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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局 45 周年誌慶 頒授學會榮譽會士
義務工作發展局（義工局）成立 45 年了！義工局於 2015 年 11 月 17 日舉行 45 周年誌
慶酒會及香港義工學會榮譽會士頒授典禮，獲超過 300 名各界嘉賓參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GBS 太平紳士親臨主禮，並頒授學會榮譽會士榮銜予徐嘉慎先生、鄧永鏘爵士及鄭慕智博士，
以表揚他們對社會及義務工作的重大貢獻。
林司長在致辭時表示︰「AVS 自 1970 年成立以來，已經積極與社會各界建立夥伴關係，
合力推動義工參與，以締造一個互愛關懷的社會為己任。早在十多年前我擔任社會福利署署長
時，AVS 已經是我的緊密合作夥伴，與特區政府合力推動香港義務工作的持續發展及優質服
務。」林司長讚揚義工局在推動義工普及化方面功不可沒，讓每位朋友都能發揮所長，貢獻社
會，並將義工版圖由香港拓展至世界各地。
義工局及學會主席李澤培 SBS, OBE 太平紳士回顧義工局過去 45 年豐盛成果之餘，特別提到︰「在踏入 45 週年的時刻，
目睹社會中種種值得深思的轉變、是需要及時處理的轉變，我們應反思一下：要幫助社會堅守我們的價值觀，擁抱積極的
心態，向前邁進，本局在哪方面可以做得更多？義工又如何可以做得更好？本局致力推動服務，義工滿懷關愛熱誠，但我
們不能孤軍作戰，我們熱切期盼結納更多夥伴，分享我們的抱負，攜手加強義務工作的能量，合力構建關愛的社會，為市
民帶來幸福和快樂。」李主席又說學會已委託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就年長人士參與義務工作進行研究，並於 2016 年
3 月 22 日舉行研討會，深入探討年長人士積極參與義務工作的契機。

45th Anniversary of AVS and Conferment of HKIoV Honorary Fellowship

to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people in volunteering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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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動態 : 義務工作的專業精神
學會的管理委員會就學會的發展方向，對義務工作的價值、
優質服務準則及義工專業精神等課題作出探討。管理委員會於較
早前通過一份有關義務工作專業精神的文件，作為進一步提倡及
發展義務工作發展專業精神的依據。藉此機會與大家分享。
義務工作源遠流長，自古已有文獻記載各種行義事蹟。義務工
作可被視為一種為他人造福的人與人之間關係。雖然義務工作精
神沒有一個標準的定義，但大家還是對它的本質有普遍共識。《香
港義工約章》就簡潔地列出其精髓，包括義務工作精神及價值。它
明確地指出「義務工作精神跨越界限」，「義務工作出自愛心……
基於個人意願……不期求任何物質回報」。義務工作主要源於愛
心，人性尊嚴和自由意願。
雖然義務工作包含知識及同理心，但它不是一種專業。專業
一般被定義為透過考核或認証，於某些範疇內為生計而精通的知
識或技能。義務工作沒有此門檻，亦顯然不是維生手段。
儘管如此，義務工作精神卻擁有作為專業的元素。牛津字典
描述「專業的」為達到專業標準。這裡很明顯意指質素和行為。
義工可以類似的專業標準來檢視，尤其於

常生活的技能。雖然義務工作不是一種專業，亦不需要成為專業，
但義工可自行透過持續的實踐和學習，追求專業質素 1。
眾所周知，任何人皆可以成為義工。但是，義務工作涉及不同
層面，而每位義工的參與度各有不同。有些義工的參與度會隨著時
間不斷增加，但義務工作的成效又會因應義工的付出而有所不同。
專業的義工會有決心、有目的及方向地去服務，並遵守相關工作
指引。在這方面，《香港義工約章》闡明實踐義務工作精神的原則，
以及義工的服務環境。於實踐方面，《約章》提出責任感、熱誠、
理性、誠信、自律等等。我們可以發現人們對專業人士與專業義
工的期望其實有相似之處。人們同樣期望兩者可以獨立完成工作，
並具有誠信的表現 2。
義務工作精神蘊含專業固有的一切元素，問題只在於它們有否
被發揚和培養。義務工作精神是值得實踐、學習和對個人發展具
有裨益的任命。當義工被視為專業人士，他們的努力和成就也會
獲得充分的嘉許。此等嘉許將提升大眾對義務工作精神的認受性，
認同義務工作是應受到尊重及推崇的使命，亦是一種關懷他人和
服務社會的承諾。
1

