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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nh.bc.ca
「一個讓我有歸屬感和成長的地方。」

5288 Joyce Street
Vancouver, BC 
604-435-0323

This brochure is available in English. 
Este folleto está disponible en español.

COLLINGWOOD  
NEIGHBOURHOOD HOUSE 
高羚活鄰舍中心

活動及 
服務

CNH中心大樓
5288 Joyce Street
Vancouver, BC V5R 6C9
電話：604-435-0323
傳真：604-451-1191
電郵：info@cnh.bc.ca
星期一至星期五  
早上 8 點至晚上 9 點
星期六 早上 9 點至晚上 8 點
星期日 上午 10 點至晚上 8  點

CNH 附屬大樓
3690 Vanness Ave.
Vancouver, BC V5R 5B6
電話：604-428-9142
傳真：604-451-1191
電郵：info@cnh.bc.ca
星期一至星期五  
早上 9 點至晚上 9 點
星期六 上午 9:30 至晚上 8:30
星期天 早上 9 點至晚上 8 點

http://www.cnh.bc.ca
mailto:info@cnh.bc.ca
mailto:info@cnh.bc.ca


1.  CNH 大樓 
5288 Joyce St. 

 604-435-0323

2.   CNH 附屬大樓 
3690 Vanness Ave. 
604-428-9142

3.   Terry Tayler   
早期學習及托兒中心 
2355 E. 30th Ave. 

 604-433-4459

4.   Duke Street  
早期學習及托兒中心 
2708 Duke St. 

 604-434- 5529

5.  Sarah House  
早期學習及托兒中心 
5729 Wales St.  

 604-434- 9496

6.    Norquay 學齡兒童托兒服務 
4710 Slocan St. 

 604-713-5922

7.      Renfrew 學齡兒童托兒服務 
3315 E. 22nd Ave.  

 604-431-6863 

8.    Grenfell 學齡兒童托兒服務 
3323 Wellington Ave. 

 604-434-9994

9.    Graham Bruce 
學齡兒童托兒服務  
3633 Tanner St.  

 604-713-5586

10.   Collingwood  
學齡兒童托兒服務  
3417 Euclid Ave. 

  604-713-4814

11.   RISE 社區健康中心 (CHC) 
Joyce St. at Crowley Dr.

  604-558-8090

高羚活鄰舍中心（CNH）在 Joyce 街的鄰舍中心大樓及 
蘭菲-高羚活社區內其它地點舉辦活動並提供服 
務。有關所有CNH 的地點，請參閱地圖及活動 
簡介。

CNHCNH活動地點 你可以出一份力！ 
成為高羚活鄰舍中心的 

積極份子： 

參與鄰舍中心活動或擔任義工。 

成為鄰舍中心的會員。會員可在週
年大會上行使投票權，定期收到鄰舍中
心郵寄的通訊，以及參加活動。會員
費如下：成人 $3、耆英 $2、兒童/青少
年 $2、家庭$7或終生會員 $140。如要
參與鄰舍中心活動，必須先成為高羚活
鄰舍中心會員。  

捐款。高羚活鄰舍中心為一所註冊慈
善機構（#118868298RR0001），可提
供捐款報稅收據。查詢詳情，請聯絡
本中心，或瀏覽網站 cnh.bc.ca/donate.

參與在第  23 頁內所列其中一個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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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羚活設施捐贈基金及高羚活鄰舍中心協會捐贈基
金均隸屬溫哥華基金會，並為高羚活鄰舍中心提供營
運經費。每年來自捐贈基金的收益都撥作高羚活鄰舍
中心協會的財政來源。
CNH 多項計劃和服務及很多設備的購置均由捐贈
基金資助。通過捐款或在遺囑或遺產分配中包含一
份給高羚活鄰舍中心協會的捐贈，支持  CNH，以及
繼續幫助那些有需要人士。高羚活鄰舍中心協會捐
贈基金為註冊的慈善機構。欲進一步了解如何支
持捐贈基金，請致電鄰舍中心 604-435-0323 聯絡 
Jennifer Gray-Grant。

CNH CNH 捐贈基金

查詢社區花園和果園地
點，請見第 20 頁。

http://cnh.bc.ca/d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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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E 社區健康中心 

RISE 社區健康中心是高羚活鄰舍中心最新的一個部門。 
RISE CHC 為蘭菲-高羚活居民提供直接的醫療服務和健
康促進活動，重點服務那些在獲得醫療照護方面遇到障礙
的人士。社區健康中心與標準醫生診所不同之處在於，它
們提供團隊式護理（執業護士、醫生、社區保健員、護士、
社會工作者、輔導員及其他醫護人員），並進行全方位工作
以解決健康方面的需求，包括在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方面 
（如食物、安全、住房、社會聯繫），為當事人提供支持。

RISE 的主要服務地點位於 Joyce 街夾 Crowley 街（將
於 2020 年 4 月提供服務），另一服務地點位於 Joyce 街
5288 號高羚活鄰舍中心內。

查詢 RISE 社區健康中心詳情，請通過以下方式與我們
聯繫：
電子郵件：risechc@cnh.bc.ca 
網站：cnh.bc.ca/rise 
電話：604-558-8090

mailto:risechc%40cnh.bc.ca?subject=
http://cnh.bc.ca/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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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康樂活動 ..................................................................3 – 4
托兒服務 ..................................................................5 – 7
青少年活動 ..............................................................7 – 10
成人活動 ................................................................11 – 12
家庭及社區活動 ......................................................13 – 15
跨文化社區發展 ...................................................... 16– 23
耆英活動 ................................................................ 24 – 28

一般資料
土地鳴謝
高羚活鄰舍中心能夠在  xʷməθkʷəy̓ əm（Musqueam）、 
Sḵwx̱wú7mesh（Squamish）和 Səl̓ílwətaʔ（Tsleil-Waututh）原住民
族未讓渡的傳統家園工作和生活，我們深表敬意與感謝。

就業機會
高羚活鄰舍中心（CNH）是一間跨文化、具有靈活性及面
向家庭的機構，並優先僱用本區人士。查詢招聘訊息，請親
臨本中心，或瀏覽本中心網站 cnh.bc.ca/careers。

義工機會
通過做義工來為社區作貢獻。我們的活動及計劃可為您
提供義工機會。欲了解更多訊息，請致電 604-435-0323 內
線 232，聯絡義工統籌員 Yndira Arteaga，或瀏覽本中心網
站 cnh.bc.ca/volunteer。 

資訊及轉介服務
需要幫助嗎？不清楚在哪裡獲得幫助？
我們的職員及義工可用多種語言免費為您提供幫助。
查詢詳情，請致電 CNH：604-435-0323，或致電 CNH 附屬
大樓：604-428-9142。 

請注意活動可能會更改或取消。
請致電 604-435-0323 確定活動時間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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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活動

租用場地
本中心位於  Joyce 街的主要埸地有會議室、廚房和體育
館可供租用舉辦大小型活動。多功能活動室可容納多
達 100 人；體育館可容納多達 300 人。CNH 附屬大樓有
多功能活動室，適合用作派對、表演及會議等；埸地面積
分別是 2700、1700 和 1000 平方英尺。另有一個商用廚房
和一個藝術工作室可供出租。本中兒童派對套餐包括提
供一位主持人和各種活動。查詢詳情或預訂，請發電郵至  
tha@cnh.bc.ca，或致電 604-435-0323  內線 226，聯
絡 Teresa Ha。兩個地點都有免費地下停車場。

