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文化協會愛迪生中文學校愛迪生中文學校愛迪生中文學校愛迪生中文學校通訊通訊通訊通訊     
CACA Edison Chinese School Newsletter 

PO Box 831, Edison, NJ 08818 
www.edisonchineseschool.org 

02/09/2008 
 

    二二二二    月份行事曆月份行事曆月份行事曆月份行事曆        
2/2: 新年聯歡預演 
2/9: : : : 十週年校慶及十週年校慶及十週年校慶及十週年校慶及新年聯歡新年聯歡新年聯歡新年聯歡    
2/16: 放假    
    

重要事宜重要事宜重要事宜重要事宜    
1. 2/23 將 開 新 文 化 課SAT 數 學 班數 學 班數 學 班數 學 班 , 歡 迎 同 學 加

入。請洽教務王偉光王偉光王偉光王偉光 Wayne Wang 辦理註冊。 
2. 本本本本 學學學學 年年年年 校校校校 刊刊刊刊將於2/23發給各家庭。這次校刊全

本以彩色印刷,以求更佳效果。成本頗高,雖有
商家廣告贊助,仍請請請請大大大大家家家家自自自自願願願願樂樂樂樂捐捐捐捐(建議$5)。 

 

校校校校內內內內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1. 二月九日週六的 200 農曆戊子新年暨本校創立農曆戊子新年暨本校創立農曆戊子新年暨本校創立農曆戊子新年暨本校創立

十十十十 週年聯歡慶祝活動週年聯歡慶祝活動週年聯歡慶祝活動週年聯歡慶祝活動圓滿結束。精彩的學生文學生文學生文學生文
化 表 演化 表 演化 表 演化 表 演 博得在場觀眾意熱烈賀采。 多位佳賓多位佳賓多位佳賓多位佳賓
到 場到 場到 場到 場 ,包括台北經文處副處長,僑教中心主任, 
中美文化協會會長,新澤西中文學校協會會長, 
愛迪生市長,愛迪生區教育專家等等與其他多
位。 十 位愛迪生中文學校的前校長十 位愛迪生中文學校的前校長十 位愛迪生中文學校的前校長十 位愛迪生中文學校的前校長也回到本
校, 參加慶祝。 在園遊會園遊會園遊會園遊會小朋友们也有許多樂
趣。參加晚宴晚宴晚宴晚宴的朋友在 SLAM 樂團樂團樂團樂團的好聽精彩
的現場演唱中,享受了豐盛美味的大餐。 

2. 恭喜這次繪畫著色比賽參加同學的認真表現;
得獎名單如下: 
A 組組組組第第第第一一一一名名名名: 譚淑文譚淑文譚淑文譚淑文 Tam, Rachel;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名名名名:::: 陳瓊妤陳瓊妤陳瓊妤陳瓊妤 Chen, Joanne; 
第三名: 王詩晴王詩晴王詩晴王詩晴 Wang, Catherine;  
第四名: 朱恩恩 Chu, Irene Joy 
B 組組組組第第第第一一一一名名名名: 陳巧睿陳巧睿陳巧睿陳巧睿 Chen, Kelly;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名名名名:::: 鄭玲玲鄭玲玲鄭玲玲鄭玲玲 Cheng, Samantha; 
第三名: 吳承袓吳承袓吳承袓吳承袓; 第四名: 陳丹妮陳丹妮陳丹妮陳丹妮 Chen, Diana 
C 組組組組第第第第一一一一名名名名: 陳元瀚陳元瀚陳元瀚陳元瀚    Chen, Oscar;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名名名名::::符傅薪符傅薪符傅薪符傅薪 Fu, Jonathan,黃元昕黃元昕黃元昕黃元昕    Hwang, 
Dustin, 廖長昇廖長昇廖長昇廖長昇 Lyau, Vincent; 
第三名:潘宗昀潘宗昀潘宗昀潘宗昀 Pan, Claire;  
第四名:陳緯綺陳緯綺陳緯綺陳緯綺    Tan, Victoria, 魏婕魏婕魏婕魏婕 Wei, Julia 
D 組組組組第第第第一一一一名名名名: 陳杰明陳杰明陳杰明陳杰明    Chen, Benjamin,    吳念祖吳念祖吳念祖吳念祖
    Wu, Brendan,    謝明翰謝明翰謝明翰謝明翰 Hsieh, Alex, 高建領高建領高建領高建領
    Kao, Kenneth;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名名名名:::: 蔡馨葦蔡馨葦蔡馨葦蔡馨葦 Tsai, Cynthia; 
第三名: 魏敏魏敏魏敏魏敏 Wei, Emily;  

