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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费、选修课费 用及交通费收退费规则 ✰ 

本校为加州教育局立案的「传统语言学校」(Heritage School)，学校课程安排以传统语言(中文)及文化为

主，招生对象从 TK 到八年级，同时提供全时班(每周五天)、每周四天班、每周三天班（五至八年级）、

中文加强班、高年级课辅班(六年级以上)及各项才艺课程。 

TK - 五年级 

❖ 全时班每周五天、每周四天班及每周三天班（五至八年级）  

1. 本校中、英、数及选修科目均依据学生程度分班、授课。 

2. 学校提供 

中文: 繁体及简体字两套系统独立教学。 

数学: 数学观念的建立、计算能力的加强、Common Core Standards 英文应用问题等。 

英文: 听与说训练,字汇、文法、阅读、短文写作(美国学校二年级以上学生) 

传统语言文化(唐诗、三字经、弟子规、中国历史故事、成语典故及运用、论语、中国民谣等) 

各年级另有不同才艺课程安排: 杰立卡、音乐律动、剑道、歌曲教唱、直笛、小小鼓号乐队、美

劳…等不同课程。 

音乐合奏: 依学生音乐专长，分别在歌曲教唱、团康活动、小小鼓号乐队.... 进行合奏活动。 

配合英文学校考试安排模拟练习(例如: CAASPP (California Assessment of Student Performance and 

Progress)、六年级跳级考试(middle school math diagnostic tests)) 

3. 另设选修课程: 英文写作班(美国学校二年级以上学生、小班教学)、网球、MPM、儿童美术、西洋

棋、自然科学、钢琴个别班、黑管个别班…等，课程以一期为单位，将另行收费。每一期课程开

始后，学生若缺席或中途退出，恕不退费。 

❖ 中文加强班(K 至五年级) 

分注音班、拼音班、繁体字班、简体字班;提供多元化教材，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增加语文的深度

与广度，奠定扎实的中文基础。 

初中部 (6 年级 - 8 年级) 
❖ 全时班每周五天、每周四天班及每周三天班（五至八年级） 

   中文: 简、繁体字中文教学(美洲华语、初中华语)、短文写作、中华文化常识、成语练习。 

数学: Algebra、Algebra1、Geometry、Common core 应用题练习。 

英文: 文法、阅读、写作及英文文学欣赏。 

针对英文学校，英文课堂练习及作业一对一个别教学: 协助同学们在英文学校学习时，遇到不了解

的地方，进行一对一辅导。  

配合英文学校考试安排模拟练习(例如: CAASPP (California Assessment of Student Performance and Progress) 

另设选修课程: 英文写作班(美国学校二年级以上学生、小班教学)、网球、MPM、儿童美术、西洋

http://www.happychildhoodedu.com/


棋、自然科学、钢琴个别班、黑管个别班…等，课程以一期为单位，将另行收费。每一期课程开

始后，学生若缺席或中途退出，恕不退费。 

❖ 高年级课辅班(六年级以上) 

完成学校作业，并可参加特设英文学校，英文课堂练习及作业一对一个别教学，及提供英文学校考

试模拟练习。 

 

班别选项及收费 

1. 全时班 (TK 至八年级，每周五天): 中午 12 点放学入校者，学费一期（四周）$650.00 (包含教材

费) 。下午三点到六点三十分，学费一期（四周）$560.00 (含教材费)。 

2. 每周四天班 (TK 至八年级): 每周任选四天(一期四周须固定天数)，下午三点到六点三十分，学费一

期(四周) $500.00 (含教材费)。※若临时需要加选一天(正常下午上课)，费用为 $30/day。 

3. 每周三天班 (五至八年级): 每周任选三天(一期四周须固定天数)，下午三点到六点三十分，学费一期

(四周) $400.00 (含教材费)。※若临时需要加选一天(正常下午上课)，费用为 $30/day。 

4. 中文加强班 (TK 至五年级): 每周五天参加中文课一小时者，学费一期(四周) $360.00 (含教材费) 。 

※课程结束后，请于十分钟内接走，如需 daycare 服务，以一小时为单位，$10/ hr。 

5. 高年级课辅班 (六年级以上): 下午 2 点 30 分放学后进入学校者，学费一期(四周) $350.00。 

6. 若有兄弟姐妹就读本校，第二位学生以上学费可享有优待: (中文加强班除外) 

