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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学年我校选举结果 

    根据学校章程，我校于 6 月 1 日召开了全体成员大会并举行

了 2014 年选举。共收到有效选票 120 张，超过要求的 10%家

庭数的最低限，选举结果有效，所有候选人都以高票当选。选出

了 2014－2015 学年的校长，副校长，家长会会长以及理事会

三位理事。选举结果如下: 校长：林胜天； 副校长：魏东；家长

会会长：吴强；理事会理事： 曹国粱、沈湘、张莉。我们向各

位当选人表示衷心的祝贺。  

    现任理事会理事秘书长姚素琴,理事曹为及潘硕将完成任期后

卸任。我们向他们对学校作出的巨大贡献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

希望更多的家长们能像他们一样多为学校服务。 

2013－2014 学年结业典礼 

我校的结业典礼将于 6 月 15 日星期日下午 3：45 在大礼堂举行。 届时

将为毕业生发放证书，为优秀生发放奖杯。班级优秀生将在上课班级获

得奖杯，并在结业典礼上一起上台留影 。今年华夏中文学校采用汉语

标准中文考试四级作为毕业考试，我校 26 名毕业生全部顺利通过。我

们对他们取得的好成绩表示祝贺。顺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结业典礼程序： 

1. 地点：学校剧场 

时间：3:45-5:30p 

2. 校长林胜天致开幕词 

3. 理事长杭伟宣布选举结果 

4. 向毕业生颁发证书 

5. 表彰中文写作大赛获奖学生 

6. 表彰智力运动会获奖学生 

7. 表彰华夏田径运动会获奖学生 

8. 表彰华夏演讲比赛获奖学生 

9. 表彰华夏辩论比赛获奖学生 

10. 表彰志愿者代表 

11. 表彰学生志愿者 

12. 表彰校级优秀学生 

13. 校长林胜天致闭幕词 

2014 年毕业生名单 (26 人) 

