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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協會二零一五年十月份會報
會長的話
我很高興向大家報告, 協會在過去幾個月內成功舉辦了多項活動，其中包括多元文化節中華村活動，松
柏中心的活動，家庭野餐日，義工感謝日，高爾夫球賽籌款日，中秋節聯歡晚會，CIBC 的”為治癒乳腺
癌義跑活動”以及舞會聯誼活動等等。
感謝會員們,各企業及朋友們的支持與贊助,今年參加高爾夫球賽打球的人數雖然比去年少，但籌款活動
依然相當成功。協會於今年 9 月第一次公開慶祝中秋節. 於 Caboto Club 舉辦了聯歡晚會，節目非常精采，
總共約有 200 人参加。更高興看到很多小朋友参加表演不同才藝與各種精彩表演。在此我要代表協會萬
分感謝所有會員的支持與參與. 更多謝所有的義工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幫助協會完成各項活動。
本協會繼續與温莎大學護士科系， 社會工作科系以及義工實習計劃 (VIP) 的學生們合作，以便讓學生義
務參與協會的各項活動方案。 學生們有機會來實習他們的學識技能並獲得行政及管理知識。華協會已被
温莎大學確認是一個可以提供學生們訓練機會的社區好伙伴.
松柏中心繼續舉辦每個月的專題講座及晚餐聯誼。此外，每周由温莎大學護士系學生為居住於嘉華大樓
的華人長者作健康檢查。另外有關政府贊助的探討華人長者需求的研究方案已完成，最後報告將於 2016
年初呈交政府相關機構。 此研究方案是由一些俱有健康學識, 了解老人需求的社會工作者及社區代表所
組成的顧問團隊指導下完成。
烹飪班於 7 月開始第一堂課，共有 10 多人參加，指導老師計劃每月介紹新食譜。協會也正在尋求教初
學班的電腦老師，希望能於明年一月初開課。
又到了提名及重新選出 2016 年度幹事的時刻了，現任的幹事們有四位已表明將不再繼續參選。 協會能
够成功經營是需要會員們的強力支持，請大家貢獻您的寶貴意見,協助此 “大家庭”更加健康發展及茁
壯。周年會員大會及聖誕聯歡會將同時於 2015 年 12 月 13 日舉行， 我期盼當天所有會員都出席参加。
在此我再次萬分感謝所有的會員及幹事們在過去的 12 個月所給與的協助及支時。
會長

徐康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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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活動:
松柏中心的活動
松柏中心繼續為社區 55 歲以上華裔長者舉辦不同題材的講座活動，歡迎社區所有華人朋友参加。 未來
兩期的活動定於 10 月 24 日及 11 月 28 日星期六在協會內舉辦. 10 月份專題是“預防跌倒” 將邀請來
自健康單位的代表來演講，11 月份專題是“美餚與美酒”, 詳情容後宣佈。
烹飪班
下一堂課訂於 10 月 27 日(星期二)晚上 6:30 上課，有興趣的朋友請向 Janny 登記報名，指導老師是勞
劉佩珠.主辦人員是林志平及伍國梅。
舞會聯誼
協會將為愛好排舞及社交舞蹈的朋友們舉辦舞會聯誼， 謹訂於 11 月 7 日(星期六)晚上 7 點半舉行，主
辦人是伍立輝及伍國梅。
周年會員大會及聖誕聯歡會 – 2015 年 12 月 13 日，星期日
懇請會員們踴躍參加 2015 年 12 月 13 日星期日的周年會員大會，您的參與將是促成協會得以成功運作
的一大元素。又到了提名及重新選出 2016 年度幹事的時刻，所有會員有權提名和参選，表格可向辦公
室索取，歡迎會員們考慮奉獻您的寶貴時間及精力來服務本協會。現任的幹事們其中有四位因個人因素，
已表明將不再繼續參選。對於目前及未來的運作及經營，本協會極願意傾聽您的寶貴意見。
請注意 2016 年是華協會成立 40 週年,將會有紀念慶祝活動.
周年會員大會時間表暫訂如下:
1:00 ~ 4:00 p.m.

- 聯誼時間

4:00 ~ 5:45 p.m.

- 會員大會，包括會長報告， 提名及選出新幹事， 財務報告及討論事項

6:15 ~ 7:30 p.m.

- 晚餐及抽獎

7:30 ~ 11:00 p.m.