五天班者: 享有 85 折优待 ； 四天班者: 享有 9 折优待 ； 三天班者: 享有 95 折优待 

7. 若学期中学生需更改班别选项，请一期(四周)前通知以便行政及交通作业。 

 

订金及报名费 

1.  学生须年满四岁九个月以上方可申请入学。(随时依照法规更新)  

2.  新生预付该生在本校最后一期学费 $560.00 / $500.00 / $400.00 作为订金 (Deposit)，但若未能遵守本手

册中之缴费规定，该订金将扣除应缴费用或不予退还。 

3. 新生报名费(恕不退款)，每人$100.00。每户第二个孩子以上，报名费可享八折优待。本校学生的弟

妹(新生) 报名下学期者，免交报名费。 

4. 预付该生在学校本学年最后一期(第十期)的学费，但若未能遵守本手册中之缴费规定，该订金将扣

除应缴费用或不予退还。 

5. 报名 2023-24 学年的新生，若在五月底前报名免交报名费。 

 

Daycare 收费标准 

1. 学区的 February Break, Spring Break, Staff Learning Day，学校早上八点半开始开放，上午 daycare，下

午仍按照正常课程进行。Daycare 登记若未满五人，恕不开放。Daycare 费用为阶段性收费：全天

(8:30-2:30)$40.00; 早上(before 12:00) $30.00;下午(from 12:01-2:30) $25；2:30 PM 以后进校者不另外收

费。  

2. Parent/Teacher conference week 提早放学，每天另收 Flat fee $10.00。 

3. 全天 daycare (8:30-6:00) $55.00，早上(before 12:00) $30.00，下午 (from12:01-6:00) $40.00。Daycare 登记

若未满五人，恕不开放。 

4. 为方便办公室安排老师，报名 Daycare 的学生，请先缴交 Daycare 费用。 

 



罚款 

1. 学校上课时间为下午 3 点至 6 点，家长请于 6 点 30 分以前将孩子接走。6 点 30 分开始 Late 

Charge，每一分钟$1.00。如需留至 6 点 45 分者, 请于每期学费中多缴交$40.00。6 点 46 分开始 Late 

Charge, 每一分钟$1.00。 

2. 每期学费缴费截止日期为当期的第二个星期五。超过三天后须要缴 Late Charge $ 20.00。 

3. 若学生需要请假，第一周 (星期一至星期五为一周)全额付费，第二周起付半数学费。 

4. 如学生转学必须提前四周通知校方，订金才能退回。 

 

交通安排 

⚫ 由学校安排交通人员: 

1. 无论四天班或五天班，交通费用均以二十天为单位 (Staff Learning Day、国定假日、学

生请假恕不退费)。三天班，以接一位学生单价+$3 计算，接送以英文学校统一放学时

段，依学校距离远近及接送人数车资而有所不同。 

2. Winter Recess、Mid-Year Recess、Spring Recess 均不收交通费。Thanksgiving Recess 若英文学校有上

课，则收取上课天数的费用。 

3. 平时家长自行安排接送者，若临时需要单日接送，以接一位学生单价+$3 计算 (将视此校交通人员

车上是否还有车位) 。临时需要单周接送，以接一位学生单价+$1 计算 (将视此校交通人员车上是否

还有车位) 。 

4. 若学生有其它课外活动或学校特殊活动，请家长自行安排接送。 

5. 学生当天不来学校上课，请家长通知校方和交通人员。 

6. 欢迎家长自行安排接送学生的交通人员。 

 

