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中文学校总校 2021 年秋季班课程表（星期六）Fall 2021 Saturday Schedule
5925 Sovereign Dr.Suite 115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541-3339 www.houstonhuaxia.org
联系电话：关丽华 281-798-3016；沙莎 281-975-3016; 学校 713-541-3339
9:00am – 11:00am

11:00am – 12:00pm

1:00pm – 2:00pm

12:00pm – 1:00pm

更新日起：8/4/2021

2:00pm – 4:00pm

4:00pm – 6:00pm

学前一班（幼儿汉语）
（$210)
陈若

汉语拼音一班 （半年制）
新生班($210 )
陈若

汉语拼音二班 （半年制
）新生班($210 )

一年级一班 （半年年）($210 )

一年级二班(半年制)

何莎

($210) 何 莎

一年级三班(一年
制)($210) 王秋雁

二年级一班(半年制)($210)
赵蓓

二年级二班(半年制)
($210) 赵 蓓
三年级二班(半年制)($210)
李嘉霖

三年级一班(半年制)($210)
李嘉霖
四年级一班($210)
黄培红
五年级一班($210)
张婧

GT Prep Level II Gr(2-3rd
) （$230）

GT Prep Level I Gr(K1rd
) （$230）
冯

树

冯 树

网课

网课

Huaxia Math Enrichment
4th Grade ($230)

Huaxia Math
Enrichment
rd
3 Grade ($230)

吴亦东网课

吴亦东网课
六年级一班（$210）
张婷
七年级一班($210)
镇文嘉 网课
八年级一班（$210）
陈晓英

Huaxia Math
Enrichment
st
1 Gr ($230)
冯 树 网课
Huaxia Math
Enrichment 2NDGr
($230)
吴亦东

数学心算速算(Gr 4-5) ($285)
唐军平

何莎

网课

五年级二班 ($210)
张婧网课

网课

Huaxia Math Enrichment 5
Grade ($320)

th

唐军平网课
English Reading &
Vocabulary (Gr 1st-2nd)
（$230）

English Reading &
Writing (Grade 3) 一班
（$230）

English Reading & Writing
(Grade 4) （$230）
Mr.Robert Sandage

Mr.Robert Sandage 网课

Mr.Robert Sandage 网课

网课

2:00pm – 3:30pm
Huaxia Math Enrichment 6
Grade($320)
唐军平网课

口才与小主持人班

普通话语言艺术表

七年级二班($210)

演班网课

镇文嘉 网课

绘画 Level 1-2 （56 岁）
黄培红（$230）

儿童唱歌一班
樊豫珍（$230）

th

六年级二班 （$210）
张 婷网课

（$230）吕雅莉网课

（$230）吕雅莉

十年级一班（$210）
吕雅莉 网课

二年级三班(一年制)
($210) 赵 蓓
三年级三班(一年
制)($210)李嘉霖
四年级二班($210)
黄培红网课

八年级一班（$210）
陈晓英 网课

十年级二班 ($210）
王美琴
十二年级一班 ($210）
王兴平网课
马立平中文二年级一班
($210) 陈 勇网课

绘画 Level 3-4
（$230）罗潜

绘画 Level 5-6
（$230）罗潜

书法班

九年级一班($210)

九年级二班($210)

（$230）黄鑫

吕雅莉网课
十年级三班（$210）
王美琴网课
十一年级一班
($210）王兴平网课

吕雅莉网课
AP 中文二班($265）
王兴平网课

AP 中文一班 ($265） 王兴平 网课
葫芦丝初级班（0 基础）
马涛（$230）网课

葫芦丝中级班（3-6
个月经验）马涛
（$230）网课

马立平中文三年级一班
($210) 居玮琳 网课

国际象棋初级一班

国际象棋中级班

国际象棋初级二班

（$230）陈新华

($230）陈新华

($230）陈新华

马立平中文五年级一班
($210) 张 颋网课
马立平中文十年级
($210) 蒋知勤 网课

手工纸艺 Orgami

剪纸+中国结
袁菲（$230）

袁菲（$230）

马立平中文一年级一班
($210) 张颋

马立平中文九年级一班
($210) 居玮琳 网课

马立平中文七年级一
班($210)张 颋
马立平中文五年级二
班($210) 陈勇网课

马立平中文四年级一班
($210) 居玮琳 网课

CSL Beginning
（$280）孙英辉网课
中文阅读与写作（$240）
徐敏

新 HSK 汉语水平考试 四级
（$240）徐敏
兵乓球一班（$235）
王大志

兵乓球二班（$235）
王大志

CSL Level 1
（$280）孙英辉 网课
兵乓球三班
（$235）
王大志

新 HSK 汉语水平考试
五级/六级（$240）徐敏
English Reading & Writing
(Grade 5) Mr.Robert
Sandage（$230）上课 2-3pm

古筝（$395）
老师：吴长璐网课

网课
西班牙语中级
一班（$260）

西班牙语中级二班
（$260）

Mary R 网课

Mary R 网课

STEM Program (Technology/Engineering) Class Start:8/7/2021
1:30-3:00
STEM Classes Enrollment Requirement 招生要求：
1. Robotics Hybrid: Competition offered. Virtual platform. Open to all
students regardless of prior experience. 3rd grade and up.
2. CS/GD I: New students that have not taken our courses 4th grade and up
or has NOT passed Ozaria from prior semesters.
3. CS/GD II: ANY returning student that has taken our CS/GD I course and
passed Ozaria.

