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irklees欢迎您 
携手合作，支持及庆祝移民到来 

欢迎来到 Kirklees 
Huddersfield 



 
 
 
 
 
 
 
 
 
 

介绍 

Kirklees 是一个热情好客的地方。它

有不同的社区以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人。 

 

Kirklees 议会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如警

察、医护、学校和信仰组织都希望确保

那些新到 Kirklees 的人能够安顿下来

。我们希望您能了解您所居住的当地社

区，在您的新生活中得到最佳开始所需

的支持，提高您的英语语言能力，以及

无论是在结交新朋友、学习新技能还是

获得工作方面，都能实现您渴望达到的

目标。 

 

本资料包的目的是为您提供所需的信

息，帮助您在 Huddersfield 的新家

中生活和安顿下来。 它将讲解您在

当地可以获得的支持和服务。它还将

包括社区组织的资料，这些组织可以

支持您在 Huddersfield 建立一个联

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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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 Kirklees 
 
 
Kirklees 都会自治市镇是英格兰西约克郡

的一个镇区。它的人口 (2011年) 为

422,500人，包括 Batley, Birstall, 

Cleckheaton, Denby Dale, Dewsbury, 
Heckmondwike, Holmfirth, Huddersfield, 
Kirkburton, Marsden, Meltham, Mirfield 和 

Slaithwaite 等城镇和乡村。Huddersfield 

是该区最大的定居点，也是议会的行政

中心。 
 
 
 
 
 
 
 
 
 
 
 

 

2. 保密 
 

所有参与支持您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关于您的家庭和您所居住的地方的信息都必须保密。 

然而，法律规定我们可能不得不在未经您同意的情况下向第三方披露您的信息。这种情况非

常罕见，只会在以下情况才这样做： 

• 工作人员担心您可能会伤害自己或他人； 

• 您所照顾的儿童或青少年处于危险之中； 

• 法院指示我们披露您的信息； 

• 如果我们觉得您可能会有来自他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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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的家和安全感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为他们所居住的社区感到自豪、感到快乐、安

全并相处融洽。使人们能够积极地参与他们的社区并影响他们的

决策，以创建一些更强大的社区和一个更具凝聚力的地区。 

 
重要的号码和资料 

致电：999 - 只限紧急情况 

当您拨打 999 时，他们会询问您是否需要警察、消防

服务或救护车。 

警察：共有两个警察号码，一个用于紧急情况，

另一个用于非紧急情况。 

只有在有生命危险或即将有造成伤害的风险时，

才应拨打 999 报警。例子包括严重的交通事故、

袭击、严重的骚乱或正在发生的犯罪。 

消防服务：如果正在发生危险的火灾，而您

自己又无法安全扑灭，请拨打这个号码。 

救护车：您拨打 999 并要求救护车，以防有生

命危险 (有人无法呼吸、心脏病发作、有死亡

危险) 。 

电话：101 – 非紧急情况 

您应该拨打 101 报告犯罪和其他不需要紧急回应的关

注。 例如，您的物业遭到破坏、轻微的交通事故或

您看到或经历到仇恨犯罪。 



 

 
 

 
 
 
 
 
 
 
 
 

物业维修和问题 

如果您居住在一所议会物业并想上报维

修，您便需要到网站 my.kirklees.gov.uk 

创建一个 “My Kirklees” 帐户并要从那里上

报。但是，对于紧急维修，您可以致电 

01484 414800 或 01484 414850 (非工作时

间) 上报。欲想索取更多资料 (如投诉) 请

到网站 www.knh.org.uk/contact-us 查阅。 
 

如果您在一所私人物业居住，并与房东有
问题需要解决 (例如收到逐出通知或维修
要求没有得到解决) ，您可以到网站 
www.kirklees.gov.uk/homelessness 或致电 
01484 414933 与议会住房小组联系。 

 
如果您想搬家 
您可以使用这个网站 www.choosenmove. 
org.uk 来登记申请议会住房。其他有关议
会住房的资料以及登记前需要知道的资料
，您可以在先前的网站或在网站 www. 
kirklees.gov.uk/housingregister 上找到，或
您可以拨打电话 01484 416900 或 01484 
221350 查询。 

