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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册费和迟注册费 

   注册费为每人每次＄20（小孩和成人课相同，同一次注册

每家不超过$50）。第一次注册已经办理之后，再加注课程将

视为再次注册，需另付＄20 注册费。8 月 19 日后网上注册

及付费因影响学校课程安排,将加收＄30 迟注册费。若开学

后(9月 9日)网上注册及付费，迟注册费为＄50。开学后到

办公室手工注册, 将另收＄30 人工费。 

3）学校管理费 

   每家每年＄25， 半年＄15，没有子女在校的成人学生免

交此费 

4）家长值班押金 

   每学期＄30。若没有按时参加值日，该押金不再退还。下

学期注册时须补交＄30 押金。没有子女在校的成人学生免交

此费。若按时参加值日，小孩退学时可退还值班押金。 

5）换课、退课和退学 

   相同年级中文班之间不予换班。开学前二周内可免费换课

一次，之后每次换课收费＄10。开学第三周起不再换课。注

册一年的学生换课后如果秋春两课不同, 这两课将均按学期

收费, 不能享受全年学费优惠。 

    办理退课须持注册收据。开学第二周下课前办理退课，

可退 100％学费。开学第三周起不再办理该学期退课，只能

办理下学期退课及退还一学期的学校管理费（＄25 - $15 = 

$10）。开学两周后注册者不能退学费。注册费和教材费一律

恕不退还。 

   注册一年的学生在春季退课时，不能享受全年注册学费优

惠，退得的学费将为所交学费减去一学期的学费（例如，全

年学费＄280－半年学费＄170＝＄110，而不是＄140）。 

春季注册时只能注册春季学期，不能跨学年注册，不能享受

全年注册学费优惠。 

 

To complete the registration, ALL students and guardians 

must READ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nd SIGN below. 

For youngsters (age 18 or under), their legal 

parent/guardian must sign for them. 

 

Release of Liability Statement for 2013-2014 school 

year, September 2013 through June 2014: 

 

1.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activities at the Edison High 

School, 50 Blvd of the Eagles Edison, NJ, sponsored by 

Huaxia Edison Chinese School,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said School or its 

officials, teachers or volunteers will no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any injury or accident sustained by the 

member of our party, or for the loss of or to any property 

belonging to a member of our party or anyone else. 

 

2.    In the course of conducting school activities, the 

school will be seeking media coverage and involvement 

that may include Web Site text and images, and possibly 

Newspapers and Television. The signature below 

indicates our consent that the photo, name, and school 

work of the member of our party may be included in the 

media as noted above. 

 

 

2013-2014 学年我校选举 

 

   今年的校长，副校长，家长会会长，理事会理事的选举

将于 6 月 2 日下午 2：45 - 4：00举行。 本期通讯刊登

了候选人的简历。候选人将于 2：45 在餐厅与家长们见

面。希望各位家长积极参与并踊跃投票。 

 

   在此我校对2012-2013学年期间丁燕波，林胜天，李广

华，魏东，孙康，曹为，姚素琴，刘元和潘硕能在百忙之

中抽时间为我校服务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也希望各位家

长，特别是年轻的家长们，能积极参与到学校的各项工作

和活动中来。把我们的中文学校越办越好。 
 

网上注册步骤和注意事项 

 

我校 2013-2014 学年的网上注册系统于 5 月 27 日开通。家

长们能一次完成网上注册及缴费。以下网上是注册的步骤和

注意事项：  

1． 进入您的家庭账号或建立新账号  

2． 按注册或更新注册课程  

3． 同意注册条例  

4． 选择学生及课程  

5． 点击提交 (Submit)  

6． 点击 Paypal check out  

7． 进入或建立 Paypal 账号并用信用卡付款  

8． 付款完毕必须耐心等待浏览器链接回到注册系统并显示

您选的课程已改为注册。这一步极其重要。如您已付款而系

统未能更改您的注册，请打印出注册单到教务处更 改或电邮 

求助与建议 Question & Comments， 希望家长们能保留注册

记录以便日后查寻。 

2013－2014 学年注册有关规定 - 请注意: 您务必在完成网

上注册后, 并完成通过 PayPal 在线付款后才注册成功。系统

会在每周二自动查询，若网络注册提交两周仍未付费, 其提

交将被自动注销。 

本学年将不再接受支票付款以减少注册工作量。秋季需注册

一年, 春季可注册一学期。 

1）学费 

中文课《标准中文》＄280 全年，＄170 半年(含教材费＄20) 

