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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頓堅斯中文學校及社區中心米頓堅斯中文學校及社區中心米頓堅斯中文學校及社區中心米頓堅斯中文學校及社區中心 

英國中文學校聯會作文及繪畫比賽英國中文學校聯會作文及繪畫比賽英國中文學校聯會作文及繪畫比賽英國中文學校聯會作文及繪畫比賽    

本校再創佳績本校再創佳績本校再創佳績本校再創佳績 

本校同學姚氏姊弟在二零零五年度

英國中文學校聯會的作文比賽和賀

卡設計比賽中再創佳績。 

在賀卡設計比賽中，本校第十一班

同學姚懿蔚在中級組奪得冠軍；而

第五班同學姚竣議則在初級組奪得

季軍。是次賀卡設計比賽有二十四

所學校參賽。 

在作文比賽中，姚懿 蔚同 學

本校通訊本校通訊本校通訊本校通訊    -    第二期第二期第二期第二期    

編者的話編者的話編者的話編者的話::::    

很老套但又很真實地說:『光陰似箭』。 時間走得

真快。清明節和復活節已過去了，考試班的同學們

又快將面對公開試。 

在這個假期中，本中心安排了參觀『盛世華章』展

覽，有八十多人參加，本中心將繼續籌組更多活動 

，希望家長和同學踴躍參加 

。本校的老師們更在此假期籌組及參與英國中文學

校聯會所舉辦的師資培訓研討會。 

通訊稿主要以中文編寫。如對此通訊稿有任何意見 

參觀參觀參觀參觀『『『『盛世華章盛世華章盛世華章盛世華章』』』』展覽展覽展覽展覽        

 

四月九日本校師生由本中心

的工作人員安排及帶領下，

參觀了在皇家藝術學會所舉

辦的中國清朝鼎盛時期皇宮

文物展覽 『盛世華章』。 

參觀展覽的同學和家長及工

作人員共八十多人，可惜部

份同學未能準時到達，勞煩

中心工作人員在學會外等候

個多小時，除風冷疲倦之餘 

，更延遲其入場參觀時間， 

在此向有關工作人員致意。 

參觀者對展品都很欣賞，而

部份家長除向其子女解釋展

品的文化背景和精美地方外 

，更向外籍參觀者講

(附圖祇得三十多位參觀者，部份

朋友未肯上鏡，遲到者未能入鏡 

 

 

 

本中心在二零零六年二月五日所舉辦的春

節聯歡會真是賓主盡歡非常滿意。與此同

時所推行的籌款活動亦非常成功。由現

金、禮品的捐贈和慈善抽獎券的收益共籌

得£3400。 

如此成功的結果實賴各善長的支持，和本

中心工作人員及本校老師的努力所達致。

我們除向各善長表達謝意之外，更明白這

是各界人仕認同我們的工作，讚許我們的

成果。為此，我

們將更努力不

懈地實幹下

清朝皇帝的冠服有四色。朝服和祭祖是明黃色，在天壇祭天

是藍色，在日壇祭日是紅色，在月壇祭月是月白色。 

北京〈天壇〉的〈祈年殿〉側有〈具服台〉，皇帝就是在此

更衣祭天的。  各位參觀了『盛世華章』展覽的同學，你記得

冼詠怡老師 

浦建東老師 

夏德凱老師: 

                多謝您！再見！ 

您的學生 

三位老師基於個人原因， 

在學年結束前提前離職。 

姚懿蔚(左)和姚竣議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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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農農農曆丙戌年春節聯歡會曆丙戌年春節聯歡會曆丙戌年春節聯歡會曆丙戌年春節聯歡會    

嘉賓致意 嘉賓致意 嘉賓致意 嘉賓致意  

 

慶祝活動在二零零六年二月五日（星期日）下午在 Stantobury Campus Thea-

tre 舉行，節目多彩多姿，同學們演出成功，嘉賓們表演精彩。真是個同學

們興奮、家長們滿意、嘉賓們喝彩的聯歡會。 

 

以下是各嘉賓致意: 

 

‘It was a pleasure to come,  thank you for the invitation.’ 

Mr Mark Lancaster, MP of Parliament. 

 

‘Many thanks for the delightful afternoon sharing the Chinese Community’s New 

Year celebrations.’   ‘Both Penny and I greatly enjoyed ourselves, and felt very 

much part of the event.’ 

Mr John Best, Chief Executive of Milton Keynes Council.   

 

‘The show was really lovely and i really enjoyed it.’   ‘Excellent work by all of 

you.  Every activity was really well done and the lion dance was particularly spec-

tacular!’ 

Mrs Sujatha Nair, Learning Initiative for Multi-Ethnic Dept of MK council.  

 

‘Thank you so much for letting me be a part of your New Year celebrations.’   

