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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r 2 Tier 2 Tier 2 Tier 2 移民工簽政策變化移民工簽政策變化移民工簽政策變化移民工簽政策變化    

為了保護本地居民的就業機會，並減少英

國企業對於外來僱員的依賴，政府近期發

佈了對於工作簽證的政策變化。 

此項對於 Tier 2 工作簽證的變化旨在于防

止本地企業雇用低薪金的外籍員工，并同

时繼續支持英國經濟的成長和發展。 

政府認為這項改變將可以令英國的人才基

礎獲得更多的投資，並鼓勵優秀的畢業生

在完成學業後選擇留在英國工作。 

這項政策革新包括： 

2016 年秋，将提高有經驗的 Tier 2 技術

移民的最低年薪至£25,000，之后在 2017

年 4 月，繼續提至£30,000。不過，一些特

定行業，例如護士，醫護，以及某些教師

職位，在 2019 年 7 月前將不受到這項變化

的影響。 

• 新政策將要求企業為其僱用的非歐

盟成員國雇員支付新技術移民費

用。 

• 新政策將允 

許企業公司僱用更多的新畢業生培

訓員工。 

• 簡化公司內部員工調動的簽證程

序，從而令國際公司只可以調動其

資深高管和專業人士到英國工作。 

這項政府新政策意在確保企業在僱用海外

員工之前，優先考慮在英國本地的勞務市

場員工。 

註冊遊客服務註冊遊客服務註冊遊客服務註冊遊客服務擴展到香港與台灣擴展到香港與台灣擴展到香港與台灣擴展到香港與台灣    

這項服务目前有 4 萬成員，包括澳洲，

加拿大，香港，日本，新西蘭，新加

坡，南韓，台灣和美國頻繁來訪英國的

成員。通過這個方案，他们可以獲得更

好的體驗。 

愿意加入的人士可以登入 www.gov.uk 網

站在線申請，通過海關官員的安全檢查

之后，即可初步被納入這項計畫。 而在

他們下次訪英時即可確認完成計畫成員

身份。    

成為這項註冊遊客成員後，來訪者將可

以在英國各地參與的機場海關在無須填

寫入關卡的情况下使用 UK/EU 英國／歐

盟關口，和 eGates 關檢口 (如果持有生

物識別護照)，這包括： 

• 在伯明翰機場，東密德蘭機場，愛丁

堡機場，蓋特威克機場，格拉斯哥機

場，希德羅機場，倫敦市機場，拉頓

機場，曼徹斯特機場，斯坦斯特德機

場;和 

• 歐洲之星巴黎，布魯塞爾和里爾的關

檢口。 

申請者應持有簽證，且曾在過去的 24 個

月内至少來訪英國四次。 

該項服務年費為£70，如果申請未獲批

准，申請者可獲得£50 退款。 

對於已是該項計畫成員的人士，在更換

了新的護照後，將需支付£20 以更新護照

註冊信息，更新簽證信息则为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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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福利福利福利 