康樂活動

本中心為不同年齡和體能人士提供各式各樣的康樂和休
閒活動和服務。我們致力於提供均衡的活動，這些活動具
有包容性，並促進區內居民的健康和生活質素。歡迎到訪
本中心，瞭解一下您可參加的許多令人興奮的活動。

我們致力於消除參加本中心活動的障礙。為達到此目
標，本中心設有一項「可負擔的樂趣」計劃，本區居民
如有經濟困難，可申請減收活動費用。查詢詳情，請致
電 604-435-0323 聯絡康樂活動統籌員 Carmen Correal。

mailto:tha%40cnh.bc.ca?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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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活動

活動時間表
請到本中心索取康樂活動手冊，以便了解我們活動項
目的詳情。每月出版的「蘭菲-高羚活社區報」 (Renfrew-
Collingwood Community News) 是另一個獲得社區康樂活動資訊
的重要來源。您也可瀏覽本中心網站 cnh.bc.ca/programs，
查閱所有活動和節目的最新消息。

夏令營
夏令營活動訊息將於五月十五日開始公佈，請親臨本中心
報名。我們為五至十二歲兒童而設的專項夏令營，包括有
籃球、足球、體操、手工藝、舞蹈等許多活動！

各項活動
參加活動的人士必須繳交本中心會員年費：成人 $3，耆
英 $2，兒童/青少年 $2，或家庭 $7。蘭菲-高羚活居民可
優先報名。如名額許可，其他社區人士亦歡迎參加。以下
是本中心提供的各項活動。請注意，所列活動可能會隨
時更改。有關當前提供的活動情況，請瀏覽本中心網站  
cnh.bc.ca/programs。

兒童活動
手工藝
籃球
棍棒操
男女孩芭蕾舞啟蒙班
男女孩創意舞蹈
漫畫班
兒童體操
兒童足球
少年創意寫作
素描與繪畫
地板曲棍球
兒童街舞班
趣味數學班
音樂探索
家長及幼兒活動
藝術體操 
夏令營活動（足球、地板曲棍球、 

體操、音樂、手工藝及其他
活動) 

武術

成人活動
成人隨訪體育活動：

羽毛球
足球
排球 

社區合唱團

哈達瑜伽
健康及保健瑜伽
爵士健美操
Teatro Raices Latinas
強身尊巴舞
尊巴舞蹈 
尊巴步舞
尊巴健身班 
 
耆英活動
羽毛球
保健操
中國書法初班 
中國古典舞
咖啡會友時間 
輕緩椅子瑜伽
卡拉OK
昆達里尼瑜伽

“快樂星期一” 
(客座演講、娛樂活動、出遊)

氣功
耆英諮詢小組
強體伸展運動
太極 24、42 和 48 式
太極劍 32 和 42 式
健行俱樂部
金牌尊巴舞

標有 符號的活動在 CNH 附屬大樓進行
標有 標有此符號的活動在兩個地點均進行

http://cnh.bc.ca/programs
http://cnh.bc.ca/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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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兒服務

通過締造一個最適宜社交和情感發展，以及促進體能、創
意和智力發展的環境，我們鼓勵並支持兒童發展潛能。通
過各式各樣適齡活動和機會，提升兒童的自信心和成就
感。每天都有多種形式的活動，例如創意手工藝、音樂和
運動、認字能力、戲劇、有助促進肌肉發展的室內外遊戲、
社區戶外活動 （步行、去圖書館等），所有活動都著重於早
期教育，同時有大量自由玩耍以及建立友誼時間。如欲登
記，請填妥輪候申請表格。或有非全日的托兒名額。我們
鼓勵家長申請可負擔托兒津貼，該津貼可用於支付托兒費
（可通過 https://bit.ly/2Nz6xCy 申請）。 

嬰兒：3-18 個月齡 
高羚活鄰舍中心 5288 Joyce Street – 電話 604-435-0323 內
線 253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7:30 至下午 6 點   
收費：每月$200 （全民托兒服務試點單位）

幼兒：18-36 個月齡
兩個地點： 

高羚活鄰舍中心 5288 Joyce Street – 電話 604-435-0323 內
線 253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7:30 至下午 6點  
收費：每月$200 （全民托兒服務試點單位）

Terry Tayler 2355 East 30th Ave. – 電話 604-433-4459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7:30 至下午 6點  
收費：每月 $1090

托兒服務

https://bit.ly/2Nz6x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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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兒服務

早期學習及托兒服務：3-5 歲
四個地點：

高羚活早期學習及托兒中心 
5288 Joyce Street – 電話 604-435-0323 內線 250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7:30 至下午 6點  
收費：每月 $200（全民托兒服務試點單位）

Duke 街早期學習及托兒中心 
2708 Duke Street – 電話 604-434-5529

Sarah House 早期學習及托兒中心 
5729 Wales Street – 電話 604-434-9496

Terry Tayler 早期學習及托兒中心 
2355 East 30th Ave. – 電話 604-433-4459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7:30 至下午 6點  
收費：每月 $848

學前幼兒班：3-5 歲
兩個地點： 
附屬大樓學前班 
3690 Vanness Ave. – 電話 604-428-9142
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 1:15 – 4:15

高羚活鄰舍中心 5288 Joyce Street – 電話 604-435-0323 內
線 250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00 至中午 12點； 
或下午 1:15 至 4:15
收費:  每星期兩天，每月 $192 
 每星期三天，每月$265 
 每星期五天，每月 $457

學齡兒童：5-12 歲 
五個地點：

Collingwood 學齡兒童托兒服務 
3417 Euclid Ave. – 電話 604-713-4814 

Graham Bruce 學齡兒童托兒服務 
3633 Tanner Street – 電話 604-713-5586

Grenfell 學齡兒童托兒服務 
3323 Wellington Ave. – 電話 604-434-9994

Norquay 學齡兒童托兒服務 
4710 Slocan Street – 電話 604-713-5922

Renfrew 學齡兒童托兒服務 
3315 E. 22nd Ave. – 電話 604-431-6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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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 5 天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7:30 至 9點 
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 3點 至 6點
收費：課前及課後，每月 $418
 只早間托管，每月 $253
 只放學後托管，每月 $391
 暑假托管，每星期 $200

請注意：學齡兒童中心於七月和八月期間每周提供服務。
在教師進修日及節假日，全天提供學齡兒童托兒服務。

青少年活動

高羚活原住民青少年 C.R.E.W.
蘭菲-高羚活原住民青少年 C.R.E.W.（文化、康樂、教育
和工作）俱樂部，是一個以青少年為主導的活動項目，為
原住民青少年提供機會參加傳統大型“北方舞者”獨木
舟活動。本項目提供多項健康戶外活動，培養建造獨木
舟和水上安全技能，增強文化知識和獨木舟禮儀，以及
與原住民青少年及成年模範人物進行積極的社交活動。
通過這些活動，重點是讓年齡在 12 至 29 歲的原住民青
少年能學習新的技能，加強他們的領導角色，鼓勵他們
帶領各項活動，以及更多融入到社區生活之中。請致電 
604-435-0323 內線 265，或發電郵至 skarwal@cnh.bc.ca  
聯繫 C.R.E.W.。
收費：免費