民政事務局局長 2011 年在其網誌表示，義工不但要具備一定的
技能和專業精神，……還要有很高的情緒商數。

a) 敬業樂業
b) 全力以赴，追求完美
c) 具同理心，關懷他人
d) 尊重人類及生命；及
e) 擁有一定的技能

2

於 2014 年香港大學一個頒獎禮上，學會榮譽會士李國棟醫生說︰
「作為醫護人員，我們受到希波克拉提斯宣言的約束，表現須專
業、合符人性及道德，並時常為病人和社會竭盡所能。」

作為一套知識及原則，義務工作是一個需要熱誠和心思的服務與
學習過程。它包含來自不同職業或專業的知識外，亦會使用到日

歡迎提供意見。

What’s on HKIoV:Professionalism in Volunteerism
On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of HKIoV, the Governing
Committee (GC) has deliberated on the value of volunteerism,
good service practices, and professionalism of volunteering. GC
approved earlier a paper elaborating the thrust of professionalism in
volunteerism, which will underpin the future work of HKIoV. We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share it with you.

is not a profession, and volunteering need not be professional, a
through continuous practice and learning .

volunteering is as old as history. Volunteering can be regarded as a

and the service setting for everyone involved in volunteering one way

2

.

is a worthwhile vocation for practice and advance in learning as well
of sustenance.

attaining standards of a profession. The point here obviously refers
standards of a profession particularly

2

Your views are 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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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義務工作議會成立 10 周年誌慶暨專業人士義工服務嘉許計劃聯合頒獎禮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Volunteering & Professional
Volunteer Service Accreditation Joint Presentation
由義工局聯同不同界別團體成立的香港義務工作議會，於 2015
年 10 月 19 日慶祝其成立 10 周年，同時舉行「專業人士義工服務嘉
許計劃聯合頒獎禮」。
是次盛會由國際義工協會全球會長 Ms Kylee Bates 及民政事務
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太平紳士主禮，嘉許約 150 位「專業人士義
工服務嘉許計劃」的得獎者，包括測量師、建築師、工程師、律師、
護士和商界人士。

Ms Bates 表示，每年有近 10 億人參與義務工作，其經濟價值達 1.348 萬億美元。她補充︰「隨著聯合國於 2015 年 9
月通過的 17 個可持續發展全球目標，如教育、貧窮、健康等對香港而言是重要的範疇。『專才義工』的角色和鼓勵企業參
與義務工作對達致上述目標具關鍵作用。」

馮程淑儀女士表揚專業界別對義務工作的熱誠不斷提升，正適切地回應社會對專才義工服務不斷提升的需求。
香港義務工作議會李澤培主席表示，「義務工作是建立公民社會的重要基石，是一個關愛社會和文明持續發展的要素。
而「專業人士義工服務嘉許計劃是議會一個重要的里程，旨在推動專業人士及高級行政人員參與義務工作，一方面在其專
業領域作出努力，另一方面善用其專業才能服務有需要人士，為社會作出貢獻。

樂聚學會 Joy@HKIoV
學會於 2015 年 7 月 2 日舉行會員聚會，邀得香港優質師友網絡前首席經理 ( 培
訓及發展 ) 梁紹龍先生主講，分享如何能有效提供師友服務。
梁先生說，師友是一個青年人與一個為其個人發展提供指導、支持和鼓勵的成
年人的關係。梁先生於聚會中講述年青人相處的技巧及青年人與成年人不同的思考
方式。梁先生指出，成年人習慣依賴經驗及直覺去理解別人，有礙與青年人建立關
係。他建議友師嘗試站在別人的立場，開放思想，以了解青年人的想法。其實，做
任何形式的義務工作就像梁先生所述的師友一樣，義工必須放下成見，瞭解服務對
象的真實想法及需要，始能確切地幫助他人，造福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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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路分享：歐耀佳醫生與義務工作
義工局董事歐耀佳醫生擁有豐富戰地及災區緊急救援經
驗，他接受我們的專訪邀請，分享他參與義務工作的心路歷程
及對義務工作的見解。