计算机与游戏设计
python
CS1/GD1
$(430) 网课
Coaches:Richard
E./Daniel D.

3:00pm-4:30pm

4:30pm-6:00pm

计算机与游戏设计
python
CS2/GD2
$(430) 网课
Coaches:Richard
E./Daniel D.

Robotics Programming
& Mechanical
Engineering($430)

网课
Coaches:Richard
E./Daniel D.

华夏中文学校总校 2021 年秋季班课程表（星期六）Fall 2021 Saturday Schedule
592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77036 Tel: 713-541-3339; Fax: 713-541-3065 网上注册及学校信息:Http://www.houstonhuaxia.org

初高中英文辩论/英文/数学/科学（星期六）
9:00am-11:00am
Pre-Calculus
林子平($410) 网课
9:30am-11:00am

11:00am-1:00am

1:00pm-2:00pm

2:00pm-4:00pm

Algebra I Gr(7-8)
林子平($410) 网课

Geometry Gr（8-9）
林子平（$410）网课
3:30pm-5:00pm

1:30pm-3:30pm

初中数学竞赛班
Gr(6-8)
余新天 ($320)

AMC 8
Gr(8-10)
余新天($385)

网课

网课

SAT Math Prep
余新天($385)

网课

数学 CBE 跳级
Gr(5-6)下半部分
吴亦东 ($385)

网课

网课

Express Yourself! Writing
Class; 6-8th grade $385
Ms Walters 网课

Team Debate ($450 )
Mr. Magee

Debate II( $450 )
Mr. Magee

Public Speaking/Communication ( $450)
Mr. Magee

Introduction to Java ($395)
新生班
王黔江

Python Programming I
($395)
新生班
王黔江网课

AP Computer Science($395)
新生班
王黔江 网课

网课

SAT English Prep
($385) Hunter Lee

网课

Algebra II Gr(8-9)
林子平($410) 网课

Pre-Algebra Gr(5-7)
唐军平($320)

Reading, Vocabulary and
Grammar Connection
8-10th grade ($385)
Ms Walters 网课
9:00am-11:00am

11:00am-1:00pm

4:00pm-6:00pm

Literary Analysis and Essay
Writing
grade 8-10th ($385)
Ms Walters 网课
1:00pm-3:00pm

UIL High School Math Contests ($385)
高中数学竞赛班
Hunter Lee

网课

3:00pm-5:00pm
Debate I ( $450 ）Mr. Mag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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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课程表（星期六）
9:00am-10:00am

10:00am11:00am
成人中文 1 级
CSL –Adult Level1
$(280) 苏比祺网课
此课学费没有成人优惠价
古筝（$395）
老师：吴长璐 网课
此课学费没有成人优惠价
成人兵乓球
（$185）
王大志

瑜伽一班
（$185）
裘惠黎

瑜伽二班
（$185）
裘惠黎
完美彩妆
（$185）
黄惠珠
2 小时课程，请
同时选报两门

11:00am12:00pm

12:00pm-1:00pm

1:00pm-2:00pm

2:00pm-3:00pm

3:00pm-4:00pm

成人交际舞班
($185)
王丽纯

国标-拉丁舞
($185)
王丽纯

成人歌唱一班
($185) 樊豫珍

成人歌唱二班
($185) 樊豫珍

成人歌唱三班
($185) 樊豫珍

成人舞蹈二班
（$185）
陶斐
数码摄影初级班
($185）
贾忠

吉他基础班
($185)马涛网课

吉他中级班
($185)马涛网课

4:00pm-5:00pm

成人绘画班
($185) 罗潜

成人舞蹈一班
（$185）
陶斐
完美彩妆
（$185）
黄惠珠
2 小时课程，请
同时选报两门

成人舞蹈二班
（$185）
陶斐

成人歌唱四班
($185) 樊豫珍

书法与欣赏
（$185）
黄鑫

1、凡在 2021 年 8 月 18 日之前（包括 8 月 18 日），完成网上注册并交纳学费的家长，注册费减免$10。8 月 18 日之后注册并付费的，注册费$20。
The registration fee will be reduced by $10 for parents who complete online registration and pay tuition before August 18, 2021 (including August 18 ).
If you register and pay after August 18，the registration fee is $20.
2、免家长值班费。No parent duty fee.
3、各教学班报名五人以上（含五人）方可开班；Each class can only be opened with more than five students (including five).
4、成人课单课学费见上表。享受成人课优惠价的课程：两门课学费$280/学期，三门课学费$340/学期，四门课学费$390/学期，
从第五门课起，每增报一门课学费增加 $60/学期。
5、付款方式：信用卡付款：在华夏网站 http://www.houstonhuaxia.org/直接使用信用卡付款，信用卡公司收取的 3%手续费，自动加在余款里。
支票付款：支票请开给 Hua Xia Chinese School，请打印注册表连同支票一起邮寄到：5925 Sovereign Dr. Suite #115 Houston，TX 77036。
We accept online payment with credit card (3% credit card company charge will be include).
Or A check payments to: Hua Xia Chinese School, and mail your check with printed registration form to 5925 Sovereign Dr Suit #115 Houston，TX
770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