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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的话 

 

                 今年三月聨会在曼城 Manchester 

           Academy High School   成功举辨狗年 

            文艺汇演，当日下著大雪，很难得很多 

            学校都冒著风雪前来参加，支持聨会这 

            次活动。有歌舞、音乐、话剧及歌唱等， 

            节目非常丰富，结果霖贤顺德中文学校 

            表演出色，夺得全场最高分数。 

                同时安排了一个互动节目，由霖贤顺德中文学校表演                                                       

            者与参赛学校表演者一齐互动，由得分最高者，当小小老             

            师带动全体学校表演者互动技能表演，情况热闹非常。感 

            谢不远千里而来的学校参加，特别感谢曼城文化中心学 

            校，预早按排场地及利兹中文学校老师支持。 

                 三月二十四及二十五日在华威大学成功举辨第 24届           

            师资培训研讨会，这两天培训研讨会，内容丰富，实用及   

            创新，感谢前会长何永沛博士慷槪捐出助学金 1400 英镑给      

            伦敦大学金匠 Goldsmiths 学生免费参加这个培训班。感  

            谢宣力老师深入浅出讲解新的 GCSE ,AS 及 A2考试范围，          

            教育委员会委员及台前幕后工作者，在此向他们致谢。  

               聨会第二十五届週年大会也于三月二十四日举行，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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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竞选者非常踊跃。北部有四间中文学校参加，南部有两间中文学校参

加，一同竞选四个职位，结果由华利中文学校林雰溦女士、高云地利  

中文学校林佳佳女士、伯明翰中文学校李静云女士及 朴次茅斯华人协会

中文学校何国真当选为理事。 

联会的新组织如下：– 

理事会 

负责联会一切会务，制定政策和管理财务的是理事会。本届(2018年 3

月 27日开始) 理事会的当选及增选委员及其职衔如下:  

 

• 锺陈慧贤女士-会长, 文康委员会主席 

• 乐林美婵女士 -副会长, 秘书处主席 

• 锺泽霖先生 - 财务委员会主席, 营销委员会副主席 

• 林佳佳–营销委员会主席 

• 李茜女士 – 教育委员会主席 

• 何国真女士–教育委员会副主席 

• 辛红女士 - 公开考试研究小组主席 

• 李静云女士 - , 筹款委员会主席 

• 林雰溦女士–会员袐书 

• 顾问(委任委员) - 理事会：–何永沛博士 

 

教育委员会：, 刘永灿博士, Jim Anderson 博士 

 

联会和伦敦大学金匠 Goldsmiths学院合作的课程「中文教学证书」

(Certificate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十多名新学员已经上课，

课程将于七月结束。预祝他们进修成功! 

汉辨在查宁阁设立了考试中心， YCT 及 HSK 各级考试，逢每月的星期

六或星期日及预备考试课程，查询电话：0755576670. 

 

另外，联会的课本，《齐来学中文》课本全套一共八册并辅助作业开始

订购！请各位会员学校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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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暑期快乐！ 

陈慧贤会长 

 

 
 

 

联会召开第二十五届周年大会 

英国中文学校联会于二零一八年三月廿四日假座 

Warwick University 举行了第二十五届周年大会。 

在会上，除了通过去年的会议记录，会长、理事及各 

委员会主席都分别报告了过去一年的工作。大会报告 

后还进行了理事会理事补选。这一届理事会共有四位 

理事空缺, 分别在英格兰北部、英格兰中部和英格兰 

南部代表区域。本会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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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格兰中部 (B 区)：中部和北部今年有三个理事空缺。该地区有四名

提名候选人参选。英格兰南部 (A 区)：南部今年有一个理事空缺。收到两

名提名候选人参选，经过举行的週年大会上选举。 

(B 区)林雰媺女士、林佳佳女士及李静云女士，(A 区)何国真女士当选为理

事。 

 

