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SLETTER
2018 年度 2 月 18 日週年大會及【戊戌狗年】新春慶祝會
夏靈基華人中心理事委員會特此通知各直屬會員〔夏靈基區居民〕，
中心的週年大會現定於 2018 年 2 月 18 日（星期日），正午 12:30 在
Russell Square 中國城大酒樓舉行。週年大會的通知信及提名人表格會
在一月份寄出給各直屬夏靈基區的會員。當日亦同時舉行【戊戌狗年】
新春慶祝會，所以凡滿 75 歲或以上的中心會員均獲免費享用當日午餐
(名額 50)，滿 65 歲或以上的會員半價，即每位 £12.50 (名額 40)。

*請注意: 所有以上優惠只供已在本中心有 2 年以上參加中心服
務的會員（Active Member）
免費及半價票指定登記日期：由 1 月 23 日(星期二)上午 10:30 開始
（先到先得，直至滿額）。報名者必須親自報名，出示身份証明〔如長
者車咭〕。
*獲免費及半價優惠票者，如預知在當日前不能出席，請在 2 月 10 日前
通知中心；不能擅自找人代替，中心會將退票給予後備的會員。若 2 月
10 日後才通知中心，任何事故，所有票費恕不退還。
*欲購原價 £25 餐票的會員請在辦公時間內到中心購票！

【真誠致謝】各位的熱心捐贈

(排名不分先後,如有錯漏,請諒!)

以下是 2017 年 6 月至 12 月份現金及禮物捐贈者之芳名:
現金捐贈者：Pat £40、李妹珠£20、李國安£20、黎炳光£50、(中秋節):李瑞生
£40, (生日會):葉齊£40、林祥£10、周有娣£30。(學校):Mrs Crawley £10、(聖誕
節):李美蓮£30、彭蓮開£20。禮物捐贈者: Lee Pitkin、Sam Ma、葉齊、黃瓊
仲、周鳳英、董淑媛、何德珍、徐美如、李春蘭、Sou Yu、溫長娣、梁瑞
華、羅秀瓊、陳肖菁、彭蓮開、Brenda Rice、林勇、柯李玉梅、何玉燕

本中心諮詢服務 是由夏靈基市政府資助本會給居住於夏靈基區
的居民；用者必須居住於本區，並登記為本中心會員。諮詢服務逢
星期一至星期五，由 09:00 – 17:30 (必須預約)。任何資詢者，一定要提供真
實資料; 否則職員會立即停止進行幫助。
服務內容包括填寫房屋申請及其他与房屋有關的服務，各种社會福利或稅務
福利等等申請;傳譯/翻譯來往有關書信。中心職員所提供的諮詢服務是無須
負上任何法律責任的。
諮詢使用預約系統 - 每次不超過 60 分鐘，第一次約見會作出初步評估是否
可以幫助用者的要求; 6 個月總結一次個別用者的檔案並需要用者簽名同意
，所有个人資料及檔案絕對保密。
諮詢服務不提供有關移民，生意上，申請貸款或作擔保人等等的帮助和服務
。如用者不禮貌對待任何員工/會員，便會立即被停止使用一切服務。

健康午餐會

星期二及星期五的午餐會如常繼續，仍以健康食品為主。午
餐會票價每位 £4.50。 *請注意: 參加午餐會者，請在 11:00 前致電或親臨中
**特別節日，如生日會及其他節日會有不同的菜單，有興趣者需
心報名。
預早購票。節慶午餐會票價每位 £8.50。
**注意：因食物衛生安全，所有午餐會食物不能帶走或外賣。
*** 對食物過敏通知 : 本中心準備的食品可能包含以下成分：奶，蛋、燕
麥、大豆、花生，任何堅果類，魚和有殼海鮮等。
請向職員查詢或自行決定是否應該進食。任何後果，中心不會負責。

二零一八年(一月至六月份)

夏 靈 基
華 人 中 心

訊

Haringey Chinese Centre
211, Langham Road, London, N15 3LH

電話: 020 8881 8649
電郵: chinesecentre@btconnect.com
網址:www.haringeychinesecentre.org.uk
Opening hours: Mon-Fri 10:00-17:00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十時至五時
中心主席：何振強
中心經理: 葉志釗
慈善機構號碼：1051778
Funded By Haringey Council

