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 2015 學年行事  
10/25, 11/1, 11/15, 11/22, 12/6, 12/13, 12/20,
1/10, 1/24, 1/31, 2/7, 2/14, 2/21, 2/28, 3/7, 3/14, 3/21, 3/28,
4/18, 4/25, 5/2, 5/9, 5/16, 5/30, 6/6, 6/13.
若天候不佳，上課日期有所變動，學校將另行通知。

校務訊息
愛迪生中文學校將籌劃成立一個由學生組成的合唱團，由陳蘭馨和呂如芬兩位資深老師執教。歡迎八歲以上男
女生， 在校或非在校生均可參加。報名後由老師徵選，將暫定於周六11:30AM-12:15PM上課練唱，(等合唱團
成軍後會再討論適合的練習時間)。合唱歌曲以台灣流行歌曲及民歌為主。合唱團將代表學校參加校內及 
校外表演， 如慈善表演， 國慶，晚會，等等。這是一個很難得且很有價值的機會，不但可以讓學生學習唱歌
技巧，增加中文能力，也可以獲得外界的表揚，給孩子們榮譽感。本次徵選16名，不分男女。費用依文化課標
準收費，已參加過文化課不用再繳。有意者請到學校禮堂報名。合唱團的招生不限於小孩，也歡迎家長們 
帶著您的孩子一起來做親子練習。11月開始試音，12月初步練習，明年一月將密集練習，二月在新年晚會 
表演。以後會再出外表演，為校爭光。如有任何問題， 請電校長908-727-7000。

校長的話

校長提醒您，10/26是學校秋遊，請所有家長同學朋友們一同參加這項活動。

校內活動 

萬聖節活動
今年萬聖節派對將於11/1在禮堂舉行。請家長們為您的孩子打扮特別，一同來歡樂這個有趣的節日。 
我們也會拍各班級的團體照為年刊做準備。假如您有過時但仍是好的萬聖服裝願意捐出來。 
請您本周（10/25）上課時帶來禮堂。所有需要的家長也可以來自行挑選。

冷、熱飲及甜點
天氣漸涼，為服務大家，除了繼續販賣冰涼的蜂蜜檸檬汁外，另外增加熱咖啡及熱檸檬茶。 
不定期還有蛋糕藝術達人幸玫的甜點美食，歡迎品嘗。   

愛迪生中文學校秋季健行郊遊
地點：Pyramid Mountain at Boonton, NJ

時間：10/26/2014 星期日 下午1:30
集合地點：1 Mars Court, Boonton NJ。請用GPS到此地址對街的停車場集合

請自行開車準時至集合地點，完畢後團體出發，請自行帶飲料點心，天涼請注意加衣。輕步慢遊約下午五點 
結束，六點到龍園聚餐。參加健行者無需報名，沒有費用。若只參加晚餐一樣歡迎，但需事先通知方便定位。
歡迎攜帶親朋好友參加。如當天天氣不穩，請中午前致電校長沈尚恆908-727-7000查詢是否取消。 
預祝大家行程愉快!

晚上聚餐：龍園餐廳

費用：$15/大人，$10/小孩（14歲以下）包稅金小費

演講比賽 
今年校內演講比賽將於11月22日舉行。校際演講比賽訂於12月6日將在愛廸生中文學校舉行。請各位同學踴躍
參加，及提早準備!並希望各位家長能踴躍幫忙。這次演講比賽負責人是副校長邱泰期， 電話: 732-567-8006 
E-mail: eddiechiu@njecs.org

CACA Edison Chinese School Newsletter
PO Box 831, Edison, NJ 08818

www.edisonchineseschool.org
10/25/2014

CACA Edison Chinese School Newsletter
PO Box 831, Edison, NJ 08818

www.edisonchineseschool.org
10/25/2014



組別 演講比賽題目 演講時間(分鐘) 年齡

CSL 1
我的.... 
(My...any topic);
or Show and Tell。

半分鐘～二分半鐘 (half minute ～Two 
and one half minutes)

Age 8 and under

CSL 2
假如我是....
(If I am…...);
我最喜歡做的事....
(My favorite thing...) 。

一分半鐘～三分鐘 (one and one half 
minutes ～three minutes)

Age 9 to 11

CSL3
最難忘的一天
( Unforgettable day);
如果我有超能力
(if I have super power)。

一分半鐘～三分鐘(one and one half min-
utes ～three minutes)

Age 12 and up

A
我的..... 
(My...any topic);
我最喜歡吃的食物
(My favorite food)。

半分鐘～二分半鐘(half minutes ～two 
and one half minutes)

Age 6 and under

B
如果我有一百元
(If I have $100 dollar);
最害怕的一件事
(One thing most feared)。

一分半鐘～二分半鐘(one and one half 
minutes ～two and one half minutes)

Age 7 to 9

C
我最喜歡的季節
(My favorite season);
當我做錯事的時候
(When I did something wrong)。

一分半鐘～二分半鐘(one and one half 
minutes ～two and one half minutes)

Age 10 to 12

D
如果能重來
(If I can do it over again) ;
我的雙手 
(My hands)。

二分鐘～三分鐘 (two minutes ～ three 
minutes)

Age 13 and up

演講比賽內容不得抄襲書報雜誌或網路文章或You Tube文章內容

美食攤位
10/25凱銳精緻便當&渤海村

校外活動
2014年台灣之美水彩畫巡迴畫展

時間: 10月24日至29日
地點:  紐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禮堂 

133-32 41st Road, Flushing, NY 11355 USA
僑務委員會特別規劃，邀請台灣知名水彩藝術大師陳陽春
先生提供精選40幅畫作，在美國10處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巡
迴展出。畫作內容包括城市生活、鄉村風情、山海美景、
民俗信仰等，呈現台灣豐富多樣的文化內涵。 謹訂於24日
下午2時舉行揭幕茶會。 

CareOne老人中心萬聖節

時間: 10月31日 5:30PM
地點:  CareOne at The Highlands 

1350 Inman Avenue 
Edison, New Jersey 08820

CareOne老人中心邀請我們所有學生到中心歡渡萬聖節。請
願意參加的家長們在當天下午5:20到中心停車場集合。這是
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可以讓您的孩子多參與社區服務。

大學申請專題講座

時間：11月15日（星期六）1 – 5 pm。免費入場。 

地點： Middlesex County College, Edison, NJ  
(Crabiel Hall一樓的Brunswick Room)

大樓前的1號大型停車場可以免費停車。

為了幫助華人家長與學生充分準備大學申請及私立高中 
入學，新澤西大紀元報社將舉辦首屆大學申請大型專題 
講座。講座邀請到了四位重量級的演講人（歡迎選擇感興
趣的話題前來聽講）

1. 羅格斯大學前招生官Carol Barash，講解大學申請文書寫作

2. 助學金申請及稅務規劃師Michael Chen，講解助學金申請
及稅務規劃

3.《哈佛兩姐妹》作者汪小武與胡琳， 講解如何通過 學
生自身亮點、興趣愛好打動招生官

4.  私立寄宿學校諮詢專家Bob Lee，講解美國私立高中及申
請流程

內容涵蓋大學申請的每個環節。內容精彩，適合5 – 12年級
的學生及家長。

講座最後還會舉行抽獎活動，禮品 豐富，歡迎華人學生及
家長。

更詳細的演講時間表請 查閱：njepochtime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