何瑞秋 江欣纯 李毅龙 骆圣杰 朱博龙 孙嘉瑞 田壮壮 

丁守恬 王佳音 曾鑫煜 张棒棒 王恺 邓夏 庄嘉伟 

钟宜欣 高韵 贾伽 廖琳 彭玄 曹元 周文琪 

周纪轩   叶霖       梁小雪    叶瑞奇   欧阳文漪   

2013－14 学年优秀学生名单 
 

四年级(1) 班 耿力老师  

校级 曾雪晴    魏青昀    姚凯旋    闫亦欣 

班级 徐悦轩   周蔡蔡    李清心    李嘉悦 

四年级(2) 班 刘皖老师  

校级 谢家轩   陶佳希  

班级 陈爽爽   黄俊瀚    Rebeca Xu 

四年级(3) 班 张孝兰老师  

校级 李雯萱   平川         冯晓恬  

班级 陈逸婷   李柯軒     石昕瑞 
 

五年级(1) 班 胡志斌老师  

校级 胡晨涛    陆旖平    薛蕴灵    倪玉林 

班级 宗苏诚    常如彬    谢平恺    王雨馨 

五年级(2) 班 郭小川老师  

校级 黄玉婷    姚恺恩    宋英杰  

班级 费豆豆    赵睿松    邹安骏 
 

六年级(1) 班 谷代芳老师  

校级 曹心田    刘凯丽    朱亦文    丁禹  

班级 刘宛盈    杨宇锋    卢加虹    方慈心    王世卓 

六年级(2) 班 庄德铭老师  

校级 全爱玲    昂骏        Timmy O'reilly       陈思学  

班级 陆心雅    苏畅        Alec Chen             黄可任 
 

七年级(1) 班 吕艾刚老师  

校级 魏安琪   曹海鹏    林行   陈安妮   江欣然   林英泽 

班级 李浩升   秦锐    沈乐乐   杨成祺   刘旸荷   陈桐桐   刘晓梦 

七年级(2) 班 李萍老师  

校级 谭若欣    陈奕绮    周浩        赵祚雨     邹安宜  

班级 潘烁宇    张悦悦    李鹿鸣     邓凯文    曹佳琪 

八年级(1) 班 商乐维老师  

校级 杨劼睿    胡彦婷    黄怡然  

班级 冯冰洋    唐睿璎    包凯仁    解陆亿 

八年级(2) 班 宋颖杰老师  

校级 田荷韵     田甜       成克谐    刘晓龙    顾婧    缪睿能    杨杰

班级 昂霄        刘歌蕊    郑瀚雯    刘智锐    郭子安 

九年级(1) 班 窦泽和老师  

校级 周文琪    丁守恬    周纪轩  

班级 何瑞秋    王佳音    庄嘉伟    江欣纯 

九年级(2) 班 解庆伟老师  

校级 叶霖        梁小雪    高韵        廖琳  

班级 贾伽        邓夏        彭玄       曹元 

马立平四级(1)班 胡筱榕老师  

校级 秦帮宁    吴昊源     周文璐    张子涵  

班级 李亦生    陈嘉逸     张心妍    李佳辰   上官逸群    贺新月 

马立平五级(1)班 刘凡老师  

校级 赵明玉    陈昊         王烨  

班级 王加森    何科睿     唐佳欣 



 
 2013－14 学年一年级至三年级各班级优秀学生名单 

 

一年级(1) 班   黄镁老师 

陈伦瑞 陈嘉飞 陈卫迪 王嘉豪 关卓源 关卓翌 田小佳 

雷宇飞 雷杨昕 李俊贤 李凌枫 林楚发 刘光大 朱博子 

孙嘉明 王昊天 黄小冬 徐嘉蕊 于可 郑博文 郑凯升 

蔡周周 

一年级(2) 班   谢玉伶老师 

周一诺 Jason Zheng  Zachary Liu 彭敏学 李凯琳 

黄明雅 呂貝貝  Daniel Ngai 黄轶伦 朱浩妍 

陈泽熙 李宗翰  Aria Spinetti  Ava Spinetti  

吴晓彤 Ethan Chan  程宁 王煜 Benjamin Shen 

Fiona Lay   Ivan Huang  Zinnia Wu 

二年级(1) 班  卢叆仪老师 

姚森 朱亦珊 商保麟 于笑嫣 韩霏霏 陈湛 潘雨佳 

叶金怡 胡思文 付长希 王圆圆 魏欧文 吴乐洋 林伯睿 

冼耀斌 胡海蒂 陈家腾 

二年级(2) 班  毛佩敏老师 

邹雨石 黄天爱 徐浩文 李风帆 徐安迪 高文静 孟秋辰 

Vincent Cao Nathan Zhang  Emma Zhang 

Jerome Zhang Allison Lu Owen Wang Vivian Wang 

二年级(3) 班  王露萍老师 

陈泊岩 林于皋 张宇晨 杨博雅 钟宝晴 高捷妮 平月 

Charlie Hu Jonathan Yu 

三年级(1) 班  席小兰老师 

柳智景 林天天 林元元 刘昭展 关敏祺 蔡宇凡 杜凯文 

戴凯闻 陳嘉芝  余木木 李若水 何恺乐 李皓远 Claire Lu  

邱栋晟 卫中元 周阳  刘汉翔 巫杰  张汉森 

三年级(2) 班  陈洁老师 

黄敏善 宋心怡 Sophia Chen 沈睿熙 黄爱恩 郭欣雨 

罗盈盈 刘菲菲 刘欣欣 Max Xiong 腾宗盛 Harry Liu 

苏忻 张屹冰 郑灵涓 张洲 William Kwan 李慕义 

Rebecca Zhao Lucas Chen 

马立平一级(1)班   曹承瑛老师 

黄豆豆 施乐乐 张泽慧 李韬 熊雨成 于子丫 曹显 

唐敏珊 韩乐怡 许柏睿 苏奕璐 孙晴 梁媛 刘雨洁 

杨紫薇 谢语瞳 罗婷婷 高艾诗 韩壮壮 缪瑞杰 杨昕睿 姜立 

马立平二级(1)班  李颖老师 

李欣 关业轩 秦健宁 赵得然 许杰妮 陈子凯 夏圣晟 

贾鹰飞 杭雁飞 陈 Laura  罗晶晶 杨晨 

马立平二级(2)班  王立阳老师 

金言华 敖知佳 陈洁熙 欧子乐 魏彤 尹汉娜 

Mia Maggie Chen  Emily Dong Richard Dong 

马立平三级(1)班 于长游 

刘良瑞 张恬恬 王家栋 陈家胜 张泽熙 上官安平  熊蕊蓉 

刘安丽 刘银梦 王贝贝 陈晨 严珺文 沈浩 刘有容 

高艾米 石睿文 吴悠 董传铭 陈久久 

 