Our Services 本中心之服務
Luncheon Club
午餐會 (星期二及五)
Housing Related Supporting
People Advice Service
有關房屋諮詢服務 (星期一至五)
Chinese School / Tuition Class
中文學校 / 精英補習班(星期六)
Women Group / Volunteer Project
婦女組 / 義工計劃
Youth Club / Holiday Activity
青年會活動 / 假期活動

福如東海 壽比南山
2018 年第一季
生 日 慶 祝 會
為一至三月份生日之會員
慶祝生辰，日期定於
1 月 23 日(星期二)舉行

2018 年第二季
生 日 慶 祝 會
為四至六月份生日之會員
慶祝生辰，日期定於
4 月 10 日(星期二)舉行

每次/每位票價 £8.50

專業註冊針灸及中醫治療服務 - 由專業醫師馬昌華(Sam Ma) 主診
每次治療服務必須預約，診時大約 45–60 分鐘。
服務診金：65 歲以上，每次 £30。65 歲以下，每次 £40。非會員每次 £50。
服務時間：星期一:09:00 - 20:00 •星期四:09:00- 12:00 •星期五:09:00 - 20:00（星期一至五由 Sam 主診）
•星期三:09:30 -14:00（按摩為主-由專業按摩師 Naoko 主診）
詳情及預約請致電中心 0208 881 8649 *除了電話預約，另一預約方法可進入此中心網址:
http://www.haringeychinesecentre.org.uk/acupuncture-booking
*如要取消預約，請在 24 小時前通知，否則會如常收取缺席的費用*
(注意：醫師及中心有權保留所有預約權利）

養生氣功,揚家太極班

專業馬醫師 Sam Ma 為大家教授的
養生氣功，揚家太極班。強身健體，深受大眾歡迎！星期一及星期五，
傍晚 18:30 開始。中 心 會員 65 歲以上每次 £1 / 65 歲以下每星期 £5。

免費全 健 排 舞 班 L i n e D a n c e 健康運動! 逢 星 期 二 下 午
13:30 - 15:00。 歡迎任何年齡人士參加。中 心 會 員 每次 50p。

【精英補習班】補習英文及數學科目。每星期六補習會分兩段時間，
第一段時間由 2-3pm，第二段時間由 3-4pm。每班人數 5 至 8 人，每科目
授課一小時，補習費每科 £10。如班人數少於五人將不會開班。家長如有
興趣及報名交費，請在辦公時間內與中心聯絡 0208 881 8649。
另外，現任數學補習班的導師 Mr Lim 可為 GCSE 及 A Level 的考生
補習，包括物理科 (Physics)詳情可在補習時與 Mr Lim 聯絡。

藥物分格包裝及送遞服務 – 免費
服務 「藥物分格包裝」專提供給長
者或需要長期服藥人士，可有條理地
分配及服藥。將您的每份藥物清楚列
明何時服用，藥物正確獨立分隔密封
在小間格內(如右下圖)，既可察覺遺
漏服藥，又可避免食錯藥的情況。包
裝間隔用完即棄，衛生方便。
如有需要中心會為您安排專業藥劑師
解釋藥物的用途，個人資料完全保
密，絕對可以放心！
詳情請電 0208 8818649
華人中心查詢。

金 榜 題 名學 校 2017 年度的

婦女組英文班逢星期三

會考 Edexcel IGSCE 放榜結果再
一次獲到了高水平的成績，消息實在
令人振奮! 今屆有 12 位學生獲得 8A*
及 A 等級的成績。這成果均有賴全體
老師，家長及學生的努力。希望
大家繼續保持佳績為學校增光。

11:30 開始。老師會教授日常英
語溝通所需的技能：閱讀，聽
力，口語和寫作技巧，發音訓
練，練習擴展詞彙和改進語
法。會員免費。

£ 883.43
不用花費您的一分錢，便可募捐給華人中心/中文學校
每次經由此網頁 https://www.easyfundraising.org.uk/causes/haringeychinesecentre/ 購物，零售商會將規定的百
分比贈款回饋轉到華人中心的帳戶中。另外，用 Easysearch 搜索捐贈，每次用 www.easysearch.org.uk 來搜索
資料，也可以為中心及學校籌募半毛錢。雖然看來不多，但加起來就可以集腋成裘!