 
您的水、电、煤气账单 

欲知更多有关您的水、电、煤气账单

资料，请到网站 www.gov.uk/ 

government/publications/welcome-a-
guide-for-new-refugees 查看中文版的

英国欢迎指南。 

带轮垃圾桶和垃圾 

在您的新家中，您将要负责处理您的垃

圾和废物。您将在家中的一个较小的垃

圾箱中收集家居垃圾，该垃圾箱需要放

入一个垃圾袋。一旦这个垃圾箱装满后

，您便需要将装满垃圾的垃圾袋拿出并

放入您的带轮垃圾桶内。 

您将会有两个带轮垃圾桶。一个是灰色 

/ 黑色的垃圾桶，用来装载一般垃圾。

另一个是绿色的垃圾桶，是用来装载可

回收的垃圾。您需要将这些垃圾桶放置

在您屋外，以便由 Kirklees 议会每周将

它们轮流清空，例如：第一周是灰色垃

圾桶，第二周是绿色垃圾桶。 
 

重要的是，您要把垃圾放在轮式垃圾桶内，

而不是放在它旁边，因为它不会被带走，而

且可能会吸引虫鼠。如果您觉得您的垃圾太

多，而您的轮式垃圾桶不胜负荷，您可以向

您的议会订置一个更大的或多一个垃圾桶。 

灰色 / 黑色垃圾桶：这个带轮垃圾桶是用来

装载一般的家居垃圾。 

绿色垃圾桶：这个带轮垃圾桶是用来装

载可回收的垃圾。 

下一页图表告知您哪些垃圾可以放入不同

颜色的垃圾桶中，哪些不能放入。 

大件的废弃物 

如果您有一些较大的废弃物品，例如破损

的家具或花园垃圾，您可以将它带到其中

一个议会的回收站。如果您没有交通工具

，请致电 01484 414700 联系垃圾收集部门

，安排他们到来收集，或到 Kirklees 议会

网站 www.kirklees. gov.uk/bulkywaste 填写

一份在线收集申请表。 

非法弃置废物 

非法弃置废物是指在没有许可证的土地上

非法弃置任何废物。如要举报非法弃置废

物，请到网站 

www.kirklees.gov.uk/flytipping 

http://www.choosenmove/
http://www.gov.uk/


This wheelie bin is for recyclable waste such as: 

• 

• 

• 

• 

• 

• 

• 

paper and cardboard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food tins 

drink cans and bottles 

household plastic bottles 

plastic packaging (tubs, yoghurt pots, food trays) 

aerosols 

 Grey bin  
This wheelie bin is for your general household 
waste such as: 

• 

• 

• 

• 

• 

• 

food leftovers and peelings 

nappies 

used cling film and foil 

crisp bags and wrappers 

polystyrene 

plastic bags 

Please put these items loose in the green bin. 
(Not in a bin liner / plastic bag) 

All non-recyclable household rubbish needs to 
go in a bin liner and placed inside a grey bin. 

您的垃圾桶里装的是什么 
 

绿色垃圾桶 

 

 
 

 
 
 
 
 
 
 
 

 

 

出行 

重要的是，您要开始学习如何使用谷歌地图来帮助您去确定方向。 

火车站和巴士站都是在 Huddersfield 市中心。 

火车 

Huddersfield train station, St. Georges 
Square, Huddersfield HD1 1JB 
在对面地图上的 J3位置 

您可以到网站 www.thetrainline.com 或在

火车站订购火车票，您也可以到网站 

ww.thetrainline.com/railcard 查阅更多有关

车费的资料。 

巴士 

Huddersfield Bus Station, Upperhead Row, 
Huddersfield HD1 2JN 

在对面地图上的 F2位置 

出租车 

确保出租车是一辆有出租车牌照的车辆，

而司机也有一个出租车司机身份证。 

‘Huddersfield Taxi’. 您可以在苹果的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上下载 Huddersfield 

Taxis app 的应用程序。 

这个带轮垃圾桶是用来装载可回收垃圾，例如： 

• 纸和纸板 

• 报纸和杂志 

• 食品罐头 

• 饮料罐和瓶子  

• 家用塑胶瓶 

• 塑胶包装物品 (小杯、酸奶罐、食品托盘) 

• 喷雾器 
 

请将这些物品松散地放入绿色垃圾桶中。(不是

在垃圾袋 / 塑胶袋中) 

这个带轮垃圾桶是用来装载您的一般家居垃圾，

例如： 

• 剩余食物和果皮 

• 尿布 

• 用过的保鲜膜和箔纸 

• 薯片袋和包装纸 

• 发泡胶 

• 塑胶袋 
 

所有不可回收的家居垃圾都需要放入垃圾袋里

并放入灰色垃圾桶内。 

 灰色垃圾桶 

http://www.thetrainline.com/


 



 

 
 

 
 
 
 
 
 
 
 
 

