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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S 中⽂学校 2018-2019 年度下午班招⽣通知** 
 

各位家长， 

为了保证学校的各项⼯作按时到位，提⾼学校的服务及教学质量，我们需要提前安排教师，书籍，教学设施以

及交通等事宜。现在，我们开始 2017-2018 年度的招⽣⼯作。敬请家长配合。 

 

ACES 中⽂学校下午班介绍： 

ACES 下午课后班创办于 2004 年。⼗⼏年来，我们潜⼼研究，积累经验，创立了我们自⼰⼀套完整的以中⽂

教学为主，兼顾数学、逻辑分析、英⽂阅读以及多种兴趣、技能，使孩⼦们全面发展的独特教学体系，取得了喜⼈

的效果。孩⼦们每天书声朗朗，抑扬顿挫，字正腔圆；每张笑脸盈盈，阳光灿烂；⼀声声甜润润的欢声笑语以及我

们每年⼀度的诗⽂朗诵比赛和越来越精彩的春晚，筑成了我们学校⼀道道靓丽的风景线，定格为我们⼼中永恒的经

典。 

ACES 中⽂学校下午班特点： 

1. 效果显著：由于每天上课，复习，不是等孩⼦们都忘了上⼀节课的内容才上课。⽽且，每天上⼀个小时中⽂

课，孩⼦们精⼒容易集中，不会出现第⼀个小时精⼒饱满，第⼆个小时疲倦的现象。课后班的⼀个明显的特

点是，孩⼦们学的扎实，巩固。使“狗熊掰⽟米”的现象得到了根本的改善。 

2.   有效地利用了课后的时间和孩童时期学语⾔的黄⾦阶段: 美国的小学教育功课不重，许多课业都被压到初、⾼

中阶段。小学阶段在学校玩耍的时间⾜够多了。有效地利用课后的时间是明智的。 

3. 减轻了家长的负担，家长和家庭也找回了周末休整和享乐的宝贵时间。课后班学⽣的家长都感到明显地轻松，

家里⼏乎很少甚⾄不用管中⽂学习了。 

4. 提⾼了学中⽂的整体成就感：有关研究表明，孩⼦们从 8、9 岁开始向成⼈的理解记忆学习⽅法发展，转变。

到了⼗⼀、⼆岁，她们的理解，逻辑思维能⼒有了长⾜进展。这时，他们能够读⼤部的英⽂书籍，但是，当

他们看⼀篇篇简单中⽂短⽂还都是满篇的⽣字时，挫折感就会油然⽽⽣，反感随之加剧。但是，我们看到，

我们课后班的学⽣们(尤其是从 Kindergarten 就开始学中⽂的学⽣)就没有这种挫折感，相反，还有些自豪感，

成就感。 

5. ACES 有着⼀支非常稳定，优秀，敬业的教师队伍，她们经验丰富，颇具爱⼼，备课极其认真，教学绘声绘

⾊，作业精益求精。保证了我们⾼超的教学质量。 

 

ACES 中⽂学校下午班办学理念：中⽂为主，各科兼顾，传承⽂化，全面发展。 

1).让孩⼦们学成⼀门真正的语⾔，能够“使用自如”的语⾔，⽽不是作为⼀门外语来学。 

我们⼤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学习除了母语以外的第⼆门语⾔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不是从孩童时期学起，

⽽且持之以恒，坚持数年，⼏乎是不可能学成⼀门真正的，能够使用自如的语⾔的。 



家里有上⾼中孩⼦的家庭的家长都知道，学校学的外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即便是从中学开始学起，