‘Please convey my thanks to all the contributors to the event as I can see New 

Year is something very special for them, here in Milton Keynes!’  ‘The two young 

pianists were especially tallented and I will expect to see them on the world stage 

in the near future with the tutilage they are receiving.’  ‘Once again, many thanks 

for an interesting and informative celebration programme.’ 

Tony Pilcher, Age-Concern. 

 

 

 

 

 

諾咸頓華埠獅子會於1月29日大年

初一晚於米頓堅斯的「漢寶大酒

樓」安排了一年一度的慈善開年

飯，並為本校之遷校行動籌款。 

是次晚會非常成功，獅兄獅弟獅姐

獅妹皆盡歡，來賓們亦分享晚會樂

趣。 

籌得善款經扣除開支外，所得之
£5782已經捐贈給本校。由本中心
主席梁國礎先
生於二月九日

公共交通短訊公共交通短訊公共交通短訊公共交通短訊    

長者免費及學童優惠長者免費及學童優惠長者免費及學童優惠長者免費及學童優惠    

居住在米頓堅斯市的六十歲以上長者，可

享有乘搭本市的公共汽車免費服務。此服

務在週末是不設時限 

，而平日則限於非繁忙時段﹙即上午九時

卅分後﹚；若上午九時卅分前乘車，仍可

享有35P的定額收費優惠。 

十八歲以下的全日制學生，乘搭公車亦仍

可享有35P的定額收費優惠 

。 

英國中文學校聯會  師資培訓研討會 

 

英國中文學校聯會舉辦的「師資培訓研討會」，本年度在沃里克大學舉行。

本校老師何永沛博士和黃飛萍女士是研討會籌辦人之一。 

本校另有七位老師參加是次研討會，各位老師在四月一日和二日這兩天一夜

的研討會中，除和其他學校的老師分享辦校行政和教學心得外，更著意於行

將修改的高級中文科考試範圍和應考形式。 

各位老師在假期中離家兩天而參與研討會，不單為本校師資增強實力，更知

悉最新考試範疇。向各位

老師致謝之餘，誠希各老

師連年留任，實孺子之福

也！ 

與會老師合照由左至右 

何永沛博士 

楊黃飛萍女士 

勞梁艷芬女士 

英國中文學校聯英國中文學校聯英國中文學校聯英國中文學校聯

會課本會課本會課本會課本CDCDCDCD  

第一至第十一班課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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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話誦讀每課課

文,以供學生在家溫

習之用，

本校鼓勵

各學生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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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  就讀級別 :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 

 

一.   凡就讀本校的學生均可參加，家長可指導及協助。 

二.   以製作者詩朋酒友的答案為依據。 

三.   截止日期為五月七日中午 

四.   前三名得獎者各獲小文具一份， 

 1 三       2

七 

      

          3         

                4

九 

  

山 

一 

窮 水 盡 疑 無 路       

                    

    四   六   6     十 

    7 五             

              8

八 

    

  二   9             

10                   

直 

一  唐、劉禹錫之『陋室銘』第一句。下句為「有仙 

    則名」。 

二  宗教之一，印度釋迦牟尼所創。  

三  比喻文章式樂曲之自然流暢。  

四  宋、岳飛的別字。 

五  成語。意:形容遭到慘敗或受到嚴重打擊。 

六  農曆初一和十五日。 

七  宋、岳飛的『滿江紅』詞一句，上句為「三十功    

    名塵與土」。 

八  三十年代粵劇女演員，粵曲平喉四大名家之一， 

    人稱其唱腔為「星腔」。 

九  成語。意:極端危險。 

十  祝賀語。意:得到各方利潤。 

橫  

1. 成語。意:同時進行，不相衝突。 

2. 成語。意:處世圓滑而週到。 

3. 騙子。 

4. 埋葬死人的地方，也指陰間。 

5.「山窮水盡疑無路」 

6. 祝賀語。意:相處融洽可得利潤。  

7. 唐詩一句，作者:李白。下句為「低頭思故鄉」 

8. 水滸傳人物-花榮的別號。 

9. 血液的組成部份，有幫助止血和凝血的作用。 

10.儒、道、佛教，及儒、道、陰陽、法、名、墨、 

   縱橫、雜、農各家的統稱。 

 

 

 
 

為籌募經費以推廣中文教育，英國中文學校聯會在

今年七月二日星期日在Colindale 區的中國城酒樓舉

辦《2006仲夏歌唱晚會》。當晚除豐富筵席外，還

有卡拉OK慈善點唱、抽獎、跳舞。 

每位收費三十鎊，每桌十人。在六月十五日前訂一

整桌者，可得免費餐酒一瓶。 

這是一個既能為聯會籌款，又可輕鬆共敘的機會。

如欲參與，請和本校校務處或老師聯絡。 

由老師交與貴子弟的聯會籌款抽獎券亦會在當晚開

獎。 

抽獎券獎品包括： 

頭獎_倫敦香港來回機票一張； 

二獎_名貴數碼相機一部； 

三獎_微形音響器材一套； 

 

