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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7 学年文化课简介 (5/10/2016)
课
号
1

课名/
课名 教室
幼儿美术
Room 102

教师

教师简介,
教师简介 课程简介,
课程简介 教学对象

全年学费

李红

李红老师多年在本校授课,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本课程内容包括: 蜡笔画, 棉签画, 撕贴画,
折纸,泥工,儿歌,歌谣等. 适于 4-5 岁小朋友.

$145 (22 节课)
另收$10 材料费，
于第一次课交给老
师
$145 (22 节课)
另收$10 材料费，
于第一次课交给老
师

248-6418510

儿童画
一班 Room
100

李薇
586-7762536

2

儿童画二班

朱綅
248-9521661

Room 203
3

李薇老师从事儿童教育工作已 40 多年，并在中国已经获得高级教师职称。
课程简介：本课教授线描画、蜡笔画、油画棒画、炫彩画、砂纸画、刻画、综合材料
课程简介
画等。使用不同的作画工具如蜡笔、油画棒、彩色水笔、记号笔、竹签笔；白纸、色
卡纸、吹朔纸、炫彩纸、瓦楞纸、纸板、砂纸、皱纹纸等等。通过使用不同材料，渗
透环保意识。通过学习，让学生锻炼手、脑、眼的协调能力，丰富想象力，提高创想
能力。
本课适合 6 至 9 岁的儿童。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感兴趣的事物及能理解的一些中国
文化特点的事物设计课题，让学生大胆地、独立地、愉快地完成作业。
朱綅老师在本校任教十多年，有丰富的教学及儿童美术教育经验。曾被评为上海市一
级教师。经她辅导的学生荣获过全美青少年绘画大赛儿童画和色彩画一﹑二等奖。本
课程教师根据学生不同程度，因人而异个性化中英文教学 ，深受广大学生喜爱。课程
侧重绘画基本技能训练，培养儿童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的审美心理。提高儿童观察力
﹑想象力﹑创造力和思维力。以蜡笔画和彩色笔画为主，适合 5—10 岁的学生，每位
学生在班上的绘画都会编成一本漂亮的画册。（限 10 人）。

$145 (22 节课)
另收$10 材料费，
于第一次课交给老
师

4

姚炘
卡通绘 画
5

Room 204

248-6356962

姚炘老师毕业于北京教育学院时装设计。 有多年教学经验。
卡通绘画深受孩子们的喜爱。本课教授一些卡通人物基本画法，如头像， 头型 面部表
情，身体，以及手和脚的基本画法。通过练习，学生可以自如画自己喜爱的卡通人
物，并来提高学生对绘画的兴趣。另外同时也做一些素描练系，（包括色阶，线条，
轮廓的练系）来提高学生的绘画技巧。适合 7-12 岁学生. 限 15 人.

$145 (22 节课)

6
7
8

舞蹈二班
9

Room
112A

张川平
248 8791492

张川平老师受过专业舞蹈训练多年，学过多种汉族舞，民族舞和巴蕾舞。她曾在区一
级舞蹈比赛中获得第二名奖，有十几年丰富的舞蹈经验。她教孩子很有耐心，受到学
生和家长的好评。本课教授适合儿童表演的民族舞和舞蹈基本功的训练。欢迎 5-10 岁
的孩子报名参加。限 14 人。

$145 (22 节课)

10
11

初中数学
Room 219

陈德章

本课着重"双基" 训练, 对概念,公式和常用数据加深理解,提高基本预算 的熟练性和准确
性. 本课作为中学数学课的补充, 使用中英文双语教学. 适合 6 至 7 年级的学生.

$145 (22 节课)

Teachers
wanted

本课由将于今年九月升入高中毕业班的成绩优异，由 SAT / ACT 获满分或高分的学生
教授。本课以帮助学生准备 SAT 考试为直接目的。介绍参加考试的经验，体会和技
巧。并将根据考试规则的改变更新教学内容。本课用英文教学.

