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歡迎您的地方一個歡迎您的地方一個歡迎您的地方一個歡迎您的地方！！！！    

鄰居 

幫助 

鄰居 

理事會理事會理事會理事會    阿花·吐納    主席 大夫·法號    財務秘書  珍妮花·是哦  副主席 連卡·馬可花  秘書 哲高·陸布銘  會員 拉盡的·潘德  會員 素·張        會員 瑪麗·許韋遜  會員 銀來·卡司馬  會員 卡芙·路易    會員 羅麗·木拉尼  會員 

管理職員管理職員管理職員管理職員    安東妮亞·貝克  
 

執行主任 金巴利·巴威治 
 

計劃主任 沙拉·邵 
 

計劃主任 麥肯齊·癲 
 

質控主任 麗沙·富康布拉處 
 

辦公室主任 溫拿·四 
 

託兒服務主任 馬牽·歌拉梅 
 

家庭服務主任 建立友善及多元社區計劃(BWIN)主任 

一個歡迎您的地方一個歡迎您的地方一個歡迎您的地方一個歡迎您的地方！！！！    地址 4845 Imperial Street 

Burnaby, BC   V5J 1C5 電話 604-431-0400 電郵 info@sbnh.ca 傳真 604-431-9499 網址 www.sbnh.ca 

Facebook/SouthBurnabyNeighbourhoodHouse  

立刻加入吧立刻加入吧立刻加入吧立刻加入吧！！！！    全家  $5/年 個人  $2/年 

會員福利會員福利會員福利會員福利    

< 保持與您社區的聯係保持與您社區的聯係保持與您社區的聯係保持與您社區的聯係 
< 接收社區消息接收社區消息接收社區消息接收社區消息 
< 參與多樣的會員活動參與多樣的會員活動參與多樣的會員活動參與多樣的會員活動 
< 與您的鄰居溝通與您的鄰居溝通與您的鄰居溝通與您的鄰居溝通 

Chinese 

 

欲參加義工，請致電予予予予 Abdul 
Salehzai    (阿杜(阿杜(阿杜(阿杜····沙拉西沙拉西沙拉西沙拉西））））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604-431-0400 ，，，，或瀏覽 
www.sbnh.ca/volunteer  誠邀誠邀誠邀誠邀義工！義工！義工！義工！    

南本拿比鄰里之家南本拿比鄰里之家南本拿比鄰里之家南本拿比鄰里之家    地址: 4845 Imperial Street,  
Burnaby，，，， BC V5J 1C5    電話: 604-431-0440 

南本拿比南本拿比南本拿比南本拿比    
鄰里之家鄰里之家鄰里之家鄰里之家 

南本拿比南本拿比南本拿比南本拿比    
鄰里之家鄰里之家鄰里之家鄰里之家 



我們的鄰里之家我們的鄰里之家我們的鄰里之家我們的鄰里之家............    

A. 鄰里之家鄰里之家鄰里之家鄰里之家辦事處辦事處辦事處辦事處    
4845 Imperial Street (4845 帝國街） 
• 家庭中心 (供0-5歲兒童及其父母享用) 
• 資信及轉介服務 
• 建立友善及多元社區計劃(BWIN)晚餐 
• 文化交流晚餐 
• 社區外展 
• 長者聯誼社 
• 長者外展計劃 
• ESL 課程 
• 青年領袖計劃 
• 報稅咨詢 
• 法律咨詢 
• 多語言義工支持 
• 電腦課程 
• 義工招募  

B. Marlborough  Elementary 萬步路小學 萬步路小學 萬步路小學 萬步路小學     
Sanders Street & Royal Oak Avenue （散德斯街 夾 皇家橡樹大道） 
• 學齡兒童日託 
• 夏令營 
• 社區集會與活動  

C. Maywood Community School 賣塢社區學校賣塢社區學校賣塢社區學校賣塢社區學校    
4567 Imperial Street （4567 帝國街） 
• 學齡兒童日託 
• Out of the Rain 放學后計劃 
• 夏令營 
• 社區廚房 
• 社區集會與活動    

 

D. Stride Community School 詩拉的社區學校詩拉的社區學校詩拉的社區學校詩拉的社區學校    
7014 Stride Avenue （7014 詩拉的大道） 
• 學齡兒童日託 
• 作業俱樂部 
• 夏令營 

• 社區集會與活動 
E. Edmonds Community School 愛民事社區學校愛民事社區學校愛民事社區學校愛民事社區學校    

7651 18th Avenue (7651 十八街） 
• 學齡兒童日託 
• 作業俱樂部 
• 夏令營 
• 社區集會與活動 
• 社區廚房 

F. Douglas Road Elementary 德格立聖道小學德格立聖道小學德格立聖道小學德格立聖道小學    
4861 Canada Way （4861 加拿大路） 
• 學齡兒童日託 
• 聯誼會 
• 社區大餐    

G. Clinton Elementary 克林頓小學克林頓小學克林頓小學克林頓小學    
5858 Clinton Street (5858 克林頓街） 
• 學齡兒童日託 
• 社區大餐 
• 家庭中心  

H.  Lochdale Elementary 樂道小學樂道小學樂道小學樂道小學    
6990 Aubrey Street （6990 奧畢街） 

• 學齡兒童日託中心 
I.   Gilpin Elementary  高易攀小學高易攀小學高易攀小學高易攀小學    

5490 Eglinton Street （5490 易格林頓街）    
• 學齡兒童日託    

J.   Brentwood Family 

Place 霸龍活家庭中心霸龍活家庭中心霸龍活家庭中心霸龍活家庭中心    
        #104-4430 Halifax Street （#104-4430  哈利法斯街） 

• Brentwood 家庭中心活動及咨詢服務            

< 
歡迎您歡迎您歡迎您歡迎您  來到社區，並提供友誼與支持 

< 響應社區的需要響應社區的需要響應社區的需要響應社區的需要    同社區組織、居民和商戶一起    發展計劃與服務 
< 提供信息和轉介服務提供信息和轉介服務提供信息和轉介服務提供信息和轉介服務    給我們的社區 
< 包括社區内的包括社區内的包括社區内的包括社區内的    每一個人 
< 提供一個地方提供一個地方提供一個地方提供一個地方    可以隨時與鄰居建立聯係 
< 幫助那些幫助那些幫助那些幫助那些    面臨財務和社會障礙的人 
< 是非盈利組織是非盈利組織是非盈利組織是非盈利組織    
< 由義工組織由義工組織由義工組織由義工組織    

我們在哪裏我們在哪裏我們在哪裏我們在哪裏？？？？    

< 
我們的任務我們的任務我們的任務我們的任務    讓社區成爲 更適於居住的地方 

< 我們的目標我們的目標我們的目標我們的目標    改善生活 讓人們擁有更好的社區 
< 

我們的挑戰我們的挑戰我們的挑戰我們的挑戰    共社區内的每一個人一起 發展創新的計劃與服務 以滿足多元人口日益變化的需要 

我們的任務我們的任務我們的任務我們的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