- 文娛活動及跳舞

2016 慶祝農歷新年及籌款晚宴 – 2016 年 2 用 27 日，星期六
請大家記下這個特別日子.我們將於 2016 年 2 月 27 日， 星期六在 Ciociaro Club 舉辦慶祝協會 41 週
年的農歴新年晚宴，籌款晚宴主持人 Micheline Liwanpo 以及籌備小組成員已開始著手準備. 預計將
有不少精彩文化表演， 我們正在徴求贊助商， 更需要會員們的大力支持及積極參與。

3
已舉辦完成的活動:
中華村多元文化節
為了慶祝多元文化節，中華村己於 6 月 27 日和 28 日在本會所舉行。由協會會員及其他社區團體提供很
多文化節目，包括針灸、厨藝展示、唱歌, 舞蹈及功夫表演等等。我們也留意到今年參加的人數有增加。
非常感謝主辦人黄國樑、馮燕薇、林培偉以及義工們的參與及幫忙，讓中華村活動成功圓滿！
家庭野餐聚會
八月十六日(星期日)，在傑克遜公園(Jackson Park)，協會舉辦了家庭野餐燒烤活動，共有 70 多人參
加。除了地點適中，當天更是風和日麗。感謝籌辧人廖樹堂、林志平、伍立輝以及義工們的幫忙, 讓大
家享受了一天美好的戶外活動。
年度高爾夫球賽籌款日
這次籌款活動于 9 月 24 日（星期四）在 Sutton Creek Golf Club 高爾夫球會舉行，包括 14 位協會會
員在內, 共有 53 位球員參加。當日天氣晴朗,風和日麗, 大家都很盡興。
當天晚上所有球員於 Garden Buffet 聚餐並頒奬給優秀的球員，協會並頒發紀念狀及贈送一瓶美酒給各
贊助商，餐會中也提供了 50/50 抽奬活動。
我們非常感謝下列贊助商:
企業贊助商($500 元捐款) - Circle 5 Tool & Mold, Facca Inc., Gemite Products, Roth Mosey Partners &
Partners, Culmone Law Firm and an Anonymous donor.
球洞贊助商($200 元捐款) - Day and Tsui Professional Medical Services, Healthy Image, Monica Boon
Financial Services, Price Waterhouse Cooper, Sika Canada Inc., RBC Dominion Securities and Toshiba Machine.
感謝各位獎品贊助商為比賽慷慨捐出各項獎品。十分感謝這次活動的主辦人，他們是徐康、 葉志威、
Richard Wong, Eddie Chan 及 Sam Lau. 還有義工們 胡栻鐶, 馮燕薇, 林志平的協助.
這次活動為協會籌集到大約$6,500 資金。
中秋佳節晚會
為了讓年輕一代及社區認識了解華人的第二大傳統節日，中秋佳節晚會於主辦人馮燕薇領軍下，加上義
工團隊的幫忙默默籌備了好幾個月,慶祝晚會更特地請” 許群愛舞蹈世界” 編製了一場特別的舞蹈表演”
月亮女神傳說”。另外還 舉辦青少年及兒童才藝表演，表演者從 4 歲到 13 歲，共有 15 位參加。晚餐後，
觀眾欣賞了 12 項精彩的表演節目。

這次中秋佳節晚會已於 9 月 27 日星期日在 Caboto Club 舉行，大約共有 200 人參加。我們非常感謝温
莎市政府以及 Cenlix/Bell 的贊助，也非常感激所有的表演者、舞蹈者及義工們的幫忙。
晚會籌辦人更是辛苦了，他們是徐康、馮燕薇、李玉翠、甄新珠、林培偉、林志平.廖樹棠、Micheline
Liwanpo 及潘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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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BC 的 ”為治癒乳腺癌義跑活動”
自 2011 年起，協會就有很多會員參加此為籌募乳腺癌研究基金的全國義跑活動。此次活動於 10 月 4 日，
星期日舉行，有 14 位會員亳無困難地走完 5 公里。他們是徐康, 胡栻鐶,廖樹棠, 鄭影季, 勞仕耀, 劉佩
珠, 陳英德, 林玉明, 梁天澤, Josephine Wong, Janny Chow, 林淑芸, 甘慧珍和李玉翠、我們團隊共募集了
2,360 元，位居温莎十大團隊之一。 在此我們再一次感謝此活動的領隊李玉翠。

協會課程
星期一

7:30 ~ 9:30 pm

排舞 &社交舞班

星期二

7:30 ~ 9:30 pm

烹飪班 (每月一次, 最多 10 位學員)

星期三

-

未定

星期四

7:30 ~ 10:30 pm

標準國際舞蹈班

星期五

7:30 ~ 9:30 pm

中國民族舞蹈班

星期六

10:00 am ~ 12:00 pm

成人健康舞蹈班

星期日

9:30 ~ 11:30 am
1:30 ~ 3:30 pm

太極班
合唱團

捐款名單
感謝下列捐款者: (由 2015 年五月至九月)
Celia Lee
盧輝華
湯瑞蟾
Xing Yao Tan
雷鳳儀
羅英權
Dora Law
甄法民

$40.00
$20.00
$50.00
$100.00
$70.00
$100.00
$100.00
$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