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華協會二零一五年五月份會報
會長的話
夏季漸近， 希望會友跟家人與朋友們及時享受現時美好的天氣並多參與協會所舉辦的活動。
在過去 4 個月我們已舉辦了不少慶祝新年的大型社區活動以及繼續松柏長者每月聚會.感謝會員們及社
區的參與及支持。我們首次在 Devonshire Mall 購物中心所舉辦的農曆春節活動更深受大眾的歡迎，該
購物中心的管理單位更希望我們明年也能再次舉辦此類活動。
為了迎合廣大的上網使用者， 協會也因此成立了”臉書”網頁，讓會員能即時得到協會最新訊息及活動情
况，詳情請看後文。
感謝政府在 2014 年所提供的資助，協會大堂後座因而裝修改建成一個工作厨房，有新枱面、新橱櫃、
新爐子等等設備。
以下是協會已舉辦和即將舉辦的一些精彩活動:









5 月份的會員社交活動以及松柏中心的聚會
6 月 27 日 & 28 日兩天的多元文化節中華村
7 月 1 日加拿大日遊行在籌備中 --- 急需義工的參與
烹飪班即將開課 ----- 請留意訊息發佈
8 月 16 日(星期天)的家庭野餐聚會
9 月的年度高爾夫球賽籌款日
9 月 27 日的中秋聯歡晚會
義工感謝日在九月或十月舉辦

今年協會再次得到政府的資助僱用 2 位暑期工讀生，若是會員的子女有興趣與小孩為伍，並協助協會執
行各項活動，請聯絡辦公室取得相關申請詳情。
温莎市政府今年 5 月 22 日至 24 日再度舉辦世界跳水錦標賽活動，懇請大家踴躍支持此活動，為加拿大
團隊及中國代表團隊加油鼓勵。
在此我要萬分感謝所有幹事們及眾多的會員們義務地貢獻他們無數的寶貴時間, 讓協會成為一個有活力
的地方，以便大家得以學習、社交及娛樂。
會長

徐康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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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會員大會及聖誕聯歡會
周年會員大會已於 2014 年 12 月 7 日（星期日）下午四點在協會大廳舉行. 約有七十人出席.
大會主要議題如下：









審核和通過 2013 年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會長總結報告：徐康會長報告了 2014 年協會舉辧和参與的各項活動詳情。報告中英對照，會
後以電郵傳給會員参考，並存放在協會備閱。
會計師提供 2014 年財務報告草案並討論主要項目.今年協會財務狀況良好有賴年中舉辦各項
活動以增加財政收入, 以及會員們的大力支持 （例如：新年籌款晚宴，高爾夫球賽，
Bingo , 課程收費及個人捐款等等。） 會議通過了財務報告草案。 Roth Mosey & Partners
再次被任命為協會財務會計師。
幹事會成員提名: 由於個人事務繁忙, 葉志威及潘美琪兩位將不能繼續擔任為期兩年的幹事，
但他們將繼續協助協會的各項活動，為表謝意協會特贈予他們感謝狀。大會同時選出林志平
和張易莎利兩位新幹事。現任十位幹事將再連任多一年。他們是徐康、 廖樹棠、黄國樑、
馮燕薇、 李玉翠、梁天澤、 甄新珠、林培偉、 伍立輝, 伍國梅.
會中提出修改會章, 包括新增設各項會員活動, 新課程以及與社區合作交流等. 提議得到會員
贊同及通過。
會中有提及電腦課程班以及使用或租用會所地方的條件與章程. 會員馮雁薇遞交相關會務 7 項
書面提議以供幹事會參考，各項提議在一月和二月的幹事會議上提出討論並作出適當的處理。