在 Kirklees 和英国的行为准则 

在英国，人们应该遵守某些行为以及一些法律规则。您将在下面找到一些常见的期望，以及一些如果不遵

守会产生后果的法律。 
 

要有礼貌 

互相说 “请” 和 “谢谢” 是有礼貌的。如果

有人挡了您的路或您需要帮助，说 “对不

起” 是很有礼貌的。如果您撞到了某人或

犯了错，您便应该说 “对不起”。 

排队 

在等候服务或轮到您获提供服务时，请

排队等候，例如在公交车站或商店里。 

预约 
 

遵守预约时间非常重要。如果您的预约

时间为上午 9 时 30 分至 10 时，则表示

您的预约是在上午 9 时 30 分开始，并将

会持续半小时。我们会建议您提前 5 至

10 分钟到达。 
 

如果您迟到了，最好的做法是打电话给

那个与您有约会的人，让他们知道您将

会迟到多久，并查询约会是否仍然可以

进行。如果您迟到了，有些机构会拒绝

见您。 

如果您不能出席，您便必须打电话取消

或重新安排预约。 

垃圾 

不要在街上乱丢垃圾，因为这是违法的

。市中心装置有很多垃圾箱。 

种族骚扰 

种族骚扰是非法的。如果您因为您的肤色

、种族、族裔、宗教或民族血统而受到攻

击、恐吓或侮辱，那么您就是种族骚扰的

受害者。种族骚扰 (也被称为仇恨犯罪) 也

可以采取在墙上书写种族主义言词或损毁

您的物业的形式来进行。 

如果您遇到任何骚扰，请立即拨打 101 通知

警方，如果您有即时危险，请打 999。您也

可以发送电邮至 Hatecrimes@kirklees.gov.uk 

自由和文化 

切割女性生殖器、强迫婚姻、基于名誉的

虐待和家庭虐待是不可接受的。这是违法

的，如果您犯了其中任何一项，您便会受

到警察的审问。 

家庭虐待 

家庭虐待可能包括：胁迫性控制、经济虐

待、身体和心理虐待、骚扰和跟踪。 

如果您是家庭虐待的受害者，请拨打101；

或如果您有直接危险，请拨打 999。或您

可以致电 0800 0527222 与 “宾南家庭虐待

合作伙伴 (Pennine Domestic Abuse 

Partnership)” 联系。 

性取向 

在某些文化中，性取向不是一种选择。请

理解，英国法律尊重个人自由，任何在英

国生活的人都应该尊重他人的性取向 (同

性恋、双性恋) 。 
 

如果您因为某人的性取向而在口头上或身体
上伤害他，这是违法的，并会被认为是仇恨
犯罪。 



 

 
 

 
 
 
 
 
 
 
 
 

反社会行为 

反社会行为包括诸如以下的事项： 

• 在原本宁静的社区中做出喧哗、吵闹

的行为； 

• 从房屋或花园于夜间 (特别是在晚上

11 时到早上 7 时之间) 发出噪音； 

• 做出恐吓性、醉酒或 "无赖 " 行为； 

• 做出破坏、涂鸦和非法张贴海报的行

为； 

• 在街上买卖毒品； 

• 乱扔垃圾和非法丢弃废物； 

• 做出挑衅性的乞讨行为； 

• 在街上饮酒； 

• 于深夜时燃放烟花爆竹； 

• 在街上弃置车辆。 

您可以拨打 101 或到网站

www.kirklees.gov.uk/antisocialbehaviour
或 www.police.uk 举报反社会行为。 

Kirklees 议会 — 我们共享的成果 

 
最好的开始 

儿童拥有最好的人生起点。 

健康 

Kirklees 的人们都能够健康和长寿。 

独立 

Kirklees 的人们都能够独立生活，并且能

控制自己的生活。 

渴望和实现 

Kirklees的人们渴望通过教育、培训、就业

和终身学习来实现他们的抱负。 

可持续经济 

Kirklees有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为社区

和企业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 

安全和凝聚力 

Kirklees 的人们生活在有凝聚力的社区中

，感到安全，并且是安全的 / 受到保护

免受伤害。 

清洁和环保 

Kirklees的人们体验到高质量的、干

净的、可持续的和绿色的环境。 

http://www.kirklees.gov.uk/antisocialbehaviour或
http://www.kirklees.gov.uk/antisocialbehaviour或
http://www.police.uk/


 
 
 
 
 
 
 
 
 
 
 

 

4. 身体和心理健康 

健康 
 

国民保健服务 (NHS) 在英国提供医疗服务，其资金

是来自税收。您有权免费获得NHS的护理。您需要

一张HC2表格 (可到药房索取) ，以获取免费药品、

牙科治疗、眼睛检查和一些眼镜。 

 

家庭医生 (GP) 
非常重要的是您要向家庭医生登记，这项服务是免费

的。如果您生病或担心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您便应该

去看您当地的医生，即家庭医生 (GP) 。一些家庭医生

会要求所有新病人进行一个健康检查。这通常是由一

名护士执行的。重要的是您要出席这个预约。最好是

您能够早点前往。如果您需要一名口译员协助，您便

必须在预约时告知接待员。告知工作人员您说哪一种

语言，他们便会致电 Big Word 翻译公司去安排一名口

译员。 

要在当地寻找一名家庭医生，您可以到网站

www.kirkleesccg.nhs.uk/your-health/find-a-local-
service 查阅资料，如果您不能上网，请与 “欢迎导

师服务 (Welcome Mentor Service)” 联系，他们可以

帮您找到一名当地的医生并进行登记。 

 

如果我需要看专科医生怎么办？ 
您的家庭医生通常会为您提供大部分的医疗护理，

并决定您是否需要看一名顾问医生 (专科医生) 或是

否需要去医院。在英国，每个人一旦被转介到顾问

医生诊所，就必须进入一个等候名单内。医院会写

信给您，告诉您预约的详情。如果您需要一名口译

员出席您的预约，您便必须与医院联系。视乎病情

需要，医院的预约有时可能会离您的住处有一段距

离。但是，如果您有一张HC2，您可以获发旅费补

贴。我们当地的医院是 Huddersfield Royal Infirmary 

(HRI) 和 Calderdale Royal Infirmary (CRI) ，但您可能

需要到利兹 (Leeds) 或布拉德福德 (Bradford) 的医院

就诊。 

http://www.kirkleesccg.nhs.uk/your-health/find-a-local-service
http://www.kirkleesccg.nhs.uk/your-health/find-a-local-service