青少年活動

mailto:skarwal@cnh.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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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活動

社區聯繫午餐計劃  
本計劃在 Windermere  中學進行。青少年活動協調員
在午餐時間舉辦各種活動，帶領新移民同學做小組遊
戲，以便幫助他們在社交環境中加強英語技能，讓新移
民同學有機會接觸其他同學。學生也有機會做義工，
並按他們的需求和興趣在市內獲取社區資源。我們還
會邀請演講嘉賓前來談談在我們周邊和城市其他地區
最新的情況。請致電 604-435-0323 內線 262，或發電郵
至 rmoya@cnh.bc.ca 聯絡 Robert Moya。
收費：免費
(本計劃由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全國安置計劃提供資助。)

為新移民少年而設的師友計劃  
在這項課外活動計劃中，十來歲的少年接受來自
Wi n d e r m e r e  中學訓練有素義工的指導。本計劃
在 Graham Bruce 小學、Grenfell 小學和 Renfrew 小學進
行。導師會組織進行與體育、美術、手工和音樂有關的活
動。本計劃的目標是讓少年建立關係、發展生活技能、
練習英語以及提高自尊心，而義工們可獲得領導力培訓
和工作經驗。請致電 604-435-0323 內線 262，或發電郵
至 rmoya@cnh.bc.ca 聯絡 Robert Moya。
收費：免費
(本計劃由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全國安置計劃提供資助。)

同伴領導力計劃：
我可以選擇 – 我們可以選擇
同伴領導力計劃是與 Windermere 中學及其小學合作進行
的項目。這是一項同伴預防教育計劃，與青少年一起處理
各種問題，涉及的議題有濫用藥物與酒精、欺凌、無家可歸
及性剝削。本計劃注重於在這些議題上向青少年進行同
輩教育，並提供資訊和工具，以便幫助他們做出健康的決
定並減少傷害。青少年將獲得各種技能，例如公開演講、團
隊合作、解決衝突和領導技巧，並提昇對社會問題的認知。
查詢詳情，請瀏覽網站 cnhpeered.wordpress.com，或致
電 604-435-0323 內線 277，聯絡 Kelly Chessman 或 Mariah 
Forsythe。
收費：免費

青少年就業前師友小組  
為青少年提供就業前培訓，通過社區聯繫活動及伙伴
機構，為他們提供各種義務工作經驗的機會。請致電  
604-435-0323 內線 262，或發電郵至 rmoya@cnh.bc.ca 聯
絡 Robert Moya。
收費：免費
(本計劃由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全國安置計劃提供資助。)

mailto:rmoya@cnh.bc.ca
mailto:rmoya@cnh.bc.ca
http://cnhpeered.wordpress.com
mailto:rmoya@cnh.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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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歡樂小組 (9-16 歲；4-10 年級)
在“星期六歡樂小組”，一班新移民孩童（4-7 年級）及青少年
（8-10 年級）每個星期六都會相聚一堂，歡度下午時光，進行
對話和積極互動，參加康樂、藝術、烹飪和其他寓教於樂的活
動。歡迎新移民家長帶孩子來參加。請致電 604-435-0323 內
線 262，或發電郵至 rmoya@cnh.bc.ca 聯絡 Robert Moya。
星期六，下午 2點至 4 點 
收費：免費
(本計劃由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全國安置計劃提供資助。)

夏季青少年隨訪活動 (10 – 18歲)
在整個夏季參加各種有趣的活動，包括小組遊戲、美術
與手工、體育館活動、燒烤樂和外遊活動。查詢詳情，請
致電 604-412-3844，或發電郵至 skarwal@cnh.bc.ca 聯
絡 Sanjeev Karwal。
星期四至星期六，下午 4 點至 9 點 (七月至八月)
收費：青少年中心會員費 (出遊另外收費)

夏季 TEAM 計劃 (11 – 15歲)
這是一個為期六週的夏季領導力培訓計劃。參與者將有機
會結識新朋友、磨練領導技能、參加有趣的郊遊活動，認
識各種社會議題，並探討您感興趣的話題，例如欺凌、社
交媒體的影響、人權等！查詢詳情，請致電 604-435-0323 內
線 277，或發電郵至 kchessman@cnh.bc.ca 聯絡 Kelly 
Chessman。
星期一至星期四，中午 12 點至下午 4 點 (七月至八月)
收費：免費

Windermere  社區學校團隊  
這個團隊與 Windermere 區內各學校及社區伙伴合作，攜
手提供課堂內外的活動。活動以改善讀寫能力、加強社
會責任感、以及提供社區參與機會為主。查詢詳情，請致
電 604-713-8180 聯絡 Windermere 中學的社區學校統籌
員 Chelan Wallace。

青少年資訊及援助服務
需要資訊、協助或支援嗎？
想了解本區為你提供的計劃與義工機會嗎？請致電  
604-412-3844 或發電郵 skarwal@cnh.bc.ca  與 Sanjeev 
Karwal 預約時間，或於青少年中心開放時間隨時到訪。
收費：免費

青少年活動

mailto:rmoya@cnh.bc.ca
mailto:skarwal@cnh.bc.ca
mailto:kchessman@cnh.bc.ca
mailto:skarwal@cnh.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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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中心
青少年中心  (10-18 歲)
歡迎隨時到訪來享受各種各樣的康樂活動、獲得支援
及教育服務。活動包括：乒乓球、足球、電腦遊戲、電腦
室、健身遊戲和體育、烹飪班、功課輔導或就是來逛逛，
輕鬆一下。查詢詳情，請致電 604-412-3844， 或發電郵
至 skarwal@cnh.bc.ca 聯絡 Sanjeev Karwal 。 
星期五，下午 4 點至晚上 9 點，星期六，下午 4 點至晚上 8 點。
收費：青少年中心會員費 (年費 $10)

羽毛球隨訪 (14 – 24 歲)
羽毛球單打、雙打或僅僅是來玩也可以。歡迎各種水平
的人士參加，有四個球場可供使用。查詢詳情，請致電  
604-412-3844， 或發電郵至 skarwal@cnh.bc.ca  聯絡 
Sanjeev Karwal。
星期四，下午 5點 至 6:45 
收費：隨訪每次 $1.5

籃球隨訪 (16 歲或以上)
使用半場或全場隨訪休閒籃球活動。查詢詳情，請致電
604-412-3844，或發電郵至 skarwal@cnh.bc.ca  聯絡 
Sanjeev Karwal。 
星期五，晚上 8:30 至 10點   
收費：隨訪每次 $2.50

家課輔導 (10 – 18 歲)
獲得家課輔導。義工可以幫助解決家課難題，並加強學科
概念。
星期五，下午 4 點 至 5:30 
收費：青少年中心會員費

青少年入廚樂 (10 – 18 歲) 
學習烹煮有益健康的膳食並發展廚藝。
星期五，下午 5 點至晚上 7 點 
收費：青少年中心會員費

青少年中心體育館開放時間  (10-18 歲)
歡迎隨時到訪，參加籃球、排球或其他體育活動。活動及開
放時間或會有變動。
星期五，下午 4 點至晚上 8:30 
星期六，下午4點至 6 點
收費：青少年中心會員費

