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星頓中文學校
2019 - 2020 學年度註冊須知
更新於 2019 年 04 月 21 日
1.

入學年齡：以八月三十一日為準，須達到年齡標準才可報名以下各班：幼稚園滿三歲報名小班、四歲
中班、五歲大班。雙語班滿三歲報名幼稚園小班(BPK1)、滿四歲報名幼稚園中班(BPK2)、滿五歲報名
幼稚園大班(BK1)，或依程度由老師再決定適合的年級。課外活動班另有年齡限制，請參考課外活動附
表。

2.

報名方法：網上註冊將於 2019 年 5 月 18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開始。每人僅限為一家報名。本校不接受
電話報名 。若在網上註冊時遇到難題，家⾧可以到學校來請註冊組協助。本校現任教師、家⾧代表、
校務人員及⾧期義工可於 2019 年 5 月 11 星期六上午 9 時起為其子女先報名。
網上註冊後，請家⾧在兩星期内繳齊學費（包括課外活動學費及樂捐）支票和家⾧值勤支票，一共兩
張支票，否則便視為“註冊未完成”。（請參考#11 家⾧值日）註冊組將於 2019 年 5 月 19 日、6 月 9 日
及 6 月 16 日在學校接收支票。（2019 年 5 月 26 日及 6 月 2 日兩周沒課，6 月 16 日為本校結業典
禮。）家⾧亦可以將支票寄至註冊時提供的郵址。

3. A. 語文班學費：語文班學費以一學年上 32 周計算。每學年開學的第 4 周後不收新生。
語文班學費

雙語班: BPK1, BPK2, BK1-3

雙語班：
B1, B2, B3, B4, B5, B6
BA (adult class)

於 6/15 前註冊

$400

$425

6/16-7/31 註冊

$450

$475

8/1 至開學第 4 周

$500

$525

(每位學生每學年)

幼稚園 1-3 (K1-3)；
Grades1-9;

B. 課外活動費: 本校課外活動是專爲語文班學生而設的。語文班學生的兄弟姐妹若符合本校條件亦可報名
參加課外活動。開學第一周後若仍有名額，才會開放給校外小孩，除學費外也須另繳$60。課外活動以
一學年 10 個月計算。下列是有些課外活動學費。有些活動須另繳材料費或自備器材，詳情請參閲本校
網站的《課外活動課程》。
課外活動
珠心算 AB、羽毛球 BA、樂高 Lego LC、基礎節奏擊樂班 PN、乒乓球 TT

全費
$180

民俗手工藝 AC、初級繪畫 BP、簡易縫紉 BS、漫畫班 CD、書法 CC、國畫

$230

CP、扯鈴 CY、幼兒親子繪畫 JP、基礎鍵盤 KB、摺紙藝術 OA
二胡 ER、民俗舞蹈 FD、武術 MA

$270

西洋劍 FC

$300

若課外活動老師同意，學生也可以在 10 月份或之後才報名參加課外活動，學費就按 10 個月的比例計
算。
C. 教學：本校語言文化教學分中學，小學、雙語班、幼稚園。幼稚園分大、中及小班。小學部從一到六
年級，中學部由七到九年級畢業，雙語班分雙語幼稚園大、中及小班，一到六級、雙語成人班；滿八
人即開班。除雙語班以英文輔助 教學外，其他各班完全以中文教學。本校以正體字及注音法教學。雙
語班招收對象以家庭背景不說中文或完全沒有中文基礎的學生，在學期中學生若經任教老師同意，可
轉入適合之一般語文課年級。課外活動為選修，按活動性質分為民俗藝術，美術、體育、音樂、益智
及健身。
D. 班級人數：語言班幼稚園小班每班不超過十二人，中班以每班不超過十五人，及大班每班不超過十八
人為原則；一到九年級以一班不超過十八人為原則；雙語班每班不超過十五人為原則；每班皆以不足
八人則不開班為原則。課外活動人數限制請參考課外活動附表。
4.

班級分發：註冊主任按班級人數限制，報名先後順序及學生志願分發班級。每班前八名報名者可按報
名志願分班。班級人數的控制，以同年級班與班之間不相差超過三人為原則，若差至四人或以上，學
校將從第九名以後報名的學生，按報名順序斟酌調整班級人數。插班學生以分發至班級人數最少的班
為原則。

5.

