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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就職典禮圓滿舉行

客戶聯通

英國華文教育基金會成績獲肯定

女性觀眾最喜愛的
華語電視節目

語有云 :「眾人拾柴火焰高」，在各界熱心人士和英國
華文教育基金會的共同努力下，基金會成立踏入 7 周
年，並於 5 月 8 日在伯明翰榮華酒樓舉行第三屆就職典禮
暨慈善晚會，中國駐英大使館僑務參贊李輝、曼徹斯特總
領事館副總領事陳傑、各界僑胞和中文教育機構共一百多
本報記者陳琰報道
人出席典禮。

古

各界支持必不可少
鍾榮彬會長在致詞中回顧基金會7年
來的發展，他表示，基金會一直秉承弘
揚中華文化、促進中英文化交流和經貿
合作、培育華人子弟和增進僑胞聯誼的
宗旨，各位委員共同努力推動華文教育
事業的發展，並得到中英兩國政府機構
和各界僑胞的支持，如教材、資金的捐
贈，都通過基金會直接頒贈給各中文學
校；基金會於2007年和2010年在曼城舉
辦了兩次歐洲華文教育研討會；基金會

左起：楊鉅森、陳傑、林健邦、鍾榮彬。
還多次舉辦中英兩地學生的文化友誼交

流；當中也不少得國內多個省市政府的
支持，如原青海省副省長、現重慶副市
長何挺、廣西省梧州市政府、吉林省海
外交流協會、青海省對外友好協會、河
南省海外交流協會等。
中國駐英大使館僑務參贊李輝也對
基金會致以鼓勵和讚揚，稱基金會對華
文教育事業的支持，對於弘揚中華民族
的優良傳統文化和支持華僑子弟的學習
成長都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強調，華文
教育事業是一個公益事業，需要熱心人
士的支持和貢獻，英國僑胞在此做得非
常好，如倫敦格林威治中文學校，成立
至今32年非常不容易。
中國駐曼徹斯特總領事館副總領事
陳傑表示，目前全球各地燃起的漢語熱
是有目共睹的，這不僅因為中國經濟的
騰飛，也因為許多能人志士抱著推廣中
華文化的使命感不斷努力，如英國華文
教育基金會，把對祖國的思念之情融入
到華文教育事業里，她希望在日後更多
的七年里，在社會各界、大使館和總領

本報商業消息
春光爛漫的５月，麒麟電視為
您和您的家人準備了眾多女性觀眾
喜愛的影視精品，邀請您一同走進
平凡生活，分享萬千感動，就讓自
己放輕鬆吧！麒麟電視獨家提供高
畫質、真高清熱門節目，使用任何
高速上網服務，皆可收看麒麟電
視。多種碼流適應不同帶寬，觀看
流暢、無緩衝。麒麟電視 70+個國
粵語熱門電視頻道，內容涵蓋：時
事新聞、綜藝娛樂、熱播劇、兒童
動漫、美食養生；陣容包括鳳凰衛
視、亞洲電視本港台、家娛頻道、
長江劇場、昆侖劇場高清、麒麟綜
藝頻道高清、兒童頻道、央視戲
曲、中國電影頻道、北京電視台高
清台、東方衛視高清台、湖南衛視
高清台，江蘇衛視高清台和浙江電
視台高清台等，月費僅10.99鎊起，
更多新客戶的優惠詳情，請洽44
(203) 514-2660。

前排左起：沈觀茂、邱百喜、葉錦榮、周平耀、李輝、鍾榮彬、陳傑、楊鉅森、林建邦、
楊希雪、葉煥榮、李啟泰、林發富、鍾展鵬、黃榮本。
館的共同支持下，基金會越辦越好，正
如鍾會長所說的「眾人拾柴火焰高」。

培育華人子弟功不可沒
基金會主席楊炬森MBE謙虛地表
示，基金會還有很多需要改善和進步的
地方，他還表示，隨著海外移民逐漸增
多，無論留學生還是移民第二代，華文
教育的需求都比以前增加，他因此代表
基金會希望能繼續支持新一代華人子弟
認識祖國、繼續支持僑務工作，並與其
他華文教育機構加強合作、促進交流、
取長補短，以取得更完善發展，也讓更
多外國人瞭解中國的文化，讓中文成為
走遍世界的國際語言之一。
基金會法律顧問黃艷彤回憶其在中
文學校執教的經驗，她理解很多英國長