⼀直学到⾼中毕业，都是不能够真正使用的。首先，是因为他们过了最佳的学语⾔的年龄，加上其他课程负担繁重。

初中加⾼中五年学下来，⼤多数学⽣⽆法考过 AP Test。如果上了⼤学以后，没有继续学，加上脱离了那个语种的语

⾔环境，在⾼中所学的外语很快就所剩⽆⼏。我们知道好多孩⼦都是这样，学德语，西班牙语的，到了德国，墨西

哥，根本⽆法与那个国家的⼈进⾏正常的语⾔交流。说白了，只学了个能够问个好，数⼏个数的语⾔。与其这样的

学法，还不如到操场上跑跑，踢踢球。⽽我们的目的是为孩⼦们提供⼀个理想的中⽂环境，听说读写全面发展。使

孩⼦们成为中国通。 

2).  帮助孩⼦们全面，平衡地发展：这些年，我们课后班的数学，OLSAT，英⽂等训练也同样取得了非常好的效

果。我们的孩⼦们在学校学习成绩都很突出，这当然归功于家长的重视和所花的功夫。由于我们的家长⼤多数都是

⽗母双双上班，精⼒有限。为此，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收集，购买了⼤量的资料。⼏年来证明对孩⼦们帮助很⼤。

我们将继续做好这⼀块，最⼤限度地减轻家长的负担。帮助我们的孩⼦们在学校各门功课进⼊或保持领先位置。 

3).传承⽂化：学中⽂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地学习⼀种语⾔，让我们的孩⼦们了解中国传统⽂化是其中⼀个很重要的⽅

面。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传承我们中华⽂化的精华部分，尊老爱幼、礼貌孝道、勤奋好学，吃苦耐劳。为他们将来的

学业和事业打下坚实的汉语基础，也为我们的⽣活提⾼质量。 

课后班教学安排: 

1.  内容： 

中⽂：教授中⽂听，说，读，写。我们采用加州斯坦福中⽂学校编写的中⽂教材(马立平中⽂ 教材)，

并将加⼊⼤量的音像及其他辅助资料，提⾼孩⼦们的综合中⽂能⼒及学习的趣味性。 

q 英⽂阅读词汇练习：⼤概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的孩⼦与⽣长在美国家庭的孩⼦比起来，英⽂

阅读、写作略显薄弱。因为我们很少给他们这⽅面的辅导，⽽且又尽量与他们在家里说中⽂。从我们学

校开设的SAT课程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孩⼦们的英⽂能⼒远远低于他们本身的数学能⼒。我们英⽂阅

读词汇练习的目的是细⽔长流地的提⾼学⽣的英⽂词汇量，阅读速度、理解能⼒。 

q 数学：数学课以数学习题练习为主，老师作适当地辅导讲解。数学习题类型包括：基本概念类(Kumon 

type) ：以巩固学⽣的概念，加强运算速度； 逻辑分析类：对孩⼦意向加⼊TAG会有很⼤的帮助；数学

竞赛类：将对学⽣意向参加MathCounts和AMC等其他的数学竞赛有很⼤的帮助。 

q 智⼒训练：主要针对有意向加⼊TAG的小学⽣。OLSAT是⼀种抽象思维及智⼒能⼒测试。常常用于评

估小学⽣的智⼒⽔平。同时，我们也会加⼊其他智⼒类测试的应考训练，使小学⽣在不知不觉中适应这

类考试，以帮助更多的孩⼦们进⼊TAG Program。RRISD将于每年的11月份进⾏TAG学⽣的提名和推荐，

次年的⼀月份进⾏TAG选拔考试。智⼒训练的主要内容包 括：Verbal Comprehension, Verbal 

Reasoning, Pictorial Reasoning, Figural Reasoning and Quantitative Reasoning 等。 

q 才艺班：为了给家长提供更多的⽅便，我们将提供多种才艺班，包括美术，合唱，爵⼠鼓，小号

（Trumpet）乒乓球和Mad Science班等。才艺班每周⼀次，每次⼀个小时，将额外收费 （收费标准见

报名表）。 

q Arithmetic Essentials/Mental Math：数学班每周两次，每次⼀个小时，将额外收费（收费标准见报

名表）。数学班的详细介绍请见附件。 

q 其他活动：Chess、⼿⼯(中国结、剪纸、折纸等)等。  

  



