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10 月
約克郡及亨伯區
歡迎香港人計劃
你早前加入了我們歡迎香港人計劃的郵寄名單，因此收到這份通訊。中、
英文版的私隱政策載於 privacy policy。如欲取消訂閱，請電郵致
admin@migrationyorkshire.org.uk 。
約克郡移民服務部為持有英國國民(海外)(BNO)身份的香港人而設的通訊
創刋號出版了！這份通訊是歡迎 BNO 香港人計劃的一部分，目的是幫助
新移民在約克郡及亨伯區安頓下來，內容涵蓋有用指南、快速連結、最新
消息、各項活動等。
你想在下一期通訊看到哪些內容？可電郵致
admin@migrationyorkshire.org.uk 與我們聯絡，或經由‘Mentimeter’ (請
輸入密碼 2503667) 分享你的意見。
(如欲了解 Mentimeter 如何處理你的資料私隱和如何使用小型文字檔案，
請點擊此處 how Mentimeter looks after your data privacy, and how it
uses cookies)。

直至目前為止的動向…

我們推出了第一個「歡迎 BNO 香港人活動」系列。這個系列共有四項活
動，分別在 9 月和 10 月舉行，為抵達約克郡及亨伯區的香港人提供一個
平台，以便提問、分享移民和適應當區新環境的經驗，以及查找可供使用
的支援服務。
你是否錯過了歡迎香港人的活動？可按此處下載活動投影片︰Download
your event slides here。

香港人資訊站
香港人資訊站是一個資訊平台，為通過英國國民(海外)簽證途徑而抵達約
克郡及亨伯區的香港人提供個人支援服務。資訊站於 2021 年 8 月設立，
內容正定期更新中。
資訊站的內容載於 www.migrationyorkshire.org.uk/hongkonghub。
香港人資訊站的最新資訊
持有 BNO 簽證可享有哪些權利？
• BNO 簽證持有人可在英國工作、升學、租屋和得到國民保健署
(NHS)的服務。
• BNO 簽證受到「不得領取公共經濟援助」(NRPF)限制，表示簽證
持有人不可領取各種福利或任何其他列為公共經濟援助(public
funds)的資助，例如兒童福利、通用補貼(Universal Credit)或個人獨
立生活津貼(Personal Independence Payment (PIP))等。
然而，如果簽證持有人難以應付房屋和生活開支(例如他們面臨貧困或迫
在眉睫的風險等)，可申請豁免簽證所受到的 NRPF 限制(Change of
Condition)。申請人必須就有關申請，向由移民事務專員辦事處(OISC)所
規管的顧問尋求法律意見(OISC-regulated legal advice)，而不會得到免費
法律援助，但或可取得免費支援服務。

在等候豁免 NRPF 限制申請審批期間，BNO 簽證持有人可從地方政府(議
會)得到房屋和生活開支援助。請電郵致
ewa.jamroz@migrationyorkshire.org.uk ，向我們查詢你所在地區聯絡人
的資料。
僱主及業主的常見問題
向僱主及業主解釋何謂英國國民(海外)簽證時，你有否遇到困難？可向他
們傳送以下連結以供參考 FAQs for employers and landlords:
understanding the rights on BNO visa holders (僱主及業主的常見問題︰
了解英國國民(海外)簽證持有人的權利)。

學習英語
如要查找所在地區英語課程的資料，例如免費課程、上課地點、授課程
度，以及有否提供兒童暫託服務等，請瀏覽學習英語網頁(Learning
English website)。
你又可參閱約克郡及亨伯區附近地區的網上課程(online courses running
outside of Yorkshire and Humber)。
網上亦有不少資源可供自學(online resources available)。
此外，地方政府(議會)會支援 BNO 簽證持有人學習英語，為英語課程提
供資助，上限為每人£800。如欲查詢所在地區聯絡人的資料，請電郵致
ewa.jamroz@migrationyorkshire.org.uk。
與就業相關事宜
你在撰寫履歷、模擬面試或求職方面需要協助嗎？你可以免費參加以下其
中一項地區計劃︰
• 如你住在列斯(Leeds)市區域(列斯、布拉福(Bradford)、韋克菲爾德
(Wakefield)、卡德達爾(Calderdale)、克爾克利斯(Kirklees)、 約
克、哈羅蓋特(Harrogate)、塞爾比(Selby)、斯基普頓(Skipton))，可
按此 here 找到你當區的計劃。

