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学天下中文学校 2020 秋季课程表 
报名网址：https://houstondragonacademy.org；联系电话：713-305-9920 

 

School Starts: 08/17/2020                 Class Ends: 12/18/2020          No Class: 11/23-27/2020 

1. 注册日期：7/28/2020；网址：www.houtongdragonacademy.org，欢迎大家登录网站选课注册； 

2. 注册费$30,在 8/16/2020日前注册并交学费，注册费减半$15;付款方式：Quickpay：wang3123000@hotmail.com or houstondragonacademy2@gmail.com;； 

3. 2020 年春季 Afterschool 留有余额的可用支付秋季 Afterschool使用； 

4. 上午的公益课在公立学校开课之后停止； 
5. Enya 绘画上课时间 8/22/2020-12/18/2020，感恩节 11/23-27/2020 放假； 
6. Debate，Public Speech 1，Public Speech 2，马立平中文,中文阅读与写作上课时间 8/17/2020-12/11/2020； 
7. Algebra 2；西班牙语；English Reading & Writing 课程分 2个 Session，Session I：8/17/2020-10/9/2020（8周），Session II：10/19/2020-

12/18/2020（8 周），No Class：10/12-16/2020，11/23-27/2020； 
8. 学校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任课老师；根据 HISD，PISD 等各大学区学校课程时间做相应调整。 
9. 各教学班报名三人以上（含三人）方可开班；学校会根据疫情变化情况随时调整网课或返校上课。  

时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0:30-11:00 泥塑 街舞 折纸，画画 电影 Virtual Field Trip 

10:00-11:00   幼儿舞蹈   

16:00-17:00 
暨南中文 

（CSL，K-12） 

暨南中文 

（CSL，K-12） 

暨南中文 

（CSL，K-12） 

暨南中文 

（CSL，K-12） 
*讲故事 

17:00-18:00 AP Biology 马立平中文（K-10） AP Biology 马立平中文（K-10）  

16:00-18:00  Algebra 2  Algebra 2 中文阅读写作 

17:00-17:45 数学（K-6） 英文（K-6） 数学（K-6） 英文（K-6） 数学（K-6） 

17:45-18:30 数学（K-6） 英文（K-6） 数学（K-6） 英文（K-6） 数学（K-6） 

17:45-18:45 
English Reading & Writing 

（Grade 4&up） 
 

English Reading & Writing 

（Grade 4&up） 
  

18:30-19:30 Debate Team 
Computer 

Science 
Public Speech 1 Debate Team 

Computer 

Science 
Public Speech 1 

Public Speech 2 

（17:30-19:30） 

18:45-19:45 
西班牙语（1-3） 西班牙语（1-3） 西班牙语（1-3） 西班牙语（1-3）  

象棋 1 舞蹈（18:45-20:15） 象棋 2 国画  

16:30-18:00 Enya 绘画(PreK，K) Enya 绘画(4，5) Enya 绘画(2，3) Enya 绘画(2，3) Enya 绘画(1) 

https://houstondragonacadem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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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学天下中文学校 2020 秋季课程表 
报名网址：https://houstondragonacademy.org；联系电话：713-305-9920 

科目 教师 价格 科目 教师 价格 

CSL 周玮 $460 马立平学前班 周玮 $210 

暨南拼音 Ms.Zhang $420 马立平一年级 宗宴 $210 

暨南一年级 宗宴 $420 马立平二年级 杨丽丽 $210 

暨南二年级 臧娜 $420 马立平三年级 杨康丽 $210 

暨南三年级 周玮（待定） $420 马立平四年级 朱奕伶 $210 

暨南四年级 程晓菊 $420 马立平五年级 吴红 $210 

暨南五年级上 朱奕伶 $420 马立平六年级 姚雪芹 $210 

暨南五年级下 李艳 $420 马立平七年级 程晓菊（待定） $210 

暨南六年级上 李艳 $420 Public Speech 1,2 Ms. McDonnough $430 

暨南六年级下 吴红 $420 Debate Ms. McDonnough $430 

暨南七年级 待定 $420 AP Biology Mr.Hodgson $380 

暨南八年级上 杨康丽（待定） $420 Algebra 2 孟繁娟 $380/8wks(32hrs) 