 

 
 

 
 
 
 
 
 
 
 
 

视光师 
我们建议您和您的家人去做眼睛检查，

Huddersfield 各地都有眼镜店，特别是在

市中心。 

 

牙医 
您可以到网站 www.nhs.uk/service-

search/find-a-dentist 寻找一名牙医。您需

要预约才能看牙医。如果是紧急情况，因

为您感到非常疼痛，请告知接待员。对于

更严重的牙科手术，您可能会被转介到医

院。 

如果您没有一个固定的牙医或不在家，请

拨打 NHS 111 寻求指导，如果您急需就诊

，他们会为您安排预约。 

 

药房和处方药物 
您可以到药房查询一般的健康问题。您

可以从药房那里购买一些药物。目前英

国的标准处方药物收费是每种9英镑。如

果您需要几种类型的药物，您将为每种

药物支付9英镑。有些药物如止痛药，不

用处方的售价比处方收费更加便宜。 
 

如果您有资格获得免费的NHS处方药物，

请确保您在处方背面的正确方框内打勾。

勾错方框会导致您获发罚款通知。支付费

用将是您的责任。如要寻找一家离您最近

的药房和一些有用的资料，请到网站

www.nhs.uk/nhs-services/prescriptions-
and-pharmacies/pharmacies 查看。 

您的福祉和心理健康  
对您或您家人的心理健康和情绪健康的

忧虑，可能会变得有些压抑感，您可能

难以应对日常挑战或不想做您过去喜欢

做的事情。您可能会感到难过、无法入

睡，并且通常会感到不自在。例如：情

绪低落、感到悲伤或担忧，或大部分时

间感到有压力、焦虑、有自杀倾向、睡

眠不佳、发噩梦、有失去亲友的感觉。 
 

如果您担心自己或家人，请随时与您的家

庭医生交谈，这将会是完全保密，他们可

以为您提供建议和支持。 
 

您可以到网站  

www.southwestyorkshire.nhs.uk/in-crisis 寻

找到更多的资料，包括一条提供 24 小时服

务的心理健康求助热线，该热线是专为任

何已在Kirklees的家庭医生处登记的人提供

服务。您可以拨打 0800 183 0558 来获取这

项服务。 
 

在 Huddersfield 还有其他精神健康支援服

务，例如： 

Northorpe Hall: www.northorpehall.co.uk 

WomenCentre: www.womencentre.org.uk 

GP NHS support: kirkleesiapt.co.uk 

 

如果您在登记或获取上述任何服务方面

需要帮助，请联系那位可能已经为您工

作的官员或致电 07425 444566 联系

Welcome Mentor Service。 

http://www.nhs.uk/service-search/find-a-dentist
http://www.nhs.uk/service-search/find-a-dentist
http://www.northorpehall.co.uk/
http://www.womencentre.org.uk/


 
 
 
 
 
 
 
 
 
 
 

 

5. 儿童和青少年

的发展 

最好的开始 
 
 

如果您正在怀孕并需要支持 

请致电 0300 304 5555 或查看网站 

www.thrivingkirklees.org.uk 

您可以到网站 www.gov.uk/sure-start-

maternity-grant 申请一笔一次性的 500 英镑

产妇补助金 

此外，如果您正在怀孕或有一个 4 岁以下

的孩子，“健康开始计划 (Healthy Start 

Scheme)” 可以帮助您购买牛奶或水果等基

本食物。您可以到网站 www.gov.uk/ 

healthy-start 申请。 

如要为您的新生儿登记，请致电 01484 

221030 或查看网站 www.kirklees.gov.uk/ 

registerbirth。您可以致电 0300 304 5555 联系 

“健康探访小组 (Health Visiting Team” 来为您的

孩子求取支持。 

http://www.gov.uk/%20healthy-start
http://www.gov.uk/%20healthy-start
http://www.kirklees.gov.uk/


 

 
 

 
 
 
 
 
 
 
 
 

国际新来者小组 (INAT) 

