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SLETTER
二零一七年(七月至十二月份)

夏靈基華人學校二零一七年九月新年度現開始招生
本校是非牟利志願團體組織。學校是用普通話班上課；為青少
年提供中國語文學習，發揚中華文化。歷年會考考試成績優異。
新學年度將於 2017 年 9 月 9 日開學，上課時間逢星期六 10:3012:30，校址在 N15 區的 Park View 中學。開設的年級由一年班至笫八
年的會考班。凡每個家庭超過兩位以上學童報讀，學校會給予資助減
費。在 7 月 31 日前交學費的學生一律 £185（IGCSE 班 £200），所
有在 8 月 1 日或之後才交費的均要各交 £20 逾期報名費。
另外，每位報讀本校的學生必需是夏靈基華人中心的會員，每個家庭
每年會費 £8。 欲報名請在辦公時間內親到華人中心填寫表格及繳交
學費。詳情可致電中心 0208 881 8649 查詢。

中秋節聚餐會 為慶祝一年一度充滿濃厚中國色彩的中秋佳
節，中心將在 10 月 3 日 (星期二)為大家籌備一個中秋聚餐
會。屆時除了有豐富的午餐外，更有應節月餅；歡迎各位齊來與我們
同賀佳節。票價每位 £7.50，請預早購票。

聖誕節聚餐會 在十二月的聖誕時候，彌漫著濃厚的聖誕氣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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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ervices 本中心之服務
Luncheon Club
午餐會 (星期二及五)

12 月 12 日(星期二)中心再與大家一起歡度佳節。當日有豐富午餐，
還會有抽獎及聖誕禮物派發給各位。票價每位 £7.50。

Housing Related Support
Advice Service
有關房屋諮詢服務(星期一至五)

午餐會

Chinese School / Tuition Class
中文學校/精英補習班(星期六)

星期二及星期五的午餐會如常繼續，仍以健康食品為主及有靚湯款
待。每月最後的星期五，有甜度適中的滋潤糖水/甜品代替靚湯。*請注意，
參加午餐會者，請在 11:00 前致電中心或親臨中心報名。*特別節日，如生
日會及其他節日有不同的菜單，有興趣者需在一星期前預早購票。午餐會每
位 £4.00，節慶日子的午餐每位 £7.50。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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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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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至 6 月份現金及禮物捐贈者之芳名:
柳代麗£1000、學校家長會£150、梁上官婉媚£200、Sam Ma£50、鍾翠玉
£50、譚新莧£30、周有娣£100、黃瓊仲£20、葉齊£36.80、何德珍£25、Pat
£40、董淑媛£20、劉綺蘭£20、周鳳英£10、麥秀琼£10、張惠貞£30、陳琼嬋
£5、李和£5、錢志星£20、彭英妹£20、李美蓮£30、柴菊仙£40、李妹珠
£20、劉國材£10、李梅£60、余鉅權£30、林紅£20、吳喜£10、劉通山£20。
學校獎學金捐贈:東亞銀行£300，林志美先生£300。禮物捐贈者: 葉齊，張
慧貞、黃瓊仲、周有娣、黃蘭鳳、盧金梅、遊藝會礦泉水贊助：何振強、遊
藝會麵包贊助：徐美如。遊藝會的優惠券贊助商有：Sam Ma、榮業行。

中文學校夏日遊藝會籌款日特別鳴謝： 6月24日的夏日遊藝會當
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合作下，成功籌得 £357.30。在此，特別鳴謝義工徐
美如，麥秀珍，孔麗明和張慧貞女士，她們每年都在晨早時分便開始為遊藝
會預備食物，她們的功勞功不可沒！另外，多謝在場的家長義工們及全體老
師的合作。當日籌得的款項將會撥入補助學校經費之用。
上述芳名如有錯漏，敬請原諒！

Women / Dancing Group
婦女組 / 舞蹈組
Youth Club / Activity
青年會活動 / 假期活動

福如東海 壽比南山
2017 年第三季
生日慶祝會
為七至九月份生日之會員
慶祝生辰，日期定於
8 月 22 日(星期二)舉行

2017 年第四季
生日慶祝會
為十至十二月份生日之會員
慶祝生辰，日期定於
11 月 28 日(星期二)舉行

每次/每位票價 £7.50

專業註冊針灸及中醫治療服務 - 由馬昌華醫師 (Sam Ma) 主診
治療服務時間＞星期一: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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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按摩為主-由專業按摩師 Nao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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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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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正確獨立分隔及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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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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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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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 17:00 (必須預約)。任何資詢者，一定要提供真實資料; 如資料
不真實,職員會立即停止進行幫助。
本中心絕對不容許任何不誠實的申報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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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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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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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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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使用者不禮貌對待任何員工/會員
，會立即被停止使用一切服務。