福利最高金額減低福利最高金額減低福利最高金額減低福利最高金額減低    

目前英格蘭的福利設置了上限，限制一個工作年齡

家庭可以收到福利的最高款額。這個數額是由家庭

的收入來決定。 

從 2016 年秋季開始，位於倫敦的家庭，福利上限将

從每年£26,000 減至 £23,000；位于倫敦以外的家

庭金額將會減低至£20,000。具體的減幅將視領取者

的居住地點而定。 

政府相信這項措施會令民眾開支重新有所限制，並

且會確保社會福利在英國各地均勻分配。 
稅務津貼入息豁免金額調低稅務津貼入息豁免金額調低稅務津貼入息豁免金額調低稅務津貼入息豁免金額調低    

今 年 家 庭 年 收 入 增 額 在 最 高 達 £5,000 的 

範圍内，在總結及計算今年稅務津貼時，增額將會

被豁免。但在從 2016 年 4 月開始的財政年度內，家

庭收入豁免額會被調低，因此任何超過£2,500 的增

額都會被計算在內。    
倨財政部最近估計，有多達 80 萬人的稅務津貼會被

減少，預計這項削減會帶來平均每年£200 至 £300

的減幅。 

根據一項影響評估，政府相信在 2020 年之前，財政

部會因為這項削減而節省九億三千五百萬鎊，表明

有更多資金可以用來進行國家發展、提供做退休

金，亦可增強英國經濟。 
個人免稅額提高個人免稅額提高個人免稅額提高個人免稅額提高    

從 2016 年四月起，個人入息免稅額將從£10,600 提

高到£11,000，從 2020 年起，將再次提高到

£12,500。 

綜合津貼改變綜合津貼改變綜合津貼改變綜合津貼改變    

從 2016 年四月起，綜合津貼裡面的工作收入已減

少。殘疾人士及撫養兒童人士，只有在需要支付住

屋費用的情況下，這項收入將每月減少至£192。假

如你沒有住屋費用，你每月會收到£397。 

目前，繳付給地方政府認可保姆的托兒費用，政府

支付其中的 70%，而每月一個兒童可報銷的托兒費

最高不超過£532，兩個兒童不超過£912。從 2016 年

4 月 11 日開始，報銷份額及金額都会提高，可以報

銷八成五的托兒費，而每月托兒費亦增加至一個兒

童最多£646，兩個兒童£1108。  
  

住房福利微調住房福利微調住房福利微調住房福利微調    今年 5 月起，住房福利政策有微型調整。財相近期宣布取消家庭津貼。 
另外，住房福利的追溯也縮短到 1 個月。之前，一個

達工作年齡的申請者，房屋福利可以追溯到 6 個月以

前。 

退休金退休金退休金退休金方案方案方案方案簡化簡化簡化簡化    

政府已開始引入一項新的退休金方案，取代舊的國家

基本退休金方案及第二國家退休金方案。新改變將會

簡化舊系統。 

如果你即將達到退休年齡，又想符合新規定，你就需

要繳付國民保險金至少 35 年，才有資格領取全額退

休金。但是，如果你沒有達到最低的合格年份，就會

得到按年份折算的金額，而且你亦沒有資格領取新的

單一退休金。如果你符合資格領取全額退休金，就可

以每月得到£155.65。 
國家最低薪金提高國家最低薪金提高國家最低薪金提高國家最低薪金提高    

國家最低薪金將改名為國家生活薪金，並且有所增

加，25 歲或以上的人士，時薪將增至£7.20。這項改

變是為了保障民眾有足夠收入維持生活。新規定亦是

為了防止出現要求加薪的罷工。這項時薪到 2020 年

將會增加到£9.00。 

社會福利租客的租金改變社會福利租客的租金改變社會福利租客的租金改變社會福利租客的租金改變    該項規定由 2016 年 4 起生效，致使社會福利住屋租金減少 1%，而在某些情況下，則可能凍結 4 年。          
內政部社區關係組移民問題諮詢內政部社區關係組移民問題諮詢內政部社區關係組移民問題諮詢內政部社區關係組移民問題諮詢     

 

 

 

 

 

 

 

 

 

 

 

 

 

 

 

 慷慨捐贈慷慨捐贈慷慨捐贈慷慨捐贈：：：：發短信發短信發短信發短信 CIAC18 £5到到到到 70070 

 

每月第一個星期二下午 2 點至 3 點，來

自內政部社區關係組官員會到中心來為

社區民眾提供移民申請相關的諮詢。內

政部確認在諮詢期間，不會作出任何移

民執法行動。我們中心會提供普通話，

廣東話和馬來西亞語翻譯。無需預約。 

請將舊電池放在我們的辦公室外面請將舊電池放在我們的辦公室外面請將舊電池放在我們的辦公室外面請將舊電池放在我們的辦公室外面回回回回收桶收桶收桶收桶，，，，促進友好的工作環境促進友好的工作環境促進友好的工作環境促進友好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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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支援服務女性支援服務女性支援服務女性支援服務/社會福利社會福利社會福利社會福利 

