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河中文学校 2019-2020 学年注册须知 
 

在校生及弟妹注册 3 月 17 日发表，3月 24日 至 4 月 28 日交表 

在校生插班考试 3 月 24 日 至 4 月 28 日       1:00 – 4:00 PM 

K,一年级新生注册 3 月 31 日   起接受报名，至满额为止   1:30 – 4:00 PM 

插班新生考试及注册 3 月 31 日       1:30 – 4:00 PM 

注册地点 Washington High School, 38442 Fremont Blvd., Fremont 

邮寄地址 P.O. Box 15393,  Fremont,  CA  94539 

学校网站 www.yrcs.org 

学校邮箱 yrcs99@hotmail.com 
 

2019 – 2020   学年概要: 
 

1. 上课时间及地点： 

2019 年 9 月 8 日 至 2020 年 6 月 7 日，星期日（除假日外）1:00 – 5:00 PM 在  

Washington High School, Fremont。 

2. 本学年两学期共 31 周课。已扣除节假日。其中中文 58 课时。 文体 29 课时。预

定 1 周为春节联欢会。 
 

注册方法 : 
 

 新生： 请详细填写个人资料。 

插班生： 除详填个人资料外，需在注册日测试中文程度。请自备铅笔、橡皮。 

在校生： 检查个人资料正确与否，如有变动请作更改。 

 详细阅读本须知及注册表上的家长权责和 Waiver, 并分别签名。 

 请根据收费表计算学费总计。不受理现金。 

支票抬头请写：YRCS； 并在 MEMO 栏注明 学生姓名。  

若有多位子女就读本校，须分别开支票。请将支票钉在申请表上面。 

学校不另行给予收据，Canceled Check 可作收据。每张跳票罚款$30 元。 

 在校生请将支票连同完成之注册表在 3 月 24 日 至 4月 28 日交到班里家长代表处。 

逾期者将失去在校生优先注册权和需要支付$30 逾期费。 
 

换班规则 : 
 

必须经校务处批准。学生不能自行换班。暑假期间，如需更换、增加或取消课程，可

email到 yrcs99@hotmail.com  或在 9月 8日 1:30 – 4:30 PM 在校务处领取课程更

改表, 并在当天填好交回校务处。每班余下名额按报名先后的原则，至满额为止。开

学第一周之后不再办理课程更改手续。 
 

退费规则 : 
 

1. 新生报名费将不予退回。 

2. 9 月 22 日或之前退学、取消课程，中文班扣除手续费$50，文体班扣除$30。退

款支票将于第 6 周后领取或寄出。 

3. 9 月 22 日之后，将不予退费。 
 

开学通知 : 
 

开学通知信将於 8 月第二周寄出。 



黄河中文学校 

2019－2020 学年课程简介 
 

中文班 

K--8年级 1:00pm – 2:50pm     or     3:00pm – 4:50pm 

文体班 

绘画一   
认识物体形状、色彩，学习动植物简易画法，培养美术兴趣和想象力。

(5-6岁) 

2 – 2:50pm 

3 – 3:50pm 

绘画二   
认识色彩、线条、 形状，学习人物、动植物和风景基本画法，培养美术

兴趣和想象力。 (7-9岁) 

篮球 学习篮球规则与基本技术，培养运动兴趣和团队精神。(7岁以上) 

网球  学习网球规则与基本技术。(8岁以上) 

舞蹈  学习中国民族舞蹈。(6岁以上) 

卡通漫画 
通过学习卡通漫画的基础知识，激发孩子的创想能力与表现能力。指导

学生创作卡通成语故事，画卡通学中文，一举两得。(8 岁以上) 

霍明深老师：央视动画片《蓝皮鼠和大脸猫》的原画及作监。 

1:35 – 2:50 

3:00 – 4:15 

羽毛球 学习羽毛球规则与基本技术。(6 岁以上)  12 – 12:50 

1:00 – 1:50 

长江中文学校文体班 

国际象棋 

认识棋盘、棋子；学习六种棋子的基本走子规则；了解几种特殊规则；

学习常用的开局、中局、残局知识；掌握常用的战术；学习棋局的记录

方法。(6岁以上) 

蒋楠老师：国际象棋一级棋士，省级国际象棋锦标赛亚军，省级国际象

棋优秀教练。多次在国家级、省级、市级比赛中担任裁判工作。从事儿

童国际象棋教学多年，所教学生多人次在全国国际象棋比赛中取得优异

成绩。 

11 – 11:50 

珠心算一 珠心算入门班。(6 岁以上) 
11 – 11:50 

12 – 12:50 
珠心算二 在中文学校参加过一年珠心算学习的学生。(6岁以上) 

戏剧表演  

 

