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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稿 – 第一期  Newsletter - Issue 1  
 

  篇者的話: 
歡迎閱讀我們第一期的「通訊稿」，我們希望透過此通訊稿，加強我們之間的溝通和聯絡，將本會的最新

消息和活動概要地列出來。 

我們計劃在未來每兩個月發表一期通訊稿，通訊稿會主要以中文來編寫。如對此通訊稿有任何意見，請電

郵本人，電郵地址是: patrick.wong@mkchinese.org.uk 

新一任的行政委員會  
本會在零五年十一日廿七日舉行了週年大

會及選出了新一任的行政委員會，當選的

受托人名單如下﹕ 
 
梁國礎先生 (主席) 
Mrs. June Williams (財政) 
譚曉敏女士 (秘書長) 
何文惠芳女士 
黃建華先生 
王錦祥先生 
 
另關振坤先生為行政委員會的義工，主要

職責為安排社區活動。 

主席有話說  
Dear Members, on this occasion, I will talk about my personal 
view on the future of the organisation. There are two aspects to 
our organisation, namely the “School” and the “Community 
Centre”. Thanks to the dedication and effort of our volunteers 
and staffs, the “School” is in a very healthy state, with the 
potential for growth in the next few years as the demand of our 
classes are on the increase from year to year. On the 
“Community Centre” aspect, it needs improving, the major 
reasons being lack of man-power and support from our 
members. 
 
All of us have skills that are helpful to the organisation. On the 
day to day administration and teaching departments, I am sure 
there are many of you who are professionals can contribute a 
great deal, examples are Teachers, Accountants, Lawyers, 
Administrators, Publicity Organiser, Fund Raiser, and the list 
goes on. You may say, “Oh, I do not belong to this group, so I 
cannot help”, I disagree. On “Community Centre and 
Workshop” department, it needs many other skills, examples 
in Catering, Transport, Art and Crafts, Singing and the list 
goes on. 
 
I still remembered the motto of my primary school, it says, 
“The Crew Is Greater Than the Ship”. My interpretation of this 
is, “without the members, the organisation will not exist”. I 
therefore appeal to you all to contact any of our friendly staffs 
or volunteers, and discuss how we can work together to take 
our organisation to greater heights. 

您知道嗎？  
我們的通訊地址和電話已更改了，新的地址和電話如下： 
 
c/o InCCA, Acorn House, 351 Midsummer Boulevard,  Central 
Milton Keynes MK9 3HP 
 
Tel./ Fax: 0845 2802011   
e-mail: inbox@mkchinese.org.uk 
website:http://www.mkchinese.org.uk 

農曆丙戌(狗)年春節聯歡會
慶祝活動將於二００六年二月五日（星期日

）舉行，節目包括：在下午一時至四時於

Stantonbury Campus Theatre 的頒獎禮暨餘慶

表演(門票為 £3)；及於下午四時半至六時半

於漢寶酒樓之聯歡聚餐(門票為 £6)。由一月

十五日開始在本校校務處發售，售完即止，

欲免向隅，購票從速。 

賀歲慈善卡拉 OK 晚會  
諾咸頓華埠獅子會定於 1 月 29 日大年初一

晚於米頓堅斯「漢寳大酒樓」安排了一年一

度的慈善開年飯, 大會將提供豐富賀年菜式,

屆時還有卡拉 OK、機票大抽獎和慈善豪華

拍賣等活動。在享受佳餚美食、共慶新春之

同時，亦可為米頓堅斯中文學校遷校籌款盡

一點心意，一舉兩得，何樂不為？歡迎各界

善長仁翁熱心贊助，踴躍預訂。每席原價

£350, 但凡於 1 月 20 日前訂購，可享有每席

£280 之優惠價格，欲免向隅， 請早訂座。 背頁的謎語答案﹕(1) 曹，(2) 當歸，(3) 賀，(4) 武漢， 

(5) 無鍚，(6) 欽，(7) 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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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屆全英中華文化知識技能大賽        
本校學生在去年參加了上述的比賽，並獲得輝煌的成績。這個賽事由全英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主辦、全

英學聯中文教育部及英國中文教育促進會協辦；並得到中國對外漢語辦公室、中國駐英大使館教育處和文化

處的指導及英國華文教育基金的資助下，順利完成。 

這項賽事分初賽和決賽兩部份。初賽在去年五月在校內以筆試形式進行，根據成績選出了第十班的呂昊

明同學．黃思澄同學和第十一班的姚懿蔚同學，參加中級組決賽；第十二班的馬梓樺同學、劉展鵬同學和第

十三班的楊詠荍同學，參加高級組決賽。決賽分三部份：第一部份是必答題，內容環繞中國文化、文學、地

理、歷史、成語，與及時事、歇後語及繞口令等知識；第二部份的內容，中級組是技能表演，同學需表演中

華傳統的體育項目－踢毽子，而高級組則需現場抽出一個題目，即時口頭作文；至於第三部份則是才藝表演

，這是自選一項與中華文化有關的項目作表演，中級組同學選了朗誦冰心的新詩《紙船－寄母親》，而高級

組同學則朗誦古樂府詩《木蘭辭》。這些入選同學，需要在暑假期間，努力溫習有關課本及課外知識，以充

分的準備及豐富的知識迎接高難度的決賽。 

經過超過半年時間的努力，這兩組同學終於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伯明翰大學舉行的決賽中脫穎而出

，分別獲得了中、高級組的一等獎（冠軍）。這成功除了得到家長的鼎力支持鼓勵、各老師的悉心教導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同學們不懈的努力。由此可見，只要我們肯努力，一定會有成功的一天。求學處事，道理相

同，各同學勉之。

 

長者服務  
本地志願機構 Age Concern  提供對

長者多種服務，包括：家訪、交友

、出院照顧、短期家務助理、代購

物品、水電維修、花園工作、家居

安全、能源供應、各項保險、小食

部、電腦班、各項諮詢…等，均免

費或廉價提供（小冊子在本校備索

）。如有需要，可致電 01908 

305900。此外，Age Concern 亦歡迎

義工參加，協助推廣工作，有興趣

者請與該會聯絡。 

本會亦正考慮舉辦每週一次之「長

者午餐會」，收費從廉，有意者請

與關先生聯絡，電郵地址﹕ 

chun.kwan@mkchinese.org.uk 

全英中文學校聯會 課本 CD   
第一至第十一班粵語及國語 CD 現已發售，每隻五英鎊(包郵費)。 此

套 CD 是由熱心工作人員用廣東話及普通話讀誦每課課本,以供學生

在家温習之用，本校鼓勵各學生購買此 CD。欲購買的同學，請向班

主任查詢。 

謎語數則  
1. 一曲日已沉 (猜一字) 
2. 假期完結 (猜一中藥) 
3. 目字加兩點，是個貝字你就錯(猜一字) 
4. 女兒國 (猜一中國地方名) 
5. 金銀銅鐵(猜一中國地方名) 
6. 木水火土(猜一字) 
7. 火消西土地(猜一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