青少年社區音樂計劃
高羚活鄰舍中心希望支持本地的藝術和文化！本計劃為
有興趣在社區帶領和參與音樂活動的青少年而設。我們
可為青少年提供排練空間、器材租賃及支持小型社區活
動的資源。全年還可提供樂器和音響設備。查詢詳情，請致
電 604-435-0323 內線262，或發電郵至 rmoya@cnh.bc.ca  
聯絡 Robert Moya。 

青少年活動

mailto:skarwal@cnh.bc.ca
mailto:skarwal@cnh.bc.ca
mailto:skarwal@cnh.bc.ca
mailto:rmoya@cnh.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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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活動
婦女基礎英語班 (PIRS)
本課程協助婦女學習加拿大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閱讀、
書寫及計算技能。可提供庫爾德語、伊朗語、廣東話及國
語支援服務。學生將了解到醫療、銀行、交通及其他社區
服務。上課期間，可同時為學員的學齡前子女安排學習
及遊戲活動，以幫助小孩在入學時有成功的開始。查詢
詳情，請致電 604-298-5888 聯絡 PIRS 的活動統籌員。
收費：免費 

英語角
這是由義工帶領的英語會話課。請預先報名但也歡迎隨
訪。請致電 604-435-0323 內線 243。
星期天，晚上 6 點至 8 點 
收費：免費 

新移民語言培訓計劃（LINC） 
LINC 計劃為新移民提供英語課程。這些課程為 19 歲及以
上的成年人而設。由合資格並且經驗豐富的教師任教，學
生在一個提供支援的環境裡學習英語。在LINC上課期間，
有 18 個月齡至五歲子女的學員可獲得就地提供持牌托兒
服務。查詢詳情，請聯絡：linc@cnh.bc.ca / 604-451-8321，
或 604-435-0323 內線 222（中文）、內線 247（西班牙語）或
內線 263（他加祿語）。
上課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點至中午12點
報名辦公時間：
星期二，上午9點至中午12:30 

星期五，上午9點至下午4:30
收費：免費 
(本計劃由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全國安置計劃提供資助。)

識字外展服務  

英語閱讀小組 
成年人及耆英可以通過閱讀簡易英文小說，提高他們英語
詞彙及聽、說的能力。請聯繫 literacyrc@cnh.bc.ca。
星期五，上午 9:30 點至 10:30  
收費：免費 
 
耆英識字及會話小組 
在義工指導下，耆英可以提升基本英文閱讀技能。參
加者學習英文字母、拼音及如何閱讀短篇文章。請聯絡
literacyrc@cnh.bc.ca。
星期四，上午 10 點至 11 點 
收費：免費 

成人活動

mailto:linc@cnh.bc.ca
mailto:literacyrc@cnh.bc.ca
mailto:literacyrc%40cnh.bc.ca?subject=
mailto:literacyrc%40cnh.bc.ca?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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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英夥伴英語班
學習英語並發展與其他耆英的關係。查詢詳情，請聯絡本
中心移民安頓服務工作人員：604-435-0323，內線 222 聯絡
Helen Su（華語），內線247聯絡 Maria Alpirez（西班牙語），
或內線 263 聯絡 Karen Caguioa（他加祿語）。
星期五，上午 10:30 至 11:30 
收費：免費 
(本計劃由卑詩省政府提供資助。)

新移民安頓服務計劃
英語、華語、西班牙語、他加祿語和其他語言  
移民安頓服務工作人員可用多種語言為新移民提供個人
幫助及資訊，包括提供訊息和轉介、協助了解社會服務
和就業資源、轉介英語培訓和支援服務等。還提供有關住
房、健康、教育、入籍及法律資訊等主題的生活技能培訓
和小組研討會，以及舉辦廣東話/國語、西班牙語、他加祿
語和其他語言的子女管教講座，並設托兒服務。請致電或
親臨本中心預約時間。查詢詳情，請致電 604-435-0323  聯
絡移民安頓工作人員，內線 222 聯絡Helen Su（華語），
內線 247 聯絡 Maria Alpirez（西班牙語），或內線 263 聯
絡 Karen Caguioa（他加祿語）。我們有能說以下語言的文
化連絡人員在本區工作：英語、西班牙語、旁遮普語、印地
語、他加祿語、廣東話和國語。
收費：免費 
(本計劃由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全國安置計劃提供資助。)

BC安頓和社區融入計劃（BCSIS）
支援臨時外籍勞工 (TFW)、 難民申請人、省提名計劃移民（PNP）、 
國際學生和入籍公民
移民安頓服務工作人員為本省新移民提供社會和經濟融
合支援服務，服務對象包括臨時外籍勞工、等待永久居民
審批的省提名計劃移民（包括在 BC 省實施商業計劃的省
提名申請人）、大專院校國際留學生、難民申請人和入籍公
民。提供的服務包括新移民情況介紹、資訊和轉介服務、一
對一諮詢、小組指導、專題講座、協助了解和辦理移民及工
作許可申請。查詢詳情，請致電 604-435-0323，內線 222 聯
絡 Helen Su，或內線 243 聯絡Guadalupe Chebib。
收費：免費 
 (本計劃由卑詩省政府提供資助。)

新移民就業計劃
移民安頓工作人員可幫助新移民撰寫履歷、介紹就業資源
並安排轉介，亦會舉辦小組就業簡介會，主題包括求職策
略和撰寫履歷。查詢詳情，請致電本中心 604-435-0323 。
收費：免費 
(本計劃由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全國安置計劃提供資助。)

成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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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活動

家庭及社區活動  

部份活動可免費參加；
有些活動則需預先報名。

Amlat’si家庭園地隨訪活動： 
學習及遊戲之家
這是一項以原住民為主導的計劃，為 0 至 6 歲兒童及其
延伸家庭而設。此計劃包括以原住民為重點的兒童識字
與發展活動、手工藝、講故事和各種趣味活動，並會提供
簡單小食。歡迎所有人前來參加，在友善、有創意、舒適
及提供支援的環境下，互相認識和交往，了解有關原住民
的知識、習俗和文化。此外，歡迎大家留下來參加「家庭
延伸計劃」。此計劃由 SMART 基金資助。查詢詳情，請致
電 604-435-0323 內線 231 聯絡 Ana Mateescu。
星期一，下午 3:30 至 5:30  
收費：免費

高羚活家庭園地
專為有新生嬰兒至六歲小孩的家長和幼兒照顧者而設。
您可以一邊喝咖啡及聊天，一邊認識新朋友。這裡會為
兒童提供美術和手工活動，還有講故事、圍坐時間、營
養小食和許多各種好玩的玩具。查詢詳情或報名，請致
電 604-435-0323 內線 241 聯絡 Satinder Singh。

CNH 5288 Joyce Street 
每周四天
收費：隨訪 $3.50，或買一張家庭園地通行證

Annex 3690 Vanness Avenue 

每月第二個星期六-免費開放

家庭及社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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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及社區活動 

