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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zero grade without chance to re-exam can be given by the teacher 
accordingly if cheating is engaged during exam.在刚过去的期中考试

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个别学生考试作弊，这是绝对应该杜绝的。

我们应该培养学生诚实的作风，学校教务和理事会将考虑完善学

生守则， 望家长和老师们配合，把好学生诚实这一关。 

3) 上期爱迪生通讯（Newletters) 198 期 刊登在： 
http://hxedison.org/Newsletters/Newsletter_198_04062014.pdf 

4) 华夏李文斯顿分校组织的暑假去广州的 2014 年“中国寻根之

旅”夏令营 --- 南粤广州营，各项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细节

请参 4/11/2014 Email. 

5）华夏中文学校总校组织的暑假去上海的 2014 年“中国寻根之

旅”海外华裔青少年夏令营（主题营），各项准备工作正在进行

当中，细节请参 2/26/2014 Email. 
 

林胜天 

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校长 

电话: (732) 613-1281 

http//www.hxedison.org 

注意事项 

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校长：林胜天 
 

尊敬的各位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家长： 

请注意本周如下几项通知: 

1）最近两个周日，我校已经收到爱迪生高中校长关于我校个别学生

破坏公物的通告。由学校监控摄像头记录显示，个别学生在包括学校

庭院及温室 （courtyard and greenhouse）在内的附近区域扔石

块，从果园里拔出木桩，导致通过棚倒塌，一扇温室窗门破损。 
 

Special attention: A couple of instances of vandalism in the courtyard and 
greenhouse over the past two weeks.  EHS student made garden is a part of 
an award winning project that has donated bushels of food to local food 
banks.  It seems as if some of our school students during Chinese School 
have been throwing rocks, pulling out stakes for an orchard project, and 
caused our shed door to fall in. One greenhouse window was broken. 
我校学生守则有明文规定： 

爱护学校设施。不得擅自动用，拿走，损坏学校的电脑，教具，墙

报，或其它不属于你的用品。不得进入无人使用的教室。违者按价赔

偿，并罚款 $100。 

保持学校环境清洁。不随地扔纸屑或其它垃圾。不得在学校的任何地

方涂鸦，包括桌，椅，墙，地。没有老师许可，不得在黑板上写字或

擦掉别人写的字。 

除安排值班家长专门加强这方面的监督与防范外，我们必须爱护学校

公物，不得进入不属于中文学校使用的教室和区域。敬请大家帮助敦

促并监督学生、家长严格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学校将严格执行奖惩制

度，违者将承担一切经济赔偿及学校处分。请大家一道监督和举报任

何违反校规的行为。教务室是 102 房间。 
 

Take good care of school facilities. Do not use, take away, or damage 
school computers, teaching tools, wall posters, or any other items that do 
not belong to you. Do not enter classrooms that are not in use. Offenders 
are required to pay the actual damages caused and a fine of $100. 
Keep the school environments clean. Do not throw papers or other trash to 
the ground. Do not write or draw on any school facilities, including tables, 
chairs, walls, and floors. In the absence of teacher’s permission, do not 
write on blackboard or erase others’ writings.  
We need to ensure that this area is treated with the care that EHS students 
have put into creating it.  Soon there will be plantings in this area of fruit 
trees and vegetables and none of them should be damaged. 
 

请参照前两周发的附件： 

华夏爱迪生分校学生守则：
http://hxedison.org/documents/Student%20Rules_HX%20Edison%202011-
02-01.pdf 
华夏爱迪生分校教师职责：
http://hxedison.org/documents/Teacher%27s%20Duty_HX%20Edison%20
2011-02-01.pdf 

华夏爱迪生分校教师职责：
http://hxedison.org/documents/Teacher%27s%20Duty_HX%20Edison%20
2011-02-01.pdf 
华夏爱迪生分校家长职责：
http://hxedison.org/documents/HX%20Edison%20Parent%20Duties%2020
11-02-01.pdf 
2）考试不允许作弊。任课老师可酌情给考试作弊者零分，不予补考

的决定。Absolutely no cheating is allowed for exams. 

