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頁一 

   

 

 

 

主辦： 

義務工作發展局 

 

 

協辦：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義務工作議會 

 

 

全力支持 :  

內地 

國際志願者協會中國

大陸地區國家代表 
 

廣州市義務工作者 

聯合會 

   

台灣 

台灣志願服務國際 

交流協會 
 

台灣高雄市志願服務

協會 

 

香港 

香港傑出青年義工 

協會 
 

香港傑出義工會 

 

澳門 

澳門義務工作者協會 

 

  

兩岸四地青年義務工作論壇 – 行義．青年夢 

報名表 

***截止報名日期：2017 年 10 月 10 日*** 

 

 本人欲參加「兩岸四地青年義務工作論壇 – 行義．青年夢」 

 

請填寫報名表格 

第一部份：個人資料（*此欄必須填寫） 

稱銜* 博士   先生    女士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姓___________________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機構或 

學校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如學生，請註明就讀年級 __________） 

職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如適用） 

居住地* 內地  台灣  香港  澳門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期間，在香港的聯絡方法（如有） 微訊 

WhatsApp 

帳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帳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份：住宿安排* 

為方便參加者參與兩天的論壇，並增加交流機會，大會可為參加者安排入住香港中華

基督教青年會-烏溪沙青年新村 1 (http://wks.ymca.org.hk)；費用為每位港幣 150 元

正。名額有限，先報先得，以繳付全費作實。 

 

需要住宿安排          不需要住宿安排 

 
1
（為 16 人團體營舍，男女分舍，每營舍設 4 間房間，每房住 4 人，內設兩張雙層床。) 

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0 周年 



頁二 

第三部份：期望及需要 

你對是次論壇的期望*（200 字內）： 

 

 

 

 

 

 

 

是否有特別需要（如飲食、行動等）？請註明（200 字內）。 

 

 

 

 

 

 

（大會會視乎情況與  閣下聯絡及提供支援。） 

 

你從哪裡得知是次論壇？  

海報/單張   互聯網   親友  學校／公司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1. 名額有限，額滿即止，請從速報名。 

2. 如需大會安排住宿，必須以繳付全費作實，名額有限，先報先得，已繳費用恕不退還。 

3. 申請者必須提供一個有效的電郵地址以作日後聯絡。電郵確認信會於 10 月 20 日或之前發出，如於

上述日期尚未收到相關電郵，請聯絡本局。 

4. 當活動舉行前三小時，如香港仍然/將會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所有活動將會

延期或取消。詳情將於當天公布。 

5. 本局於活動當日會進行拍攝，用作推廣義務工作。 

6. 請保留此表格的副本作為紀錄。 

7. 若以團體（10 人或以上）方式報名，請電郵 tdc@avs.org.hk 致本局義工培訓發展中心索取「團體

報名表」。 

 

  



頁三 

報名手續 

互聯網 : 可直接登入 http://www.avs.org.hk/youthconference 報名 

傳真及電郵： 填妥的報名表格，請傳真至 +(852) 2527 3362 或 電郵 tdc@avs.org.hk 

郵寄： 填妥報名表格，以郵寄形式，寄回本局義工培訓發展中心 

( 地址：新界葵涌祖堯邨敬祖路 6 號祖堯坊 D 座 1 樓 D101-102 號)，信封面註明：「兩

岸四地青年義務工作論壇報名表」。 

親臨： 參加者可親臨本局以下辦事處辦理。 

 

本局辦事處地址： 

義務工作發展局 地址 電話 

總辦事處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602 室 +(852) 2527 3825 

義工服務中心 香港西營盤西源里六號源輝閣地下及一樓 +(852) 2546 0694 

義工培訓發展中心 新界葵涌祖堯坊敬祖路 6 號 D 座 1 樓 101 - 102 號 +(852) 2865 2520 

 

住宿付款方法  

本地參加者適用 

 現金 只接受港幣。請直接交回本局辦事處，切勿郵寄現金。 

 劃線支票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抬頭請寫「義務工作發展局」） 

 繳費靈 付款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付款日期：日     / 月     / 年       

商戶編號 6484   輸入聯絡電話作為用戶編號   按 2 字：培訓費 

 直接存入 

銀行賬戶 

直接存入「義務工作發展局」恆生銀行戶口：280-1-356565 

（請於存款單或自動櫃員機單據上註明【兩岸四地青年義務工作論壇費用、姓名及聯

絡電話】，並連同報名表格交回本局） 

 

本地或海外參加者適用 

 信用咭  VISA ＭASTER 

信用咭號碼 __________ - __________ - __________ - __________ 

持咭者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咭有效日期： _________________（月）_________________（年） 

信用咭(咭背) 3 個保險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扣數金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咭者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avs.org.hk/youthconference
mailto:tdc@avs.org.hk


頁四 

聲明及個人資料收集 

本人謹此聲明上述資料真確無訛。本人明白及同意此等資料將用於是項活動／服務之申請，如本人所提

供的資料不足，義務工作發展局可能無法處理此申請。 

 

個人資料收集 

義務工作發展局可能使用你的個人資料以作推廣或籌款用途。倘若你不同意是項安排，請於以下方格內

加上「」號。如欲查詢、更改或要求本局停止使用你的個人資料，請電郵至 avs@avs.org.hk 或致電

+(852) 2865 2520 與本局職員聯絡。 

 

 本人不同意義務工作發展局使用我的個人資料作上述用途。 

 

聲明 

 本人已閱讀及明白本表格的「注意事項」，同意及遵守大會一切安排，並謹此聲明所填報的資料真確 

無訛。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查詢及報名 

義務工作發展局「義工培訓發展中心」 

地址：新界葵涌祖堯邨敬祖路 6 號祖堯坊 D 座 1 樓 D101-102 室   

電話：+(852) 2865 2520 傳真：+(852) 2527 3362 

電郵：tdc@avs.org.hk 網址：http://www.avs.org.hk/youth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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