INAT 将为您的孩子入学提供支持，并

将支持您去了解英国的教育体系。 
 

我们是一个双语支援员工小组。我们的

工作是为那些将英语作为另一种语言的

儿童 (2 至 18 岁) 和家庭提供教育支持，

协助他们融入教育机构 (托儿所、学校或

大专院校) ，并与其他服务机构联系来应

对任何需求。 

我们将： 

• 分配一名双语员工来提供一个有时

间限制的整合支持。 

• 为申请进入托儿所 / 学校 / 学院而

提供支持，并协助完成录取程序。 

• 在您孩子的注册会议上提供翻译服

务，以确保您了解学校的期望、政

策和出席程序。 

• 支持家庭和学校之间的沟通。 

• 申请免费校餐和校服 

• 在有需要时转介 / 指示到其他服务 

向 ess.inat@kirklees.gov.uk 发送电邮

来请求支援，或您可以致电01484 

221919 与业务支援小组联系，提供

您的联系资料并请求回电。该小组

将致力于在两天内作出回应，除非

是在周末，因办公室内无人工作。 

您可以到议会网站 www.kirklees.gov.uk 

/school 找到更多有关教育的资料。 

如果您的孩子有特殊教育需要，请查看

当地网站 www.kirkleeslocaloffer.org.uk。

该网站备有一个翻译和听说选项。 

养育子女和对待儿童 
 

您在任何时候都不得让您的孩子独

自一人； 他们必须经常由一名负责

任的成年人监督。根据《儿童法》

的规定，任何人疏忽照顾儿童，在

身体、性或情感上虐待儿童都是违

法的。 

所有适龄入学的儿童都必须定期上

学。 

如果您对一个孩子有顾虑，请致电

01484 456848，或于工作时间外致电 

01484 414933与儿童保障部联系。 

http://www.kirklees.gov.uk/


 



 
 
 
 
 
 
 
 
 
 
 

 

6. 学习和提高您的

英语水平 

渴望和实现 
 
 

英语课程 = ESOL（作为外语的英语） 

学习说英语非常重要，它将帮助您适应新的生活和独立地生活

，让您能够自己去看医生，在学校里帮助您的孩子，帮助您找

到工作或进一步学习。 

如果您失业并正在寻找工作，您有资格免费学习英语课程。在

您加入课程之前，老师会审核您的英语水平并找出更多有关您

的资料，以便您可以加入一个与您水平相近的人的班级，并且

会适合您的需要。课堂可以有很多乐趣，是一个结识他人和交

朋友的好地方。 

在 Kirklees，我们是一个多元化的社区，居民会说多种不同的

语言。学习英语可以让人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来提供一些

融合、发展和进步的机会。您将需要完成一个评估，以便您

可以被匹配到一个合适水平的课程。您可以通过 “This Way 4 

English (TW4E)” 来完成评估。请发电邮到 

thisway4english@tslkirklees.org.uk 或致电 01484 519053做预

约安排。 

完成您的评估后，TW4E 团队便会将您匹配到一个班里。ESOL 

课程可以在当地的学院、图书馆、学校和社区中心进行。您可

以到网站 www.learningenglish.org.uk 找到更多有关您当地的课

程和场所的资料。 

http://www.learningenglish.org.uk/


 
 
 
 
 
 
 
 
 
 
 

 

7. 成年人学习和

就业 

渴望和实现 
 
 

成年人学习 

我们强烈鼓励成年人学习，并且提供了许

多不同的课程。 
 

您当地的学院、成人教育服务和其他教育机

构可能会提供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的成人学习

机会。 这可能包括讲授课程、工作坊和在线

学习，涵盖广泛的主题，包括职业培训和个

人发展课程，如：资讯科技、园艺、艺术和

手工艺，以及身心健康。 

有些课程是专门为支持父母及其家人而设计

的。这些课程很可能会在日间、晚上和周末

提供。 有些课程，包括识字和算术，是免费

的。有些课程是收费的，因此可能会要求成

年人支付全部或部分费用。 

请到网站 www.kirklees.gov.uk/beta/ 

employment-information/covid19-
employment-work-support.aspx 查看更多资

料。如果您无法进接互联网，请致电 01484 

519053 与 “This Way 4 English” 课程联系。 

您还可以通过网站 nationalcareers.service. 

gov.uk 来进接 “国民职业服务 (National Career 

Services)” ，以获得培训和工作的帮助。 

http://www.kirklees.gov.uk/beta/


 

 
 

 
 
 
 
 
 
 
 
 

Your income 

If you are an asylum seeker, Mears will be 
sending you weekly/monthly payment via 
pre-paid card. 

If you are a refugee, having a bank account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your daily life. 

In order to apply for a Bank account, you 
must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all of the 
correct documents including proof of 
identification and address. 

Once you receive your bank account letter 
through the post, you will receive a bank 
card. You will also receive a four digit “PIN”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which you 
can change to a memorable number. You 
must use your PIN for all card transactions. 

Most shops allow you to pay with your card 
in their machine or it may be a contactless 
machine where you don’t need to use your 
PIN for transactions less than £30. You can 
also withdraw cash from an ATM using 
your card, again you will have to enter 
your PIN.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To start working you need to improve your 
English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We explained in previous section 
how to start your ESOL lessons. See the UK 
welcome guide in your language for more 
national information at 
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 
welcome-a-guide-for-new-refugees 

Job Centre Plus (JCP) 

The state Welfare (benefit) system 
comprises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which 
must be followed in order to continue 
to receive money. Your JCP Work Coach 
will create your Commitments, which you 
will need to follow and comply with. The 
Commitments are designed to understand 
your barriers and put a plan in place 
for you to take necessary steps to help 
you move forward and become more 
employable. 

JCP works with many organisations to help 
you get the necessary training, courses and 
education. They will utilise these services 
and refer you for the appropriate help and 
support. Courses and training include: 

• ESOL 

• IT 

• CV (curriculum vitae) & covering letters 

• Employability – includes the above and 
interview advice 

• Customer Service 

• Retail. 

