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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今年三月聨會在曼城 Manchester 

                   Academy High School   成功舉辨狗年 

                   文藝匯演，當日下著大雪，很難得很多 

                   學校都冒著風雪前來參加，支持聨會這 

                   次活動。有歌舞、音樂、話劇及歌唱等， 

                   節目非常豐富，結果霖賢順德中文學校 

                   表演出色，奪得全場最高分數。 

                   同時安排了一個互動節目，由霖賢順德中文學校表演                                                       

                   者與參賽學校表演者一齊互動，由得分最高者，當小小老             

                   師帶動全體學校表演者互動技能表演，情况熱鬧非常。感 

                   謝不逺千里而來的學校參加，特別感謝曼城文化中心學 

                   校，預早按排場地及利茲中文學校老師支持。 

                            三月二十四及二十五日在華威大學成功舉辨第 24 屆  

                   師資培訓研討會，這兩天培訓研討會，內容豐富，實用及   

                   創新，感謝前會長何永沛博士慷槪捐出助學金 1400 英鎊給      

                  倫敦大學金匠 Goldsmiths 學生免費參加這個培訓班。感  

                  謝宣力老師深入淺出講解新的 GCSE ,AS 及 A2 考試範圍，          

                  教育委員會委員及台前幕後工作者，在此向他們致謝。   

                      聨會第二十五屆週年大會也於三月二十四日舉行，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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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競選者非常踴躍。北部有四間中文學校參加，南部有兩間中文學校參

加，一同競選四個職位，結果由華利中文學校林雰溦女士、高雲地利  中

文學校林佳佳女士、伯明翰中文學校李静雲女士及 朴次茅斯華人協會中

文學校何國真當選為理事。 

聯會的新組織如下：– 

理事會 

負責聯會一切會務，制定政策和管理財務的是理事會。本屆(2018 年 3

月 27 日開始) 理事會的當選及增選委員及其職銜如下:  

• 鍾陳慧賢女士-會長, 文康委員會主席 

• 樂林美嬋女士 -副會長, 秘書處主席 

• 鍾澤霖先生 - 財務委員會主席, 營銷委員會副主席 

• 林佳佳–營銷委員會主席 

• 李茜女士 – 教育委員會主席 

• 何國真女士–教育委員會副主席 

• 辛紅女士 - 公開考試研究小組主席 

• 李静雲女士 - , 籌款委員會主席 

• 林雰溦女士–會員袐書 

• 顧問(委任委員) - 理事會：–何永沛博士 

教育委員會：, 劉永燦博士, Jim Anderson 博士 

 

聯會和倫敦大學金匠Goldsmiths學院合作的課程「中文教學證書」

(Certificate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十多名新學員已經上課，課程將

於七月結束。預祝他們進修成功! 

漢辨在查寧閣設立了考試中心， YCT及 HSK 各級考試，逢每月的星期

六或星期日及預備考試課程，查詢電話：0755576670. 

 

另外，聯會的課本，《齊來學中文》課本全套一共八冊並輔助作業開始

訂購！請各位會員學校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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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暑期快樂！ 

陳慧賢會長 

 

 
 

 

聯會召開第二十五屆周年大會 

               

英國中文學校聯會于二零一八年三月廿四日假座 

Warwick University 舉行了第二十五屆周年大會。 

在會上，除了通過去年的會議記錄，會長、理事及各 

委員會主席都分別報告了過去一年的工作。大會報告 

後還進行了理事會理事補選。這一屆理事會共有四位 

理事空缺, 分別在英格蘭北部、英格蘭中部和英格蘭 

南部代表區域。本會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廿一日寄出投 

票表格，投票表格在三月二十一日截止。 

    英格蘭中部 (B 區)：中部和北部今年有三個理事空缺。該地區有四名

提名候選人參選。英格蘭南部 (A 區)：南部今年有一個理事空缺。收到

兩名提名候選人參選，經過舉行的週年大會上選舉。 

(B 區)林雰媺女士、林佳佳女士及李静雲女士，(A 區)何國真女士當選為

理事。 

 

第二十五屆週年大會理事補選結果 

理事名單 2018 

 