第四名: 楊清錦楊清錦楊清錦楊清錦    Pilla, Kirsten,    薛永妮薛永妮薛永妮薛永妮 Lim, 
Melanie; 第四名:李瑋真李瑋真李瑋真李瑋真 Lee, Paulina 
E 組組組組第第第第一一一一名名名名: 耿致穎耿致穎耿致穎耿致穎 Geeng, Christine, 黃瑋文黃瑋文黃瑋文黃瑋文
 Huang, Emily, 王明理王明理王明理王明理 Wang, Mindy, 黃萃雯黃萃雯黃萃雯黃萃雯
Hwang, Christine;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名名名名:::: 莊紹祖莊紹祖莊紹祖莊紹祖 Chuang, Michael; 
第三名: 萬文元萬文元萬文元萬文元 Wan, William, 萬文予萬文予萬文予萬文予 Wan, 
Winnie; 第四名: 符慈恩符慈恩符慈恩符慈恩 Fu, Tiffany, 張樂施張樂施張樂施張樂施
 Cheung, Jasmine, 吳國彤吳國彤吳國彤吳國彤 Wu, Kristin 
F 組組組組第第第第一一一一名名名名: 陳雪妮陳雪妮陳雪妮陳雪妮 Chen, Amanda;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名名名名:::: 陳岱睿陳岱睿陳岱睿陳岱睿 Chen, Derek; 
第三名: 李彩瑛李彩瑛李彩瑛李彩瑛 Lee, Naomi;  
第四名: 陳恬恬陳恬恬陳恬恬陳恬恬 Chen, Jessica 
CSL 組組組組著著著著色色色色第第第第一一一一名名名名: 林宇恩林宇恩林宇恩林宇恩 Lin, James;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名名名名:::: Yu, Elizabeth; 
第三名: 凌超欣凌超欣凌超欣凌超欣 Ling, Gabrielle;  
第四名: Ling, Chloe 
CSL 組組組組繪繪繪繪畫畫畫畫第第第第一一一一名名名名: 林煜淳林煜淳林煜淳林煜淳 Lin, Eddie 
 

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成人活動成人活動成人活動成人活動    
1. 二月二十三日二月二十三日二月二十三日二月二十三日段昌敏段昌敏段昌敏段昌敏眼科醫師眼科醫師眼科醫師眼科醫師來校舉行硬式隱

形OK眼鏡矯正視力說明講座, 歡迎大家參加。 
 

校外活動校外活動校外活動校外活動 
1. 新澤西州中文學校新澤西州中文學校新澤西州中文學校新澤西州中文學校 協協協協 會會會會主辦以下比賽, 詳情請

看本校網站及佈告欄, 有興趣同學請洽本校副
校長葉克章葉克章葉克章葉克章報名:  校際象棋比賽校際象棋比賽校際象棋比賽校際象棋比賽中區初賽將於
2/23於本校舉行;   卡拉卡拉卡拉卡拉OK    歌唱校際比賽歌唱校際比賽歌唱校際比賽歌唱校際比賽將於
4/12 於梅山中文學校舉行;   校際扯鈴友誼比賽校際扯鈴友誼比賽校際扯鈴友誼比賽校際扯鈴友誼比賽
於4/26於維德中文學校舉行。 

2. 中 美 文 化 協 會中 美 文 化 協 會中 美 文 化 協 會中 美 文 化 協 會2008夏 令營夏 令營夏 令營夏 令營定於7/7至7/11,招收
七歲以上之兒童至十四歲以下之青少年。有僑
務委員會自臺灣選派的精英教師,教授民俗工
藝,民族舞蹈,美勞及童玩等趣味性的課程,還
有溜冰及保齡球等外遊活動。費用本校家庭第
一人 $185 元 , 第二人以上$175 元。報名報名報名報名即日起
至至至至4/26止,請洽本校副校長葉克章。 
 

熱心服務熱心服務熱心服務熱心服務/愛心捐贈愛心捐贈愛心捐贈愛心捐贈 
1. 十分感謝多位學生家長, 老師, 青年義工籌劃準

備農曆新年暨本校的十週年校慶聯歡活動; 特
別謝謝杜杜杜杜 超超超超 駿駿駿駿,羅羅羅羅 思思思思 明明明明訂餐排位;    謝謝謝謝仍仍仍仍芳芳芳芳統籌;
劉劉劉劉 亮亮亮亮 吟吟吟吟 提供裝飾用品; 李李李李 孝孝孝孝 強強強強製作十年回顧投
影;葉克章葉克章葉克章葉克章,,,,梅梅梅梅光光光光駿駿駿駿佈置場地。 

2. 感謝家長捐贈新年餐會抽獎禮品:宋宋宋宋金金金金蓮蓮蓮蓮,,,,游游游游春春春春
英英英英,,,,陳陳陳陳雅雅雅雅玲玲玲玲,,,,劉劉劉劉亮亮亮亮吟吟吟吟,,,,邱邱邱邱美美美美芳芳芳芳,陳陳陳陳傜傜傜傜菱菱菱菱及其他。 

3. 特別感謝公關理事 梅梅梅梅 大大大大 鵬鵬鵬鵬 不辭辛勞,爭取商家
贊助本年校刊。 

4. 非常感謝資訊理事許許許許瑞瑞瑞瑞麟麟麟麟精心編輯本年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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