家庭延伸計劃 (CAPC計劃)
本計劃專為家有零至六歲幼童的父母、祖父母和照顧者而
設，重點在促進年幼兒童及其家人的健康、營養、整體身心
健康，以及他們與社區的關係。小孩及家長可結交新朋友，
學習以積極態度互相支持和分享資源。我們知道家長和小
朋友均多才多藝，請參加我們的家庭延伸計劃，以及分享
您的個人才能。
部份活動包括：
•   各族裔/多元文化家庭晚會，歡迎家長、幼兒照顧者
及 0 至 6 歲兒童參加。每星期一傍晚舉行，由家長及青少
年負責烹調晚餐，給家庭延伸計劃會員享用。環境氣氛
輕鬆，但所有家長均需協助備餐、清潔或工藝活動等工
作。下午 3:30 開始準備晚餐，晚上 6 點用餐。下午 4:45 至
晚上 8:15 有兒童隨訪活動/暫托服務（給 0-6 歲兒童），晚
上 7 點至 8 點有專人看管的體育活動時間（給年齡較大
的兄弟姊妹）。
家庭延伸計劃有不同的活動，包括非正式的策劃會議、研
習班、嘉賓演講及傳統工藝活動等。
星期一，活動時間由下午 3:30 至晚上 8 點 

•   我們全年舉辦多個慶典活動，例如農曆新年、情人節、
母親節和父親節、感恩節、萬聖節、聖誕節以及原住
民日。歡迎大家參加，保證充滿歡笑！查詢詳情，請致
電 604-435-0323 內線 231 聯絡 Ana Mateescu。

收費：免費

住房外展服務
我們的外展工作人員可協助申請住房、維權和轉介輔導我
們的外展工作人員可協助申請住房、維權和轉介輔導服
務。如果您認識無家可歸者，或有無家可歸風險並且需要
支援和服務的人士，請聯絡 CNH 住房外展工作人員，或
致電 778-886-4448 留言。他們能幫助申請入息補助、獲得
醫療服務，並指導人們了解住房選擇，包括非營利住房與
社會福利住房申請，以及基本租屋訊息（請注意：我們不管
理任何住房。）
收費：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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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年輕父母家庭圍圈分享活動  
這個圍圈分享活動支持和幫助父母使用傳統和全面的技
巧教導孩子。家長可以放心交流意見，學習積極的管教技
巧，與社區建立更多聯繫，並獲得可用的社區資源。查詢詳
情，請致電 604-435-0323 內線 231，聯絡 Ana Mateescu 。
星期一，下午 5 點至 6 點
收費：免費

晨星計劃
參與者可共享熱呼呼的營養早餐，以及獲得服務訊息和支
援，包括住房、維權、醫療和輔導服務，並提供淋浴及衣服。
請致電本中心 604-435-0323 查詢詳情。
星期六： 淋浴和領取捐贈衣服，早上 7 點至 8 點 
 早餐時間：早上 8 點至 8:30
收費：免費

「完美難求」 
家長教育及支援小組    
本活動專為育有五歲或以下小孩的家長而設。家長可在
活動中學到更多兒童照顧和有效管教子女的方法。開辦
不同語言小組，分別在春季及秋季舉行。查詢詳請，請致
電 604-435-0323 內線 241 聯絡 Satinder Singh。  
收費：免費

高羚活社區安全
高羚活「人人認識性工作」 （Sex Work Awareness  for 
Everyone – SAFE）計劃，旨在探討與區內性工作和性剝削
有關的安全問題（針對性工作者、居民及商戶）。查詢詳情，
請瀏覽網站 safeincollingwood.ca 。

家庭及社區活動

http://safeincollingwood.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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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社區發展

跨文化社區發展

我們致力於打造一個健康、連結、令人鼓舞的社區，在這裡
所有社區成員都能茁壯成長、學習並貢獻社區。跨文化意
味著尊重文化的多樣性、發現共同點並進行創新。如果您
居住在蘭菲-高羚活社區，並對如何改善社區有想法，我們
可在以下方面提供協助：
• 提供有關本社區機會和項目的資訊
• 聯繫志趣相投的鄰居
• 發展領導力及技能
• 連繫社區資源

社區設施規劃  
通過一系列社區討論，區內居民已確立了藝術、文化和社
會設施的重點工作。本中心將繼續參與有關發展的討論。
如果您對我們周圍環境感興趣，請致電 604-412-3835 聯
絡  Jennifer Gray-Grant。

鄰舍小額撥款計劃
您對社區發展有什麼好主意嗎？由溫哥華基金會贊助的小
額撥款計劃，可支持推行建設社區和加強鄰里聯繫的社區計
劃。查詢詳情，請發電郵至 sparke01@shaw.ca 聯絡 Sheri Parke，
或瀏覽網站 neighbourhoodsmallgrants.ca/communities/ 
south-vancouver-collingwood。

mailto:sparke01%40shaw.ca?subject=
mailto:neighbourhoodsmallgrants.ca/communities/south-vancouver-collingwood?subject=
mailto:neighbourhoodsmallgrants.ca/communities/south-vancouver-collingwood?subject=


 17 

「蘭菲-高羚活社區報」
「蘭菲-高羚活社區報」是一份每月出版的非營利報刊，專
為蘭菲-高羚活社區服務，並於區內組織和商戶免費派發。
歡迎蘭菲-高羚活社區居民提供有關社區事務、人物和活
動的文章、圖片及藝術作品。廣告價格合理，許多區內商家
都在本報連續刊登廣告，向居民發放訊息。
請瀏覽：renfrewcollingwoodcommunitynews.com。

蘭菲-高羚活社區小型生意發展計劃及 
鄰裡創新企業傢俱樂部（NCEC）
通過與 Vancity 的合作，我們提供一系列研討會，幫助本
地居民開始和/或發展在家經營業務。對於在蘭菲-高羚
活地區生活和/或工作的藝術家/製作人來說，這是一個
很好的機會。在發展生意的過程中，NCEC 會為參與者提
供了分享經驗和深化網絡的途徑。查詢詳情，請發電郵
至 kburman@cnh.bc.ca 聯絡 Koyali Burman，或瀏覽網
站：rchome-basedbusiness.weebly.com。

您舉足輕重
通過與鄰居的聯繫，我們可以減少孤立，並為所有人建
立一個友好的社區。請在 cnh.bc.ca/events 上查看我們
的活動！

藝術及社區文化發展

藝術家咖啡座
與本地藝術家及藝術愛好者一起參加在意大利文化中
心（Italian Cultural Centre, Il Museo, 3075 Slocan St., 
Va n c o u v e r）舉行的討論小組和藝術展示。查詢
詳情，請瀏覽我們的臉書網頁或網站，或發電郵
至 aberneckas@cnh.bc.ca 聯絡 Andrea Berneckas 。
有不同舉辦日期。 
費用：免費 

合作廣播電台，100.5FM – 社區之聲
本電台節目為蘭菲-高羚活社區成員提供了一個分享故
事、音樂和想法的機會。如果您有興趣接受採訪、表演
或想推廣活動，請發電郵至 aberneckas@cnh.bc.ca 聯
絡 Andrea Berneckas 。
逢星期三    
早上8點至9點    
西班牙語/英語節目  