大的華人子弟在學習中文遇到不少難
題，如時間分配、朗讀發音和書寫筆劃
等，但熟悉中文將對華人青少年日後發
展起著重要作用。
榮譽主席曾永健以一名品學兼優的
英國華裔學生為例，劉同學是帝國理工
大學成績名列前茅的優秀學生，但他卻
不懂中文，在基金會和廣州市政府合力
推動的尋根交流學習訪問團中，劉同學
是16名英國華裔學生參與者之一，他在
10天的密集課程中結識了志同道合的朋
友、學會書寫中文，還加深了對中國文
化的認識。
此外，書畫家楊希雪MBE也在致詞
中鼓勵大家不放棄對華文教育的推動，
並身體力行，即席揮毫獻畫籌款，多幅
秀麗的畫作為典禮增色不少。

關注女性，關愛母親
《北京愛情故事》 ICN國際衛
視正在播出。
作為2012年的開年大戲，全新
都市愛情劇，《北京愛情故事》由
《士兵突擊》主力人馬陳思成、李
晨、張譯攜手佟麗婭、張歆藝等聯
合主演，講述三個家境、性格各不
相同的青年男女面對愛情、事業的
人生態度和抉擇，全劇穿插商戰、
愛情等元素，表現了年輕一代對殘
酷青春的深刻反思。
《青春四十》 鳳凰衛視 5月1日
起播出。
現代都市情感劇，講述三位
四十歲左右中年單身女性的情感歷
程，譜寫一段跌宕起伏又極具浪漫
色彩的都市愛情戀曲。
《武則天秘史》昆侖劇場-高清
頻道 5月7日起播出。由澄豐執導，
殷桃、劉曉慶、斯琴高娃分別飾演
青年、中年、老年武則天的古代宮
廷歷史傳奇電視劇。

第四屆北愛華人高球賽圓滿舉行
本報訊
第四屆北愛爾蘭華人高爾夫球公
開賽4月24日在北愛首府貝爾發斯特比
弗 (Belvoir)公園的高爾夫球俱樂部完美
結束。作為本次公開賽主辦方，北愛爾
蘭華人高爾夫球會隊長李冠熙先生說，
高爾夫球運動在北愛華人圈內越來越流
行﹐它不僅是一項時尚、高雅的運動，

北京£466

含稅
起

奧地利航空

夏季特價
行李46公斤

的陳永安先生奪得﹔而亞軍和季軍則分
別由貝爾發斯特的劉奕良先生和張漢純
先生獲得。賽后除了有優厚的獎品獎勵
得勝者外﹐還有豐富的睌餐。
北愛爾蘭華人高爾夫球會一向以來
都秉承其宗旨﹐積極組織和參與不同
的賽事﹐為北愛華人社區的發展籌款﹐
貢獻良多﹐當天光是一桿進洞獎就為慈
善機構籌到175鎊﹐而在去年9月份舉辦

香港£588
芬蘭航空

含稅
起

來自英倫三島的高球好手聚北愛。
的高爾夫慈善邀請賽為北愛華人資源中
心､北愛中文學校及北愛長者組籌募了5
千英鎊。

廣州£586

北京/上海/福州/廈門同價
含稅
起 免費經停香港

現代文化01612364014
城 益萬公司01616829988

利 物 浦 光明書店01517089235

餐館請人

聘請二廚

家務助理

外賣出讓

Surrey(E5360)

伯明翰(E5376)

北倫敦(E5390)

Redhill Surrey(E5381)

Reigate離倫敦Victoria
30-45分鐘車程有
居留可報稅經驗熟
手會中英樓面廚師
07585700088

伯明翰五月花菜館
Mayflower Cantonese
Rest請二廚和尾鑊
需有經驗請電07710379875洽

有經驗家務助理需處
理日常家居清潔及煮
飯需留宿可即時開工
請致電07931538213

樓上二房一廳年期12
可續期租14千生意5至
6千售150千有意電
07946204782

尋人啟事

收購丁權

無骨雞腳

徵婚港女

(E5378)

(E5388)

(E5368)

(E5389)

新田上水大埔八鄉
十八鄉聯絡電話
0759 397 0467洽

即將營業無骨雞腳供
應手工精細品質優價
錢公道查詢詳情請電
07440478824洽

吳43歲160cm喪偶端
莊大方善解人意覓有
責任心人品好真心成
家健康男伴電
0085251156332

尋訪李文先生香港西
頁黃竹洋村人士如有
親友知其下落請電
07767121909彭

法國代理

英國代理

伯 明 翰 聯合旅遊01216666338

巴黎13區

萬年樂影音總匯01 45 86 63 64
通用電子公司01 45 85 49 62

分類廣告 效力宏大

分 類廣告刊登表格
地區 —

查詢: 020 8732 7628
傳真: 020 8732 7630

地址: 1/F, Unit 3,
Technology Park,
Colindeep Lane,
Colindale,
London NW9 6BX

聘請

招請

瑞士Neuchatel市中餐
廳現聘全職女服務生一
名中法語年青單身包吃
住薪優有意者請電洽
+(41)327244400或手機
+(41)788236868 (F0212m)

