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School at Alamo, Inc. 

250 – 23rd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21           
Mailing address: P.O. Box 210354 San Francisco, CA 94121      

電話: (415) 601‐7092 
電子郵件: csatalamo@gmail.com 

學校簡介 : 

阿拉摩中文學校不屬阿拉摩小學一部分,而是一間獨立的非

牟利機構,由學校家長所經營已超過20年歷史 。目的是培育

學生對中文及中國文化的興趣. 我們需要家長及社區義工的

支持, 提供寶貴意見和參與來幫助改善. 

如有任何疑問和建議, 請聯絡董事會或學校工作人員 。 

我們的目標：  

使學習中文更加有興趣, 提供粵語和國語的教學, 

學習中國文化 , 文物和歷史知識。  

上课時間：  

週一至週五下午2:40至下午5:45  

學校的第一天 - 2018 年 8 月 20 日  

學校的最後一天 - 2019 年 6 月 4 日  

中文學校與阿拉摩小學的假日相同除了萬聖節狂歡日當天放

假.在秋季和春季學期的家長會周期間,中文學校將會提早一

個小時開放.  

TUITION for the 2018 – 2019 School Year: 

A one me non‐refundable registra on fee of $60 is applicable to all new students. 

To insure adequate staffing, please complete and remit an APPLICATION FORM by 
Friday, June 1, 2018 along with a deposit of $200 for your child.  If you are  

applying for more than one child, see below for payment.   

支票抬頭請寫 :  Chinese School at Alamo.  

重要啟事 :   

中文學校是靠學費支付固定費(and staff salary), 

若學生中途退學,學費不能退還    

Early Discount: Deposit Needed Before  
Friday, June 1, 2018: 

After  
June 1, 2018: 

Tuition is $900.00 per student, per semester. 
A deposit is needed for this rate.  See below. 

Tuition is $950.00 per 
student, per semester. 

No. of 
Students 

  (BEFORE June 1) 
     Tuition       Deposit Needed 

Balance Due 
(By August 31) 

  (AFTER June 1) 
Tuition 

1 $900 $200 $700   $950 

2 $1,800 $250 $1,550   $1,900 

3 $2,700 $300 $2,400   $2,850 

4 $3,600 $350 $3,250   $3,800 

For 2018‐2019 School Year 



星期一  到  星期四  星期五  

2:50 pm – 3:50 pm 2:50 pm – 5:00 pm 

中文課及功課指導 補充活動 : 

中國文化與歷史，中國書法， 
勞作，唱歌，烹飪，讀故事，  

中文電影  

4:00 pm – 5:00 pm 

中文課及功課指導 

5:00 pm – 5:30 pm 5:00 pm – 5:30 pm 

課外活動，額外功課時間，接放學  放學 

資格和註冊   

下列標準用於甄選過程：  

 在讀中文學校學生的兄弟姐妹會被優先考慮。  

 老師對學生的比例平衡。  

 學位取決於先到先得。 

家長可以通過以下方式提交申請：  

 在讀中文學校的學生，請將申請表提交給班組長或辦公室的CSA郵箱。  

 對於想申請入讀的學生，請將申請表提交給阿拉摩小學辦公室。  

時間表  

我們提供不同級別的廣東話和普通話教學。評估完你孩子的中文水平, 我們會安

排他在適合的級別。我們的課程會因學習程度,功課和娛樂時間而做出調整。 以

下是每日課程時間表:  

操行政策：預算，停課和開除  

1. 學生要尊重CSA工作人員，學校財物，其他学生和學習環境。 

2. 如有問題，CSA的工作人員會與學生一起解決。  

3. 行為（破壞性的，有害的，危險的，重複的）將被記錄在反映表上。重複破

壞性行為將被記錄在事件報告上。  

4. 如果該行為沒有得到改善，會開家長會討論此情況。 家長會是強制性的。 

5. 如果所有嘗試都失敗，學生沒有改變該行為，學生最多可以被暫停5天課程。

根據學生行為的程度和停課的次數，學生將會被開除中文學校。阿拉摩小學

也會收到我們的開除通知書。  

急救護理政策  

1. CSA的工作人員將通知現場協調員。 

2. 現場協調員會通知家長/監護人或緊急聯繫人員。  

3. 如果傷勢嚴重，現場協調員將會撥打911尋求幫助。 

4. 如果我們撥打911，我們也會同時通知CSA董事會主席和阿拉摩小學。 

5. 學生傷害事故報告要在24小時之內填寫。  

遲到罰金   

我們的課程時間為下午2:40 至 5:45。如果你超過下午5點45之後來接你的小

孩，每遲到一分鐘，要繳交1美元的遲到罰金，需當天計算罰金 。 

出勤  

1. 學生必需穿上中文學校字樣T‐恤校服,若不穿不能到外面活動 。  

2. 如果您的孩子一定要缺課，請在下午2點半前致電中文學校  

(415) 601-7092。 

3. 由於課堂時間是有限的，請不要在上課時間,接走你的孩子,除非你有適當的

理由（醫生或牙醫預約，孩子生病或不舒服等).  

4. 如果您的孩子需要早退，家長需要填寫早退表格。  

签到程序 

1. 學生將在禮堂排隊，每天下午2:50點名。 

2. 監督小組組長会檢查每位學生。  

3. 父母或授權人須簽署簽到表格，學生只允許被指定人士帶走。 

4. 在中文學校上課時間，沒有授權的成年人不可以带走學生，不可以去附近的

商店或私自回家, 犯規的學生將會被開除。  

5. 目前學校政策規定, 在放學後禁止中文學校的學生, 在沒有中文學校的工作人

員的監督下, 進入教學大樓, 違規者可能導致被開除出中文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