跨文化社區發展

http://renfrewcollingwoodcommunitynews.com
mailto:kburman@cnh.bc.ca
http://rchome-basedbusiness.weebly.com
http://cnh.bc.ca/events
mailto:aberneckas@cnh.bc.ca
mailto:aberneckas@cnh.bc.ca


 18 

鄰里藝術委員會
您是否對藝術感興趣並希望改善區內的藝術和文化
面貌？歡迎加入不同背景、多才多藝社區藝術家群體，
他們熱衷於促進鄰里各種創意表達的機會。請發郵件
至  jcbencio@cnh.bc.ca  聯絡 Crecien Bencio。

蘭菲-高羚活藝術家網絡 (RCAN)
不同年齡、背景和富有創意的人士，彼此及與社區分享
藝術和文化才藝。查詢有關藝術家聚會詳情或有意參
與，請發電郵至 ytomita@cnh.bc.ca 聯絡 Yoko Tomita。
請在  Fa c e b o o k  上關注  “ R e n f r e w - C o l l i n g wo o d 
Multicultural Artist Network”。

社交文化俱樂部和素描俱樂部 
此計劃是免費的，旨在分享素描、編織、鉤針、縫紉、手工製
作等技能。請自帶材料。隨訪活動，無須報名。查詢詳情，請
發郵件至 ytomita@cnh.bc.ca 聯絡 Yoko Tomita。
星期六，上午 10 點至中午 12 點 （社交文化俱樂部）
星期六，下午 1點至 3 點（素描俱樂部）
費用：免費
 

社區慶典 
通過適合全家參加的文化和季節性慶典活動，慶祝我們社
區豐富多彩的多樣性及歷史。欲幫助策劃慶典活動，分享
您的才藝或做義工，請致電604-435-0323 內線 223，或發郵
件至 aberneckas@cnh.bc.ca 聯絡 Andrea Berneckas。

第 17 屆高羚活日慶典活動
2020年5月23-30日
舉辦為期一周的藝術、節慶活動和表演，慶祝蘭
菲 -高羚活社區居民富有創意的多樣性。本地藝術
家通過各種表演、藝術展出、講故事和各種文化歷
史演示，與鄰居們一起分享他們的才藝和文化。請
在 Facebook 上關注“Collingwood Days”，或瀏覽網
站 collingwooddays.com 了解詳情。
 
高羚活日之節慶日
星期六，2020年5月30日 
在這充滿歡樂的一天，有音樂、舞蹈和美食。這個熱鬧的
慶祝活動由高羚活商業促進會、高羚活社區警務中心、高
羚活鄰舍中心、MOSAIC（務適）和蘭菲公園社區中心，
聯同本地藝術家、表演者和義工協力舉辦。欲參與或在高
羚活日做義工，請發電郵至 aberneckas@cnh.bc.ca 聯
絡 Andrea Berneckas。

跨文化社區發展

mailto:jcbencio@cnh.bc.ca
mailto:ytomita@cnh.bc.ca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1078816842/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1078816842/
mailto:ytomita@cnh.bc.ca
mailto:aberneckas@cnh.bc.ca
http://collingwooddays.com
mailto:aberneckas@cnh.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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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社區發展

青年慶祝加拿大國慶日
2020年7月1日 
蘭菲-高羚活青年人邀請所有人來蘭菲公園社區中心，一
起慶祝加拿大國慶日。 

蘭菲溝滿月節及豐收嘉年華  
2020年9月26日 
蘭菲溝滿月節於每年的九月舉行，節日亮點包括
藝術、音樂、環境維護和社區參與。查詢詳情，請瀏
覽 Still Moon Arts 的網站 stillmoon.org。 

南瓜節 
高羚活鄰舍中心南瓜節於十月底舉行以慶祝萬聖節，您
可以設計和雕刻自己獨一無二的南瓜，我們會提供南瓜
和雕刻用具。以捐款形式報名參加。活動地點在 CNH 附
屬大樓。查詢詳情，可發電郵至 ytomita@cnh.bc.ca 聯
絡 Yoko Tomita。

http://stillmoon.org
mailto:ytomita@cnh.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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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社區發展

蘭菲-高羚活食物安全協會（RCFSI）

1.  CNH 天台花園， 
5288 Joyce St.

2.  高羚活社區花園，  
3500 Vanness Ave.

3.  Cheyenne Avenue 社區花園，  
2755 Cheyenne Ave.

4.  Norquay 社區食物林木園， 
2732 Horley St.

5.  Still Creek 社區花園， 
Slocan公園 

社區花園和果園
社區花園
蘭菲-高羚活食物安全協會（RC F S I）支援包括位於 
 Joyce-Col l ingwood 天車站下面的高羚活社區花園、
位於  Cheyenne Avenue 的  Cheyenne 社區花園及位
於 Slocan 公園的 Still Creek 社區花園。我們將花園耕
地租給本區居民，而且把花園作為社區聚會的空間，以
增進社區食物的安全。如欲輪候花園耕地，請發電郵至
foodsecurity@cnh.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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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quay社區食物林木園 
此 區 食 物 林 木 園 是 一 顆 隱 藏 的 瑰 寶！坐 落 在
2732 Horley Street 住宅街區的房屋之間，該林木園種
植有種類繁多的水果植物、可食用和藥用的本土植物，
還有一個堆肥桶、一個鞦韆和一個可舉辦活動和講座
的休息區。歡迎參加季內舉辦的講座、工作派對和社區
活動。查詢活動日期及詳情，請查看每月的活動時間表 
（可在 CNH 廚房外面的公告牌上獲取副本），或瀏覽網
站 rcfood.wordpress.com。

天台花園  
天台花園用馬賽克組裝建設而成，有高台花壇，種植了各
種蔬菜、水果、本土植物和香草。來和我們一起種植，學習
有機種植園林技巧和結識新朋友！歡迎所有義工以隨訪
形式來參加。4 月至 10 月，逢星期三下午 5 時至 7 時，歡
迎來訪。

食物
社區廚房   
歡迎每月第二個星期五和最後一個星期三來參加社區
廚房活動！和鄰居一起用新鮮食材烹調、分享食譜、並一
起享用健康膳食。我們很樂意向您學習。由於名額有限，
請提前在本中心報名（致電 604-435-0323）。
*如有要求，可提供免費兒童看顧服務*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三，下午 5:30 至晚上 8:30
每月第二個星期五，下午 2 點至 5 點 
費用：免費 

社區午餐    
享受我們廣受歡迎、價廉、營養豐富和美味的午餐。這是
與朋友相聚、嘗試新食物，以及認識不同年齡人士的好機
會。逢星期二及星期四中午 12 點至下午1點來本中心參
加。查詢每月餐單，請參閱「蘭菲-高羚活社區報」(Renfrew-
Collingwood Community News)，或瀏覽本中心網站及臉書網
頁。與耆英安康計劃合作舉辦本活動。
收費： 成人 $7，耆英 $6，
 學生 $5，12 歲以下兒童 $3.25。
 可提供午餐優惠証。