President    

會長  

Ms Stella Chan 

鐘陳慧賢女士（霖賢順德中文學校） 

Vice-President  副副會長 Mrs Mai Sim Merry  

樂林美嬋 （ 白金漢郡中文學校） 

秘書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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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秘書     

Mrs Mai Sim Merry  

樂林美嬋 （ 白金漢郡中文學校 

Membership Secretary 

會員秘書 

Mrs Lydia Bishop 

林雰溦女士 （ 華利中文學校）  

Treasurer   

財務    

Mr. William Chung 

鍾澤霖先生 （ 西敏寺文化語言學校） 

Chair of Education  
Sub-Committee  

教育委員會主席  

  

Mrs Qian Li Davidson  

李茜女士（ 偉盧華人協會中文學校）  

   

Vice -Chair of Education  
Sub-Committee  

教育委員會主席  

Ms  Guo Zhen He 

何國真女士（朴茨茅斯中文學校）  

Chair of Cultural & Recreational  
Sub-Committee 

文康委員會主席   

Ms Stella Chan 

鐘陳慧賢女士（霖賢順德中文學校） 

Vice-Chair of Cultural & 
Recreational Sub-Committee  

文康委員會副主席 

Ms Amy Li  

李靜雲女士（ 伯明翰中文學校）  

Chair of Sales and Marketing  
Sub-Committee 

營銷委員會主席 

Ms Catherine Lim 

林佳佳女士（ 高雲地利中文學校） 

Chair of Fund-Raising 
 Sub-Committee 

籌款委員會主席 

Ms Amy Li  

李靜雲女士（ 伯明翰中文學校） 

Public  Exams  
sub- committee  

公開考試研究小組主席 

Ms Hong Xing  

辛紅女士 （ 北愛爾蘭中文學校）  

二零一八年六月樂林美嬋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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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會藉更新 / 二零一八年会籍更新 

 

英國中文學校聯會感謝各會員學校在過往的鼎力支持。本會通過提供教

師培訓, 出版書本, 舉辦文化活動及提供有關中文教學的資訊協助超過七

十多間在位於英國及愛爾蘭的中國語文補充學校。會員學校以優惠價或

免費享用聯會提供各種服務, 包括以下的會員優惠： 

• 聯會會通過官方網站內的中文學校指南免費推廣各會員學校的服

務。 

• 等給各會員學校。聯會會通過官方網站內的中文學校指南免費推廣

各會員學校的服務。 

• 會員學校可享受優惠價購買聯會出版的書本。 

• 會員學校老師可獲得特別優惠價參與本會舉辦的教學培訓班, 老師研

討會和講習班。 

• 會員學校學生可有機會參加各種聯會舉辦的競賽及周年文化滙演。 

• 會員學校老師可免費登錄聯會官方網站內的資源庫。 

聯會會通過網站及通訊誌提供中文教學相關的資訊，例如考試大綱, 比賽, 

等給各會員學校。 

 

歡迎有意加入英國中文學校聯會的學校隨時加入：有意加入者請致電子

郵件到 secretariat-1@ukfcs.info 

secretariat-2@ukfcs.info 查詢或上 

www.ukfcs.info 官方網站查閱， 

   

              二零一八年六月秘書處供稿 

 
 

https://email.1and1.co.uk/appsuite/?tl=y
mailto:secretariat-2@ukfcs.info
http://www.ukfc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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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文藝匯演於2018年3月3日在曼城 

Academy high school成功圓滿舉行。  

特此鳴謝各参赛学校的支持以及各工作人员 

的熱心幫忙雖然當天下着大雪，參賽的學校校長、 

老師、同學們冒着風雪遠渡而來參加。特別鳴謝 

利兹華人中文學校，霖賢順德中文學校，偉盧中 

文學校，雪埠社區中心。學生，嘉賓們的演出都受 

到評委和觀衆的高度評價。還有霖賢順德中文學校得獎學生引導其他參

賽學生互動表演及外藉青年，友情客串表演，用流利的普通話高歌一

曲，博得全瑒掌聲。比賽在下午三時結束。 

    因六月份所有會員學校在考試，會員學校可以延遲提交學生朗誦比賽

給聯會。因時間問題，朗誦比賽結果將在九月份公佈。 

陳慧賢 

       文康委員會主席 

 
 
 

