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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学年我校选举 
 

今年的校长，副校长，家长会会长，理事会理事的选举将于6 

月1 日下午2：45 - 4：00举行。本期通讯刊登了候选人的简

历。候选人将于2：45 在餐厅与家长们见面。希望各位家长积

极参与并踊跃投票。 

在此我校对2013-2014学年期间林胜天，魏东，杭伟，姚素

琴，叶胜年，吴强，胡涛，曹为和潘硕能在百忙之中抽时间为

我校服务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也希望各位家长，特别是年轻

的家长们，能积极参与到学校的各项工作和活动中来。把我们

的中文学校越办越好。 
 

网上注册步骤和注意事项 
 

我校 2014-2015 学年的网上注册系统于 5 月 25 日开通。家长

们能一次完成网上注册及缴费。以下网上是注册的步骤和注意

项：  

1． 进入您的家庭账号或建立新账号  

2． 按注册或更新注册课程  

3． 同意注册条例  

4． 选择学生及课程  

5． 点击提交 (Submit)  

6． 点击 Paypal Check out  

7． 进入或建立 Paypal 账号并用信用卡付款  

8． 付款完毕必须耐心等待浏览器链接回到注册系统并显示您选

的课程已改为注册。这一步极其重要。如您已付款而系统未能更

改您的注册，请打印出注册单到教务处更改或电邮求助与建议 

Question & Comments，希望家长们能保留注册记录以便日后寻。 

2014－2015 学年注册有关规定 - 请注意: 您务必在完成网上注

册后, 并完成通过 Paypal 在线付款后才注册成功。系统会在每周

二自动查询，若网络注册提交两周仍未付费, 其提交将被自动

销。 

本学年将不再接受支票付款以减少注册工作量。秋季需注册一年, 

春季可注册一学期 (仅限于春季开通注册的课程)。 

1）学费 

中文课《标准中文》＄280 全年，＄170 半年(含教材费＄20) 

《马立平教材》＄320 全年，＄210 半年(含教材费＄60)。 

CSL $320 全年，$210 半年 (含教材费$60)； 

SAT/AP $300 全年 (含教材费$40，包括纸张及打印所需费用)。 
 

文化课：＄150－250 全年，或＄80－130 半年，详情请见课表。 
 

2）注册费和迟注册费 

注册费为每人每次＄20（小孩和成人课相同，同一次注册每家不

超过$50）。第一次注册已经办理之后，再加注课程将视为再次注

册，需另付＄20 注册费。 

8 月 17 日后网上注册及付费因影响学校课程安排,将加收＄30 

迟注册费。若开学后(9 月 7 日)网上注册及付费，迟注册费为

＄50。开学后到办公室手工注册, 将另收＄30 人工费。 

3）学校管理费 

每家每年＄25，半年＄15，没有子女在校成人学生免交此费  

4）家长值班押金 

每家每学期＄30。若没有按时参加值日，该押金不再退还。 

下学期注册时须补交＄30 押金。没有子女在校的成人学生免

交此费。若按时参加值日，小孩退学时可退还值班押金。 

5）换课、退课和退学 

相同年级中文班之间不予换班。开学前二周内可免费换课一

次，之后每次换课收费＄10。开学第三周起不再换课。注册

一年的学生换课后如果秋春两课不同, 这两课将均按学期收

费, 不能享受全年学费优惠。 

办理退课须持注册收据。开学第二周下课前办理退课，可退

100％学费。开学第三周起不再办理该学期退课，只能办理下

学期退课及退还一学期的学校管理费（＄25 - $15 = 10）。

开学两周后注册者不能退学费。注册费和教材费一律恕不退

还。 

注册一年的学生在春季退课时，不能享受全年注册学费优

惠，退得的学费将为所交学费减去一学期的学费（例如，全

年学费＄280－半年学费＄170＝＄110，而不是＄140）。 

春季注册时只能注册春季学期，不能跨学年注册，不能享受

全年注册学费优惠。 
 

To complete the registration, ALL students and guardians must 
READ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nd SIGN below. For 
youngsters (age 18 or under), their legal parent/guardian must 
sign for them. 
 