JCP is located at Castle House, Market 
Street, Huddersfield HD1 2NE, and is open 
from 9am until 5pm Monday to Saturday. 

There are a lot of other services available 
in Kirklees to help you starting work as 
well as JCP: 

• Works Better: 01484 221000 

• Horton Housing: 01484 300744 

• WEA: wea.org.uk or 0300 303 3464 

• Connecting Opportunities: 0113 3788 700 

• The Lab Project: www.properjob.org.uk/ 
the-lab-project or 07368 291 874. 

您的收入 
 

如果您是寻求庇护者，Mears 将通过预

付卡向您发送每周 / 每月的付款。 
 

如果您是一名难民，拥有一个银行账户

是您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为了申请一个银行账户，您必须确保您

拥有所有正确的文件，包括身份证明和

地址证明。 
 

当您收到银行寄来的账户信函后，您将

会收到一张银行卡。您还将收到一个有

四位数的 “PIN” (个人识别码) ，您可以

将其更改为一个容易记住的号码。您必

须使用您的 PIN 来进行所有卡交易。 
 

大多数商店容许您在他们的卡机上使用

您的卡来付款，如果它是一台非接触式

的卡机，您便不需要使用您的 PIN 码来

进行低于 30 英镑的交易。您也可以使

用您的卡从 “自动柜员机 (ATM)”  提取

现金，但您必须输入您的 PIN 码。 

 

就业和培训 
 

您需要在开始工作时提高您的英语水平才

能与人交流。我们在上一节解释了如何开

始您的 ESOL 课程。欲知更多国家信息，请

到网站 

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welco
me-a-guide-for-new-refugees 查看中文版的 “

英国欢迎指南 (UK welcome guide)” 。 

 
就业服务中心 (JCP)  
 

国家福利 (津贴) 系统包含了一些规则和条

例，您必须遵守才能继续领取津贴。您的 

JCP 工作辅导员将为您制定一些承诺，您需

要遵循和遵守这些承诺。这些承诺旨在让

您了解您的障碍并为您制定一个计划，让

您采取必要的步骤来帮助您前进并提高就

业能力。 
 

JCP 与许多组织合作，以帮助您获得必要的

培训、课程和教育。他们将使用这些服务

，并会将您转介到适当的帮助和支持。课

程和培训包括： 
 

• ESOL 

• 资讯科技 

• 撰写CV (履历) 和求职信 

• 可雇性 — 包括上述事项和面试指导 

• 客户服务 

• 零售 
 

JCP 是位于 Castle House, Market Street, 

Huddersfield HD1 2NE，办公时间是周一至

周六，上午 9 时至下午 5 时。 
 

除了 JCP外，Kirklees 还有许多其他服务可

以帮助您找到工作，如： 
 

• Works Better: 01484 221000 

• Horton Housing: 01484 300744 

• WEA: wea.org.uk or 0300 303 3464 

• Connecting Opportunities: 0113 3788 700 

• The Lab Project: www.properjob.org.uk/ 

the-lab-project 或07368 291 874 

http://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
http://www.properjob.org.uk/
http://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welcome-a-guide-for-new-refugees
http://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welcome-a-guide-for-new-refugees


 



 
 
 
 
 
 
 
 
 
 
 

 

7. Volunteering 

Aspire and achieve 
 

Volunteering is choosing to spend your time, without being 
paid, to help a person, place or organisation. Most volunteering 
is organised by a charity, community group or public sector 
organisation like Kirklees Council or the health service (NHS). You 
can volunteer with gardening, sewing, jogging, painting groups. 

Volunteering can be a great way to: 

• Learn new skills 

• Improve your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 Meet new people 

• Gain work experience 

• Give you a purpose 

• Improve you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 Make a positive difference by helping others. 

You can view and apply for volunteer roles in Kirklees by 
looking on the TSL Kirklees volunteering website, 
volunteering.tslkirklees.org.uk/opportunities 

To arrange an appointment please contact 
volunteer@tslkirklees.org.uk or call 01484 519053. 

8. 志愿服务 
 
渴望和实现 

 
志愿服务是指选择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花费您的时间来帮助

一个人、一个地方或一个组织。大多数志愿服务是由慈善机

构、社区团体或公共部门组织 (如 Kirklees 议会或医疗服务机

构 (NHS) 组织的。您可以自愿参与园艺、缝纫、慢跑、绘画

小组。 
 

• 志愿服务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 

• 学习新技能； 

• 改善您的英语沟通能力； 

• 结识新朋友； 

• 获取工作经验； 

• 给予自己一个目的； 

• 改善您的身心健康； 

• 通过帮助他人来产生一个正面的影响。 
 

您可以到 TSL Kirklees 志愿服务网站 volunities.tslkirklees.org. 

uk/opportunities 查看和申请 Kirklees 的志愿服务职位。 
 

如要安排预约，请发电邮到 volunteer@tslkirklees.org.uk 或致

电 01484 519053 查询。 

mailto:volunteer@tslkirklees.org.uk


 
 
 
 
 
 
 
 
 
 
 

 

8. Faith and 
worship 

Safe and cohesive 
 

Britain is a multi-faith society in which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religious freedom. Although Britain is historically 
a Christian society, citizens are encouraged to be tolerant 
towards the faiths of others and those who have no 
religious beliefs. It is interesting to know that 25% of 
people in the UK and in Kirklees would say they have no 
faith at all. 