(1)
(2)
(3)
(4)

(請在方格內填上

 號)
中心提供的活動和服務滿意嗎？ -------對中心的設施滿意嗎？-----------------職員的服務滿意嗎？-------------------需要更多的活動或服務嗎？--------------

滿意

不滿意

意見

如有什麼意見及認為要增加那一類活動或服務呢？其他提議、不滿意或讚賞可在此填寫
或加另頁紙

※

如閣下想與我們取得聯繫，請在此填上您的姓名與聯繫方式:

※提供盡善盡美的服務

用者問卷

為了 令中 心的 服務 盡善 盡美 ，並 提供 更多適
當的 活動 給各 會員 ，閣 下的 寶貴 意見 將會是
最好 的指 引。 在這 ﹃用 者問 卷﹄ 調查 ，是作
為參 考及 改進 之用 ；讓 我們 能了 解各 位的意
見和 需求 ，藉 此在 提供 的活 動和 服務 上得以
調整 和改 善。 問卷 填妥 後， 請交 回中 心。中
心會 將所 有問 卷留 為參 考及 資料 記錄 ，多謝
各位的關懷及寶貴意見。

*如您對登入此網站有疑問，請隨時致電中心 0208 881 8649 或可親臨華人中心
電腦班，免費直接教授您如何進入網站購物的步驟。

2018 旅遊及備注：所有旅行的行程和景點將根據時間，路線，交通情況及其他未可預料之意外等
多種因素而作相應的合理化調整；敬請團員給予理解和配合，特別是行程時間非常緊密，請大家
務必嚴格遵守時間。另外，法例規定，旅遊巴不能接受手抱嬰兒連同父母或監護人佔同一坐位。
*凡一天旅遊，購買車票後，任何事故; 所有票費恕不退還，可轉讓朋友代替，但需預先通知中心作紀錄。出發當
日遲到自誤，也不予退費！*所有旅遊集合地點會在 Turnpike Lane 地鐵站對面的 Costa 咖啡店外（如有更改會另
行通知），回程終點也在 Turnpike Lane 地鐵站附近，團員無論任何狀況下也不可中途下車。
*附註：在旅程完畢前建議每團員給司機小費，平均每人 £3 一天。旅程完畢前領隊會向大家收取交給司機。*
(1) 德國黑森林

6 天 / 5 晚之旅 19/07/2018 出發

*如少於 40 人報團，將不成團

旅游日期: 19/07/2018 - 24/07/2018, 票價：每位 £490,單人客房額外付 £84
票價包括: ☆遊覽3景点, ☆入住5晚Best Western Hotel, Rastatt包括早餐及晚餐, ☆從多佛-加萊往返渡輪
*這個旅遊由於在早上5:30從Turnpike Lane起程出發，中心可給團員提前一天(18號)在中心集合娛樂直到19號
早上5:30出發。詳情請向中心查詢。或 *旅巴會從 A406 White Hart Lane方向去M25, M20前往Dover，所以從
此路線途中能沿途接有需要的團員上車(報名時請查清楚是否包括您要求的集合點)。但回程只會在Turnpike
Lane下車，敬請留意！
黑森林是德國最美麗的地區之一，在那裡你會發現甚至與阿爾卑斯地區相媲美的風景。湖光山色，風景如畫! 黑森
林是一個綠樹成蔭的丘陵地帶，擁有獨特魅力的美麗村莊，坐落在鬱鬱蔥蔥的綠色山谷中。度假基地被綠色的
Hanauerland 所環繞，直接坐落在斯特拉斯堡對面的強大的萊茵河上。
行程:第一天 - 早上 5:30 在 Turnpike Lane 集合（因需要趕乘渡輪）。從 Turnpike Lane 乘旅巴到多佛 Dover，從多
佛乘渡輪到達卡萊 Calais，晚上到達德國的酒店，住宿在 Best Western Hotel 及晚餐。酒店內設有桑拿 & Wi-Fi。
第二天 - 全天:享用悠閒的早餐後，您可以弗萊堡（Freiburg）的城市享受一日遊，在弗賴堡（Freiburg）的舊城區
悠閒漫步。這個城鎮大部分都是步行街，有很古老的建築，包括德國最古老的旅館“紅熊”。
第三天 - 全天:遊覽黑森林。一個美麗的旅程在典型的森林城鎮和村莊。這是德國最陽光燦爛的地
區之一，還有一個參觀 Triberg 的咕咕鐘和櫻桃釀酒廠。然後到達黑森林中部最高處，那裡有壯觀的
景色，許多商店，畫廊和餐館。
第四天 - 閒暇自由時間，讓您有機會做一些探索/購物。
第五天 - 半天:遊覽德國邊境的國際大都市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和歐洲議會
(European Parliament) 的會場。歷史悠久的房屋和建築物，運河，有大量的事情可以看到和做，包括著名的大教堂，
博物館和優秀的商店和餐館。
第六天 - 早餐後，與德國告別，然後回到渡輪碼頭前往多佛，回程在傍晚時分。