暨南八年级下 吴红 $420 Enya 绘画 Enya Huang $360 

暨南九年级上 杨丽丽 $420 象棋大师班 Ms.N $340 

暨南十年级 姚雪芹 $420 国画 李岩 $260 

中文阅读写作 Ms.Xu $210 Computer Science Ben $240/8wks(16hrs) 

幼儿舞蹈 傅晶 $255 舞蹈 傅晶 $320 

English Reading & 

Writing  
Ms.K Giri $320/8wks(16hrs) 西班牙语 待定 $480/8wks(32hrs) 

数学 

Ms.Tan 

杨丽丽 

Ms.Meng 

$480/学期 

（38.25hrs） 
英文 

Ms.Tan 

Ms.Lorenz 

Ms.Jackson 

$360/学期 

（25.5h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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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学天下中文学校 2020 秋季课程表 
报名网址：https://houstondragonacademy.org；联系电话：713-305-9920 

 

1. 加“*”课程分 2 Session，Session I：8/17/2020-10/9/2020（8 周），Session II：10/19/2020-12/18/2020（8 周），No Class：10/12-

16/2020，11/23-27/2020，表中所示价格为每个 Session（8周）的价格； 

2. 未加“*”课程为一学期，8/17/2020-12/11/2020（共 16周），感恩节 11/23-27/2020放假，表中所示价格为 16周价格。 

精品课程辅导(周中班) 

时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6:00-18:00 
 *Algebra 2 

$380 
 *Algebra 2 

$380 
 

17:00-18:00 
AP Biology 

$380 
 AP Biology 

$380 
  

17:45-18:45 
*English Reading 

& Writing $320 

 *English Reading 

& Writing $320 
  

18:30-19:30 

Debate Team 

$430 

Public Speech 1 

$430 
Debate Team 

$430 

Public Speech 1 

$430 
Public Speech 2 

（17:30-19:30） 

$430 

 

*Computer Science 

$240 

 *Computer Science 

$240 
 

18:45-19:45 
*西班牙语 

$480 
*西班牙语 

$480 
*西班牙语 

$480 
*西班牙语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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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学天下中文学校 2020 秋季周末课程表 
报名网址：https://houstondragonacademy.org,联系电话：713-305-9920 

 

1. 加“*”课程分 2 Session，Session I：8/22,23/2020-10/10,11/2020（8 周），Session II：10/17,18/2020-12/12,13/2020（8 周），感恩      

节周末 11/28,29/2020 放假，表中所示价格为每个 Session（8周）的价格；  

2. 未加“*”课程为一学期，8/22,23/2020-12/12,13/2020（共 16 周），感恩节周末 11/28,29/2020 放假，表中所示价格为 16 周价格; 

3. 学校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任课老师； 

4. 各教学班报名三人以上（含三人）方可开班；学校会根据疫情变化情况随时调整网课或返校上课。 

精品课程辅导(周末班) 