食物技能講座  
我們全年提供各種食物技能講座。學習如何醃黃瓜和
做果醬、韓國泡菜、新鮮麵包等！查詢活動日期、地點
及詳情，請查看我們每月的活動時間表（可在  CNH 廚
房外的公告板上獲取副本），或瀏覽網站  r c f o o d .
wordpress.com。講座日期和費用會有所不同。

跨文化社區發展

http://rcfood.wordpress.com
http://rcfood.wordpress.com
http://rcfood.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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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詳情和最新活動安排，請瀏覽以下在線平台：
高羚活鄰舍中心網站 
cnh.bc.ca/food
臉書   
關注 “Renfrew-Collingwood Food Security Institute”
Instagram
@rencollfood 

網站  
rcfood.wordpress.com

電子報
請在我們的網站上或通過電子郵件 foodsecurity@cnh.
bc.ca 訂閱我們的電子報

有疑問？要評論？有建議？
請聯絡我們，可發電郵至 foodsecurity@cnh.bc.ca，致
電 604-435-0323，內線 237 或內線 255，或者親臨位於
5288 Joyce St. CNH 二樓的社區發展辦公室。

跨文化社區發展

http://cnh.bc.ca/food
https://www.instagram.com/rencollfood/
http://rcfood.wordpress.com
mailto:foodsecurity@cnh.bc.ca
mailto:foodsecurity@cnh.bc.ca
mailto:foodsecurity@cnh.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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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委員會
高羚活日指導委員會
高羚活鄰舍中心耆英諮詢小組
蘭菲-高羚活區服務隊
蘭菲-高羚活藝術家網絡
蘭菲-高羚活在家更好諮詢會
蘭菲-高羚活社區報
蘭菲-高羚活食物安全協會委員會
蘭菲-高羚活家居與 SAFE 委員會
蘭菲-高羚活識字計劃委員會
蘭菲-高羚活鄰舍小額撥款計劃甄選委員會
蘭菲-高羚活社交及文化設施規劃委員會 
RISE 社區健康服務中心諮詢委員會

 

跨文化社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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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英活動

生日會和 Bingo 遊戲
歡迎來參加「快樂星期一」活動，一起玩 Bingo 遊戲和享用
蛋糕，慶祝每月的生日。請注意，本中心於法定假期關閉，
活動將會順延至下個星期一進行。
每月第一個星期一，下午 1:15 至 3 點
收費：免費  

中國書法入門班
本課程適合對中國書法藝術感興趣的長者參加。課程內容
包括中國書法簡史，介紹中國書法標準字體「楷書」的書法
基本要素，並逐一介紹 8 種基本筆劃。練習中國書法可以
幫助穩定情緒、紓緩壓力、集中注意力和提高認知力。本班
以英語授課。 
逢星期四，下午 2 點 至3:30
收費：隨訪每次$8或10節課$60

咖啡會友時間
來與我們一起享用咖啡及小食，談天說地。我們鼓勵大家
帶一件自己喜歡的手工製品，例如編織、素描、繪畫或串珠
製品，來分享和互相學習。
逢星期四，上午 10:15 至 11:30  
收費：隨訪每次 $1.00
每月第一個星期四免費參加！

耆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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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髮服務  
通過捐款可獲得為耆英提供的理髮服務。需要預先報名。
請致電 604-435-0323 聯絡本中心，讓我們的髮型師 Lina 
Vargas 為您預留時間。
每月第二和第四個星期三，下午3點至5:45
費用：捐款 

卡拉OK
齊來唱歌、聽歌、跳舞及開心玩樂！我們有各式各樣和不同
語言的音樂歌曲可供選擇。 
每月第三個星期四及第五個星期四（如適用），下午 1:30 至 4點
收費：免費

“快樂星期一”
每週聚會一次，有各種活動，包括耆英健康與安康講解會、
公車一日遊、娛樂表演和開心玩樂！歡迎所有耆英參加。
星期一，下午 1:15 至 3點
收費：免費
*耆英出遊活動將在每月的活動時間表公報(可在本中心耆英信息台或
前台索取每月活動表)。

蘭菲-高羚活在家更好
「在家更好」（Better at Home）是一項幫助耆英處理日常
簡單事務的計劃，使他們能夠繼續在家裡獨立生活，並保
持與社區的聯繫。卑詩省政府為該計劃提供資助，低陸平
原公益金（United Way）負責該計劃的管理，CNH 在蘭菲-
高羚活社區提供相關服務。部分服務會按收入情況酌情
收費。
提供以下計劃和服務：
• 友善探訪/友善通話（免費）
• 簡單打掃房屋及收拾庭院
•  耆英接送服務 

逢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四，上午 9:30 至下午 3:30點

•  健行俱樂部 - 免費參加！在本中心主樓集合。  
逢星期一和星期三，上午 10:30

查詢詳情，請致電 604-435-0375，或瀏覽網站： 
cnh.bc.ca/programs/seniors/better-at-home/

耆英諮詢小組會議
這是在 CNH 主樓每兩個月召開一次的會議。我們邀請所
有長者參加耆英諮詢小組，向 CNH 的工作人員提供諮詢
和建議，以便更好地改進我們的各項計劃，與孤立的長者
接觸，並支持社區的長者過上更好、更加愉快和健康的生
活。我們重視您的意見和反饋！會議時間將在 CNH 大堂
的耆英信息台公佈。 

耆英活動

http://cnh.bc.ca/programs/seniors/better-at-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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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耆英健身

24 式簡易太極班
練習太極以使身、心、氣 （能量） 合一，保持全身血液及能
量循環暢通，預防疾病。
逢星期一，上午 10:30 至 11:30
逢星期五，上午 9:30 至 10:30
收費：隨訪 每次 $3.50 或可申請耆英通行証。
項目持續進行。

32/42 式太極劍
太極劍是太極拳的武器形式，其中劍被認為是身體的延
伸。這種融合形式有助於將身體的能量直接通過劍發出；
動作流暢而優美。參加者必須自己買劍。
32式太極劍：逢星期三，上午 11:15至中午 12:15
42式太極劍：逢星期三，中午 12:30 至下午 1:30
收費：隨訪 每次$4或可申請耆英通行証。
項目持續進行。

42/48 式太極班
42 式太極是 48 式太極的精簡版，融合了國際比賽正式比
賽項目的四大太極流派：陳式、楊式、吳式和孫式。該形式
太極著重加強肢體平衡、放鬆身心、提高注意力，並增強健
康的體魄。
42式太極班：星期一，上午 11:45至中午 12:45
48式太極班：星期五，上午 10:30至 11:30
收費：隨訪 $4或可申請耆英通行證。
項目持續進行。

羽毛球隨訪活動
請自備球拍。不提供教練。
逢星期六，下午1:15 至3點
收費：隨訪每次 $4或可申請耆英通行證。

耆英活動

以下健身活動可隨訪參加，每節收費 
$3.75 至 $4.00*(視乎活動項目而定)。

為了方便和節省金錢，可辦理耆英健身通行證， 
 12 節 $36 至 $40* (視乎活動項目而定)。 

(*收費或會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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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典舞蹈班 
這些舞蹈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來說，是鍛鍊身體、保持
精力充沛的生活方式，以及學習新技能的好方法。
逢星期三，上午 9:30 至 11點，及逢星期五，中午 12 點至下午 1:30
收費：隨訪 每次$5.25或可申請耆英通行證。
項目持續進行。