中文写作大赛获奖学生名单 

   李从心   王业    杭千里    周纪轩 

   刘晓龙  周纪桐 林英泽 

华夏演讲比赛获奖学生名单 

一年级： 陈卫迪 韩乐怡  Ethan Chan 

二年级： 于笑嫣 邹雨石  杨晨 

三年级： 林天天 邱栋晟  张屹冰 

华夏辩论比赛获奖学生名单 

林英泽  魏青昀  赵若兰  林行  刘凯丽  陈昊 

高韵  王业  卢加虹  周文琪 官凌霄  杭千里 

华夏智力运动会获奖学生名单 
运动员 项目 名次 

黄皓辉 (Frank Huang) 围棋中级 (Go Kyu) 冠军 

刘有容（Felix Liu） 围棋初级 (Go 9x9) 冠军 

杨杰（Jeffrey Yang） 学生数独 (Student 

Sudoku) 

冠军 

刘凯丽 (Kelly Liu) 围棋中级 (Go Kyu) 并列冠军 

许鑫（Larkin Xu） 围棋中级 (Go Kyu) 并列冠军 

杨宇峰（Thomas 

Yang） 

儿童五子棋 (Wuziqi kids) 亚军 

何科睿 (Corey He) 儿童国际象棋 (Grade 1-4) 亚军 

刘洋 (Amy Wang) 围棋段级 (Go Dan) 季军 

黄皓琛（Richard 

Huang） 

围棋初级 (Go 9x9) 季军 

凌雪涛（Tom Ling） 学生数独 (Student 

Sudoku) 

季军 

陈恩宇（Joshua 

Chen） 

少年国际象棋 (Teenage) 季军 

彭尧（Banjamin 

Peng） 

围棋段级 (Go Dan) 第四名 

张耀文（Nick Chang） 围棋初级 (Go 9x9) 第四名 

杨阳 (Charley Yang) 儿童五子棋 (Wuziqi 

kids) 

第四名 

曹心田（Melissa 

Cao） 

围棋中级 (Go Kyu) 并列第四

名 

刘美（Sophia Wang） 围棋初级 (Go 9x9) 第五名 

唐佳华（Michelle 

Tang） 

学生数独 (Student 

Sudoku) 

第六名 

何硕硕（Sean Li） 少年国际象棋 (Teenage) 第六名 

 

九年级一班毕业照 

 



 
 

 
 
 
 

 

