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文学校
MODERN CHINESE SCHOOL

对 象： 身体健康并可以接受正常教育，年龄在四岁

下午以英文年级分班（1: 00－5: 00）

以上的小学、初中、高中生等，不限种族。


至

8 月 18 日

周一至周五 9 am - 5 pm, 共七周, 可早送晚接

上课地点：JHS 189 中学 (办公室在三楼 300 室）
144-80 Barclay Ave.
Flushing，NY11355
(在 Sanford 大道和 147 街拐角处, 进口是 Barclay Ave.东门)

电 话:

917-285-0705

办公地址: 136-39 41st Ave. #1A
Flushing, NY 11355
电 话:

718-939-0423 (日常办公处)

网 址:

www.modernchineseschool.com

718-468-9177
917-902-0888
另

汉语拼音(6－7 岁)

一天国语电影

上
午

（3） 按水平及年级分班上课是本校的一贯原则。

①周六班：2017 年 9 月 16 日至 2018 年 6 月 23 日
在 189 中学，详见周六班招生简章
2017 年 9 月 7 日至 2018 年 6 月 26 日

全期

六周

五周

四周

三周

全天班(不分年级)

$800

$740

$680

$620

$560

半天班(英数才艺或综合)

$600

$550

$500

$450

$400

半天班(上午中文)

$550

$500

$450

$400

$350

1门

$70

$60

$50

$40

$30

2门

$140

$120

$100

$80

$60

不学拼音
＋

汉语拼音(8 岁 )

四天中文，含历史及文化故事

中文一至四册 各班

一天国语电影

午休至 2pm
2. 拼音 6－7 岁班

中文五册至八册 各班

四天中文，含历史、地理、

中文阅读班

中国文化历史常识、报章杂志、

午餐后午休

文化常识 、一天国语电影

至

实用中文、中高级 HSK、

一律在学校

2、杂项：

以上各班的学生)

AP 及 SATII 中文 、 国语电影

完成作业

（1）保险费：全期全天每人 $30，半期半天每人 $15

ESL 英文班

另加一次国语电影

(针对新移民子女)

上午才艺班

(1) 绘画

＄1 计算。不能预先确定者，可到期末交。

(注: 门票车费届时收取)

(3) 电子琴

(4) 小提琴 (5) 科技模型

任选两门 + 1 次电影）

(6) 功夫

每科 $20

（4）注册费：

每人 $20

(7) 乒乓

一对一教学，
之后上棋牌课

(8) 棋牌

(1) 1:00－2:00 午休

另加如下才艺课：

(2) 每天两节课, 每节 50 分钟

每周两节绘画，两节唱歌，一节讲故事

下
午

午餐及午休或活动

每天一节英文或数学课（在学校完成作业）

英数 G1、 G2 各班

每周安排 2 节英文、2 节数学、2 节写作、

(每天两节课，

（在学校完成英数作业）

每节课 80 分钟)

另加两节绘画，一节音乐，一节 乒乓

班

托管学童服务者，请于报名时说明。

安全有益，深受学生欢迎。

(2) 素描

(每门每周 2 次课

英数 Pre-K/ K

照管需早到和晚走的学生。收费按每半小时

（8） 外出游玩由老师和家长带领，分班坐校车，

（3）英文/数学/写作/ESL 材料费：

5. AM 小提琴

和写作，帮助学生早日过语言关

12:00 至 1:00 pm

（6） 早上七点半后和下午六时半前，学校有专人

（7） 各班均为冷气教室，宽敞明亮。

每人 $20

游玩 2 次

英数 G3-9，G6 亨特，

1:00
至

SHSAT(G8 特殊高中)
P/SAT I-II (G10－12)

4:00 下午才艺班

（9） 本校上课时间春秋两期为周六或课后周一至
周五，暑期周一至周五全天或半天。
（10）校车接送部分 Queens 区的学生，

(11）欢迎高中学生义工，学校提供义工证明信。
若半天义工半天读书，学费减半！

（6）魔术材料费：

每人 $100
每人$25(4-5pm)

（7）绘画/素描/水彩材料费：

4:00
至
5:00

（9）琴书费：

$50(1-4pm)

每人 $20
每人 $50
每本$5(电子琴)