Rest. De Muur, Oude Rijksweg 2, 3881 ED PUTTEN招請一位有居
留報稅熟手二廚主要負責能代替大廚能設計簡單餐牌持有效高級廚
師證件和兩年工作經驗或三年以上在餐館工作經驗與領導能力是首
選工資根據荷蘭行業CAO工時38小時/周請電：(0031)341 - 354336

6區複式住宅

14區找男女按摩師

近里爾日餐

91區中日餐館

土耳其時裝工廠

外省中餐自助餐

170㎡巴黎高尚住宅區
複式住宅出售價300
萬歐元有意請電
0608580769

開業多年客源穩定現招
男女按摩師年齡不限需
本人居留時間靈活全工
半工均可絕對正規無色
情服務 0699177522

招魚生串燒各一名
帶居留包吃住有
網路有意者聯繫
0625222322

離巴黎20分鐘快線
站找服務員晚上半
工一名有意者請電
0624621883

找外車工貨多工資好
電話07 62 50 41 96

招聘熟手二手三手兼
油鍋備本人居留薪優
無線上網有意者請電
0624761723

(F0131m2)

(F0130s)

(F0203)

(F0201m)

(F0129s)

(F0507m)

93 Pantin綉花工廠

含稅
起

德國漢莎航空

PUTTEN (E5384)

招聘工人需懂操作綉
花機器和講法文五天
制工作薪水高意者來
電詢問 01 48 10 24 90
Monsieur Michel 06 20
61 51 14
(F0206s)

上海£566

46

國泰航空

倫敦唐人街 光華書店02074373737
新關貿易有限公司02074377468
曼

行李 公斤

行李 公斤

30

還能起到鍛煉身体的作用，有交流、商
務和利用好業餘時間的功能。希望借此
比賽以球交友，團結華人，為北愛華人
社區發展作出貢獻。當天參賽者除了北
愛高爾夫球會會員以外，還有來自南愛
爾蘭、伯明翰、紐卡素和蘇格蘭哈密爾
頓(Hamilton) 地區等地的高球好手，人
數70多人。比賽設有不同的獎項﹐經過
激烈的爭奪戰﹐最後冠軍由來自伯明罕

炸油鍋和洗碗工

法國中華旅行社

想要裝修嗎

專業木工裝修

待聘

求職售貨員跟理貨

離巴黎150公里包吃
住備本人居留有意者
請電06 86 83 65 03

聘請司機一名有九人座空
調車做團經驗可兼導遊到
法國周邊國家如荷蘭布魯
塞爾等地旅遊意者請電
01 45 82 00 40 或06 81
68 49 92
(F0213s2)

專業木工泥水工管道
工批灰油漆工保證質
量價格最低請快致電
06 20 08 05 88 (王)

木地板各種傢俱吧台
牆紙油漆泥水批灰等
雜工有需要老闆請聯
繫0762497709

本人求開車理貨工作
能駕各種車型用人老
闆請電0661214035

女會基本法語找批發
店售貨員或理貨員雜
工也可以吃苦耐勞
0603676782

(B0323m)

(F0215m)

(F0221s)

(F0218s)

(F0210m)

待聘

待聘

意大利餐館讓

77省Tournan en Brie
火車站旁人流大勿失置業良機現有1)Cafe
Bar商鋪住宅6居室共120平佔地面積240平
garage20平另有土地130平 2) 8居室共160平
貨棚40平土地471平以上兩項可分開賣或一起
讓共62萬歐歡迎電洽0627880463

非誠勿擾

溫州人有數年駕車經
驗為食品超市長途批
發夜間送過貨有意者
請電0640541915

94區Fresnes市商業中
心位置絕佳200㎡80
座+露天20座設備齊
有空調兼營外賣月租
1800€(TTC)廉讓16萬電
0616128240/0659167452

33Gironde省讓地

本人瑞安住93區在
家帶小孩想再找個全
托半托小孩Porte de
Montreuil下一站 9號
線Robespierre電06
99 98 34 84 (F0217)

有地2000平近公路
周圍葡萄園環境好讓
22500歐請法語洽06
28 42 92 49

40歲離婚女性誠徵有
經濟基礎有愛心上進
誠懇男士為友晚九時
09 54 94 23 04

(F0518m2)

(F0921m2)

(F0220)

(F0223)

(032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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