$145 (22 节课)

罗建群

罗 建群老师 系原厦门 市羽毛球队 ，多年从事羽毛球系统 训 练 。本课 程设 羽毛球基本知
识 和技巧。教导 学生：握拍、挥 拍、发 球、高球、 扣球、吊球、网前球、反手握拍和
击 球、后场 脚步 移动 、前场 脚步 移动 、进 攻球 和防守球等基本功训 练 。以及基本身体
素质 训 练 。球拍自备 ，每 位收集$16.00.或每 人自己带 半打球。自带 球者须 选 Yonex 牌
黄颜 色的朔料球。 年龄 限 10 岁 以上，学生限 12 人。

Demi Yang

Demi 热爱体育，尤其级球。从事多年级球训练。本课程教授青少年级球基本知识与技
巧，讲解拍球，运球，传球，投球，三步蓝，防守，二人和三人配合等技巧及基本级

248-6491558

12
13

SAT 数学/
英语
Room 201

14

儿童羽毛球
Gym
15

16A

儿童初级 级

注明： 除特别注明外，所有文化课均于周六上课， 时间： 上午 11:15－12:15
新课至少需要注册 6 位学生，现有课程至少需要注册 8 位学生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a minimum enrollment of 6 Students is required to promote
the new class; a minimum enrollment of 8 students is required for the existing class
to cover the expenses of the teacher and classroom rental.

$145 (22 节课)

$145 (22 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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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班

球规则。学生需每人自带级球。年龄 6 - 9 岁。最多只招 12 个 学生。

Gym
16B

少年初级 级
球班

Xuan Yang

Gym

陆怡
17

象棋班

248-8659537

18
19
21

成人健美

Teacher
wanted

Gym
26A

27

Teacher
wanted

瑜伽

儿童歌唱班
Room 111

29A

四、五年数
学 Room

汪洁
248-2191003
wangjieww@
yahoo.com

周翠萍

202

29B

30

一年级 数学

周翠萍

ACT/SAT
English,
Reading &
Writing
Room 207

Karen
Boniface
248-8525284

杨老师热爱体育，尤其级球。从事多年级球训练。本课程教授青少年级球基本知识与
技巧，讲解拍球，运球，传球，投球，三步蓝，防守，二人和三人配合等技巧及基本
级球规则。学生需每人自带级球。年龄 10 - 14 岁。最多只招 12 个 学生。
陆怡老师从事电脑专业, 自幼爱好棋类及其它体育活动. 本课通过配对比赛, 培养学生的
分 析能力和判断技巧, 有益于学生的智力开发和能力培养. 从国际象棋学起. 适合于不同
程度 的学生参加, 年龄 8-14 岁.