第二十五届週年大会理事补选结果 

理事名单 2018 

President    

会长  

Ms Stella Chan 

钟陈慧贤女士（霖贤顺德中文学校） 

Vice-President  

  

副会长  

Mrs Mai Sim Merry  

乐林美婵 （ 白金汉郡中文学校） 

秘书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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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秘书    

Mrs Mai Sim Merry  

乐林美婵 （ 白金汉郡中文学校） 

Membership Secretary 

会员秘书 

Mrs Lydia Bishop 

林雰溦女士 （ 华利中文学校） 

Treasurer   

财务 

Mr. William Chung 

锺泽霖先生 （ 西敏寺文化语言学校） 

Chair of Education  

Sub-Committee  

教育委员会主席   

Mrs Qian Li Davidson  

李茜女士（伟卢华人协会中文学校）  

Vice -Chair of Education  

Sub-Committee  

教育委员会主席 

Ms  Guo Zhen He 

何国真女士（朴茨茅斯中文学校） 

Chair of Cultural & 

Recreational  

Sub-Committee 

文康委员会主席  

Ms Stella Chan 

钟陈慧贤女士（霖贤顺德中文学校） 

Vice-Chair of Cultural & 

Recreational Sub-Committee  

文康委员会副主席   

Ms Amy Li  

李静云女士（ 伯明翰中文学校） 

Chair of Sales and Marketing  

Sub-Committee 

营销委员会主席 

Ms Catherine Lim 

林佳佳女士（ 高云地利中文学校） 

Chair of Fund-Raising 

 Sub-Committee 

筹款委员会主席 

Ms Amy Li  

李静云女士（ 伯明翰中文学校） 

Public  Exams  

sub- committee  

公开考试研究小组主席 

Ms Hong Xing  

辛红女士 （ 北爱尔兰中文学校） 

 

二零一八年六月乐林美婵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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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会藉更新 / 二零一八年会籍更新 

英国中文学校联会感谢各会员学校在过往的鼎力支持。本会通过提供

教师培训, 出版书本, 举办文化活动及提供有关中文教学的资讯协助

超过七十多间在位于英国及爱尔兰的中国语文补充学校。会员学校以

优惠价或免费享用联会提供各种服务, 包括以下的会员优惠： 

 

•联会会通过官方网站内的中文学校指南免费推广各会员学校的服务。 

 

•等给各会员学校。联会会通过官方网站内的中文学校指南免费推广各

会员学校的服务。 

 

•会员学校可享受优惠价购买联会出版的书本。 

 

•会员学校老师可获得特别优惠价参与本会举办的教学培训班, 老师研

讨会和讲习班。 

 

•会员学校学生可有机会参加各种联会举办的竞赛及周年文化滙演。 

 

• 会员学校老师可免费登录联会官方网站内的资源库。 

 

联会会通过网站及通讯志提供中文教学相关的资讯，例如考试大纲, 

比赛, 等给各会员学校。 

 

欢迎有意加入英国中文学校联会的学校随时加入：有意加入者请致电

子邮件到 secretariat-1@ukfcs.info 

secretariat-2@ukfcs.info 查询或上 

www.ukfcs.info 官方网站查阅， 

   

              二零一八年六月秘书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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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文艺汇演于 2018 年 3 月 3日在曼城 

Academy high school成功圆满举行。  

特此鸣谢各参赛学校的支持以及各工作人员 

的热心帮忙虽然当天下着大雪，参赛的学校校长、 

老师、同学们冒着风雪远渡而来参加。特别鸣谢 

利兹华人中文学校，霖贤顺德中文学校，伟卢中 

文学校，雪埠社区中心。学生，嘉宾们的演出都受 

到评委和观众的高度评价。还有霖贤顺德中文学校得奖学生引导其他参

赛学生互动表演及外藉青年，友情客串表演，用流利的普通话高歌一

曲，博得全瑒掌声。比赛在下午三时结束。 

    因六月份所有会员学校在考试，会员学校可以延迟提交学生朗诵比

赛给联会。因时间问题，朗诵比赛结果将在九月份公佈。 

陈慧贤 

       文康委员会主席 

 

