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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联旅游部】北爱尔兰复活节精选五日游火热报名中
3 月 12 日报名截止，还在犹豫什么！

行程安排：
第一天(30March)
第二天(31March)
第三天(1 April)
第四天(2 April )
第五天(3 April)

牛津学联：牛津-曼城（371miles）-卡莱尔
卡莱尔-- cairnryan-贝尔法斯特
贝尔法斯特-卡里克索桥-巨人之路-海滩 Magilligan-墩路斯城堡
贝尔法斯特-苏格兰 Cairnryan-利兹
利兹-霍华德-牛津大学

注意事项：
1. 旅费全程为学联优惠价 £278（小孩 12 岁以下£258），包括领队费，旅游车司机服务费和交通轮渡费用（£24）
，以及 3
晚星级酒店标准间及早餐

2. 旅费不包括旅游保险，所有景点门票，以及午餐和晚餐
3. 为了确保人数，请尽快报名
4. 本次活动是学联与王潮集团合作定制，学联独立成团，全程附中文导游讲解
报名方式：
名额有限，请尽快报名，先到先得！
！请发送邮件至 travel@oxcssa.org ，注明报名人的姓名，人数，联系电话（机号），
房间需求。
报名截止日期为 3 月 12 日，请于截止日期前完成付款，否则名额无效。
付款方式：
请银行转账给 刘鑫 Bank: Lloyds Bank， Account name: Liu Xin， Account number: 22513860， Sort code: 30-91-00，Please
write your name in the reference，为确保您的名额，请及时完成银行转账。
旅游部联系电话:
施雯
（07923218091）
章文婧 （07523373348）
刘鑫
（07516378998）
邮箱：travel@oxcssa.org
详情请见附件

2. 牛津华人篮球 3 对 3 争霸赛
有人说，刷作业到心烦，看比赛到手痒，就算是全明星一群人胡乱投三分也提不起劲！
有人说，哥当年，投得了三分，扣得了篮，打得成二加一，玩得起一条龙，只是现在老咯...
有人说，一个冬天都没运动了，长胖了两位数，好怀念当年球场上飘逸的自己。
不要再讲了，都是借口！那么现在机会来了，你敢来战吗！
无论你是要一解球瘾，还是要证明自己，或是只是为了出一身汗，减脂烧油，我们都会给你提供一个完美的舞台。
在这里你不仅能一展你的球技，还能认识对篮球有同样热情的朋友们。想想比赛后，围在一起喝喝啤酒，吹吹牛，多么乐
哉！
所以还在等什么，现在赶快叫上你的小伙伴组队来参加我们牛津华人三对三篮球赛吧！
等你来战！
前四名将有精美制作的奖牌哦~
活动详情：
报名人数：每队 4 人
报名截至：2015 年 2 月 27 日(周五） 23:59
时间：2015 年 2 月 28 日 17 点-21 点
地点： Rye St Antony School， Pullens Lane, Oxford OX3 0BY
举办方：牛津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牛津布鲁克斯中国学联
联系人：夏晋 jin.xia@st-hughs.ox.ac.uk 07984854271 微信号：tedxiajin1995
张嘉祺 jiaqi.zhang@lmh.ox.ac.uk 07421227367 微信号：maxfly898
韩文韬 14064851@brookes.ac.uk 07448498474 微信号：Hahn91

报名请戳：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eSy9VMtXqWrqdaY9PphT2yL9naCJT_fBBR1LsyFyfOc/edit?usp=sharing