本课旨在帮助学员保持健康的身体，提高身体素质。课程侧重于增强身体的柔韧性和
耐久性，减重和调节体形。将从初级，经过中级，逐渐过渡到高级水平。
(时间
时间：
－10:30am)
时间：9:30－
瑜伽初级班
练习瑜伽可以缓解压力, 舒展筋骨, 用深呼吸运动来调节身体机能,起到防病益寿, 修身养
性的功效. 男女皆宜, 从初级教起. 欢迎家长们踊跃参加。
老师简介：
老师简介：八八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音乐系声乐专业，从师汪明洁教授，完整地学
习了中国的美声和民族唱法；九八年于瑞士洛桑音乐学院获得硕士学位
（Virtuosity)。从师著名客座教授 Katharina Bergert.在瑞士四年的学习中，系统
地学习了欧洲的宗教音乐，法国的旋律，德国的艺术歌曲以及意大利歌剧，能熟练掌
握和使用德语，法语，意大利和拉丁语演唱不同风格的作品；具有二十多年国内和国
外的丰富的教学经验。
课程简介：
课程简介：教授中外歌曲，基本发声技能；详细教授识读五线谱和中国简谱。教学进
程循序渐进，教授分声部和声唱法。
老师简介：
老师简介：来美之前在上海一所双语 学校任教。负 负 学校小学部数学课 程建设 、课 题
研究、数学教学研究，并长 期工作在教学一线 ，所带 班级 学生数学素养 高，考试 成绩
总 遥遥领 先于其他班级 。工作其间 ,所写论 文获 全国一等奖 ,带 领 带 队 完成多个数学课
题 ,多次获 得市区校各级 奖 彰,并被授予骨干教师 \优 秀园丁\优 秀班主任\校学术 委员 会成
员 等荣 誉称号。
课程简介:
课程简介: 本课 程将参考国内的数学教材，结 合中国和美国小学数学教学内容，取长
补 短。将选 选 以下内容进 行教学:自然数乘除法\分数的初步 认 识 \小数的认 识 与计 算\图
形与几何\简 易方程等,通过 学生自主学习 ,老师 点拨 ,让 孩子在观 察\思考\探讨 \总 结 中获
取知识 ，让 他们 掌握数学方法、提高学生数学学习 的能力。
老师简介：
老师简介：同上
课程简介:
课程简介: 从一年级 开 始,让 孩子进 行系统 的数学学习 ,培养 孩子良好的学习 习 习 ,从小
给 孩子打下扎实 的数学基础 . 本课 程将参考国内数学教材,结 合本地孩子的学习 情况,量
身定制教学内容.将选 选 以下内容进 行教学:10 以内的数\10 以内数的加减法\20 以内的
数及其加减法\物体的形状等,通过 数数\计 算\比较 \推算\看图 列式等形式学习 数学.
时间：
时间：12:30－13:30
About the class provider: Inkwell English Education offers classes in reading,
writing, and test preparation as well as individualized private tutoring. In business
since 2006, Inkwell is owned and operated by Karen Boniface, a veteran teacher. Her
team of highly qualified teachers delivers the instruction. You can read individual
team member bios on Inkwell’s website—INKWELLedu.com.

$145 (22 节课)

$145 (22 节课)

$145 (22 节课)

$145 (22 节课)

$145 (22 节课)

$145 + 教材费 (22
节课)
(教材费交给老师)

$145 + 教材费 (22
节课)
(教材费交给老师)

$300 before and
on 6/13/15 (22 节
课)
$310 after 6/13/15
$45 material fee

About the class: With the upcoming changes in both the ACT and SAT
will be rendered to
tests and Michiga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s recent announcement of the
the teacher.
monumental switch from ACT to SAT preparation in the school curriculum,
educators, parents, and students are scrambling to adjust. Recommended
for 8th-10th grade students, this class, which runs two semesters—from the
second half of September to April—will help sort out some of the confusion.
It meets on cultural class dates from 11:05-12:30 to introduce the verbal
注明： 除特别注明外，所有文化课均于周六上课， 时间： 上午 11:15－12:15
新课至少需要注册 6 位学生，现有课程至少需要注册 8 位学生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a minimum enrollment of 6 Students is required to promote
the new class; a minimum enrollment of 8 students is required for the existing class
to cover the expenses of the teacher and classroom rental.

American Chinese School of Greater Detroit (ACSGD)

3

底特律中文学校
portion of the main two standardized college entrance exams. Covering
timed essays and multiple-choice sub-tests in English and reading, it is
designed to acquaint students with the verbal portions of the ACT and SAT
and to help them discover what concepts or skills they need to practice
before taking the actual exams. Students build vocabulary, study grammar
lessons, practice problem types, take timed tests, write essays, and
complete homework assignments to develop test-taking skills. A book fee of
$45 is payable to Inkwell English Education on the first day of class. If
you have questions, you may contact Inkwell at Inkwell@INKWELLedu.com
or Karen Boniface at (248) 852-5284.
There is the requirement of a minimum enrollment of 16 and a maximum enrollment
of 30 for this class.
35

Creative
Writing for
Grades 3-7
Room 218

Steffi Cao

xxx currently attends Troy High School and will be a junior. She has participated in
and won multiple short story competitions, as well as having written articles that have
appeared in assorted newspapers.