时间 星期六 时间 星期日 

9:00-11:00 

科目 教师 价格 

10:00-12:00 

科目 教师 价格 

Debate Ms. McDonnough $430 Debate Ms. McDonnough $430 

AMC 8&10(数学竞赛) 待定 $380 AMC 8&10(数学竞赛) 待定 $380 

Geometry 孟繁娟 $380 Geometry 孟繁娟 $380 

11:00-13:00 

Public Speech 2 Ms. McDonnough $430 

12:00-14:00 

Public Speech 2 Ms. McDonnough $430 

Algebra 2 Mr.Gongati $380 Algebra 2 Mr.Gongati $380 

Pre-Algebra 孟繁娟 $380 Pre-Calculus 孟繁娟 $380 

*英文阅读与写作(6年级以上) Ms.K Giri $320 *英文阅读与写作(6年级以上) Ms.K Giri $320 

12:00-14:00 AP物理 Ms.Pu $380 

14:00-16:00 

AP中文 王榕 $260 

13:00-15:00 

Debate Ms. McDonnough $430 Debate Ms. McDonnough $430 

SAT Math 孟繁娟 $380 SAT Math 孟繁娟 $380 

AP中文 王榕 $260 
*机器人 (Python Level 2：

Game，Web Development） 
胡学友 $240 

15:00-17:00 

Public Speech 1 Ms. McDonnough $430 

16:00-18:00 

Public Speech 1 Ms. McDonnough $430 

*英文阅读与写作(4年级以上) Ms.K Giri $320 *英文阅读与写作(4年级以上) Ms.K Giri $320 

Algebra I 孟繁娟 $380 Algebra I 孟繁娟 $380 

*机器人（Python Level1） 胡学友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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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学天下中文学校 2020 秋季周末课程表 
报名网址：https://houstondragonacademy.org,联系电话：713-305-9920 

 

Saturday Class         School Starts: 08/22,23/2020                 Class Ends: 12/12,13/2020          No Class: 11/28,29/2020 

9:00am-11:00am 11:00am-1:00pm 1:00pm-3:00pm 3:00pm-5:00pm 

CSL $240（Ms.Huang） 拼音 $210（荣知微） CSL $240 （Ms.Huang） 拼音 $210（荣知微） 

马立平学前 $210 （周玮） 暨南中文一年级 $210（杨丽丽） 马立平学前  $210（周玮） 暨南中文一年级 $210（杨丽丽） 

马立平一年级 $210（荣知微） 暨南中文二年级 $210（臧娜） 马立平一年级 $210（荣知微） 暨南中文二年级 $210（臧娜） 

马立平二年级 $210（杨丽丽） 暨南中文三年级 $210（杨康丽） 马立平二年级 $210（杨丽丽） 暨南中文三年级 $210（杨康丽） 

马立平三年级 $210 (杨康丽） 暨南中文四年级 $210（程晓菊） 马立平三年级 $210 (杨康丽） 暨南中文四年级 $210（程晓菊） 

马立平四年级 $210（朱奕伶） 暨南中文五年级 $210（朱奕伶） 马立平四年级 $210（朱奕伶） 暨南中文五年级 $210（朱奕伶） 

马立平五年级 $210（吴红） 暨南中文六年级 $210（吴红） 马立平五年级 $210（吴红） 暨南中文六年级 $210（吴红） 

马立平六年级 $210（姚雪芹） 暨南中文七年级 $210（李艳） 马立平六年级 $210（姚雪芹） 暨南中文七年级 $210（李艳） 

马立平七年级 $210 (程晓菊） 暨南中文八年级 $210（姚雪芹） 马立平七年级 $210 (程晓菊） 暨南中文八年级 $210（姚雪芹） 

马立平八年级 $210（臧娜） 暨南中文九年级 $210（蒋珊） 马立平八年级 $210（臧娜） 暨南中文九年级 $210（蒋珊） 

 暨南中文十年级 $210（待定）  暨南中文十年级 $210（待定） 

9:00-10:00am 10:00-11:00am 11:00am-12:00pm 12:00-1:00pm 1:00-2:00pm 2:00-3:00pm 3:00-4:00pm 4:00-5:00pm 

成人舞蹈  

$240 

新加坡数学 

Beast Academy 

$240 

新加坡数学 

Beast Academy 

$240 

心算速算 

$240 

新加坡数学 

$240 

 新加坡数学 

Beast Academy 

$240 

 西班牙语(1级) 

$240 

英文阅读&写作

$240  

英文阅读&写作

$240  

英文阅读&写作

$240  

英文阅读&写作 

西班牙语(1级) 

英文阅读&写作  

西班牙语(2级) 

Debate $430 Public Speech 2 $430  Debate $430 Public Speech 1 $430 

  AP 物理$380 Mr.Pu   舞蹈 $240 

Enya 绘画 

 (9:00-10:30am, Grade 2,3) 

Enya 绘画 

 (10:40am-12:10pm, Grade Prek,k) 

Enya 绘画 

 (1:00-2:30pm, Grade 1) 