在學舊生: 學校近年來學生人數不斷增加，教室已面臨不敷使用。舊生報名沒有所謂保障入學名額，先
報名先錄取，額滿不收。舊生家⾧在 6 月 15 日以前報名，才享有優先於新生入學資格。希望家⾧儘
早報名，使學校提早規劃教室及校務安排。

6.

增班、減班及併班:已額滿班級，除非超過八人在 waiting list，學校才會考慮增班；若報名班級人數不
到八人，學校將會考慮取消該班或併班。學校將於 7 月 15 日作出增班、減班及併班的決定。

7.

語言班學費減免優待：子女減免：同一家庭在本校就讀的第三名子女全學年學費可減免$50，第四名
起學費全免。 配偶減免：同一家庭在本校就讀的配偶全學年學費可減免$10。清寒家庭出具證明得減
免學費。

8.

語言班學費及課外活動退費：7 月 31 日以前退學，學費全退也不收取手續費。 開學後註冊者，退費
均依照下列退費表退費，開學第二周後將不于退費。請參考下列退費表。
學費\退課日期

8/1-8/31

9/1 至開學第 2 周

開學第 2 周後

語言班及雙語班

$350

$330

不退費

一般課外活動費: AB, BA, LC, PN, TT

$150

$130

不退費

課外活動: AC, BP, BS, CC, CD, CP, CY, JP, KB, OA

$180

$160

不退費

課外活動: ER, FC, FD, MA

$220

$200

不退費

課外活動: FC

$250

$230

不退費

9.

轉班：學生轉班須有正當理由及視欲轉去的班級有無名額。語文班及課外活勳班轉班須徵得現任班級老
師, 欲轉去班級老師的同意，並且經過校⾧，註冊及相關的主任審核通過後始可轉班。轉班必須在開學
第 4 周完成。

10.

轉學生：曾在他校就讀或自學的學生，經過入學測試，由教務主任同意後，安插到合適的年級，班級
則依上述第四項「班級分發」規定辦理。

11.

家⾧值日：除教師，家⾧代表及校務人員外，家⾧須義務值勤。值勤項目視家⾧意願，專⾧及校務需
要而定。若家⾧因故無法值勤，可在報名單上註明，並繳值勤費全學年 $60。註冊時需繳交未附日期
的家⾧值勤保證金支票 $60，待履行值日義務後，原支票將退還給家⾧。凡不事先通知也不按時履行
值日義務者，$60 值勤保證金支票將不于退還。值日日期將會在分班通知及每週通訊上告知。凡值勤
日遲到 15 分鐘以上者，須另改日期值日。報名就讀成人雙語班的家⾧可免值勤。請家⾧分別開兩張
支票：一張為學費另外一張為值勤保證金。值日日期將會在分班通知及每週通訊上告知。凡值勤日遲
到 15 分鐘以上者，須另改日期值日。

12.

開學通知：開學通知及學生班級將於開學前一至二星期以電子郵件 email 寄出。開學日定為 2019 年 9
月 8 日。

13.

樂捐: 本校為非盈利社團, 歡迎家⾧樂捐, 樂捐可減稅。

14.

有關註冊問題，請洽註冊主任：Waipeng Lee (呂慧萍) E-mail: register@lcs-chinese.org

15.

勒星頓中文學校以不歧視人種、膚色、宗教信仰、性別、國籍、年齡、婚姻狀況、退伍身份、傷殘、
性向、性別認同、及其他受法律保護的群體為準則。

16.

本校網站 http://www.lcs-chinese.org/

FYI: 在本校連續就讀五年並念至九年級的同學，可以申請美東中文學校協會的美東優秀學生獎學金、SATII
滿分獎學金及榮譽學生。 部份家⾧因為孩子中文程度較佳或家庭因素，讓孩子跳級或在幼稚園時提早入
學，這些跳級或提早入學的同學因為在美制學校只有八年級，將會因此造成資格不符
學校九年級學生

申請者必須是美制

，無法申請，非常可惜。家⾧在考慮為孩子跳級或決定提早入學前，請多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