 

 

文康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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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照 

 
单独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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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表演 

 
互动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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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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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组在何永沛主席的组织下，在今年 3月 

23日，24日的复活节假日期间，成功的举办 

了一年一度的教师培训研讨会。今年已是联 

会组织的第二十四届培训研讨会。本次研讨 

会的主题是：[新大纲/新挑战]，研讨会在 

University of Warwick 举行。 

在 2天的培训中，内容涵盖了从小学到 

A Level的各类讲座，89位老师来自二十所会员学校参加了讲座，反响

热烈。今年联会对参加的老师们给予了大力的资金资助，每位老师 2天

的会议及食宿仅需付 100英镑，其余均由联会支付。 

 

 

 

 

 

 

 

 

 

 

 

 

 

 

 

 

教育委员会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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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概观 

2. 配合教育部新 GCSE和 A Level 大纲的练习册正在校对中，希望能在

夏季付印。以方便老师们在 9月开学之初可以购买使用。届时将会有

订购表电邮到各会员学校，老师们可以案表格内容订购。 

3.联会的「齐来学中文」课本已经全面修订，在今年暑假可以订购。[齐

来学中文]共有 8册，并附有教师用书及 CD。教材安排与 GCSE 内容向

关联，对学生们参加 GCSE 的考试很有帮助。有意购买者请用订购表

订购。 

4.第六届 Goldsmith 学院课程今年继续举办，十四位学员参加。他们获

颁联会之何永沛博士助学金免费参加教师培训会。 

5.为方便教师可以在课堂外备课，也提高大家对「齐来学中文」课本内

容的了解，联会决定把全套课本电子档（每页附加「样本」水印）公

开给大众参考。 

 

 

 

 

筹款委员会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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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

酒楼举行第一次筹款，当晚除有乐器、中国舞及唱歌表演外，还有丰富

的抽奖奬品，欢迎各位踊跃参加。 

另外在十月中有全英会员学校年度大抽奖，届时希望会员学校支持。 

第二次筹款活动会在圣诞节时候在南部伦敦市中心举行，也希望各学校

参加。 

筹款委员会成员有：李静云（主席），锺泽霖（财政），乐林美婵（秘

书）及陈慧贤。 

 

谢谢。 

 

 

筹款委员会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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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高云花园女狮子会于 6月 23日在 Kensington Holiday Inn 擧

行新旧会长交接仪式，并在当天将她们今年 3月为英国中文学校联会筹

得 1500 镑交给联会。这笔款项联会将用作支助文艺汇演、师资培训及各

种文娱活动费用。 

    我谨代表联会理事会仝人，多谢伦敦高云花园女狮子会今次的支持

活动。 

祝她们会务兴隆 

 

英国中文学校联会会长 

陈慧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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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英国中文学校联会课本销售价格，虽然印制成本及邮费已经

涨，但售价仍维持与去年一様。希望各会员学校踊跃支持，多多购买英

国中文学校联会课本。查询电话：07380287792 张小姐洽 

 

    新 GCSE练习册已进入审核阶段，一经完毕，便安排最后审阅。教育

委员会仝人，希望今年可以给各会员学校订购。 

最后，感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营销委员会主席 

 

林佳佳 

 

 

 

                

                                 

 

    在今年 3月 24 日的教师培训研讨会期间，联 

会请来了伦敦汉办的李婷老师为参会老师介绍了 

YCT及 HSK 考试，并重申了 2017 年联会与英国汉 

考委商讨的联会所属学校承办 YCT和 HSK考试的 

方案。各位参会老师对国际标准化汉语考试（HSK） 

极为关注。并详细咨询了成为考点的各种问题。李婷老师在现场给

予了耐心细致的解答。 

 

辛红 

公开考试研究小组主席 

营销委员会消息 

公开考试研究小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