*£50 按金需在 2018 年 1 月 19 日前繳交。按金交後無論任何情況也不可退回

(2) Eastbourne

Seaside 伊斯特本海灘 一天遊 7 月 28 日(星期六)

日期: 7 月 28 日(星期六)，旅遊巴票價：每位 £16
伊斯特本 Eastbourne 是个清洁的海洋和獲得“好海灘指南”推薦的海灘。
它提供救生員巡邏，海濱餐廳，淋浴設備，沙灘小屋，太陽椅，兒童安全腕帶計劃和兒童景點。
伊斯特本有很多餐廳和咖啡館可供選擇，酒店和酒吧。維多利亞時期的茶室，小酒館等，找到很
多滿足你的口味或渴望。 Dotto 迷你火車沿著伊斯特本海濱駕駛，沿途停留在許多旅遊景點。
單程車票每位小孩 £1， 成人 £2。火車從 Holywell Retreat 到達大西洋沿岸的港口 - Wish Tower 斜坡，Eastbourne
碼頭，Fisherman's Green，Fort Fun 和 Sovereign Center。The Arndale Shopping Centre 是伊斯特本的旅遊目的地之
一，很多品牌，包括 Marks & Spencer，River Island 和 Next 及其他商店。還有多種咖啡館可供選擇的咖啡，茶和
蛋糕。收藏品商店提供各種各樣的埃及，硬幣，老明信片，獎章和郵票。
集合時間：早上 8:15 集合 8:30 準時出發。從倫敦到伊斯特本的車程大約兩個半小時。
回程時間：下午 5:00pm 由 Eastbourne 準時開車，大約 7:45pm 到達 Turnpike Lane

*票價 £16 需在 2018 年 5 月 31 日前繳交 , * 如少於 40 人團，將不成團

- 活動詳情請看內頁
健康午餐會

星期二及星期五，午餐每位 £4.50。量度血壓服務 / 藥物分格包裝服務

夏靈基區諮詢服務

星期一至星期五，由 10:00 – 17:00 (必須預約)

專業中醫針灸服務

星期一，三，四及五。必須預約。詳情請看內頁

婦女組免費英文班

星期三 11:30 開始

養生氣功班

星期一及星期五， 18:30 – 20:00 詳情請看內頁

健康舞蹈班

『 全 健 排 舞 』 班 ' Line Dance ' ， 逢 星 期 二 ，13:30 - 15:00。每次 50p

週年大會及戊戌
狗年新春慶祝會

18.02.2018 (星期二) ，正午 12:30 開始。
詳情請看內頁

生日慶祝會

23/1-第 1 季為一至三月份生日之會員慶祝，10/4-第 2 季為四至六月份生日之會員慶祝

2018 旅遊系列

詳情請看內頁

精英補習班

補習英文及數學科目，星期六，下午 2:00 - 4:00，每科一小時補習費 £10 。詳情請看內頁

夏日遊藝會

請支持 ( 23/6/2018 ) 中文學校遊藝會，歡迎任何贊助！

夏令時間

25.03.2018 星期日零晨時段，謹記將時鐘撥快一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