华夏中文学校总校第十六届田径运动会 
第十六届华夏田径运动会于2014年5月4日(上周日)在华夏普兰斯

堡中文学校顺利举行。虽然天气不是太好，比较冷，我校师生员

工还是积极参与，和各分校相互交流切磋，在一些项目上成绩斐

然。除了普兰斯堡分校（总分第一）和大费城分校（总分第二）

成绩突出外，李文斯顿分校，樱桃山分校，爱迪生分校及桥水分

校，总分均旗鼓相当，依据目前总分统计，我校总分排名第五，

并取得了一项接力赛和两项个人冠军，一项个人亚军，八项个人

季军的好成绩。在此我们特别向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们表示祝

贺，同时也对所有到会的学生，老师，家长，校务人员及志愿者

表示衷心感谢。 

下面是未经确认的进入前三名的我校运动员的名单和成绩： 

运动员     项目   名次 成绩   

爱迪生分校 – 1 少年一组女子4x100接力 冠军  64.66 

Harold Huang    儿童二组60米赛跑    冠军  9.9 

Caroline Xiong  少年一组女子跳远    冠军   3.851 

Irene Quan   少年一组女子跳远   亚军 3.85 

Jerry Shang 儿童二组五级连跳  季军 27.5 
Bryan Shangguan    儿童二组网球掷远  季军 117.2 

Irene Quan    少年一组女子100米      季军    14.94 

Caroline Xiong    少年一组女子400米    季军   78 

Steven Tang 少年二组男子400米     季军    66.72 

Joyce Huang  少年二组女子100米   季军   14.43 

Joyce Huang   少年二组女子200米    季军  32.19 

Saijun Gong   成年女子800米      季军   219 

详细得奖和成绩请参见Email附件。得了名次但未来得及得到奖牌的

运动员，总校将在下次活动时分发，我校将及时颁发。 

有兴趣的家长可参见如下运动会照片集锦： 
https://www.dropbox.com/sh/gq3cml0km9d9z5h/NWE35nGdlf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15206377455832191412/16?noredirect=1 



 
 
 
 
 
 
 
 
 
 
 
 
 
 
 
 
 
 
 
 
 
 
 
 
 
 
 
 
 
 
 
 
 
 
 
 
 
 
 
 
 
 
 
 

 
當選愛迪生學區委員的華裔施景渭（右起）、退休女教師貝斯‧莫洛妮

及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希蘭（Frank Heleen)。(劉建提供) 

 
 

 

 
 
 
 
 
 
 
 
 
 
 
 
 
 
 
 
    
 
 
 
 
 
 
 
 
 
 
 
 
 
 
 

   
窦老师和中文 AP 班的同学们课后留影 

 
 变废为宝爱心捐助募捐义卖活动 

1/26/2014，周日，我校在学校休息区（Cafeteria）举办了

支持华夏中文学校，变废为宝爱心捐助募捐义卖活动，受到

不少家长的好评。在此特别向如下家长致谢: 

  胡涛(理事会成员)及夫人曾青萍,张莉,沈湘 及一家， 

  吴强，丁燕波，李静君，Tony Hu and his wife.  

    Jennifer/Kelvin (卖气球， Angela Gong (龚赛君) 
    saijun.gong@yahoo.com);  

    Justin Wang (Jwang@gmail.com)。 
   

施景渭 當選愛迪生學區委員 4/25/2014 
世界新聞網-北美華文新聞 記者劉亮吟、謝哲澍／新澤西州報導  

 

    新澤西州的26個學區23日舉行學區委員選舉以及預算投

票，愛迪生市（Edison）華裔施景渭（Jerry Shi）與其競選

搭檔希蘭（Frank Heelan）成功當選。 

    據新州學區聯合會（New Jersey School Boards  

Association）介紹，此次舉行選舉學區委員的26個學區，分

布博根（Bergen）、坎伯倫（Cumberland）、艾薩克士

（Essex）、哈德遜（Hudson）、密德薩士（Middlesex）、

孟莫斯（Monmouth）、摩利斯（Morris）、百賽（Passaic） 

以及華倫郡（Warreno county）。除了艾薩克士郡的紐瓦克

學區（Newark）外，其他25個學區還舉行預算投票。 

    在華人聚集的愛迪生市，此次選舉同時有兩位華裔候選

人，除施景渭外，另一位在紐約史泰登島學院（Staten 

Island) 任教的沈昌輝也參與競選。 

    由於投票當天愛迪生市的氣溫較低且風大，影響選民投

票意願，但在八位候選人得票數都相當接近的情況下，開票

氣氛顯得緊張。 

    經過計票後，施景渭與其競選搭檔、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博士希蘭，以及一位退休女教師貝

斯‧莫洛妮（Beth Moroney）最後勝出。 

    施景渭當選後表示，非常感謝華人社區以及華文媒體對

其競選團隊的支持，並告訴大家，一定會在未來三年任期

內，在教育委員會替華人發聲。 

    雖然成功當選，但施景渭對於當天頗低的總投票率並不

滿意。施景渭表示，學區預算關係到納稅人56%的稅收，而只

有8%的居民前來投票，決定該筆經費的使用方法，這是不合

理的。 

    施景渭指出，亞裔學生在愛市占據超過半數，這次卻僅

有三名亞裔候選人參選，不到候選人的三分之一。施景渭呼

籲更多的華裔居民今後積極參與投票，並希望看到更多少數

族裔候選人參選。 

    新州學區聯合會執行官芬索德（Lawrence S.  