Enya 绘画 

 (2:40-4:10pm, Grade 4,5) 

  葫芦丝$240 剪纸$240 AP 中文 $260王榕 机器人（Python Level1） 

  儿童舞蹈$240  折纸$240 儿童舞蹈 $240 

  电子琴$240 手工$240 书法$240 唱歌$240 国际象棋$240 书法$240 

  国际象棋$240 彩色泥塑$240 国画$240 软雕$240 国画$240 国际象棋$240 

  围棋$240     DUKE SAT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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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学天下中文学校 2020 秋季周末课程表 
报名网址：https://houstondragonacademy.org,联系电话：713-305-9920 

Sunday Class         School Starts: 8/22,23/20               Class Ends: 12/12,13/20             No Class: 11/28,29/2020 

10:00am-12:00pm 12:00pm-2:00pm 2:00pm-4:00pm 4:00pm-6:00pm 

CSL $240 （Ms.Huang） 拼音 $210 (荣知微) CSL $240 （Ms.Huang） 拼音 $210 (荣知微) 

马立平学前   $210（周玮） 暨南中文一年级 $210（杨丽丽） 马立平学前  $210（周玮） 暨南中文一年级 $210（杨丽丽） 

马立平一年级 $210（荣知微） 暨南中文二年级 $210（臧娜） 马立平一年级 $210（荣知微） 暨南中文二年级 $210（臧娜） 

马立平二年级 $210（杨丽丽） 暨南中文三年级 $210（杨康丽） 马立平二年级 $210（杨丽丽） 暨南中文三年级 $210（杨康丽） 

马立平三年级 $210 (杨康丽） 暨南中文四年级 $210（程晓菊） 马立平三年级 $210 (杨康丽） 暨南中文四年级 $210（程晓菊） 

马立平四年级 $210（朱奕伶） 暨南中文五年级 $210（朱奕伶） 马立平四年级 $210（朱奕伶） 暨南中文五年级 $210（朱奕伶） 

马立平五年级 $210（吴红） 暨南中文六年级 $210（吴红） 马立平五年级 $210（吴红） 暨南中文六年级 $210（吴红） 

马立平六年级 $210（姚雪芹） 暨南中文七年级 $210（李艳） 马立平六年级 $210（姚雪芹） 暨南中文七年级 $210（李艳） 

马立平七年级 $210 (程晓菊） 暨南中文八年级 $210（姚雪芹） 马立平七年级 $210 (程晓菊） 暨南中文八年级 $210（姚雪芹） 

马立平八年级 $210（臧娜） 暨南中文九年级 $210（蒋珊） 马立平八年级 $210（臧娜） 暨南中文九年级 $210（蒋珊） 

 暨南中文十年级 $210（待定）  暨南中文十年级 $210（待定） 

10:00-11:00am 11:00am-12:00pm 12:00-1:00pm 1:00-2:00pm 2:00-3:00pm 3:00-4:00pm 4:00-5:00pm 5:00-6:00pm 

成人舞蹈 

$240 

新加坡数学 

Beast Academy 

$240 

新加坡数学 

$240 

心算速算 

$240 

新加坡数学 

Beast Academy 

$240 

新加坡数学 

Beast Academy 

$240 

新加坡数学 

Beast Academy 

$240 

Debate 

$430 

西班牙语(1级) 

$240 

英文阅读&写作

$240  

Debate $430 英文阅读&写作

$240  

英文阅读&写作 

$240  AP 中文 $260王榕 

   Enya 绘画 

(1:00-2:30pm, Grade 1) 

Enya 绘画 

 (2:40-4:10pm, Grade Prek, k) 

 

  Public Speech 2 $430 古筝$240  Public Speech 1 $430 

  葫芦丝$240 手工$240 电子琴$240 手工$240 国际象棋$240 书法$240 

  电子琴$240 彩色泥塑$240 国际象棋$240 彩色泥塑$240 国画$240 国画$240 

  国际象棋$240 围棋$240 机器人（Python Level 2：Game， 

Web Development） 

儿童舞蹈 

$240    剪纸$240 

儿童舞蹈$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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