《马立平教材》＄320 全年，＄210 半年(含教材费＄60)。 

文化课：＄150－250 全年，或＄80－130 半年，详情请见课

程表。 

 

http://www.hxedison.org/


 
侯选人简历 
 

校长候选人：林胜天 

   毕业于北京大学并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后赴北

美从事博士后研究及工作。曾就职于默克(Merck)制药公

司。现在卫材 (Eisai)制药公司从事新药的研发工作。 

 

   自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成立以来，一家人均积极参加

学校的学习和各种活动。2010 年–2012 年服务于华夏爱

迪生中文学校理事会，现任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副校长，

小儿子是中文六年级的学生。 

 

   爱迪生中文学校之所以有今天的健康稳步发展，与多

年来许许多多家长和自愿者无私的奉献是分不开的。作为

校长候选人, 我愿意为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服务。如当

选，我将尽力做好校长工作，为学校正常运行，健康发展

贡献力量。与校务，家长会及全体家长一道，把爱迪生中

文学校越办越好。谢谢大家! 

 

副校长候选人：魏东 

   199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并获得工程学士学

位。曾在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就职。1999年来美后就读新

泽西理工学院并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就职于西门

子研究院至今，从事自动化工程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我和太太林峥育有一个八岁的女儿，现就读于爱迪生

中文学校三年级。全家人积极参与中文学校及社区的各项

活动。2012 年–2013 年任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家长会会

长。 

 

   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能为大家提供如此良好的学习中

国文化的环境，是众多家长，老师和志愿者共同努力的结

果。中文学校能否持续性地发展，取决于家长和志愿者的

参与。作为副校长候选人, 我愿意通过这个平台为大家多

做一些实事。这次选举如能获得大家信任当选，我一定竭

尽全力为中文学校服务，做出应有的贡献。 

 

家长会会长候选人：吴强 

   1997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热能系获工程学学士学位，

2000年毕业与圣路易丝华盛顿大学获硕士学位，曾在思科

公司从事软件开发，现在在纽约金融公司从事软件开发。 

 

   我家有两个孩子，老大上一年级，老二上学前班. 全

家人积极参与中文学校及社区的各项活动。华夏爱迪生中

文学校能为大家提供如此良好的学习中国文化的环境，是

众多家长，老师和志愿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中文学校能否

持续性地发展，取决于家长和志愿者的参与。作为家长会

会长候选人，我愿意通过这个平台为大家多做一些实事。

这次选举如能获得大家信任当选，我一定竭尽全力为中文

学校服务，做出应有的贡献。 

 

 

校理事会理事候选人 
 

胡涛 

 

   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获学士和硕士学位，在此之间曾

经在武汉测绘学院任教 3年。到美国后又在 NJIT取得计算

机硕士学位，目前在花旗银行工作。我儿子 7岁在中文学

校读一年级，我很感谢在任的校领导为爱迪生华人家长们

做出的贡献。作为志愿者，我也新近开始参于了一些中文

学校的活动，而且希望能够通过加入学校的理事会来为大

家更多地服务。 

 

叶胜年  

 

   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数学本科。 1994年来美国后，

相继获得数学硕士，计算机硕士，和纽约大学 MBA学位。

现在 Barclay从事金融电脑方面的工作。 平时爱好打羽毛

球，旅游和理财。 

 

   我和太太，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在爱迪生市已居住快十

年，我们全家积极参加华夏中文学校举办的各种活动。 大

儿子 13岁，上爱迪生中文学校已经是第 7年，经常在班级

里做志愿者。 小女儿 6岁，在中文学校已读了两年的书，

喜欢上画画，中文，和跳舞课。 

 

   我想竞选学校理事一职！因为在银行业工作多年，我熟

悉财务查账。 我也会在以后学校的各种活动中，尽心尽

职，为我们的中文学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把学校越办

越好！ 

 

请大家支持我，非常感谢！ 

 

杭伟 

 

   大约六年前，我们一家人第一次来到华夏爱迪生中文学

校，看到一间间教室里面带稚气的学生，走廊上亲切交谈

的家长，各种活动安排得井然有序，我们都自然地感受到

一种源自故土的温馨。这些年我们的孩子一直在这里学习

中文和文体，我也享受着篮球俱乐部提供的锻炼机会。尽

管自己不是个勤快的家长，但多年在此受益，对此我深表

感激，心动不如行动，如果有机会为学校做点力所能及的

事情自然是义不容辞。 

 

   我 1994年毕业于中科大化学系，来美国获得新泽西理

工计算机硕士和纽约大学 MBA，现在纽约三菱证卷 IT部门

工作。我平时忙于工作和日常生活，不敢说随叫随到，但

如果有可能一定愿意贡献一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也希望

能更多的家长一起合作，把我们的学校建设地更加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