 

燦爛的中國文明網頁  維基百科 

http://hk.chiculture.net/  http://zh.wikipedia.org 

種類多元化。              自由的百科全書。中文版。 
 

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_「中華文化頻道」 

http://www.rthk.org.hk/chiculture/ 

           優秀華裔青少年優秀華裔青少年優秀華裔青少年優秀華裔青少年『『『『中國尋根之旅中國尋根之旅中國尋根之旅中國尋根之旅』』』』 

           獎勵優異成績的華裔學生，免費接待十六天旅程(7月15日至     

           7月30日)。17至20歲華裔學生，作文一篇，推薦評語，成績 

          單或証書連同三張照片寄UPAPCE。詳情請查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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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駕車來校接載子弟的家長，

請你慢慢走。 

如果可能的話，請把車子正確地

停泊在車位內，然後到校門來接

貴子弟。 

在沒有車位或天氣惡劣的情況下 

，我們(校方和你的子弟) 懇請你

把車子停泊在路旁。請注意：是

路旁，而不是人行路，更不是路

中央。這是為了你的孩子的安全 

。 

放學的時候，中心的信託人和學

校的老師會在停車場當值，照顧

閣下貴子弟的安全。信託人和老

師絕不希望在你的子弟面前和你

討論如何泊車的問題，請你做個

米頓堅斯中文學校及社區中心需

要你的參與，請你快快來。 

讓我們有機會分享你的學養，讓

學生們得到你的教誨，請參與米

頓堅斯中文學校的老師行列， 

我們是快樂的一群。 

讓大家有機會分享你的經驗，讓

你有機會貢獻你的才能，請參與

米頓堅斯中文學校及社區中心的

義工行列， 

聯絡我們 
 

    Tel./ Fax: 0845 2802011   

    e-mail: inbox@mkchinese.org.uk 

 

 

 

 

 

 

 

 

 

 

 

本校在2006-2007的新學年繼續開設: 

廣東話(常規)第一班至A Level班 －上課時間

早上十時至中午十二時。 

普通話興趣班(分別為成人初、高二班和學生

初、高二班) － 上課時間早上九時至十時。 

 

並增設以下班別(上課時間早上十時至中午十

二時)： 

★  普通話(常規)班 － 第一班至第三班。 

★  普通話GCSE會考班。 

★  以英語教授的普通話成人班。 

基於資源安排關係，每班最少要八名學生。若

 

 

 

 

 

 

 

『2006年世界華裔青少年中國尋根之旅』 

國僑辦及上海僑辦在北京及上海舉辦的『公費自助』夏令營 

全程十四天 

7月15日18:30倫敦希斯路機埸集合,7月28日1900返抵倫敦。  

住    宿:  北京 - 九華山莊5星級酒店。 

           上海 – 『華東師範附二中』雙人標準學生套房 

遊覽名勝:  北京 – 長城、十三陵、天壇、頤和園、故宮、 

                                  天安門廣埸、歷史博物館。 

           上海 – 參觀科技館、海洋水族館，乘坐磁懸浮列 

                                  車，登東方明珠，遊覽黃浦江、浦東濱江 

                                   大道、豫園、老街。 

觀摩中華文化:  武術、舞蹈、繪畫、書法、手工、篆刻、 

                              畫臉譜、魔術、民歌。 

費    用: 公費自助補差£120(含北京飛上海機票)，報名費£20, 

              往返國際機票，入境簽証費，旅遊保險及個人消費。 

參加辦法:  填妥申請表格，提供五張照片，連同£140台頭支票  

2006年華裔青少年 

『漢語文化學習及旅遊夏令營』 

2006年7月15日至8月十三日(三十天) - £1300 

2006年7月15日至8月二十日(三十七天) - £1380 

兩週的北京和上海遊覽活動( 行程和『尋根之旅』大致

相同)和三週在上海重點中學的文化學習和遊覽杭州、 

蘇州、無鍚、江南水鄉、朱家角等。 

漢語分：初、中、高三班。 

初級班:漢語拼音、看圖認字、簡單普通話口語。 

中級班:日常情景對話、成語、寫便條。 

高級班:短文理解,專題討論,簡單應用文,中英文翻譯。 

初中高級均須學習中國的文化藝術和體育活動。 

費用包括機票、機埸稅、學習費、書本費、住宿膳食

及遊覽費；費用不包括旅遊保險及中國簽証費。 

凡12歲以上，可自行照顧者都可報名參加。填妥表

格，連同訂金£200台頭支票寄UKAPCE，餘款請在5月

UK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3, Cross Street, Newcastle upon Tyne NE1 4XE 

Tel : 0191 261 6677  Fax : 0191 222 1993  E-Mail: ukapce@yahoo.co.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