详情请见附件
3. Research Participants Needed
Research tittle: 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 school private tutoring experience
of Korean and Chinese students from home country and self-regulated learning in undergraduates at University
of Oxford
The conditions of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1. Current Oxford Second & Third year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2.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s in China (mainland)
3. Had some high school private tutoring experience in China (mainland)
The objective of my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high school private tutoring experience of Korean and Chinese
students from home country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self-regulated learning in
undergraduate study at University of Oxford. In this survey,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is used as a term
that indicates cram schools, individual tutors, via the internet, and through broadcasting media, which is
widespread in South Korea and China. Respondents are Korean and Chinese students at University of Oxford who
are currently second and third year of undergraduates. Students are asked to reflect on private tutoring
experience in their home country during high school years and their second and third year of undergraduate

study.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this survey refers to the processes and results of preparing for collections
and tutorials. Self-regulated learning is defined in the survey as the use of learning strategies both in the
process of preparing collections and tutorials and after receiving academic results. This survey is therefore
expected to draw some implications of high school private tutoring participation in South Korea and China on
undergraduate learning experience at University of Oxford.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taking part this research, please contact Jane Jihyun
Lee(jihyun.lee@ssho.ox.ac.uk), MSc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4.【学联就业部】交通银行第十期管理培训生海外招聘
交通银行始建于 1908 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商业银行。 1987 年，交通银行重新组 建，成为新中国第一家全国性
股份制商业银行。 2005 年， 交通银行在香港联交所成功挂牌上 市，成为第一家完成财务重组的国有控股银行、第一家
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的大型商业银行 和第一家在境外公开上市的内地商业银行。 2006 年，交通银行成为“中国 2010 年
上海世博会” 唯一商业银行全球合作伙伴。 2007 年，交通银行成功回归 A 股市场。 2014 年，交行在《银行家》 杂志全
球 1000 家银行一级资本排名中位列第 19 位， 首次进入全球银行 20 强；连续 6 年跻身《财 富》杂志世界 500 强榜单，
排名第 217 位，较上年提升 26 位。 截至 2014 年 9 月末，交行资产总额 为 6.21 万亿元， 2014 年前 3 季度实现净利润
515.22 亿元。
为培养和储备未来高级管理人才，交通银行于 2005 年在国内银行业中率先实施管理培训 生项目。 截至 2014 年 8 月，
交行已从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浙大、南大等国内知名 高校和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英
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LSE 等世界一流大学优秀硕士、博士研究生中累计招收九期共 270 余名管理培训生。
梦想，领导未来。交通银行现热诚邀请有志于投身中国金融事业发展的牛津大学中国留学生加入交通银行管理培训生团队，
与我们共创美好未来！
有关项目详情和申请请见附件！

5. 南京市玄武区“321 人才计划”
南京从 2011 年开始实施“321 人才计划”
，只要是硕士以上文凭或有副高以上职称，有项目，有团队，即可在网上申报。
对于入选扶持项目的，政府将给予 100/200 万元创业启动资金，提供不低于 150/300 万元的创业投资和不低于 150/300 万
元的融资担保；提供不少于 100 平方米工作场地和不少于 100 平方米人才公寓，三年内免收租金，以及其他一些配套扶持
政策。
玄武区作为南京市的中心城区，地理位置优越，各项配套齐全，是南京市委、所在地，区域面积 75 平方公里，常驻人口
65 万。玄武区高校院资源丰富，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经济实力位居南京主城区前列。
2015 上半年“321”申报截止日期：2015 年 5 月 20 日。321 人才计划”详细信息请见 http://www.njxw321.com,创业计划
书的模版以及“321”评估体系请见附件。有任何关于申报的问题请联系：
南京市玄武区投资促进局 曹芳
地址：南京市珠江路 455 号
电话：025-83677066

邮箱：20491315@qq.com
QQ：20491315
南京市玄武区投资促进局 杨晨
地址：南京市珠江路 455 号
电话：025-83677066
邮箱：895811264@qq.com
QQ：895811264
详情请见附件

6. Fish Lorry
FISH IN OXFORD MARSTON FERRY RD OX2 7EE * FRIDAY * 7PM FOR SALMON+CRAB+LOBSTER+KING PRAWN +MACKEREL+RAZOR
CLAM+FRESH FISH. CALL DAVID 07711 188045 AND JAMES 07808 956658. HAPPY CHRISTMAS!

Sent by Oxford Chinese Students & Scholars Associ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