£ 80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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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及備注：所有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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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一天遊，購買車票後，任何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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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旅遊集合及回程地點會在 Costa coffee / Turnpike Lane 外（如有更改會另行通知）

（1）【懷特島 3 天/ 2 晚之旅】Isle of Wight 04/08/2017（星期五）出發
* 如少於 40 人團，將不成團

每位 £145 (票價包含：兩早，晚餐及住宿在 Medehamstede Hotel•晚上 7:30-8:30 酒吧間 £1（適用條
件）•一次遊覽 – Ventnor Brighstone & the Needles Park 全日蜿蜒在島嶼南部海岸，參觀其傳統的海濱小鎮
和鄉村。)
享受超過 60 英里的驚人的未受污染的風景，豐富的事情和舊的和新的混合從歷史的景點到自然的美食！
首先到特諾令人愉快的海濱度假勝地，其古樸的海港，可愛的海灘小屋和傳統的商場。然後，沿著海岸線
前往漂亮的 Ventnor，Brighstone & the Needles Park Brighstone 村，有機會參觀懷特島珍珠，以自製奶油茶
或只是學習珍珠。
最後，參觀訪客中心的 Needles 公園，在工作中觀看玻璃鼓風機，或者欣賞到 Alum Bay 多色沙灘和令人
驚嘆的綠松石水域的鳥瞰圖。
*旅程出發時間未定。回程時間: 傍晚時份返回倫敦。

（2）【紐基週末 4 天/ 3 晚休閒遊】Cornwall Newquay

20/10/2017（星期五）出發

* 如少於 40 人團，將不成團

每位 £195 (票價包含：Sandy Lodge Hotel 酒店提供 4 天/ 3 晚的晚餐住宿和早餐•一次遊覽 Isles of
Scilly 錫利群島時間探索迷人的 Newquay 紐基海濱度假勝地)
Cornwall Newquay 熱情的當地人，令人驚嘆的大西洋海灘，特殊的野生動物和令人驚嘆的乘船遊覽，有很
多理由參觀錫利群島！你可以預期一些在英國最驚人的大西洋衝浪的海灘。
行程如下: 短途旅行 Excursions（地點可能修改）
在美麗的海灘和豐富的歷史的康沃爾文化之地！沿著海岸旅行，將參觀聖艾夫斯（St Ives），這是一個美
麗的獲獎海灘小鎮，擁有有才華的藝術家，精美的商店和有趣的博物館。之後，將通過 Lands' End，英國
最西南角的地塊，與岩石峭壁，海洋噴霧和戲劇性海洋的混合。最後，將在彭贊斯（Penzance）停留，這
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港口，可以欣賞到聖邁克爾山的美景。
康沃爾郡和波爾多克鄉村 St Ives, Lands End & Penzance - 全天: 穿過 BBC 系列 Poldark 著名的康沃爾景
點。
首先，前往 Padstow，以其懸崖峭壁和美麗的駱駝河口和 Tregirls 海灘未受破壞的景色而聞名。波爾達克
的虛構的南帕布灣（Nampara Cove），寬闊的沙灘的美麗難以置信。接下來，探索野生的 Bodmin Moor，
崎嶇的鄉村是戲劇性故事線的完美搭檔。最後，前往聖奧斯特爾（St. Austell's）附近的 Charlestown，原來
的二級上市港是這個令人興奮的十八世紀戲劇的完美背景。
*旅程出發及回程時間未定。

*敬請留意: 正在籌備另一旅游，將在 2018 年 5 月後出發。如有進一步消息，詳情會稍后公布!

活動詳情請看內頁
健 康 午餐會

星期二及星期五，午餐每位 £4.00。 免費量度血壓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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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中醫針灸服務

星期一，三，四及五。必須預約。詳情請看內頁

養生氣功班

星期一及星期五，傍晚 18:30 開始。詳情請看內頁

免費健 康 舞 蹈 班 『 全 健 排 舞 』 班 ' Line Dance ' ， 逢 星 期 二 ，下 午 1:30 - 3:00
生日會慶祝

22/8 -第 3 季為七至九月份生日之會員慶祝， 28/11 -第 4 季為十至十二月份生日之會員慶祝

中文學校招生/開學 九月新年度開始招生。09/09/2017（星期六） 開學，上午 10:30 - 12:30
2017 旅遊系列

詳情請看內頁

中秋聚餐會

03.10.2017 (星期二) 中秋慶祝會。票價每位 £7.50

聖誕聚餐會

12/12/2017(星期二) 抽獎及派發聖誕禮物慶祝。票價每位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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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令時間

29.10.2017 星期日零晨時段，謹記將時鐘撥慢一小時

聖誕及新年假期

中心休息，由 22/12 下午二時開始至一月一日。2018 年 1 月 2 日(星期二) 回復正常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