結束針對婦女及女童的結束針對婦女及女童的結束針對婦女及女童的結束針對婦女及女童的暴力暴力暴力暴力    

政府將實施一項從 2016 年開始至 2020 年結束的新

計劃。這個項目的目的是結束所有針對婦女的侮辱

及虐待，並且鼓勵婦女鼓起勇氣打破沉默。 

新措施會教育及告知女性怎樣才是健康的伴侶關

係，希望她們可以因此避免遇到任何虐待。另外，

當局亦希望提高個案受理及起訴的數目，並且保證

那些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婦女能夠有自信及能力來預

防和處理問題，避免被虐待女性再次被加害。 

此外，一項中期評估亦實施了一條新規例，將起訴

家庭暴力的時間限制，從 2 年增加到 5 年，允 

許婦女有更多的時間去提訴。 

再者，政府將有關的專用資金增加到 8 千萬英鎊，

用於保護婦女及女童不受暴力對待。這是反對針對

婦女及女童暴力新計劃的一部分，要確保家庭暴力

會得到有效及正當的處置，而不會令女性成為制度

不力的犧牲品。 2016201620162016 年財政法例削減部分稅額年財政法例削減部分稅額年財政法例削減部分稅額年財政法例削減部分稅額    
政府已經公佈 2016 年財政法例，其中包括： 

• 個人入息稅起徵額增加至£11,500，較高稅率

的起徵額提高到£45,000，讓超過三千一百萬

人會因此減稅 

• 開設一項新的個人存款免稅額，如果是基本

稅率支付人，存款的頭£1000 所獲的利息收

入免稅。九成半的納稅人可以因而受惠 

在 2020 年，削減公司稅至 17%，以受惠於超過一百

萬間公司 

• 在石油和天然氣稅務制度上進行重大變革，

確保行業職位及鼓勵投資 

• 為交響樂團開設一項新免稅，合資格的開

支，有 25%可以免稅 

新撥款幫助地方政府打擊無良屋主新撥款幫助地方政府打擊無良屋主新撥款幫助地方政府打擊無良屋主新撥款幫助地方政府打擊無良屋主    

政府宣布撥款五百萬英鎊給地方政府以助制止無良

屋主，解決“儲物小木屋床位”的問題。計劃將針

對最惡劣的屋主，現在已有三千個屋主面臨處罰行

動或者會遭起訴。 

社區大臣 Greg Clark 表示：新的撥款會幫助多達六

十五個地方政府處置因租出不符合居住條件的房屋

而導致租客生活悲慘的無良屋主。 

                         

   