負責處理特別情況。計劃不斷發展，之後更推廣至青少年中心、
老人院等，歐醫生及其他實習醫生將醫務知識傳授給該些機構
的義工，並借出工具，讓他們可為其服務對象做身體檢查。

早於 1987 年，歐醫生已定期為馬鞍山村退休老礦工及其
家屬提供義務醫療服務。他亦於 1997 年與同事們成立了香港
輪椅輔助隊，為輪椅使用者及其照顧者提供支援。自 2002 年，
歐醫生開始參與香港紅十字會和無國界醫生的國際人道救援工
作，為受武裝衝突和天然災難影響的人們提供緊急醫療服務。
歐醫生於 2009 年獲頒香港人道年獎。

作為香港紅十字會和無國界醫生的醫療義工，歐醫生表示
該些國際任務讓他有機會幫助於巴基斯坦、利比里亞、尼日利
亞、蘇丹和泰國等地受戰亂和災害影響的人們。歐醫生說︰「每
次參與這些國際任務，都能學習到新的技術和知識。他把累積
下來的實戰經驗和知識帶回香港，並到學校等地將這些國際行
動的價值宣揚開去，希望鼓勵更多年青朋友參與這些義務工作。
歐醫生補充︰「在過去的任務中，我感悟到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其實可以很簡單，不應有任何障礙。我十分慶幸遇到很多有心
人，體會到人性的美麗。今年，歐醫生計劃遠赴也門的武裝衝
突地區繼續拯救生命。

歐醫生表示，自己出身於基層家庭，鄰里關係非常好。幼
時已視守望相助是種理所當然的行為。小學下課後，同學們都
會到歐醫生家裡一起做功課，當時已開始擔任小老師，義教同
學。到了中學，歐醫生參與青年領袖訓練計劃，受訓後成為營
地管理員，帶領同學參與各種活動。歐醫生回想︰「當時沒有
思考過什麼是義務工作，只是想去做，便自自然然變成義工了。
可見歐醫生對義務工作的熱情早已在年青時萌芽。
後 來 歐 醫 生 在 大 學 修 讀 醫 科， 畢 業 後 聯 同 一 班 一 起
實 習 的 年 青 醫 生， 創 立「 新 蒲 崗 社 區 健 康 發 展 計 劃 」，
逢 星 期 日 為 該 區 的 工 友 提 供 健 康 檢 查， 如 檢 查 血 壓、 心
跳、 身 高、 體 重、 小 便 等。 該 計 劃 更 為 每 位 工 友 紀 錄 身 體
狀 況， 如 發 現 問 題 就 協 助 寫 轉 介 信 到 醫 院 跟 進。 其 後，
實 習 醫 生 們 開 始 訓 練 工 友 成 為 義 工， 於 前 線 幫 別 人 做 身
體檢查，讓更多有需要人士受惠，而實習醫生們則駐場支援，

歐醫生讚賞義工局的《香港義工約章》，認為它能提供相
關的指引予義工及運用義工機構，即使一名義工沒有專業身份，
亦應以服務對象為本，抱著專業精神去完成工作，平日要積極
學習各種知識，有需要的時候便能挺身而出，幫助別人。
於訪問中，歐醫生屢次感謝親友和同事的配合和鼓勵，令
他可以全情投入義務工作，像忘記了自己的大量付出，而自己
才是受幫助的人似的。其實，義務工作就是個助人助己的過程，
不談功績，平常不過。「有需要而我又能幫忙的地方，我就會
去。」歐醫生說。

V-Share：Dr Au Yiu Kai and Volunteering

their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allow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was very good, and since childhood

of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through schools and other occasions

and tutored fellow students voluntarily. At secondary school

volunteering has already developed in his early days.