$145 (22 节课)

xxx is a rising junior at Troy High School student who has won an array of regional
and state poetry contests in addition to having works published in different
magazines.
About the Class: Curriculum will focus on the two main types of creative writing:
prose and poetry. English language, encompassing grammar, spelling and verbal
eloquence, will also be taught to students in need of it. Students will also receive
notices about upcoming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s throughout the year. This
course is tailored to both new writers and experienced wordsmiths.
36A

Building
Great
Website in
No Time
(Beginner)
Room 110

Zhiyuan
Yang

Yang, Zhiyuan 248-635-4978 Email：info@acsgd.org, IT principal since 2010.

$145 (22 节课)

About the course: Teaching students how to set up websites and to manage
contents. Students will learn about basic website setup, homepage design, enewsletter, mailing list management, activity registration, mass email distributing,
member profile management, e-commerce, etc.. It will stand you up in good stead in
all clubs'/organizations' activities and brighten up your college essay & application.
Desired Student: 9-12 grade in Fall 2015, no programming skills required, 12
student limit, bring your own laptop and USB drive.

主要教授高中生如何快速建立网站来管理内容。如：给学校的俱乐部建立网
站，管理电子简讯， 通信录，网上活动注册，后台数据管理等。助你在大学
申请中脱颖而出。
适合学生: 9-12 年级, 无编程语言要求。名额有限，限 12 名, 自备手提电脑
一台， USB Drive。另收$60
网站一年空间费
另收
网站一年空间费
36B

Building
Great
Website in
No Time
(Advanced)
Room 110

Zhiyuan
Yang

Yang, Zhiyuan 248-635-4978 Email：info@acsgd.org, IT principal since 2010.
About the course: Advanced Level.
Prerequisite: Building Great Website in No Time (Beginner)
Desired Student: 9- 12 grade in Fall 2015, 8 student limit, bring your own laptop.

适合学生: 9-12 年级, 无编程语言要求。名额有限，限 8 名, 自备手提电脑一
台， USB Drive。另收$60 网站一年空间费
网站一年空间费
时间 12:30-14:30

注明： 除特别注明外，所有文化课均于周六上课， 时间： 上午 11:15－12:15
新课至少需要注册 6 位学生，现有课程至少需要注册 8 位学生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a minimum enrollment of 6 Students is required to promote
the new class; a minimum enrollment of 8 students is required for the existing class
to cover the expenses of the teacher and classroom rental.

$290 (22 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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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中华文化
常识课
Room 200

林虹

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

$145 (22 节课)

中国历史：包括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通过相
中国历史
关人物事件的故事传记，影视作品，图片介绍等进行讲解，增加同学们的
兴趣，并加强记忆。
中国地理：
中国地理：选取中国地理最主要的自然特征及人文特征，进行讲解，并穿
插相关旅游观光等影视图片介绍。
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 ： 筛选中国民族，民俗，民间工艺，文物等方面精化，加以介
绍。
学生：
学生：中文学校就读 8 年级---11 年级的学生

38

古筝班

魏晓东

39A

二胡 1 班
Room 112
二胡 2 班

魏晓东

同上。时间 11:15 – 12:15

魏晓东

同上。时间 10:00 – 11:00

40

青少年武
术
Gym

王新年

41

广场舞

39B

曹丽

魏晓东老师，五岁开始随父学习二胡，11 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并开始
学习钢琴古筝古琴等乐器，六年后进入中央音乐学院继续深造。以优异成绩毕
业，并进入中国电影乐带担任副首席。多次国内国际比赛获奖者，为表彰她的
突出成绩，文化部授予她“优秀文艺工作者”称号。2005 年移居底特律后，
活跃在文艺舞台，多次在多种音乐节献艺。经常和交响乐带合作，合作乐带包
括底特律交响乐带，罗切斯特交响乐带等等。2012 年美国 Kresge
Foundation 给予她“演奏艺术家学者“奖，并奖励两万五千美元。晓东现任
密西根大学中国音乐合奏课教师。最多 6 个学生。时间 12:15 – 13:15