當地私人出租屋比例大，又受到無良屋主問題影響嚴

重的地方政府可以申請分享這筆撥款，以协助打擊不

負責任且提供不安全的居住條件，剝削無辜的租客，

禍害社區的屋主。 

撥款亦會用來打擊所謂的“儲物小木屋床位”的現

象-殘忍的屋主经常將小床位出租給容易被人利用的

移民者，勒索高額租金，逼迫租客住在擠迫的地方。 

地方政府可以用這筆資金来： 

• 加強檢查出租房屋 

• 频增突擊搜查 

• 實施更多的處置和起訴 

• 拆除違禁的木屋及建築物 

英國有超過四百四十萬間私人出租屋，自從 2013 年

以來，一共進行了近四萬次的檢查。 

其他的措施還包括： 

• 對於那些違規最多及最嚴重的人，尋求禁制令 

• 對違規者發行高達£5,000 的罰款 

• 開設一項新的租客欠租佔屋政策，允許屋主無

須上法庭就可以回收自己的房屋 

• 設立無良屋主及違規地產代理商的資料庫 

• 對屋主展開更加嚴格的資格審查，確保他們有

管理物業的技能，並且為租客提供一個已經準

備就緒的聯絡人 

• 擴展租金退款令的適用範圍，涵蓋租客被非法

驅逐出家門，或者屋主未能妥善排除房屋裡嚴

重威脅健康及安全危險等等的情況。如果房租

是通過房屋福利或者綜合津貼支付，允許地方

政府保存那些金錢以便用來提供住房   
 

 慷慨捐贈一輛舊車慷慨捐贈一輛舊車慷慨捐贈一輛舊車慷慨捐贈一輛舊車（（（（不論仍在運作不論仍在運作不論仍在運作不論仍在運作與否與否與否與否））））為中心籌募經費為中心籌募經費為中心籌募經費為中心籌募經費，，，，免費全國免費全國免費全國免費全國回收回收回收回收，，，，你只需致電你只需致電你只需致電你只需致電 0207 736 

4242 或到網站確定或到網站確定或到網站確定或到網站確定 CIAC 為收益為收益為收益為收益捐贈機構捐贈機構捐贈機構捐贈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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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剪影與華社新聞中心剪影與華社新聞中心剪影與華社新聞中心剪影與華社新聞 

免費戒煙服務免費戒煙服務免費戒煙服務免費戒煙服務    

華人資料及諮詢中心是經 NHS認可

的 Kick-it戒煙輔導服務，並與西

敏寺區的合作夥伴，為西敏寺、哈

默史密斯和富勒姆、肯辛頓和切爾西居民免費提供

1 對 1戒煙輔導。 

每週四， 12:00-2:00pm, SOHO Square Clinic 

戒煙輔導當中包括免費治療藥物 (價值可達£100)，

同時提供為期六週的保密性個人輔導，幫助吸煙者

戒煙成功。 

在我們的幫助下，您戒煙成功的機率將提高 4 倍！

我們提供國語普通話，廣東話，以及英文的語言支

持。 

欲查詢詳情，請發郵件 jaime@ciac.co.uk，或致電

03002011868， 或者到中心辦公室面談。   
 

 

 

 

 

 

 

 

 

我們現已遷往倫敦華埠：    

爵祿坊 2222號地下室    

W1D 5PBW1D 5PBW1D 5PBW1D 5PB     

營養與健康生活系列工作坊營養與健康生活系列工作坊營養與健康生活系列工作坊營養與健康生活系列工作坊    

為期 6 次的免费營養工作坊幫助參與者提高飲食營養

觀念意識，講師將通過精心選擇的不同的營養專題幫

助大家領悟到食品與健康的緊密關聯，同時鼓勵大家

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有助身心健康的飲食養生法，實現

全面的身心能量和健康改善。 

工作坊講師乃英國營養療癒協會認證的營養師 Nicole 

Song (DipCNM, BANT)，她將把多年在健康養生和身

心能量方面的培訓和工作經驗貫穿在這些工作坊中，

令參加者可以收鑊到有益於自身和其家人朋友需要的

相關養生知識。（更多訊息請訪問：

www.nicolesong.co.uk) 

在這些工作坊中，我們將一起探討：我們該如何選擇

最適合自身的健康飲食，我們的身心能量與食品能量

的關係，我們的飲食是如何影響著我們的工作和人

生。      
 
 

 

 

布羅姆利布羅姆利布羅姆利布羅姆利 (Bromley) (Bromley) (Bromley) (Bromley)    

日期:  5 月 4， 11，18， 25 日及 6 月 8，15 日 

（星期三） 

時間: 3.00 – 4.00 p.m. 

地 點 : Cotmandene Community Resource Centre, 

Cotmandene Cres, Orpington BR5 2RG 

 

威斯敏斯特威斯敏斯特威斯敏斯特威斯敏斯特 (Westm (Westm (Westm (Westminster)inster)inster)inster)    

日期: 5 月 4， 11，18， 25 日,及 6 月 8，15 日 

（星期三） 

時間： 10.00 – 11.00 a.m.  

地點： She Family Centre Nursery, St. James’ 

Residences, 23 Brewer St, London W1F 0RN 

 

查詢詳情，請發電郵至 info@ciac.co.uk 或致電

03002011868 或到中心辦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