学习戏剧表演的基本知识和技巧，全班将演出一部完整的小话剧。练习

表情、动作、对话、朗读技巧和角色扮演，提高想象力、注意力、表现

力及合作能力，并一起享受表演快乐！(8岁以上) 

11 – 12:15 

成人班 

篮球 在训练、比赛中提高个人及团体技术。集娱乐与健身于一体。 1 – 4pm 

成人舞蹈班 学习健身舞和中国民族舞蹈，融合健身与艺术于一体。 2–3 / 3–4pm 

 
1. 请依照贵子女中文班上课时间配合选择文体班。 

2. 文体班若人数不足，则不开班。 

3. 篮球、网球班由老师在开学第一天根据学生年龄、程度分班。 

4. 羽毛球、网球班自备球拍。 

5. 舞蹈班另加服装费。家长可自行决定购买服装与否。 



黄河中文学校 2019－2020 学年注册申请表 

Yellow River Chinese School 2019 – 2020 Registration Form 
 

 

 
 

 

 

 
 

 

 

 
 

 

 

 

 

 
 

 

 
 
 

 

 

家 
 

长 

 

权 

 

责 

 

1. 所有家长均应参加家长大会， 决议时均各有一票； 

2. 本校为合作性非营利机构， 每学期每位学生的家长至少为学校服务八小时； 

3. 所有干事和家长代表均为义务职，不得领取薪水或补贴； 

4. 所有家长均有责权被选为干事， 家长代表。 

5. 凡家长拒绝为学校服务者，黄河中文学校应拒绝其子女注册。凡家长未能履行义务服务

时数者，其子女一学年将丧失优先注册权，其空缺可由其他候补学生递补。 

 
本人已阅读了解上述条款，并愿遵守黄河中文学校规章 

 

 

家长签名                                             日期 

 
 

 

 
 

 
 

 

 
 

 
 

 

 

 

 
 

 

 
 

 
 

申请表必须具备以上两个签名方为有效。 
 

For Current Student:         will continue attending Chinese school          will not continue  

 

接后面 continue on back 

 

Waiver 
I, as the parent or the legal guardian of the stude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ttending Yellow River 

Chinese School, on the behalf of ourselves and the above named student, and hereby waive all our rights, 

claims, and actions which we now or hereafter may have against Yellow River Chinese School, its Board 

of Directors, its Officers, teaching facilities and employees, arising out of, but not limited to the above 

mentioned student's attendance at the school and his or her use of the school facilities and premises. 

I have read and fully understood the meaning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foregoing waiver and thus 

voluntarily execute this waiver accordingl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rent/Guardian Signature     Date 

( 请以英文签名) 

Student Name (Last,       First Middle)  中文姓名   性别 Gender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住宅电话  Home Telephone   Personal e-mail  (no  company e-mail) 

 

 

地址   Street Address                 City          State            Zip 

 

Father's Name / Guardian                   父亲/监护人   中文姓名 联络电话  Cell  Phone 

 

Mother's Name / Guardian                   母亲/监护人   中文姓名 联络电话  Cell  Phone 

 
 

 紧急联络人 (非家长) 及电话  Emergency Contact Person and Telephone 

 



 

 

2019－2020 年度中文班选课 
 

Time Chinese Class Note 

   
 

 

文体班选课 
 

 Time Class Note 

1
st
  Choice    

2
nd

 Choice    
 

          文体班先按第一选择开支票，开学后按实际修课多除少补。 
  

 新生报名费 /  在校生逾期报名者，需付逾期费                $30  

 中文班 (含教材费、班费等所有费用)                                                                   $490  

 中文班 (弟妹优惠) 兄姐姓名及将入班级:                                  $460  

 网球、篮球、舞蹈                  2:00 - 2:50pm     3:00 - 3:50pm                                          $320  

 绘画一、绘画二                      2:00 - 2:50pm     3:00 - 3:50pm                                                                              $300  

 卡通漫画                                  1:35 - 2:50pm     3:00 - 4:15pm                                            $440  

 羽毛球                                   12:00 - 12:50pm     1:00 - 1:50pm      $355  

支票抬头：YRCS    

邮寄地址：P.O. Box 15393,  Fremont,  CA  94539                                                             
共计 

 

 

 

珠心算 一               11:00 - 11:50am     12:00 - 12:50pm $355  

珠心算 二               11:00 - 11:50am     12:00 - 12:50pm          $355  

国际象棋                11:00 - 11:50am      $355  

戏剧表演                                11:00 - 12:15pm      $455  

支票抬头： LRCS 

学费不包含书本材料费   
Check # 共计 

 

        “学分班报名表”和具体细节请上网查阅：www.yrcs.org  或  www.longriverec.com 

学校专用栏 

Check #  金额 收表人 收表日期 注册负责人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