王新年老师出生于少林武术世家。5 岁开始习武，10 岁入选北京体育学院少
年武术队和北京武术二队。曾获得北京市武术邀请赛全能第四名和男子少年组
甲级拳冠军。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根据学生特点，因材施教。既可以满足初学
者对武术的兴趣爱好，强身健体，又可以进一步指导学生完成套路训练参加武
术比赛
曹丽老师将教授现下最时髦的广场舞，以健身为目的，男女老少皆宜。时间

$550 (22 节课)

$550 (22 节课)
$550 (22 节课)
$350 (22 节课)

$145 (22 节课)

10:00 – 11:00
42

公共演讲

袁秋萍

43

少儿创意
手工
Creative
Craft

沈澎

丰富学生对中国文化、地理、历史、文学作品、国内、国际热门话题方面的知
识。培养学生运用中文进行讨论、做公共演讲的能力以及写作能力，重点培养
学生在 informative(传递信息)，demonstrative(演示)，persuasive(劝说),
special occasions(特殊场合)等方面的语言表达能力，为将来的 AP 口语和写
作考试做好准备。寓乐于教，学生在轻松、快乐和积极参与中,提高语言的
听、说、读、写能力！
沈澎老师
沈澎老师出生于艺术世家；毕业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学院；有多年儿童绘画教
学经验。有耐心并关注每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
少儿创意手工课 Creative Craft Lesson 是一堂动手动脑做创意艺术品的课程。
学生将动手体验将平面艺术制作成立体成品；开发学生三维思考空间的创意；
体验应用不同材料达到不同的艺术效果。学生在动手实践的同时还会学习一些
东西方艺术雕塑文化和基本雕塑知识。让每位学生的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充分
发挥出来。使用材料包括纸材，木材，泡沫，塑料，布料等。适合年龄 6 岁以

注明： 除特别注明外，所有文化课均于周六上课， 时间： 上午 11:15－12:15
新课至少需要注册 6 位学生，现有课程至少需要注册 8 位学生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a minimum enrollment of 6 Students is required to promote
the new class; a minimum enrollment of 8 students is required for the existing class
to cover the expenses of the teacher and classroom rental.

$145 (22 节课)

$145 (22 节课)
另收$10 材料费，
于第一堂课交给老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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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名额 12 人。

44

儿童国学
经典诵读

张峪敏

张老师：
张老师：国学经典爱好者，儿童经典教育推广者。南京大学生化与分子生物学
硕士，Wayne State University 会计硕士。
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
子》、《诗经》、《易经》、唐诗、宋词、元曲、古文、三百千等童蒙书
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老实，踏实，快乐诵读，熟读乃至背诵国学经典。熟读有高度价值
的书，可以直探人性本源，较轻便的吸取人生智慧，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较迅
速的启迪自己的理性
学生：
学生：二至八岁

$55 (22 节课)

45

中国经典
文学故事

丁旭如

丁女士自幼爱好文学，具有在中学、大学和任职公司授课的经历。她的私人中
文博客链接为：http://lifeschime.blogspot.com/。

$145 (22 节课)

《中国经典文学故事》以讲故事的方式向学生介绍中国文学的经典著作，包括
《诗经》、《九歌》、《离骚》、《史记》、唐诗宋词名句、《三国演义》、
《水浒传》 、《红楼梦》 、《西游记》、《西厢记》等。将介绍每篇的作者
和时代背景，然后选其中的精彩故事讲解阅读和欣赏，并且帮助学生了解这些
经典著作与中国文化的联系。
本课程的目的是提高学生对中国文学的兴趣，让他们对最为人知的作者和文学
典故有初步的了解。 讲课方式采取中英文结合，根据学生的中文水平而定。
46

Evidencebased
writing

Inkwell
Education
(248) 852-5284

About the class provider: Inkwell English Education offers classes in
reading, writing, and test preparation as well as individualized private
tutoring. In business since 2006, Inkwell is owned and operated by Karen
Boniface, a veteran teacher. Her team of highly qualified teachers delivers
the instruction. You can read individual team member bios on Inkwell’s
website—INKWELLedu.com.