文康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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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照 

 
單獨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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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劇表演 

 
互動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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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 

 



第七十期 2018年2月出版          第  10  頁      英國中文學校聯會會訊 

 

 
 

     
                                                                               
1.教育組在何永沛主席的組織下，在今年 3 月 

23 日，24 日的復活節假日期間，成功的舉辦 

了壹年壹度的教師培訓研討會。今年已是聯 

會組織的第二十四屆培訓研討會。本次研討 

會的主題是：[新大綱/新挑戰]，研討會在 

University of Warwick 舉行。 

   在 2 天的培訓中，內容涵蓋了從小學到 

A Level 的各類講座，89 位老師來自二十所會員學校參加了講座，反響

熱烈。今年聯會對參加的老師們給予了大力的資金資助，每位老師 2 天

的會議及食宿僅需付 100 英鎊，其余均由聯會支付。 

 
 

 
 
 
 
 
 
 
 
 
 
 
 
 

教育委員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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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概觀 

2. 配合教育部新 GCSE 和 A Level 大綱的練習冊正在校對中，希望能在

夏季付印。以方便老師們在 9 月開學之初可以購買使用。屆時將會有

訂購表電郵到各會員學校，老師們可以案表格內容訂購。 

3.聯會的「齊來學中文」課本已經全面修訂，在今年暑假可以訂購。[齊

來學中文]共有 8 冊，並附有教師用書及 CD。教材安排與 GCSE 內

容向關聯，對學生們參加 GCSE 的考試很有幫助。有意購買者請用

訂購表訂購。 

4.第六屆 Goldsmith 學院課程今年繼續舉辦，十四位學員參加。他們獲

頒聯會之何永沛博士助學金免費參加教師培訓會。 

5.為方便教師可以在課堂外備課，也提高大家對「齊來學中文」課本內

容的了解，聯會決定把全套課本電子檔（每頁附加「樣本」水印）公

開給大眾參考。 

 

 
 

     筹款委员会将于今年十月十六日星期二在伯明翰唐人街中华閣酒楼舉

行第一次筹款，當晚除有樂器、中国舞及唱歌表演外，還有豐富的抽奖

奬品，歡迎各位踴躍参加。 

另外在十月中有全英会員學校年度大抽奖，届时希望会員學校支持。 

第二次筹款活动会在聖诞節時候在南部倫敦市中心舉行，也希望各學校

參加。 

筹款委员会成員有：李靜雲（主席），鍾澤霖（財政），樂林美嬋（秘

書）及陳慧賢。 

 

谢谢。 

 
 
 

 

籌款委員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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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高雲花園女獅子會於 6 月 23 日在 Kensington Holiday Inn 擧行新舊

會長交接儀式，並在當天將她們今年 3 月為英國中文學校聯會筹得 1500

鎊交給聯會。這筆款項聯會將用作支助文藝匯演、師資培訓及各種文娛

活動費用。 

我謹代表聯會理事會仝人，多謝倫敦高雲花園女獅子會今次的支持活

動。 

祝她們會務興隆 

 

英國中文學校聯會會長 

陳慧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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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英國中文學校聯會課本銷售價格，雖然印制成本及郵費已經漲，但

售價仍維持與去年一様。希望各會員學校踴躍支持，多多購買英國中文

學校聯會課本。查詢電話：07380287792 張小姐洽 

 

新 GCSE 練習册已進入審核階段，一經完畢，便安排最後審閱。教育委

員會仝人，希望今年可以給各會員學校訂購。 

最後，感謝大家對我們工作的支持。 

 

營銷委員會主席 

 

林佳佳 

 
 

 
                
                                 

 

    在今年 3 月 24 日的教師培訓研討會期間，聯 

會請來了倫敦漢辦的李婷老師為參會老師介紹了 

YCT 及 HSK 考試，並重申了 2017 年聯會與英國漢 

考委商討的聯會所屬學校承辦 YCT 和 HSK 考試的 

方案。各位參會老師對國際標準化漢語考試（HSK） 

極為關註。並詳細咨詢了成為考點的各種問題。李婷老師在現場給

予了耐心細致的解答。 

 

辛紅 

公開考試研究小組主席 

營銷委員會消息 

公开考试研究小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