Release of Liability Statement for 2014-2015 school year, 
September 2014 through June 2015: 
 

1.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activities at the Edison High 
School, 50 Blvd of the Eagles Edison, NJ, sponsored by 
Huaxia Edison Chinese School,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said School or its officials, teachers 
or volunteers will no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any injury or 
accident sustained by the member of our party, or for the loss 
of or to any property belonging to a member of our party or 
anyone else. 
 
\ 

2.    In the course of conducting school activities, the school 
will be seeking media coverage and involvement that may 
include Web Site text and images, and possibly Newspapers 
and Television. The signature below indicates our consent that 
the photo, name, and school work of the member of our party 
may be included in the media as noted above. 

 

校长候选人：林胜天 
 

毕业于北京大学并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后赴北美从

事博士后研究及工作。曾就职于默克(Merck)制药公司。

现在卫材 (Eisai)制药公司从事新药的研发工作。 
 

自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成立以来，一家人均积极参加学校

的学习和各种活动。2010 年–2012 年服务于华夏爱迪生

中文学校理事会，2012-2013 任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副校

长, 2013-2014 任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校长，儿子是中文

七年级学生。 
 

爱迪生中文学校之所以有今天的健康稳步发展，与多年来

许许多多家长和自愿者无私的奉献是分不开的。作为校长

候选人, 我愿意继续为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服务。如连

任，我将继续做好校长工作，为学校正常运行，健康发展

贡献力量。与校务，家长会及全体家长一道，把爱迪生中

文学校越办越好。谢谢大家! 



 
 

 
 
 
 
 
 
 
 
 
 

副校长候选人：魏东 
 

1991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并获得工程学士学位。曾

在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就职。1999 年来美后就读新泽西理工

学院并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就职于西门子研究院至

今，从事自动化工程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我和太太林峥育有一个九岁的女儿，现就读于爱迪生中文学

校四年级。全家人积极参与中文学校及社区的各项活动。

2012 年–2013 年任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家长会会长。2013 

年– 2014 年任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付校长。 
 

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能为大家提供如此良好的学习中国文化

的环境，是众多家长，老师和志愿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中文

学校能否持续性地发展，取决于家长和志愿者的参与。作为

副校长候选人, 我愿意通过这个平台为大家多做一些实事。

这次选举如能获得大家信任连任，我一定竭尽全力为中文学

校服务，做出应有的贡献。 
 

家长会会长候选人：吴强 
 

1997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热能系获工程学学士学位，2000 年

毕业与圣路易丝华盛顿大学获硕士学位，曾在思科公司从事

软件开发，现在在纽约金融公司从事软件开发。 
 

我家有两个孩子，老大上二年级，老二上一年级. 全家人积

极参与中文学校及社区的各项活动。 
 

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能为大家提供如此良好的学习中国文化

的环境，是众多家长，老师和志愿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中文

学校能否持续性地发展，取决于家长和志愿者的参与。作为

2013 年-2014 年家长会会长和 2014-2015 家长会会长候选

人，我愿意通过这个平台继续为大家多做一些实事。这次选

举如能获得大家信任连任，我一定竭尽全力继续为中文学校

服务，做出应有的贡献。 
 

理事会理事候选人: 张莉 
 

1974 年出生于中国安徽。我本科就读于华东理工大学的电子

工程系，硕士就读于德国卡尔斯鲁乐大学的计算机多媒体。

我在 2002 年来到美国新泽西，2003 进入 NJIT 攻读计算机工 

程博士。后由于家庭的原因，中途退学进入公司工作。我目

前在一家金融公司从事电子交易系统的软件开发。 
 

我和我的丈夫结婚已经 13年了，有两个儿子，老大 9岁，

老二 8岁。我们曾经在 Edison 居住了 7年，后来搬到了

warren，我现在居住的地方。我们比较喜欢旅游和读书。 

我的两个孩子周末在 Edison 的华夏中文学校上学将近两年

了。他们尤其喜欢国际象棋和篮球课，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

里交了很多朋友。在这里的学习和健身对我们来说一直是比

较令人愉快的经历。 
 

华夏中文学校给华裔提供了宝贵的学习中文的机会和交流的

场所。我们每个华夏中文的一员都有责任维护和推动华夏中

文学校的发扬光大。能有机会为学校做一些具体的工作我会

感到万分荣幸。 
 

My name is Li Zhang, a female born in Anhui, China in 1974. 
I got my BS degree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i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MS degree of 
Computer and Multimedia in Karlsurhe University in Germany. I 
came to New Jersey U.S. in 2002 and started my PhD program of 
Computer Engineering in NJIT. Due to family issue, I didn’t keep 
on doing the research, but started to work full time in a company. 
At present, I am a software engineer in developing high volume 
E-trading system in a financial company. 