$10(小提琴)

（10）抖空竹(扯铃)器材：

每套 $30

（11）舞蹈服装费(不含舞鞋）：

每套$25

（12）功夫班服装费：

每套$30

（13）校车费：

详见收费标准

备 注：* 报名后退学,保险费不退

2 天英文（含写作）、 2 天数学、

* 开学后一周内退学,(2)-(13)杂项费用都不退

1 天绘画和乒乓

* 开学一周后退学,所缴费用一律不退,也不留余款
＋

(G3－4 功课课堂完成，G5 有家庭作业)
(1) 绘画

(2) 素描(8 岁＋)

(3) 水彩/国画 (8 岁＋)

任选两科 + 一次电影或乒乓

(4) 电子琴 (5) 小提琴

(6) 科技模型

每科每周 2 次

(7) 功夫

(8) 舞蹈

(9) 抖空竹 (8 岁＋)

每次两节, 每节 80 分钟

(10) 魔术

(11) 棋牌

一年三学期，全年不中断。

请于报名注册时办理乘车缴费手续。

（5）科技模型班材料费：

（8）国画班材料费：

早餐：8am-8:50am 午餐：11:50am-12:50pm

* 早上 7 点半前和下午 6 点半后仍需

（2）中文书杂费：

50 分钟

（5） 纽约市教育局提供免费早、午餐

注： * 早 9 点前/晚 5 点后半小时内不收费

安排外出

主攻英文听说和阅读，兼管语法

（4） 本校治学严谨，中英数才多科并重。使学生
还可结新朋会故友。学得认真，玩得开心。

全期半天或半期全天每人 $20

听说第一、认读第二、书写第三， 4. 上午各班均

(针对无国语背景的学生)

加强班 ( 以 G5 英数纽约州考成绩为依据 )。

3. 中文班学生

(适合中文九册及

12:00 中文口语班

资优和加强班。 6 年级分亨特应考班和普通

4-5pm 才艺课

至 1pm

9:00

上午中文，低年级按程度和年龄分班。下午
G1－5 各年级 将根据人数以数学考试成绩分

1. 中文学前班

班

和学校负责人共同选取或编写复印。

注

英数才艺 综合班

G3 以上可选英文或数学，加一门才艺,

（不适合 PK-G2 之 学生）

另配一次电影或乒乓

9am 前接学生到校, 5pm 后送学生回家。

设:

②课后班:

备

校。质量第一，效果至上。

既可学好中文，又能提高英数及才艺能力，

上课时间： 7 月 5 日

程

四天中文，含故事和游戏，

英文、数学及写作等教材由各科老师



课

中文学前班(4－5 岁)

则适用于幼童及非中文家庭背景的学生。

招生简章

班 级

现代汉语拼音并教认繁体字的非营利中文学

子女学习中文。《幼儿汉语》及《快乐汉语》

教
室

时间
课程

（2） 暨南大学《中文》教材适用于所有中国人的

2017 年暑期

1、学费

各班级课程安排如下表：

注：本校不提供特殊教育。

特 点:（1） 纽约市皇后区第一所用普通话教授简体字和

冷
气

收 费 ：支票抬头请写明： Modern Chinese School

班 级 ：上午以中文水平分班（9: 00－1: 00）

(1)才艺选项：一小时收费才艺课 (每门每周两次，可选两门)：绘画、素描、电子琴、

优 惠：（1）6 月 3 日之前报名, 免注册费、中文书杂费
和英文/数学/写作/ESL 材料费
（2）同一家庭注册全期全天者(全期半天/半期全天减半)
两个孩子每人优惠＄20, 三个孩子每人优惠＄30
四个孩子每人优惠＄40。

附 件： * 科技模型之一：
－小飞机真能飞上天！

* 抖空竹 (扯铃):
-你会玩扯铃吗？

小提琴、舞蹈、功夫、魔术、抖空竹
(2)自由活动：不加选 4-5pm 才艺课者，PK－G2 在本班教室内玩棋牌、做游戏；
G3 以上学生可选择玩棋牌、打乒乓等活动

在 189 中学，详见课后班招生简章
-The plane is really flying!

-Can you spin a Chinese Yo-Y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