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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monials from ou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UKSTEM团队：

Mike Cargill BSc CENG MICE - Director UKSTEM

迈克的具有感染力和热情让所有年龄的人都能够开启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惊人世界。
迈克一直是一名工程师，而科学技术和数学都属于工
程的一部分。他是土木工程师学会的特许工程师，他
之前在土木工程设计和施工方面已有10年经验，随后

20年他在中学和工程进行学徒培训。

你可以联系 : mike@ukstem.uk or on 0750 7970399

Sally Richardson 

凭 借在英国主流教育和活动管理里担任职业发展和指导
的經驗，莎莉拥有组织经验和能力，足以管理和支持
全球STEM奖以及UKSTEM国际STEM计划的规划。
在2009年，莎莉被借调到SSAT担任社区首席执业
官，最近還共同负责为70名参加亨伯河地区STEM活

动周的中国学生安排活动。作为职业教育的倡导者，莎莉热衷于鼓励
年轻人去关注STEM系的就业机会。

您可以联系: sally@ukstem.uk or on 0797 3280614

Beckie Cargill 
作为该团队中最年轻的成员，贝基是Norstec学院的
成员，该学院期望学生参与英国的海上风电行业。在
完成南安普顿大学的工程预科学位之前，她获得了数
学，化学和地理学的A Level课程。贝基目前正在赫
尔大学攻读犯罪学和法医学。她正在推进UKSTEM
的Control Freak计划，开设夏季课程，并正在开

发Control Freak派对和软件父母编码。不言而喻，她是一个计算专
家！

你可以联系  beckie@ukstem.uk 

UKSTEM invites you to take a look at our 
website, read some of the testimonials and 
contact us so that we can help meet your 
requirements and design a bespoke STEM 
learning package to meet your requirements 

in partnership with:

INTERNATIONAL STEM 
ACTIVITY PROGRAMME

       We experienced 
STEM and VR. It’s brilliant. 

We used it to play games. On 
the second day, we did a lot of 

activities such as making a bridge. I 
think it spectacular because we made 
on our own. I also wrote the code for 

my team.
The STEM course is interesting 

and practical.”

- Youxuan W
                在5天的STEM

课程中，我们学了许多
科学的实践活动，有VR、

机器人，还有用意大利面做的“
桥”，十分好玩，我们还在STEM

中心亲手做了电动小船和火箭，有
了很大的收货。我们还去访问了大
学，知道了很多科学知识。非常
喜欢STEM课程，希望还会再

去一”- Xiwen ZHANG

             STEM课程让我们感
受很深。在那几天里，我们去

了几所大学和中学，在那里体验了
3D效果和游戏。有一件事我们印象尤

其深刻，那就是用意大利面和热熔胶枪做
一座桥。我们四个人一组，合作做一个桥。

并在桥面上画马路和车子。我们把每个组做的
桥放在一起，看谁做得桥最好。大家都认
为我们做的更好。我感受到了团结的力
量。STEM课程让我们学到了很多，

也学到了团结合作的力量。我们
的英语水平也有了提升。”

- Yang SHU

UK STEM Ltd@ukstemdotuk

 与约克郡地区的一连串教育机构合作,提供
互动及实用的STEM活动 

 多個大学校园旅游和学校访问 

 STEM全球铜/银奖项 

 英国文化和英语课程以及课程内置的活动

Call us - find 
out how we can 
help put more 
FIZZ into your 

les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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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STEM团队对于教师培训，项目开发和项目交付方面经

验丰富。近年来，该团队为客户创建并领导多个项目，包括

大学，SMart Wind，Forewind，IET，ICE和STEM 的学

习。

•   培训的设计帮助教师培养信心，以提供引人入胜的STEM活动

•   课程可以定制安排，亦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

•   根据课程长度，内容和受众，课程会由一名或两名辅导员负责

早上活动 下午活动 晚上活动

除教育计划外，UKSTEM还可以安排酒店住宿，社交和娱乐

活动以及团体/学生在访问期间的全程交通安排。

第1天 赫尔大学访问：
科学系内学习计
算机科学，机器
人学

•当地行业访问 
(STEM系）
•全球STEM奖项工作

•晚餐
•晚间教程（例如英语
课程）

第2天 •参观约克大学和国家
STEM学习中心
•全球STEM奖项工作

参观风景如画的
乡村村庄，包括
下午茶

晚餐和活动

第5天 参观The Deep赫
尔水族馆
在The Deep举行
的教育活动

第3天 当地独立学校一日游：
•实用的STEM活动和参与学校课程
•全球STEM奖项工作

参观Cave Castle
的学生演讲， 全
球STEM颁奖典礼

•晚餐
•英语课程/文化教程

参观当地的海滩和
炸鱼薯条餐

晚餐和活动

第4天 当地沿海学校一日游：
•实用的STEM活动和参加英语儿童的学校课程
•全球STEM奖项工作

该计划将完全根据您的团队的具体需求而设计，同时考虑到参与年轻
人的年龄和他们对英语的理解程度。

CPD / 教师培训：

UK STEM Ltd@ukstemdotuk

英国STEM有限公司的团队热衷于通过一系列有趣和

令人兴奋的年轻人教育活动，将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现实化。

国际STEM计划时间表 (样本)

该计划项目的一部分，学生会参加STEM全球铜奖和/或银奖活

动。 全球STEM奖励由UKSTEM，Mindsets和伍尔弗汉普顿大

学合作开发，使学生有机会探索STEM挑战和研究现实世界。 

这计划可以根据您的学生需求进行定制及包括以下内容: 

•   与约克郡地区的一连串教育机构合作,提供互动及实用的STEM活动 

•   多個大学校园旅游和学校访问 

•   STEM全球铜/银奖项 

•   英国文化和英语课程以及课程内置的活动

英国STEM团队对于教师培训，项
目开发和项目交付方面经验丰富。
近年来，该团队为客户创建并领
导多个项目，包括大学，SMart 
Wind，Forewind，IET，ICE和STEM 
的学习。
 

培训的设计帮助教师培养信心，以提供引人入
胜的STEM活动

课程可以定制安排，亦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

根据课程长度，内容和受众，课程会由一名或
两名辅导员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