大會後舉行了聖誕節聯歡晚宴，約有 90 多人參加。大家齊聚一堂，分別有跳舞，搓麻將，唱卡拉 O.K
等，共同慶聖誕佳節，十分熱鬧。
於 Devonshire Mall 購物中心舉辦慶祝中國新年活動
二月二十二日星期日，我們在溫莎 Devonshire Mall 購物中心舉辦了慶祝中國新年活動，有各式文化展
覧及表演， 如舞龍舞獅、寫春聯、十二生肖、民族舞及功夫表演等，吸引了好多會員及商場購物者駐
足觀賞此羊年新春盛會， 會場一角更特別安排有兒童遊戲節目攤位。
非常感謝馮燕薇及其他會員，聯合各社區義工為此次活動付出不少時間和精力，使盛會得以圓滿成功。
農歷新年籌款晚會
第 40 週年的農歷新年籌款晚會已於 2015 年 2 月 28 日星期六在温莎 Ciociaro Club 成功舉辦，這是協會
每年最大的一次籌款活動，為此委員會於六個月前即著手籌備各項事務，籌得款項將用於協會的日常運
作和支持松柏中心活動。
非常感謝籌備委員會成員及眾多義工對晚會的辛勤付出，共有 400 位嘉賓參加了這次盛宴，包括來自聯
邦，省及市政府的代表。傳統的舞獅表演揭開了晚會序幕，聯邦議員 Joe Co-Martin and Jeff Watson 的親
臨採青更增添了晚會的光彩，會長致詞歡迎嘉賓，政府代表們也帶來了他們的祝福。晚會中有各種精彩
的舞蹈及音樂表演。在這裡，我們衷心感謝協會星期六舞蹈團隊的精彩表演，也要感謝那些負責接待，
抽獎，無聲拍賣，音響操作及攝影的義工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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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在晚會上再次感謝各界贊助人士，全體表演者，義工及晚會委員會成員。同時也特別致贈花束給
Mrs. Micheline Liwanpo ，感謝她多年來對此晚會的頁獻和付出。大會向嘉賓介紹晚會籌備委員會成員如
下： Micheline Liwanpo, 徐康, 伍國梅, 潘美琪, Jacqueline Lai, 林培偉, 甄新珠, 馮燕薇以及李玉翠。
敬老及家庭新年聯歡晚會
敬老及家庭新年聯歡晚會於 2015 年 3 月 8 日在玉豪閣舉辦，共有 127 位嘉賓參加，其中包括 88 位耆老。
協會向各耆老表示特別敬意，他們不但可以享受免費晚餐並收到新年紅包。晚會除佳餚外，還有抽奬及
唱歌助慶。
會長特別向與會者介紹 2015 年度幹事， 並簡單報告協會即將舉辦的活動事項。
在這裡誠摯感謝晚會的主辦人員黄國樑、馮燕薇及廖樹棠。
松柏中心的活動
協會參與温莎雅斯郡地區華裔長者需求的兩年研究計劃方案已進行了一年多，顧問委員會己於 5 月 20
日進行審核並提供指導。顧問委員會成員包括了來自社區，醫院，温莎大學及協會會員代表。希望經過
研究討論調整後所提出的建議能幫助政府了解及處理華裔長者的需求。
中心的每月例會活動，訂於每個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六(2 月，6 月及 12 月除外)。委員會正積極尋求長者
有興趣的講座題材，若你有任何的特別提議，請不吝告知委員會。
來自温莎大學護士科系的學生在嘉華大樓舉辦長者健康護理及預防的知識講座，深受大眾的歡迎。秋季
等學生開學後此活動將再繼續進行，並會惠及中華公所的會員們。感謝松柏中心委員會的努力付出。
中華村和多元文化節
為了慶祝多元文化節，中華村將在 6 月 27 日（星期六）和 28 日（星期日）開放.。 現正在籌備各種事
項， 我們急需義工幫忙。目前暫定節目有舞龍, 唱歌及跳舞等將由協會會員負責及其他社區團體帮忙，
另外還有功夫及厨藝表演等等。負責人是馮燕薇及黄國樑。非常歡迎您的寶貴意見和參與，以便讓中華
村活動更成功！
中秋佳節晚會
今年慶祝中秋晚會將舉辦青少年及兒童才藝表演，日期訂於 9 月 27 日(星期日)於 Giovanni Caboto
Club 舉辦。相關的才藝表演很快地將會公開報名，希望所有會員及朋友的小孩， 子孫，青少年等踴躍
報名參加。協會其他課程班也將參加表演。請大家撥空參與此盛會。
政府贊助松柏中心活動的二年期己滿，因此協會將藉此活動籌款，在此預先感謝您的支持。詳情有待公
佈， 負責人是馮燕薇, 潘美琪及李玉翠。
暑期工讀生
今年我們獲得政府贊助可以雇用二位暑期工讀生來協助協會的各項事務。此職位公開給高中生及大學生
申請，申請人請將申請表格送給外務副會長甄新珠，考核委員會將於 5 月對資格符合者進行面試。
家庭野餐聚會
請大家備註在您的日曆上，家庭野餐活動將訂於 8 月 16 日(星期日) 舉行，詳細情況容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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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夫球賽籌款日
年度高爾夫球賽籌款日將於 9 月舉行，詳情容後通知。我們需要您的支持, 不論參加比賽, 奬金贊助，
或是奬品捐贈等。沒有您的繼續支持, 此球賽籌款活動也將無法維持下去。
義工感謝日
協會能成功的運作並舉辦各種活動得仰賴所有義工們的幫忙，義工們犧牲他們個人的時間來參與協會各
項活動的籌劃及運作。協會幹事們了解到光是嘴說感謝仍不够， 因此決定於 9 月或 10 月將舉辦義工感
謝日，以便能代表協會親自感謝所有的義工。詳情有待公佈。

電郵及臉書網頁
為了讓會員能確實地得知協會的各種活動及相關的外在節目等，我們鼓勵會員們能提供個人的電郵信箱
給協會, 以便用於網路傳送活動通告而已。另外， 協會也成立了臉書網頁
( https://www.facebook.com/eccca.windsor)。如你有臉書户口, 請有空給 ECCCA 發放的資料一個”贊”
並和你的朋友分享.

協會課程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7:30 ~ 8:30 pm
8:30 ~ 9:30 pm
7:00 ~ 10:00 pm
7:30 ~ 9:30 pm
7:30 ~ 9:30 pm
10:00 am ~ 12:00 pm
9:30 ~ 11:30 am
1:00 ~ 3:00 pm

2015 年幹事會成員
會長
副會長 (內務)
副會長 (外務)
財務
秘書(中文)
秘書(英文)
幹事-(公關, 文化項目策劃)
幹事-(松柏中心)
幹事-(松柏中心)
幹事- (公關, 青年活動)
幹事- (公關, 青年活動)
幹事 -(公關, 青年活動)

排舞
社交舞班
烹飪班, 每月二次, (首次課程定於 6 月 30 日)
標準國際舞蹈班
中國傳統舞蹈班
成人健康舞蹈班
太極班
合唱團

徐康
廖樹棠
甄新珠
梁天澤
黄國樑
李玉翠
馮燕薇
林培偉
張易莎利
林志平
伍立輝
伍國梅

會費
請你盡快交付 2015 年會費， 家庭會費是 20 元，個人是 10 元以及長者會費 10 元。會費是協會得以運
作的一個重要的收入來源 。
捐款名單 :請參看附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