• 如你住在錫菲(Sheffield)市區域(班士利(Barnsley)、唐卡斯特
(Doncaster)、羅瑟勒姆(Rotherham)及錫菲)，可按此 here 找到你當
區的計劃。
• 如你住在約克、北約克郡或東約克郡(East Riding)，可按此 here 找
到你當區的計劃。
• 如你住在亨伯區 (侯城(Hull)、東約克郡、北林肯郡(North
Lincolnshire)、東北林肯郡)，可按此 here 找到你當區的計劃。
你是想在英國工作的護士嗎？還是已經在英國工作，而又希望與其他同樣
來自香港的護士聯繫？如是的話，請與 Hong Kong Nursing Association
UK | 英國香港護士協會 (hknauk.org) 聯絡，以取得資訊、教牧關懷服務
和支援。
你是否其他合資格的醫護專業人員，並且正在求職？如果你是醫生或專職
醫療人員 ，例如物理治療師、營養師或足病診療師，而又有意在英國執
業，請電郵致 f.cantle@nhs.net 或致電 07783820861，與英格蘭國民保
健署國際招募主任 Florence Cantle 聯絡。

所在地區的義務工作機會
你想多參與社區事務嗎？點擊以下連結查找可供參與的義務工作，讓你有
機會接觸區內居民︰
• 哈羅蓋特 Volunteering Directory | Harrogate & District Community
Action (hadca.org.uk)
• 克爾克利斯 Opportunities – Volunteering Kirklees
(tslkirklees.org.uk)
• 列斯 How to get involved with my community – Doing Good Leeds
• 錫菲 I want to volunteer – Volunteer Centre Sheffield
(sheffieldvolunteercentre.org.uk)
• 韋克菲爾德 Volunteer › Wakefield (volunteerwakefield.org)
• 約克 Volunteering Opportunities in York – York Volunteers – York
CVS

10 月份及之後的活動
認識你的權利︰仇恨罪行工作坊(2021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
在仇恨罪行關注周，移民權利網絡及受害人支援會將舉辦仇恨罪行工作坊
(workshop on hate crime)。這項活動主要探討英國的制度、作為移民的
各種權利，以及教你如何分辨仇恨罪行和有效地作出舉報。
歡迎香港人「即場」講座(由 10 月 20 日星期三起)
我們會繼續舉辦歡迎香港人活動，在星期三午膳時間舉行即場講座，並設
有傳譯服務。講座每隔一個星期三下午 12 時至 1 時 30 分舉行，內容涵蓋
在英國生活的主要事宜。
如需了解更多資訊，請瀏覽我們的香港移民中心 www.migrationyorkshire.org.uk/hongkonghub

約克郡移民服務部共融節(11 月 19 日)
約克郡共融節 2021 是一個網上活動，慶祝約克郡及亨伯區內的連繫和復
甦，將於 2021 年 11 月 19 日推出！

詳情將於稍後公布。在此期間如有任何疑問，請電郵致
events@migrationyorkshire.org.uk 與我們聯絡。

認識約克郡及亨伯區
你所在地區有甚麼最新動向？
你想探索一下所在地區及附近地區嗎？點擊 https://www.yorkshire.com/，
即可找到約克郡及亨伯區的戶外活動和著名地標。
10 月份地區活動一覽
列斯燈影之夜(Leeds Light Night) - 侯城最大型的旅遊展(Largest
travelling fair in Hull) - 考古導賞團—成人(Archaeological Guided Tour Adults)
你喜歡鄉郊地方，或者想認識英國歷史嗎？國家信託(National Trust) 所保
育的地點是探索約克郡及亨伯賽德的好去處。

漫談約克郡及英國的生活
英國的秋天和可預期的事
英國的天氣因變幻莫測而聞名，所以應經常作好準備。有關這個秋天可預
期的事，請參閱 what to expect this autumn。

萬聖節
英國人非常喜歡萬聖節，很多人都會大肆慶祝。參與慶祝的人，一般會把
房子布置一番，並亮起燈飾。如果房子沒有布置的話，則通常表示這一家
不想被打擾呢！
約克郡及亨伯區有很多萬聖節活動舉行，尤其是約克，該處的鬼故廣為流
傳。約克幽靈尋幽探秘之旅連結︰Explore York ghost tours and walks。
篝火之夜
每年 11 月 5 日是英國的篝火之夜，全國各地都會舉行傳統慶祝活動，藉
此紀念「火藥陰謀」事件 “Gunpowder Plot”。 你所在地區燃放煙花和篝
火的地點，請參閱 your area。
學校期中假期
10 月 22 日至 11 月 1 日，英國大部分學校都會放期中假期。如不清楚所
在地區學校期中假期的確實日期，請瀏覽 visit gov.uk。
至於你與孩子在期中假期時可參與的地區活動和好去處，可參考 ideas of
local activities and places to visit。
關於約克郡的有趣資料
約克郡的旗幟是一朵白玫瑰，襯上藍色作為背景
顏色。約克郡的白玫瑰源於十四世紀第一代約克
公爵—蘭利的愛德蒙。

約克大教堂(York Minster) 歷時 252 年建成，是北歐
最大的歌德式教堂。

如欲取消訂閱，請電郵致 admin@migrationyorkshire.org.uk。中、英
文版的私隱政策載於 privacy poli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