輕緩椅子瑜伽班
享受安全、動作緩慢的運動，改善關節活動幅度，舒展身
心，增強體力和肌力，適合患有各種關節炎和不同體能水
平的人士參加。
逢星期三，下午 1:45 至 2:45 
收費：隨訪每次 $3.50或可申請耆英通行證。
項目持續進行。

昆達里尼瑜伽班
通過呼吸、運動、伸展及冥想放鬆身心，補充體力及恢復活
力。提供瑜伽墊。
逢星期一及逢星期四，上午 9點至 10點 
每月第一個星期四，上午 8:45至 9:45
收費：隨訪 每次$3.50或可申請耆英通行證。
項目持續進行。
 

氣功班 
又稱為八段錦氣功。這個溫和的活動項目使用太極拳法、
伸展和呼吸練習，可增加重要能量（氣）的循環，以保持良
好的健康及抵禦疾病。這種練習特別適合那些覺得太極拳
複雜和消耗體力的人士。
逢星期二，上午 9:30 至 10:30
收費：隨訪 每次$4或可申請耆英通行證。
項目持續進行。

強體伸展運動
採用低阻力器材，增強肌肉力量和耐力。以不同姿勢進行
伸展運動，包括坐姿、站立或各種地面姿勢。
逢星期三，上午 11點至中午 12點
逢星期五，上午 11:30 至中午 12:30
收費：隨訪每次 $3.50或可申請耆英通行證。
項目持續進行。

耆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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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行俱樂部
鍛煉身體和結識新朋友！依天氣情況著裝並帶上雨傘。每
月活動時間表會張貼在耆英活動公告板上，也可在本中心
索取時間表副本。在本中心大堂集合。
逢星期一和逢星期三，上午 10:30，除非另有說明。
收費：免費(須自行支付所需交通費)

金牌尊巴健身舞 
美妙的拉丁曲調與舞蹈相結合的有氧健身活動，讓人感覺
就像是一場舞會。適合初學者、耆英或任何需要改變鍛煉
方式的人士參加。
逢星期二，下午 2:15至 3:15
逢星期四，下午 1:15至 2:15 
逢星期五，下午 12:40至 1:40 
收費：隨訪 每次 $4 或可申請耆英通行證。

耆英活動



 29 

使命
為促進高羚活社區之福祉，通過提供領導以及與個人、家
庭、機構和其他團體的通力合作，發展及支持包容、創新和
可持續的計劃與服務，以滿足社區在社交、教育、經濟、健
康、文化及康樂等方面的需要。

價值觀
在我們為社區提供支持的工作中，高羚活鄰舍
中心信奉以下價值觀：

•  我們的社區是一個相互聯繫、有歸屬感及包
容的地方

•  個人的所長與才能是社區關係之基礎

•  支持跨文化並欣賞社區的多樣性

•  合作及相互尊重

•  參與決策是賦權與自我實現的途徑

•  社會正義及公平地獲得全面、高素質的社區
資源

•  融合、合作並與其他組織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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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



1.  CNH 大樓 
5288 Joyce St. 

 604-435-0323

2.   CNH 附屬大樓 
3690 Vanness Ave. 
604-428-9142

3.   Terry Tayler   
早期學習及托兒中心 
2355 E. 30th Ave. 

 604-433-4459

4.   Duke Street  
早期學習及托兒中心 
2708 Duke St. 

 604-434- 5529

5.  Sarah House  
早期學習及托兒中心 
5729 Wales St.  

 604-434- 9496

6.    Norquay 學齡兒童托兒服務 
4710 Slocan St. 

 604-713-5922

7.      Renfrew 學齡兒童托兒服務 
3315 E. 22nd Ave.  

 604-431-6863 

8.    Grenfell 學齡兒童托兒服務 
3323 Wellington Ave. 

 604-434-9994

9.    Graham Bruce 
學齡兒童托兒服務  
3633 Tanner St.  

 604-713-5586

10.   Collingwood  
學齡兒童托兒服務  
3417 Euclid Ave. 

  604-713-4814

11.   RISE 社區健康中心 (CHC) 
Joyce St. at Crowley Dr.

  604-558-8090

高羚活鄰舍中心（CNH）在 Joyce 街的鄰舍中心大樓及 
蘭菲-高羚活社區內其它地點舉辦活動並提供服 
務。有關所有CNH 的地點，請參閱地圖及活動 
簡介。

CNHCNH活動地點 你可以出一份力！ 
成為高羚活鄰舍中心的 

積極份子： 

參與鄰舍中心活動或擔任義工。 

成為鄰舍中心的會員。會員可在週
年大會上行使投票權，定期收到鄰舍中
心郵寄的通訊，以及參加活動。會員
費如下：成人 $3、耆英 $2、兒童/青少
年 $2、家庭$7或終生會員 $140。如要
參與鄰舍中心活動，必須先成為高羚活
鄰舍中心會員。  

捐款。高羚活鄰舍中心為一所註冊慈
善機構（#118868298RR0001），可提
供捐款報稅收據。查詢詳情，請聯絡
本中心，或瀏覽網站 cnh.bc.ca/donate.

參與在第  23 頁內所列其中一個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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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羚活設施捐贈基金及高羚活鄰舍中心協會捐贈基
金均隸屬溫哥華基金會，並為高羚活鄰舍中心提供營
運經費。每年來自捐贈基金的收益都撥作高羚活鄰舍
中心協會的財政來源。
CNH 多項計劃和服務及很多設備的購置均由捐贈
基金資助。通過捐款或在遺囑或遺產分配中包含一
份給高羚活鄰舍中心協會的捐贈，支持  CNH，以及
繼續幫助那些有需要人士。高羚活鄰舍中心協會捐
贈基金為註冊的慈善機構。欲進一步了解如何支
持捐贈基金，請致電鄰舍中心 604-435-0323 聯絡 
Jennifer Gray-Grant。

CNH CNH 捐贈基金

查詢社區花園和果園地
點，請見第 20 頁。

http://cnh.bc.ca/d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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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nh.bc.ca
「一個讓我有歸屬感和成長的地方。」

5288 Joyce Street
Vancouver, BC 
604-435-0323

This brochure is available in English. 
Este folleto está disponible en español.

COLLINGWOOD  
NEIGHBOURHOOD HOUSE 
高羚活鄰舍中心

活動及 
服務

CNH中心大樓
5288 Joyce Street
Vancouver, BC V5R 6C9
電話：604-435-0323
傳真：604-451-1191
電郵：info@cnh.bc.ca
星期一至星期五  
早上 8 點至晚上 9 點
星期六 早上 9 點至晚上 8 點
星期日 上午 10 點至晚上 8  點

CNH 附屬大樓
3690 Vanness Ave.
Vancouver, BC V5R 5B6
電話：604-428-9142
傳真：604-451-1191
電郵：info@cnh.bc.ca
星期一至星期五  
早上 9 點至晚上 9 點
星期六 上午 9:30 至晚上 8:30
星期天 早上 9 點至晚上 8 點

http://www.cnh.bc.ca
mailto:info@cnh.bc.ca
mailto:info@cnh.bc.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