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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日 

教務簡訊:

2005 年愛迪生中文學校各班演講比賽前三名名單 

級別 名次 姓名 

會話班 1 戴安那(Diana Disouza) 

幼小班 1 陳丹妮 (Diana Chen) 

幼小班 2 許逸綸 (Alan Hsu) 

幼小班 3 薛永佳 (Michelle Lim) 

幼大班 1 翁沛晨 (Wesley Weng) 

幼大班 2 張雅婷 (Hedy Chang) 

幼大班 3 王明安 (Miranda Wang) 

一年級 1 符傳薪 (Jonathan Fu) 

一年級 2 黃昱洋 (Stephen Huang) 

一年級 3 廖長昇 (Vincent Lyau) 

二年級 1 許如 (Lyndon Shi) 

二年級 2 高睿翎 (Grace Kau) 

二年級 3 門綺翎 (Mauranda Men) 

三年級 1 叢培玟 (Michelle Tsung) 

三年級 2 李柔 (Isabel Li) 

三年級 3 李瑋真 (Paulina Lee) 

四年級 1 何勻榮 (Kevin Ho) 

四年級 2 潘宗昕 (Tommy Pan) 

四年級 3 林育釧 (Tiffany Lin) 

五年級 1 黄瑞華 (Amy Huang) 

五年級 2 萬文予 (Winnie Wan) 

五年級 3 符慈恩 (Tiffany Fu) 

六年級 1 陳登國 (Steven Chen) 

六年級 2 耿致穎 (Christine Geeng) 

六年級 3 王明理 (Mindy Wang) 

七年級 1 李彩瑛 (Naomi Lee) 

七年級 2 梅雪芬 (Angela Mei) 

七年級 3 廖怡青 (Valentina Lyau) 

八年級 1 王之安 (Cliff Wang) 

八年級 2 陳恬恬 (Jessica Chen) 

八年級 3 陳登文(Derek Chen) 

研究班 1 劉美妗 (Alice Liou)  

研究班 2 黄瑞强 (Richard Huang) 

研究班 3 吳念華 (Winston Wu) 

 

其它事宜: 
請大家告訴大家, 凡是本年度本校學生家長 

曾向 DCH 屬下 HONDA 車行買 HONDA 新車, DCH 將認捐每

部車 100 美元給愛迪生中文學校. 去年本校收入 500 美元. 請

將資料提供給李孝強.(Tel:732-381-5394) 

 

2005 年愛迪生中文學校 校內演講比賽成績前三名名單 
組別 名次 姓名 

A 1 翁沛晨 (Wesley Weng) 
A 2 符傳薪 (Jonathan Fu) 
A 3 陳緯綺 (Victoria Tan) 
B 1 叢培玟 (Michelle Tsung) 
B 2 門綺翎 (Mauranda Men) 
B 3 高睿翎 (Grace Kau) 
C 1 黄瑞華 (Amy Huang) 
C 2 李瑋真 (Paulina Lee) 
C 3 萬文予 (Winnie Wan) 
D 1 李彩瑛 (Naomi Lee) 
D 2 梅雪芬 (Angela Mei) 
D 3 陳登國 (Steven Chen) 
E 1 王之安 (Cliff Wang) 
E 2 劉美妗 (Alice Liou)  
E 3 黄瑞强 (Richard Huang) 

 

感謝下列學生家長協助, 順利完成校內演講比賽:  

主持人---吳輔潔   

各組辦理簽名報到：劉亮吟,王偉光, 梁麗汾,李素敏, 宋金蓮 

攜選手上台及調整麥克風家長：  梁麗汾 

裁判家長: 黃逸騰, 閔月棋, 楊蓓蘭, 管碧陽,王文玲, 史宏庭   

徐兼宗, 李洪鈞, 楊勵娜  計時裁判：趙循緹 

記分輸入家長：林啟興    莊榮耀 

記分審核家長：李素敏    宋金蓮 

場地佈置家長：羅思明    陳宏楠   陳華友  義工群隊 

 

公關聯絡事宜: 

1:  成人課跳舞班活動:

  十二月三日跳舞班將停課一日. 

十二月十日及十七日跳舞課將提早半小時補課, 

上課時間將從 12:30PM 到 2:00PM. 

2: 醫學講座: 十二月三日1:00 -- 2:00 PM 

主題: 青少年心理健康保健  主講人 : 王愛娟醫師          

小兒科醫師王愛娟女士, 將蒞臨本校. 為大家介紹青少年發育

期, 心理及生理, 健康保健知識. 歡迎家長们踴躍參加!! 

3:  成人課烹飪活動: 十二月三日2:30 -- 3:30 PM 

烹飪課蒸肉包子, 及豆沙包  
家長劉淑娟女士將為我们介紹蒸肉包子及豆沙包的作法. 從
發麵,桿麵,和餡,包法及蒸法, 一一傳授真功夫!!  材料費:五元 
報名請聯絡:李素敏 (848) 219-0397 

4:  成人課水晶穿珠活動: 十二月十日 12:30 -- 1:00 PM                  

本週將介紹 : 精美水晶＂蓮花＂吊飾,材料費 : $10 -- $25                    

歡迎初學者!! 報名請聯絡: 游春英教師 (732) 548-7625 

上次課程大受歡迎,  請勿再度錯失良機 

5: 聖誕節聚餐活動: 十二月十七日 11:30 -- 12:30 PM 

Pot Luck!!  歡迎家長们踴躍參加!! 

6: 購車須知講座: 十二月十七日 12:30 -- 1:00 PM 
大昌汽車企業集團(DCH) 銷售經理錢先生, 將蒞臨本校為大

家介紹如何可以省錢又省時向大昌汽車集團屬下十家車行購

買新車！歡迎家長们踴躍參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