
註冊須知 REV 20160315

喜瑞都中文學校2017-2018 學年度註冊須知

校旨：薪傳中華文化，推行華語教學，協助華人子弟，促進社區和諧。

組織：本校附屬於南加州中華文化協會，該會為聯邦與加州政府認定的非營利教育機構。

辦公室：( 中文學校文教中心 ) 18908 Norwalk Blvd., Artesia, CA 90701

電話:( 562）865-8272 傳真: ( 562) 403-2394

洽詢及註冊時間:每週一至週五晚上6-8 點

網址﹕ www.cerritoschineseschool.org

上課地點：

除大學學分班、AP中文班及成人會話班在上述辦公室上課之外，其他一般課程均在卡美妮塔初中

(Carmenita Middle School)上課。其地址是 13435 166th Street, Cerritos, CA 90703

上課時間：

2017-2018學年度暫訂於2017 年 9月 9日開學，2018年 6月 2日結束。每學年有 32個週六上

課日，詳細校曆及更新或變動都會在本校網頁公布，敬請留意。

班別： 學校將參酌任課老師意見、學生程度與學校政策，斟酌編班

1. 親子班(Mommy &Me): 接受 2歲半至 4歲的幼兒報名，上課時必須有一位成人家長陪伴。

2. 幼兒班(Preschool)：學生必須是4歲以上，而且必須會自行使用洗手間者。

3. 注音/拼音 kindergarten 班: 學生必須是 5歲以上. 課程以認識注音/拼音符號、佐以兒歌唱遊、

聽講故事等方式吸引幼兒學習中文。

4. 普通班（含學習正體/簡體/注音/拼音）: 接受公立學校一至十二年級年紀的學生. 依程度分為 1

至 12 年級。本班比較適合家中平時說華語及有能力協助學習中文之學生。普通班每周六上 2小

時必修的語文課及1小時選修的課外活動課。

5. 兒童會話班（CFL）：接受平時家中不說華語或家中無法協助學習中文之6歲以上的學生。上課

以聽、說及認字練習為主。此班每周六上2小時必修的語文課及1小時選修的課外活動課。

6. 成人會話班: 適合 15歲以上至成人。以會話為主，著重聽、說及認字練習。

7. AP 中文班：以十至十二年級的高中學生為主，學生上課時需自備手提電腦。課程著重為學生準

備參加AP中文考試。學生可選擇下列 4個時段的上課時間，但若時段學生人數不足則不開課。

週六 ( 9AM-12PM或 1:30PM-4:30PM); 週日(9AM-12PM或 1:30PM-4:30PM）

Steve
This was previously lumped with Pre-K in Chinese version. I split them so it’s same as English version. Please check Chinese to make sure the info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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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時間及地點

親子班 幼兒班,注音班

拼音班

普通班

(1至 4年級)

兒童會話小班

CFL-(A,B,C)

普通班

(5至 12年級)

兒童會話大班

CFL-(D,E,F,G)

成人會話班

9:30-10:00 1 09:00-09:50 am 語文及活動 語文 語文 語文

10:10-10:40 2 10:00-10:50 am 語文及活動 語文 課外活動 語文

10:40-11:00 3 11:00-11:50 am 語文及活動 課外活動 語文 語文

卡美妮塔初中 卡美妮塔初中

課程與教材：

1. 語文課：普通班及注音/拼音班以中文講課為主，讀寫可自行選擇繁體或簡體字的練習。兒童及

成人會班以中英文雙語授課，中文講授的比重隨學生程度提升逐漸增加。

2. 課外活動：普通班一至十二年級及兒童會話班的學生請參閱註冊表所列各項課外活動選修課外活

動。但幼兒班、拼音/注音班、AP中文班、及成人班則不含課外活動。

註冊：註冊時須填妥學生註冊表，並附上支票（抬頭請寫CCASC）。註冊時間如下：

3. 第一階段預先註冊：自 4/29/2017 開始至 6/05/2017 為止每週六上課日上午 9:15 至上午 11:45

在卡美妮塔初中(Carmenita Middle School) 受理。暑假期間自 6/12/2017 起 6/30/2017 止每

週一至週五晚上 6-8 點在中文學校文教中心 (即辦公室) 註冊。此期間報名者每個會員家庭可享

受50元折扣。

4. 第二階段預先註冊：7/3/2017 起至 8/18/2017 開學前每週一至週五晚上 6-8 點在中文學校文教

中心(即辦公室)繼續受理註冊。此期間報名者得享20元折扣。

5. 開學後註冊：9/09/17 開學之後,在卡美妮塔初中(Carmenita Middle School）週六上課日上午

9:15至上午 11:45受理註冊。開學後註冊者，無其他折扣優惠.

Steve
8th grade?

Steve
Please add in Chinese “refer to Registration Form:.

Steve
This is not in English version. Do we really ask students to sign a waiver to sue??? Don’t re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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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

班別 親子班

幼兒班

注音班

拼音班

普通班 (1-12th grades) 兒童會話班 (CFL) 成人會話班 AP中文班

學費 $380 $550
$580

(含課本；不含課外活動材料費)

$610
(含課本、不含課外活動材料費)

$550
(含課本費用)

$710
(含課本費用)

1. 僅選修課外活動班而不修語文課者，單選每位$300，雙選每位$500，材料費，家長服務押金，會員

費另計。

2. 於開學以後辦理註冊者，其未上課週數以每週10元遞減折算

3. 兄弟姊妹折扣：同一家庭有兩位或以上的孩子就讀本校，第二位以上學生每位得享$20折扣。

4. 家長服務押金：所有會員家長都必須同意為每一位學子義務協助本校活動至少3小時。註冊時每一位

就讀學生( 18歲以上學生除外)須繳 $50元押金。有關家長服務及押金退還之規定請參考本校網站公

告之家長服務辦法。

5. 會員費：本校為南加州中華文化協會(教育公益團體 )附屬機構，欲就讀本校須繳$30 (以家庭為單位)

年費成為會員。會員得享有委員的選舉與被選舉權並可參與本校各項活動。

6. 課外活動材料費：請參照學生註冊表列舉之課外活動班別，依選定之課外活動班別繳費。

7. 全學年註冊費用：每家$50元

課程改選:開學三週內可改選較適合學生程度之語文課或課外活動項目，三週後恕不受理改選申請。

退費： 開學後5週之內得申請退學，家長必須填寫「退學申請單」才能辦理退費。退學退費時需扣除下列

費用：

i. $60 退學手續費

Steve
This info is not found in English version.

Steve
Should we bulletize this like the English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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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上課日數費用（以每名學生每上課日$20折算，無論上課與否均以退學申請日期為準）

iii. 課外活動材料費 (開學三週之後)。

iv. $50 課本費(如課本完好如新，沒有書寫或註記，可退還學校，免扣課本費)。

缺席： 學生缺席時，不得要求退費。

開除： 若學生違反校規，經學校屢勸無效，或情節重大者，得勒令退學。退費辦法比照上述「退費」

辦理。

罰款： 學生或家長損壞學校設備或物品，須照價賠償。

緊急事故： 根據加州法律，家長或監護人必須填寫緊急事故聯絡表及免訴簽名表，學生方得入學就讀

疑問：本須知可能會隨時間變更，若有任何疑問，請電：

校 長： 鄭淑貞(Jennifer Hewitt) (562) 644-5601

辦公室主任： 呂亞倩(Katherine Lu) (562) 865-8272

如果中文和英文有所不同則以英文版為主

更新日期: 7/15/2017 2:36 PM by HC

Steve
Chinese n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