 

2 .  日程安排： 

From To Monday Tuesday Wed. Thursday Friday 
3:30 pm 4:30 pm 中⽂课 

4:30 pm 4:35 pm Break 

4:30 pm 5:30 pm 才艺 

4:35 pm 5:15 pm 数学/OLSAT/英⽂阅读词汇练习 中⽂影视/自由活动 

5:15--  Pickup 

• 学校提供零食 

• 如果学⽣选择某⼀天上才艺课，老师将根据情况调整做数学和 OLSAT 的时间。 

• 以上课程安排可能在时间上有所调整。 

• 遇学校 early release ,我们学校将根据 RRISD 的日历进⾏调整。 

• 放学时间是五点⼗五分。请家长最晚在五点四⼗五之前将学⽣接⾛。否则，我们值班老师将收迟接费。迟接

费为每⼗五分钟 $5。 

  
3.  教材：我们采用加州斯坦福中⽂学校编写的中⽂教材，并将加⼊⼤量的音像及其他辅助资料。 

4.  费用：见报名表 

5.  学费及其说明： 

• 学费按月收取，不按日或按小时计算，不按比例收费(No prorated)。 

• 每月交学费的截⽌日期为每月三号，6 pm。否则，请交付 $10 迟交费。  

• 月中因故不能继续上学者，学费不予退还。 

• 在年度中途停学又重新回校者，需交纳重新报名费（Re-Entry Fee,见报名表）。为保证班级的教学质量

和老师的教学安排，对中途停学累计超过⼀个月的学⽣将作为退学处理。 

• 对于要求退学的学⽣，需要填写“退学申请表”。退学申请必须在退学之日的⼗五天之前提交，否则，学

校将收取 $35 ⼿续费。退学超过⼀个月的学⽣不建议本年度重新返校。 

6.  交通：ACES 为六所学校的学⽣提供校车服务，这些学校包括：Laurel Mountain, Spicewood, Canyon 

Creek, Pond Springs, Sommer and England Elementary schools。 交通费用将额外收取。 

7.  招⽣：K-5 年级 

8.  分班：中⽂班级将按照学⽣的中⽂程度分班，英⽂，数学及其他课程将按照学⽣目前所在学校的年级提供。 

9.  报名： 

⽹上报名：  http://www.aces4kids.com  ->招⽣信息 －> 报名表 －> 下午中⽂班 。  

来学校报名： 学校准备了打印好的报名表。 

 

总之，海外华裔⼉童学习中⽂是⼀件很艰巨的事情。但是，通过我们⼏年的尝试和努⼒，证明了学好中⽂不是做不

到的事情。只要我们创造了⾜够的语⾔环境加上时间的积累，我们⼀定能做到让孩⼦们学通，学会，学好。所以，

我们真切地希望，您能够帮助孩⼦们抓紧小学这段学习语⾔的黄⾦时期(尤其是利用放学后的时间，达到顺⼿牵⽺之

效果)，让孩⼦们学习中⽂，掌握中⽂，进⽽了解中华民族的⽂化，伦理。⼗年后，⼆⼗年后…,我们和我们的孩⼦们

终将得益于此，⼀定会！！ 



 

附件：ACES 数学课后班介绍 

为了更好地帮助孩⼦们提⾼数学能⼒，ACES 继续在 2017-2018 学年开设数学课后班。 根据这两年所积累的经验和家

长的反馈,我们对课程设置进⾏了⼀些改进。我们很⾼兴在这里和各位家长分享⼀下我们对数学课后班课程设计的思

路和我们开设每门课程的理由和目的。 

[公立学校指望不上] 

我们⼤家作为过来⼈深知数学基础教育的重要性, 尤其是小学数学教育。美国的公立小学在素质教育, 幸福教育, 快乐

教育和不让⼀个孩⼦落后政策的指导下, 数学基础教育显得尤为薄弱。这就需要我们自⼰去探索出⼀条适合我们小孩

群体的数学基础教育⽅法和路径, 以弥补公立小学在数学基础教育上的不⾜, 为我们的孩⼦将来的发展奠定⼀个良好

的基础。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Jan. 8, 2002)     