About the class: “Evidence-based writing” is the new buzzword in
educational curricula and testing. Students must learn to support written
claims with evidence from a text. This class, which runs two semesters—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September to April—trains young writers to support
their ideas with evidence from the text D’Aulaires’ Book of Greek Myths. A
classic picture book by award-winning artists Ingri and Edgar Parin d’Aulaire,
it delights students with fascinating stories and also acquaints them with our
Western cultural heritage of myth, which is not always taught in schools.
Designed for 4th-7th grade students, the class meets on cultural class dates
from 11:05-12:30, the first semester devoted to paragraph writing and the
second semester to essay writing. After students read and discuss stories
from the text, they respond to a writing prompt, using format writing, a
structured approach of writing by formula. The skills of narrative, expository,
and persuasive modes are developed incrementally. Some weekly
homework should be expected. A book fee of $20 for the d’Aulaire text
and handouts is payable to Inkwell English Education on the first day
of class. If you have questions, you may contact Inkwell at
注明： 除特别注明外，所有文化课均于周六上课， 时间： 上午 11:15－12:15
新课至少需要注册 6 位学生，现有课程至少需要注册 8 位学生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a minimum enrollment of 6 Students is required to promote
the new class; a minimum enrollment of 8 students is required for the existing class
to cover the expenses of the teacher and classroom rental.

$300 before and
on 6/13/15 (22 节
课)
$310 after 6/13/15
$20 material fee
will be rendered to
the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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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kwell@INKWELLedu.com or Karen Boniface at (248) 852-5284.
There is the requirement of a minimum enrollment of 16 and a maximum enrollment
of 30 for this class.
47

儿童音乐

汪泓

汪泓老师
汪泓老师，自幼学习钢琴和舞蹈，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
带成员。曾作为 Talented Chinese Teenage 受美国第一夫人 Nancy Reagan 及
夏威夷州长的邀请，到访白宫和夏威夷。参加华人移居夏威夷 200 周年大型庆
典演出。2001 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主修钢琴，上海中学国际部
工作多年，美国 SDSU Ed. MD，执照音乐教师(certificated music
teacher)。凭着多年教学、比赛和舞台经验，带领学生多次在上海获得全国性
大奖及美国州际舞蹈比赛的各类奖项。2008 年、2009 年和明尼苏达森林狼队
的啦啦队长一起，担任 “I'm a Star!" 州际舞蹈比赛评委。

$145 (22 节课)

课程简介：运用德国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和匈牙利柯达伊身体律动教学法，通过
游戏、歌曲、故事和简单乐器使儿童学会欣赏、体验直至创作自己的音乐。培
养身体协调性、肢体语言的表达能力和创造性思维。为学习各类器乐和舞蹈做
好充分的准备。适合 3-6 岁小朋友，限定人数为 12 人。
48

软笔书法

Ziye Liu
219-670-4187

49

朗读、阅读

杨齐欢

训练课

50

Studio Art

103

Angela
Yuan

老师简介
师简介: 8 岁起学习书法至今，师从书法家阎锐敏、吴玉生。硬笔书法和软
笔书法曾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
课程介绍：
课程介绍：练习软笔书法从 0 开始，教授如何握笔、运笔等，培养基本的书法
技法和相关传统知识，端正坐姿，锻炼耐性。培养观察能力、分析能力的同时
认识更多的汉字。

$145 (22 节课)

杨齐欢老师在我校任教多年,有丰富的中文教学经验，并在中国已经获得中学
杨齐欢老师
一级教师职称。
课程介绍:
课程介绍: 本课程的宗旨是通过朗读教学，指导学生正确的朗读技巧，让学生
认知文字、感受声律、体味词句、发展语感，感受中华语言文字之美。通过阅
读的训练，让学生从实践当中体验阅读技能，体验阅读的乐趣，提高阅读的质
量，特别是快速而有效地增加识字量、词汇量，提高学生的中文理解能力。
适合四年级以上的学生。
About the teacher: Angela Yuan is a rising sophomore at Athens High
School. She has been taking a plethora of art classes and camps since the
age of six. Not only is she already a two-time published artist, but has had
her work displayed on many occasions. She is an active representative in
her school's student council, as well as a assistant to her art teacher. Angela
enjoys teaching and working with kids. During her free time, she babysits
and teaching classes through her church, and volunteers as a face painter at
her local elementary school.