   收费标准如下: 每期缴费截止日期为当期的第二个星期五。超过三天后须要缴 Late Charge $ 20.00 

班别 / 

学校名称 

Cupertino: Garden Gate, Blue Hills, 

De Vargas, Myerholtz, McAuliffe, 

John Muir, Eaton, Regnart, Lincoln, 

Dilworth , Collins, Faria, Sedgwick, 

Stocklmeir, Portal, Kennedy, Miller, 

Hyde, Lawson 

Saratoga: Foothill, Argonaut   

Cupertino: Nimitz, West Valley, 

Stevens Creek, Eisenhower, 

Montclaire, Cupertino Middle  

Saratoga: Saratoga, Redwood  

Sunnyvale: Cherry Chase, Challenger, 

Cumberland 

Campbell: Forest Hill, Marshall Lane 

Los Altos: Oak Ave  

Sunnyvale: Stratford 

Santa Clara: Braly 

85 south: Farnham, Carlton Ave , 

Capri, Blossom Hill, Steindorf 

交通费 

一人: $180 ($9.00/day) 

二人: $160 ($8.00/day) 

三人(以上): $140 ($7.00/day) 

一人: $200 ($10.00/day) 

二人: $180 ($9.00/day) 

三人(以上): $160 ($8.00/day) 

一人: $240 ($12.00/day) 

二人: $220 ($11.00/day) 

三人(以上): $200 ($10.00/day) 

✱若油价上扬过多，车资单价会略做调整，并另行通知家长。 

 

⚫ 由交通公司负责接送(Kids Kab): 家长可以到网站 https://kidskab.com 查询  

https://kidskab.com/


✰ 2023-2024 Calendar 学年假期 ✰ 

✱上学期: 8/21-12/22/2023 (所有学区，中文课程开始)  ✱下学期: 1/08-6/07/2024 

 (Dates are based on Cupertino School District's Calendar，下列假日我们不提供 daycare 服务。) 

 

1、国庆节假期 (7/4/2023) 5、马丁路德 (1/15/2024) 

2、劳工节 (9/4/2023) 6、总统节 (2/19/2024) 

3、感恩假期 (11/23, 24/2023) 7、国殇日 (5/27/2024) 

4、圣诞假期二周 (12/25/2023~ 1/5/2024) 

 

