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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Students, Teachers and Parents,
Welcome back to school! Hope you all enjoyed your summer vacation!
This year we will continue to focus on students’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training. Th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programs in our three branches are running very well. Hope there will be more kids enrolling this program can get benefit. For
High School Chinese Accredited Program, we got approval from most school districts in east bay area. There are two accredited
classes in Fremont branch this year. Also we just got approval on AP Chinese program from FUSD district. In all words, we all
will try our best to create a better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more opportunities for our students. Meanwhile we are hoping
our parents try your best dropping off kids on time, encouraging them to speak Chinese at home, supervising them to do
homework, etc. Please let us know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suggestions. Thank you all for your continuous support!
Let’s have another great school year!
Lucy Zhang/The Principal of Ha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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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分班及 AP 中文班简介
我校中文学分班课程(Accredited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ogram) 已于去年在 Fremont 分校首先开课，
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普遍关注。学分班采用《中文听说读写》(Integrated Chinese) 教材并配有大量的补充材料，从听说
读写四个方面强化学生的中文语言能力和中国文化知识，为学生中文 AP 考试和 SAT 中文考试打下牢固的基础。
中文学分班共分四级: Chinese I, II, III 和 IV, 适合高中学生和初中七、八年级学生。Chinese I 不需任何中文基
础，可以直接报名。Chinese II 或以上需要通过我校的中文程度测试。中文学分班一年（两个学期）10 学分， 每学期
5 学分。学生成绩采用 A, B, C, D, F 制。成绩和学分会分两次（一月和六月）转到学生所在的学校。
目前学分班已通过 Fremont, Milpitas, Castro Valley, San Leandro, San Lorenzo 和 Alameda 多个学区的审批。
学生完成本课程的学习后，可以将学分转到学生所在高中或学区。海澳的中文学分完全符合加州高中毕业的外语要求，
换言之，学生在我校上了中文学分班，可以不必再在自己的高中上其他的外语课 （如西班牙语，法语等）。其他学区,
如 Oakland 和 Hayward，正在联系中，学校会随时向家长通报申请进展情况。
另外，在这里也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校的 AP 中文课程也已经通过了 Fremont 学区的认可。AP 中文班的
学生可将本课程做为 AP 课程将学分转至 Fremont 学区。AP 中文课程将进一步强化学生的中文语言能力和中国文化知
识，并为学生参加 College Board 每年五月举行的 AP 中文考试做好准备。
学分班及 AP 中文班上课时间为每学年 32 周，每周 4 课时。上课地点可选择三家分校中的任何一家。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欢迎向学校办公室和各分校主管咨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teaching@hai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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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丽娜老师：对学生有爱心，有亲和力，对中文教育事业充满热情，不断追求上进，勇于尝
试新的中文教学方法来不断完善自己。将会努力服务于海澳的中文教育事业。

赵毅老师：长期从事初中教学和班主任工作，深受学生爱戴。赵老师上课效率高、学生成绩
提高快。 每年都被评为省市优秀教师，并在中国教育部推荐下在 2011 年微软全球创新教师大赛中
荣获二等奖。
杨娟老师：善于以提高学生兴趣为导向的教学方式，运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让孩子在快乐和好
奇中学习，极具亲和力，热爱音乐，工作认真，热衷于成为孩子们的朋友，并陪同他们一起探索中
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陈珊老师: 在美取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在中美两国均有汉语教学和儿童教育经验，认真敬
业，年轻有活力，擅长乐器演奏。
赖晓慧老师: 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毕业，获高级教师资格证书，责任心、爱心、信心是赖老
师的教学原则。热爱教育事业，工作积极，认真负责。
陈美仪老师: 师范大学毕业，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经验丰富，多次获优秀教师荣誉。来美后
在从事教学的同时，继续进修儿童教育专业，愿以自己的才智服务中文教育事业。

贾璐琪老师: 美国硕士毕业，热爱教育，积极上进，善于学习，教学风格轻松活泼，具有亲
和力。
陈曦老师:自幼学画，酷爱艺术，多年来在 FREMONT 的 RHYTHM VISTA 画室进行绘画教
学。擅长教儿童绘画。教学风格轻松活泼，与孩子现实生活联系紧密，深受小朋友的喜爱。

Nancy Liu 老师: 从事珠心算教育多年，具有十分丰富的教学经验，桃李遍湾区，教授的许多
学生在珠心算比赛中获奖，也培养了不少珠心算教育的师资。

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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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ao Management Team

Wu

Hayward 分校主管
潘凯熙
Kathy Pan

Oakland 分校主管
胡文佟
Lucy Wu

Fremont 分校主管
严海燕
Haiyan Yan









Winton Middle School
119 Winton Ave
Hayward, CA 94544

Laney College
900 Fallon Street
Oakland, CA 94607

Mission San Jose High School
41717 Palm Ave.
Fremont, CA 94539

星期六 Saturdays
中文课: 9:00am – 11:00am
选修课: 11:10am – 12:10pm

星期六 Saturdays
中文课: 1:00pm – 3:00pm
选修课: 3:00pm – 4:00pm

星期六 Saturdays
中文课: 1:30pm – 3:30pm
选修课: 3:40pm – 4:40pm
学分班: 1: 00pm – 4:40pm

邮寄地址 Mailing Address:

联系电话 Tel :

Haiao Chinese Academy
P.O. Box 1596
Fremont, CA 94538

(510) 589 - 0156
(510) 498 - 1118
传真 Fax :
(510) 280 – 0817
电子信箱 Email：
haiaohayward@yahoo.com
网址 Website: www.hai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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