Feinsod）祝賀所有當選的學區委員。芬索德表示，由於大部

分學區將選舉改到11月，因此傳統的「四月學區選舉」的規

模越來越小，但意義依然重大。 

    芬索德強調，地方教育委員會的職能十分關鍵，不僅要

代表社區制定目標和政策，還要指導提供給學生的公立學校

課程與服務。與此同時，學區委員還要與員工集體協商、談

判、聘用和評估學區總監。 

中文AP考试于 5/7/2014 圆满结束 
 

我校中文AP班的所有17位同学于5/7/2014星期三成功地参

加了中文AP考试。这是我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进展。

毫无疑问，这门成绩对同学们两年后申请大学会有正面的

影响。这是大伙儿历经十年寒窗，坚持不懈、刻苦努力所

取得的成果，可喜可贺！ 
 

非常感谢窦泽和老师勇敢地挑起了执教AP班的繁难重任。

人言要给学生一滴水，为师自己要有一桶水。教学的甘

苦，课外的辛劳，凡曾为人师表者，点滴在心头。窦老师

无私地奉献了许多本当与家人一起欢度的节假日，为了精

心备课，竭尽全力搜集组织材料，且牺牲了无数休息时

间，其辛勤劳动及卓越贡献，如春蚕吐丝、如蜡炬照耀、

如春雨滋润，同学们应当了解并永远铭记。 
 

在此也要衷心感谢胡知宇律师的鼎力协助，每在中文学校

校园关闭时，提供他的律师楼办公室作为临时教室。其高

风亮节，一如他回馈社区，襄助故乡教育事业的种种义

举，值得尊敬和大力颂扬。 
 

每位家长让孩子学习中文，心中或多或少都冀望他们将来

能赓续弘扬中华文化，承前启后,薪火相传，且未来在职场

上具优势。但这些作为远大目标，在孩子心中犹如画饼一

般，毫无概念。但自今年始，我校史无前例地成功解决了

中文AP考试资格问题，故每位同学毕业后，再接再厉即可

轻取中文AP这门成绩，为申请大学增添份量，这是中期

的、看得见的、具体实在的目标，希望我校的莘莘学子们

珍惜这得之不易的、以前历届毕业生都没有的条件，勤奋

努力，最后都能达到它。 

祝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今天（5/11/2014）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我校将在大厅举

行庆祝活动并安排精彩纷呈的节目表演，时间在下午1:30

到3:20之间，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并欣赏。 



 
 
 
 

Multi-Cultural Fair at the Woodbridge Community Center 
Sunday 4/18/2014 

4/18/2014 周日，木桥市在其社区中心举办了多元文化联欢

活动，我校爱迪生舞蹈队前往友情演出，献上了《高原蓝》

等精彩舞蹈节目，但见简陋的场地上,奼紫嫣紅、彩袂摇曳，

妙曼婀娜的舞姿赢得了阵阵掌声。舞蹈队近年来舞艺水涨船

高、影响日隆、名闻遐迩。这些姐妹们在繁忙的家务和事业

中，挤出宝贵的时间,活跃在学校、医院、老人中心、及各类

公益活动中，虽然未曾奔赴炮火连天的战场前线，但在这广

阔的大后方，如美丽的天使一般，给各族各种肤色的父老乡

亲兄弟姐妹送去了宝贵的精神大餐，赢得了一致的讚誉。 
 

本周日3:40pm 理事会将举行理事会会议，地点是102教

室边上的小教室。详情请参见如下理事会通知。 
 

Coming Board Meeting Announcement, 
5/11/2014 Sunday 3:40pm 

Dear Parents, 
 
We are planning to have 2014 spring semester 
board meeting on the coming Sunday (May 11). 
The meeting will start at 3:40pm in the 
classroom next to 102. All parents are 
welcome to attend the meeting. 
 
We plan to discuss the following items: 
  1. Approve  last meeting minutes on 
11/24/2013 
  2. Discuss the candidates and process for 
the election of three new board members 
  3. Principle Simon Lin is going to give a 
quick review on school expenses on various 
items 
  4. Refine the student regulation rules 
regarding exam cheating 
 
The school board members will answer 
questions and collect feedback from parents 
at the end of board meeting. 
 
Wei Hang 
Chairman of the Board 
On Behalf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Huaxia Edison Chinese School 

 
 

 
 

 
 

华夏中文学校华夏（中区）辩论赛 
 

周六 4/26/2014，我校谢蓓老师带队前往参加了总校辩论

比赛.比赛于晚上10点落下帷幕,详情请与谢老师联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