$145 (22 节课)

About the class: This will be a bilingual class for students ages 9-14.
Students will be introduced to a variety of mixed media including
scratchboard, sketching, crafts, color pencil, sharpies/markers, and paint.
They will be learning the basic terms and properties of art, to draw
zentangles/zendalas, face painting, scratchboard animals, fashion designing,
drawing in perspective, and drawing human features. This class will cover
both the realistic and abstract aspects of art, and how students can improve
their art techniques. This class has a maximum enrollment of 10 students
and has a $10 material fee.
注明： 除特别注明外，所有文化课均于周六上课， 时间： 上午 11:15－12:15
新课至少需要注册 6 位学生，现有课程至少需要注册 8 位学生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a minimum enrollment of 6 Students is required to promote
the new class; a minimum enrollment of 8 students is required for the existing class
to cover the expenses of the teacher and classroom rental.

$145 (22 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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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2

成人羽毛
球

Jane Luo

少年足球
班

崔明甲

罗建群

罗 建群老师 系原厦门 市羽毛球队 ，多年从事羽毛球系统 训 练 。本课 程设 羽毛球基本知
识 和技巧。教导 学生：握拍、挥 拍、发 球、高球、 扣球、吊球、网前球、反手握拍和
击 球、后场 脚步 移动 、前场 脚步 移动 、进 攻球 和防守球等基本功训 练 。以及基本身体
素质 训 练 。球拍自备 ，每 位收集$16.00.或每 人自己带 半打球。自带 球者须 选 Yonex 牌
黄颜 色的朔料球。限定人数为 8 - 10 人。
时 间 12:30 – 13:30

$145 (22 节课)

教练简介
练简介：崔明甲 1966 年代表吉林青年队参加全国甲级联赛。同年参加联赛的还有曾
雪麟，沈福儒，李应发，王洪礼，郭瑞龙等中国足球元老级人物。四十多年足球生
涯，具有丰富的足球教学经验。带队能力强，负任心强，在刚刚结束的大底特律地区
华文学校足球联赛中，带领安华足球队夺得四个年龄组的全部冠军。

$120（8 节课）
学费减免最后结
算

课程简介：
课程简介：根据学生水平教授足球八大基本技术，足球战术入门，足球规则。技术训
练与对抗性比赛结合。训练目的：培养对足球运动的兴趣。增加带队意识。结合学生
特点提高专项技术。理解足球规则和基本战术，根据场上形势执行教练战术安排。限
定人数为 10 - 16 人，年龄要求：7- 12 岁。

53

中学生实验
班

袁秋萍

时间 / 地点：
地点：每周一下午 6：30-8：00 ， 9/14 – 11/2 (8 节课) / Troy Hamilton
Elementary School。
本实验班为六年级以上的学生开设，授课尝试采用适合初、高中学生的生动活波的语
言学习方式，教材使用各种各样体裁的中文读物，激发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和积极参
与的程度，增强学生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信心。本实验班致力于通过阅读扩大词汇
量，提高学生听、说、读、写的综合能力。
课时：60 学时

注明： 除特别注明外，所有文化课均于周六上课， 时间： 上午 11:15－12:15
新课至少需要注册 6 位学生，现有课程至少需要注册 8 位学生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a minimum enrollment of 6 Students is required to promote
the new class; a minimum enrollment of 8 students is required for the existing class
to cover the expenses of the teacher and classroom rental.

$310 (30 节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