九年级二班毕业照 

我校男子排球队荣获 2014 年华夏杯排球赛冠军 

2014 华夏杯排球赛圆满结束 

    2014 年华夏杯排球赛于六月一日在普兰斯堡分校体育馆下帷幕。

来自五所中文学校的九支队伍经激烈地鏖战，决出高下。最终桥水分

校荣获中学生组冠军，爱迪生男队成功卫冕，再捧成人男子组金杯。 

五所分校 分别为爱迪生、普兰斯堡、桥水、Hillsboro 和 East 

Brunswick。在男子组的比赛中，两支老牌冠军爱迪生队和桥水东之队

依然实力超群，分获小组第一。在半决赛中，他们都凭着老到的经

验，顶住年轻人的猛烈冲击，分别击败普兰斯堡和东部高中生队，登

顶华夏杯决赛。在决赛中，他们再一次上演一场经典大战。以赵煦

东，赵 Jeff 父子领衔的桥水东之队有高度上的优势，以林志有，林峰

父子领衔的爱迪生队则是有整体的年龄优势。第一局比赛爱迪生队开

局顺利很快领先，并将优势一直保持到终点。第二局比赛双方比分一

直紧扣，从头到尾处于交织状态。桥水东之队以 24 比 23 率先拿到赛

点，然而在关键时候的命运之神又倾向了爱迪生队。双方在网上几经

争夺，最终球掉在桥水东之队一边，24 比 24。爱迪生士气大振，连拿

两分以 26 比 24 反败为胜，夺得冠军。在学生组的比赛中，桥水中学

队实力更胜一筹，他们以全胜的成绩取得分组比赛的第一，并在决赛

中战胜普兰斯堡中学生队，顺利夺冠。 

我校已连续两年获得华夏杯男子排球比赛的冠军。和往年不同的

是，今年的比赛有更多的华夏少年组队参加男子组。很多球员都是从

小在中文学校排球课训练，从而进入高中队和排球俱乐部的。少年球

员的加入不但输入了新血也把赛事提高了许多。我校便有兩位高中生

参赛。他门也都在 JP Stevens 高中和排球俱乐部打主攻。为鼓励更多

选手参赛,借此机会我们欢迎对排球有兴趣的学生参加华夏爱迪生中文

学校排球课训练。具体事宜请与华夏爱迪生排球课老师杨朝晖联系。

电邮: jyang01@yahoo.com 

    一年一度华夏杯排球赛是华夏排球爱好者的节日，他们以球会

友，以赛传情。场上激烈争夺，场下友好交流。老将们依然奋力拼

搏，小伙子们已经技艺精堪，挑起大梁。小将们也是对排球满腔热

情，不断学习，努力提高排球技巧，一代一代将华夏的排球精神发扬

光大。 

 
 

华夏田径运动会获奖学生名单 
运动员 项目 名次 成绩 

爱迪生分校 – 1 

熊雨欣（Caroline 

Xiong）, 

全爱玲 (Irene Quan), 

黄怡然 (Joyce Huang),  

朱亦文 (Amanda Zhu) 

少年一组女子 4x100

接力 

冠军 64.66 

黄俊瀚 (Harold Huang) 儿童二组 60 米赛跑 冠军 9.9 

 儿童二组网球掷远 第六名 98.6 

熊雨欣（Caroline 

Xiong） 

少年一组女子跳远 冠军 3.851 

 少年一组女子 400 米 季军 78 

全爱玲 (Irene Quan) 少年一组女子跳远 亚军 3.85 

 少年一组女子 100 米 季军 14.94 

 少年一组女子 400 米 第四名 83.47 

商宝麟 (Jerry Shang) 儿童二组五级连跳 季军 27.5 

 儿童二组 60 米赛跑 第六名 10.45 

上官逸群（Bryan 

Shangguan） 

儿童二组网球掷远 季军 117.2 

唐程亮 (Steven Tang) 少年二组男子 400 米 季军 66.72 

 少年二组男子 100 米 第五名 13.84 

黄怡然 (Joyce Huang) 少年二组女子 100 米 季军 14.43 

 少年二组女子 200 米 季军 32.19 

爱迪生分校 – 1 

唐程亮 (Steven Tang),  

刘韶明 (Mathew Liu) ,  

林英泽 (Anthony Lin),  

林智华 (Justin Lin)   

少年二组男子 4x100

接力 

第四名 60.59 

林景华 (Christopher 

Lin) 

少年一组男子铅球 第四名 34 

朱亦文 (Amanda Zhu) 少年一组女子 100 米 第四名 15.32 

 少年一组女子 400 米 第五名 87.47 

杭千里 (Chianli Hang)  少年一组男子跳远 第五名 3.5 

刘韶明 (Mathew Liu) 少年二组男子跳远 第五名 4.04 

2014－2015 学年注册注意事项 
1. 新学年网上注册已于 5/25 开通。请参照下列 2014－2015 

学年注册有关规定 
http://www.hxedison.org/Registration/schoolpolicy.htm 
 

2. 请参见如下爱迪生中文学校 2014-2015 招生广告链接，和

家长朋友们分享: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15206377455832191412/201402?
noredirect=1#6016206992058826194 
 

3. 学校在新学年 2014-2015 开设了如下新课程，特提醒家长

注意。如有兴趣，请尽早报名。 

      * 古筝              * 少年书法班 

      * 网页设计初级 （Web Design – Bas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