✰ 计算机教室及设备使用规则 ✰ 
1. 不能更改计算机任何设定及移动电源线。 

2. 计算机上的所有登入都必须使用自己的账户，不能使用别人的账户。 

3. 做功课时间，计算机只能用来查数据、写作业，不可用来玩游戏、看影片或听音乐。 

4. 自由活动使用电子产品时，不可去暴力色情网站及进行网络暴力行为，并禁止到其他网站发表个人

评论。 

5. 每台计算机最多允许两位同学一起使用，其他人不可围观。 

6. 不在计算机教室内嬉戏追逐、大声喧哗，使用时应保持安静，以维护良好之学习环境。 

7. 保持双手清洁，不得携带任何食物、饮料等进入计算机教室，以维持教室之整洁。使用计算机完毕

时，将桌面收拾干净、椅子对齐排好。 

不遵守以上规则，将不可使用计算机。 

✰ 剑道、网球课程遵守事项 ✰ 
1. 参加剑道课的学生，要遵守老师规定，若学生嬉闹，不按照老师的安全要求，肇事学生将不得参加

课程并须自行负责。 

2. 选修网球课的学生，需自备球具，并请家长于网球课结束，准时到网球场接贵子弟。 

✰ 宠物进入学校规则 ✰ 
1. 猫、狗必须接种疫苗(狂犬病)注射，并在有效期限内。饲主必须与宠物一起在学校。 

2. 宠物不可以在学校内四处乱跑。在带宠物到学校之前，必须事先得到办公室同意。 

✰ 紧急情况及医药 ✰ 

1. 学生遇到健康紧急状况，校方会先通知家长，若联络不到家长校方将依规定联络 911。 

2. 学生如果生病，发烧超过 101°F、腹泻、呕吐或是任何传染性疾病(头虱等)，学生当天不可来学校上

课，并请家长通知校方和交通人员。 

3. 若学生生病，需要校方替学生服药，药品需有医师处方。 

✰ 学校安全处理 ✰ 

1. 如学生在校有不适当行为，校方将与家长及学生沟通，如情况无法改善，校方有权不接受该学生下

期注册，校方将会在两周前通知家长。 

2. 学生进出学校时间表，请家长或交通人员确实填写时间及签名。 

3. 如果家长当天无法亲自到校，而需委托他人接回孩子，请事先通知校方。 

4. 学生不可带具有攻击性和有伤害性物品或玩具到学校。 



✰ 特殊情况应变措施与规定 ✰ 

❖ 有鉴于此次新冠状性病毒疫情造成的改变，若有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必须遵守政府规定，学生不得

进入学校上课时，中文课仍然持续进行，学校将提供网络中文教学，并给数学练习题 

● 不参加中文网络教学/数学练习题者，必须依照正常手续办理退学，提前四周通知学校。特殊情

况结束后，学生需要再回到快乐童年，将以新生方式报名入学。 

● 中文网络教学/数学练习题费用（一期 16 堂课）: 收费为正常学费的半价。 

● 若有特殊状况发生，学生不继续参加网课，需要四周前通知办公室。 

❖ 如果英文学区采取分批上课方式，学校必须遵守政府规定，如果可以开放 daycare 服务，学校将从

8:30 am 开放，学生自备午餐 (Daycare 登记若未满五人，恕不开放)。 

● 如果学生需要参加英文学校的网络课程，请自备平板计算机。 

● 参加 daycare 服务者，下午(2:30-4:30)本校将进行在线/线下教学，费用为 daycare $50/day 加上中文

网络教学/数学练习题费用。 

● 星期五全天 daycare 费用为$60。 

● 在英文学区采取分批上课特殊情况下，需要接送者，接送若与正常接送少于二人(小车，Van)/四

人(大 Van) 时，交通费将以目前收费标准+$2，在非常时期，欢迎家长自行接送或安排。 

❖ 本校遵守健康部门规定，学生进入学校前必须量体温，若有发烧或有疑似病兆(咳嗽和呼吸急促…)

时，不可进入学校，请留在家中。在校期间须戴上口罩，经常用洗手液和水洗手，咳嗽时，用纸巾

或肘弯处遮掩口鼻，并避免触摸眼睛、鼻子或嘴巴。 



❖ 学生手册若有需要修改之处，会另行通知家长。请家长详读「学生手册」，将此回条并附上订金交回。谢谢！ 

 

 

学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 

 

中文课程: □注音(繁体字)       □拼音(简体字)   

 

英文学校: _________________    

   

年级: _______  (Fall/2023) 放学时间: ________________ 交通人员接送: □YES  □NO 

 

联络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络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H)  ______________________ (O)______________________(C)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前，请您再确认‧‧‧‧ 

    我们将参加快乐童年课后教室。我已随此回条附上订金(Deposit)。 

Please make check payable to: Happy Childhood Education Center 

□全时班(每周五天) 

□每周四天班(□Mon □Tue □Wed □Thu □Fri 请勾选)  

□每周三天班  (五至八年级) (□Mon □Tue □Wed □Thu □Fri 请勾选) 

□中文加强班 

□高年级课辅班 

□我知道学校的课外活动如乐团…等接送，学校将无法代为安排。 

□我知道所付订金(Deposit)，在七月三十一日前取消入学，将全额退费。在七月三十一日后取消 

  入学，恕不退费。 

 

✱贵子弟学习乐器(西乐、国乐)项目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便进行音乐课程安排合奏) 

✱快乐童年将贵子弟的相片、语音档案与作品公布在快乐童年的橱窗或网站上。 

橱窗:    □我同意     □我不同意 

网站:    □我同意     □我不同意 

 

家长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