I have been married for 13 years. I have two sons, one is 9 years 
old and the other is 8. My family had been the residents in 
Edison for 7 years. Then we moved to Warren, our current 
residency. We all like traveling and reading. 
 

My two kids have been in Edison Hua Xia Chinese School 
almost 2 years. They like especially the chess and basket ball 
classes. What’s more important is they made a lot of friends 
here. It is a very pleasant experience to be one of the members 
of Hua Xia Chinese School. 
 

Huaxia Chinese School provides Chinese Americans the 
precious possibility to learn Chinese and know each other. It’s 
the duty of every member here to guarantee the brilliant future 
of Huaxia Chinese School. I really feel honored if I can have the 
chance to serve our school. 
 

理事会理事候选人: 沈湘 
 

1989 年毕业于湖南大学经管系， 1996 年来美国，98 年获

计算机硕士学位后曾在纽约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现在 HR 

Block 任资深税务顾问。我和先生繆文胜有两个儿子，老

大 5岁开始上中文学校，今年已 13 岁；老二 5 岁，去年也

开始上中文。做为一个在中文学校受益多年的家庭，虽然

以前也经常作为志愿者参加学校的活动，但总觉得应该勇

于承担更多的责任。我希望通过加入学校的理事会来为大

家做更多的事情，把我们的中文学校越办越好。 
 

Grace Xiang Shen received her Bachelor’s degree in Economic 
Management from Hunan University in 1989 and her Master’s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from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in 1998. She began her care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Software 
Engineer in New York City, and is now a Senior Tax Advisor at 
H&R Block.  
 

Grace has been married to her husband Wensheng for about 
twenty years. They have two sons, Ranen and James -- 13 and 5 
years old, respectively. Both sons are attending Huaxia Edison 
Chinese School. All her family members have been volunteers 
in Huaxia Edison Chinese School and actively involved in 
different kinds of school activities. She would like to serve on 
the Board of Trustees this year to contribute more to Huaxia 
Edison Chinese School. 
 

理事会理事候选人: 曹国梁  
我出生于湖南，90 年进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99 年

飞渡重洋来到美国。此后一直住在新泽西，从事计算机软

件开发工作。我的两个孩子都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

也都在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学习中文。爱迪生中文学校给

我们带来很多帮助和乐趣。我对长期以来为学校无私付出

的老师和家长充满感激。为中文学校和这里的家长和孩子

贡献自己一份微薄力量也是我的心愿。这次参选学校理事

会成员，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会积极参与学校活动，努力

使爱迪生中文学校更和谐友爱，让小朋友们更喜欢这里。 
        

Guoliang Cao 
I was born in Hunan and entered Tsinghua University to study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 1990. After spent 9 years in Beijing, I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ve been living in New Jersey ever 
since. I work in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specialize in Web 
Applications. I have two children and both of them attend Huaxia 
Edison Chinese School. In all these years, HX Edison has helped us 
to meet new friends and brought us a lot of fun. I’m very grateful to 
the unselfish teachers and parents that contributed their time and 
effort. It is also my wish to contribute to our community like them. 
No matter whether I’ll be elected or not, I’ll participate more on 
school activities and help to make HX Edison a more friendly and 
fun place. 



 
 
 
 
 
 
 
 
 
 
 
 
 
 
 
 
 
 
 
 
 
 
 
 
 
 
 
 
 
 
 
 
 
 
 
 

欢度母亲节 
 

上周日（5/11/2014），和煦的春风吹拂着新州大地，华夏

爱迪生中文学校在学校大厅举行了多姿多彩的庆祝活动，并

安排了精彩纷呈的节目表演，为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增添了动

人的色彩。在最后一个合唱节目中，前任校长蕾雷，现任校

长林胜天和乡音现任团长担任合唱领唱，共同将音会推向了

高潮。 
 

据悉, 在妈妈过节期间，有的同学下厨为妈妈烧了可口的饭

菜，有的给妈妈画了画儿，有的带妈妈下馆子享用大餐，还

有的给妈妈买了小礼物，使妈妈相当开心。  (李来玉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