在教育界”不让⼀个孩⼦落后”是否意味着也”不让⼀个孩⼦超前”的讨论从未休⽌过  

[小学基础数学训练的作用和影响] 

我们曾经看到⼀些带有误导性的⽂章。⽂章中说中国传统数学教育束缚了孩⼦的创造性思维发展。并只⾔片语地引

用某著名数学家的⾔论且得出结论以说明基础数学教育不再重要。但在现实⽣活和⼯作中我们每个⼈对基础数学的

重要性都有切身的体会。在会议上, 在谈判桌上, 在需要快速反应的交谈中你不可能拿出计算器也不可能打开⼀个

Excel 进⾏计算。在 SAT,GRE, GMAT 考试中,  运算速度决定成绩, 良好的小学基础数学训练在这些考试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初中和⾼中的学⽣家长可能对美国的数学竞赛有相当的了解。这些竞赛包括 MathCounts, AMC8, AMC10, 

AMC12, AIME 和 USAMO。实际上, 要想在这些竞赛中取得好的成绩, 小学基础数学训练必须要扎实且烂熟于⼼中。 

[数学训练 VS 钢琴训练] 

我们很多孩⼦从小就进⾏钢琴、小提琴等乐器训练。这些训练使孩⼦们眼、脑、身体、⼿溶为⼀体。乐曲从指缝中

飞扬⽽出。数学也是⼀项基本技能。也能烂于⼼中、飘洒于笔尖、脱⼝于舌尖。日常训练是唯⼀的途径。 



 

 [ACES 数学课后班课程设置] 

基础运算训练:  

ACES 数学基础运算训练课程将模拟钢琴训练。 我们知道任何⼀个普通学龄⼉童, 经过⼏年的钢琴训练后都能熟练掌

握钢琴弹奏技巧并且达到⼀定的弹奏⽔平, ⽆需拥有音乐天赋。任何⼀个普通学龄⼉童, 经过⼀段系统的游泳训练都

能掌握正确的游泳技巧, 学会四种游泳姿势并达到⼀定的速度, ⽆需具备体育天才。任何⼀个普通学龄⼉童, 经过⼏年

系统国际象棋训练和积极努⼒, 都能达到准专家级国际象棋的积分⽔平, 不需要超常的棋类天资。数学基本运算能⼒

也是如此。经过⼀段时间的基本运算训练后, 孩⼦们的⼤脑中的数学神经⽹路就能够联通, 不需要数学智⼒超常就能

达到快速和准确。 

 

我们的基本运算课程将根据学⽣们年龄和程度分为四个等级。每周两次，周⼆和周五每次⼀个小时。 让孩⼦们掌握

快速准确基本运算的技能以受益终⽣。考虑到每个等级的内容和为了达到预期的训练效果，每个等级的课程时间为

⼀整个学年，也就是说，春季课程是秋季课程的继续。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插班⽣需要通过插班测试，才能进⼊相

应的班级。 

上课日期： 8/28 -  12/14/2018 （秋季） ; 1/11-5/17/2019（春季），具体细则请看下表 

课程 学⽣年龄及教学内容 上课时间 班级限定⼈数 学费 

基本运算 I K-1 年级。训练数字及多位数加减法运算及⼼算及速算 
周⼆：    

5:15-6:15pm 

周五:              

4:30-5:30pm 

15 
秋季：

$395/semester

春季:              

$450 / semester 

基本运算 II 1-2 年级。训练乘除法及四则运算及⼼算及速算 15 

基本运算 III 3-4 年级。分数、小数、正负数、⼼算及速算。 15 

基本运算 IV  
4-5 年级。百分数，比例，平⽅，指数及其逆运算的概念及

运算顺序；⼀元⼀次⽅程的表达，快速运算以及不等式。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