Although religious faith in Britain is predominantly 
Christian, mos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 are also practiced. 
There are large Muslim, Hindu, Jewish and Sikh 
communities, and also smaller communities of Bahá’í, 
Buddhists, Jehovah’s Witnesses, Jains, and Zoroastrians, 
as well as followers of new religious movements. This 
diversity is also evident in Kirklees. 

In Kirklees, 17% of people are Muslim and worship in over 
50 purpose built mosques. Some Islamic communities 
broadcast the call to prayer on a radio frequency which 
Muslims can pick up in their homes and places of work 
using a small receiver. Women do not pray in the same 
place as men, there is usually a screened off area for 
them. Prayers and services are held every day at all 
mosques. All Muslims go to the mosque on Friday in the 
UK. There is also an Ahmadiyya Muslim Association in 
Huddersfield. 

9. 信仰和崇拜 
 
安全和凝聚力 

 
英国是一个多信仰的社会，每个人都有宗教自由的权利

。虽然英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基督教社会，但鼓励公民对

他人的信仰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保持宽容。有趣的是，

英国和 Kirklees 有 25% 的人会说他们根本没有信仰。 
 

虽然英国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基督教，但世界上大多数的

宗教也有人信奉。大型宗教社群有穆斯林教、印度教、

犹太教和锡克教。而规模较小的宗教社群则有巴哈伊、

佛教、耶和华见证会、耆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以及一

些新宗教运动的追随者。这种多样性在 Kirklees 也是很

明显的。 
 

在 Kirklees，17% 的人是穆斯林，他们在 50 多座专门建

造的清真寺中做礼拜。一些伊斯兰社群通过一个无线电

频率来广播祈祷的呼唤，穆斯林可以使用一个小型接收

器在家中和工作场所接收。女人不会和男人在同一个地

方祈祷，通常会有一个隔离区专供她们使用。所有清真

寺每天都会举行祈祷和礼拜。在英国，所有穆斯林都会

在星期五到清真寺。Huddersfield 还有一个 “艾哈迈底亚

穆斯林协会 (Ahmadiyya Muslim Association)” 。 



 

 
 

 
 
 
 
 
 
 
 
 

当地的宗教活动场所 

这里有一些当地的宗教活动场所资料。 

Jam-e-Masjid Abu Bakr 

169 Church Street 
Paddock 
Huddersfield 
HD1 4UJ 
电话：01484 450183 

Jamia Masjid Bilal 

245 Yews Hill Road 
Lockwood 
Huddersfield 
HD4 5DE 
电话：01484 542360 

Jamia Masjid Osman 

32 Upper George Street 
Springwood 
Huddersfield 
HD1 4AW 
电话：01484 420029 

Huddersfield Parish Church of St. Peter’s 

Byram Street 
Huddersfield 
HD1 1BU 
电话：01484 427964 

在 Huddersfield 的锡克教寺庙： 

Guru Nanak Gurdwara 

2 Prospect Street 
Springwood 
Huddersfield 
HD1 2NX 

在 Huddersfield 的印度教寺庙：

Huddersfield Hindu Temple 

20 Zetland Street 
Huddersfield 
HD1 2RA 

Other important related services 

To register birth, marriage and death go to 
Huddersfield Register Office, Huddersfield Town Hall, 
Ramsden Street, Huddersfield, HD1 2TA. 

Details can be found at www.kirklees.gov.uk/beta/ 
register-offices/register-offices or call 01484 221030. 

Islamic funeral service 

Sher Azam Funeral Director is for everyone, even 
though they are based in Bradford, but they do go to 
other cities to provide their service. 

The address is: Try Mills, Preston Street, Bradford 
BD7 1JE or call 01274 780056. 

其他重要的相关服务 
 

如要登记出生、结婚和死亡，请到 Huddersfield 

Register Office, Huddersfield Town Hall, Ramsden 
Street, Huddersfield, HD1 2TA. 
 

您可以到网站 www.kirklees.gov.uk/beta/register-

offices/register-offices 或致电 01484 221030查询

资料。 

 
伊斯兰葬礼服务 
 

Sher Azam Funeral Director 为所有人服务，即使

他们是在Bradford，他们也会去其他城市提供服

务。 
 

地址：Try Mills, Preston Street, Bradford BD7 1JE 

或致电 01274 780056。 

http://www.kirklees.gov.uk/beta/


 



 
 
 
 
 
 
 
 
 
 
 

 

10. 您的当地社区 

独立 

 
购物 

在 Huddersfield，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商店和超市，

您可以在那里买到日常家居用品和食品。 

超市是大型商店，您可以在那里买到它的自营品牌

和知名品牌食品、洗漱用品、婴儿用品，有时还可

以买到衣服和电器用品。留意 "专门过道"，那里有

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食品出售。许多超市也出售清

真肉。 

超市经常会有每周优惠，比如 “买一送一” 或 “买二

送一”等。一些超市比较贵，例如：Sainsbury 和

Tesco。较便宜的超市是 Aldi 和 Lidl。 

您可能想购买一些“环保袋”用来购物，因为超市现

在对每个手提袋收取 10 便士的费用。 

Huddersfield 有几家商店出售库尔德食品和配料，

并且有餐馆和外卖店。 

 

户外市场 

在 Huddersfield 市中心有一个户外市场，开放时间是

每周一、四、六上午 9 时至下午 4 时。这个市场有

很多摊档，销售物品从新鲜水果和蔬菜到织物、五

金制品和家居用品，应有尽有。当中也有食品摊档

，您可以尝试不同美食，从泰式面馆到传统炸鱼薯

条等。 



 

 
 

 
 
 
 
 
 
 
 
 

可做的事情 
 

在 Kirklees 居住有很多事情可以做。Huddersfield 有

多个户外场所，可供家庭在当地散步和进行娱乐活

动。当中有些是免费的，有些则需要付费。详情可

在议会网站 www.kirklees.gov.uk/events 上找到。 

公园 

Greenhead Park 和 Beaumont Park 

体育运动 

体育运动中心、游泳、攀岩墙、网球场

、John Smiths Stadium (足球和橄榄球联

合会)、保龄球、激光区、滚轴溜冰、

高尔夫球。 

艺术 

艺术馆、博物馆、剧院、电影院 

儿童 / 家庭 

游乐区，冒险游乐场，软质材料游戏中

心，农场，社区中心，青年设施，

Kingsgate购物中心 

 

找地方可能很困难，您可能需要帮助才能获得活动

和机会。在 Kirklees，我们有 “欢迎导师”，他们会

说许多不同的语言，而他们先前也曾经像您一样，

刚到Kirklees并希望充分利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的

机会。 

如果您想与 “欢迎导师” 取得联系，请发电邮

到 welcomementors@tslkirklees.gov.uk 或致电 

07425 444566 来联系他们。 

如果您想让您的孩子参加一些特别活动，“Kirklees

青年联盟和合作伙伴 (Kirklees Youth Alliance and 

partners)” 可以提供一系列的活动。详情请到网站

www.facebook.com/KirkleesYouth 查看。 

 

 
Greenhead Park 

http://www.kirklees.gov.uk/events
http://www.facebook.com/KirkleesYouth


 

 
 

 
 
 
 
 
 
 
 
 

图书馆 

Kirklees 图书馆欢迎所有儿童和年轻人

及其家人。这里有大量合适的资源和很

多有趣的活动和项目。 

图书馆提供一系列免费服务，包括数字查

询，图书、DVD 和 CD 外借、进接世界媒

体、学习和创作机会。 
 

这里还可以使用电脑和互联网 —— 图书

馆会员或有适当身份证明的访客均可免费

使用。16 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均需要

得到其父母、监护人或照顾员的书面同意

。请到网站 www.kirkleeslibraries.co.uk/ 

libraries-of-sanctuary 查看更多的资料。 

这里有一些当地的庇护所图书馆资料： 
 

Huddersfield 图书馆 

Princess Alexandria Walk 
Huddersfield 
HD1 2SU 

Almondbury 图书馆 

Stocks Walk 
Huddersfield 
HD5 8XB 

Birkby Fartown 图书馆 

Lea Street 
HD1 6HA 

Rawthorpe Dalton 图书馆和信息中心 

23-25 Ridgeway 
Dalton 
Huddersfield 
HD5 9QJ 

在图书馆登记是免费且容易的。请到网

站www.kirkleeslibraries.co.uk 查看或亲

临图书馆就可以开始了。 

法律意见 

如果您是难民或寻求庇护者，并需要法

律意见，您可以联系： 

Kirklees Citizens Advice & Law Centre –
Advice in Kirklees 

网址：kcalc.org.uk  

电话：0808 278 7896 

DASH: HuddsDash – Destitute Asylum 
Seekers Huddersfield 

网址：huddsdash.org 
电话：07702 382647 或 07926457599 

 
 

最后，您可以到下面网站找到更

多有关在英国生活的资料，这些

资料是备有中文版的。 

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welcome-a-
guide-for-new-refugees 

 

我们希望您在 Kirklees 的 Huddersfield 能够好

好享受您的时间。我们希望看到您茁壮成长

、进步和快乐。 

祝您好运 

http://www.kirkleeslibraries.co.uk/
http://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welcome-a-
http://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welcome-a-


#Kirklees欢迎您 

 

 
 

 

 

 

 

 

 

 

 

 

携手合作，支持及庆祝移民到来 
 

 

Kirklees 仍然是一个热情好客的社区，它了解移民

带来的好处，并以此为基础。 

 

www.kirklees.gov.uk 

 Kirklees Council - @liveinkirklees 

 @KirkleesCouncil 
@Kirklee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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