able to help others when needed.

offered referral letters for follow up in hospital when necessary.

service to their respective target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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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義脈搏：Volunteering Australia 義務工作新定義
國際義工協會澳洲代表機構 Volunteering Australia 早前發佈
了其對義務工作的新定義，並接受以往的定義已過時及未能確切
反映義工貢獻社會的許多不同方式，例如企業義工服務、微細的
義工服務、數碼或網上義工服務，以至偶發或自發性的義工服務。

■ 藝術 / 文物 / 文化
■ 商業 / 專業 / 工會
■ 教育及培訓
■ 緊急服務
■ 環境
■ 信仰
■ 健康
■ 國際援助 / 發展
■ 法律 / 司法 / 政治
■ 親子 / 兒童及青年
■ 體育及康樂
■ 福利 / 社區

新定義
義務工作是沒有金錢收益而願意為共同利益付出的時間。
「沒有金錢收益」包涵以下情況︰

r 義工可以取回其所墊支的款項
r 作為良好的實踐，義工可獲獎勵和認同。雖然此過程可能會令義
工得到金錢上或物質上的得益，但該活動仍會被視為義務工作。

r 根據澳洲稅務局指引，義工可收取酬金、津貼或類似的款項，

r 社會運動可被視為義務工作。這定義與聯合國對義務工作的立

以嘉許其所提供的義工服務或義務提供的專業服務。基於該些
款項的性質和收受者的狀況，收取此類的款項不會排除該人士
被視為義工。
「為共同利益」：

r
r

r 此詞句聯合國的看法一致，它認為義務工作「應以公眾利益為

場一致︰「當人們參與和平的社會運動，支持或反對動物研究
或興建水壩，兩邊都在追求他們認為有益的結果。因此我們的
定義都將它包括在內。與不符合義務工作價值而涉及或激發危
害社會的暴力之活動或行動則不被納入我們的定義」1。
義工不可被剝削圖利。
義務工作可包含相互性，例如在團體的參與中產生的相互作用
使到他人及義工自身受益。

目標。它應直接或間接地，以公益為前題，令家族或家庭等等
以外的人受益，縱使義工自身亦會受益」1。義務工作經常被
看成為社區福祉，它的貢獻涵蓋但不限於以下社會各界、康樂
及興趣範疇︰

聯合國義工計劃組織 (2011)。《2011 年世界志願服務狀況報告：
全球福祉的普世價值》( 英文版 )。頁 4。

■ 與動物相關 ( 包括動物福利 )

來源：Volunteering Australia

1

Volunteerism Pulse：New definition for volunteering by Volunteering Australia
Volunteering Australia, the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Volunteer Effort (IAVE) for Australia,
has released earlier its new definition for volunteering and has
accepted that the past definition of volunteering was outdated and
volunteering, digital or virtual volunteering as well as episodic and
spontaneous volunteering.

volunteers can be rewarded and recognised as part of good

as recognition for voluntary services or professional services

Volunteering can include the concept of reciprocity such as
This phrase is consistent to United Nations’ (UN) view that

volunteer.

household or else benefit a cause, even though the person
Volunteers, P4.
wellbeing and volunteering activities cover all sector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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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耆」之旅 Experiencing the Empathy for the Elderly
香港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社會各界對長者的需要亦越趨關注，但我們可有親身感受過
長者日常所面對的困難？
「歷耆者」是全港首間提供長者體驗活動的社會企業，曾為逾 50 間學校、從事零售或社
會服務的機構舉辦活動，參與人數逾千。歷耆活動的參加者需穿上特製的「老人體驗衣」，包
括令人被迫駝背移動的繩索，再戴上營造老花、黃斑症的眼鏡、模擬聽覺退化的耳塞等，挑戰
各種任務，藉著經歷長者生活困難，建立同理心，打破跨代隔膜。
歷耆者除了讓年輕人體驗長者生活，亦提供機會讓長者與年輕人交流。20 多名來自不同階
層的長者，經過超過半年的培訓成為「長者導師團隊」，在活動後帶領小組討論，分享自身經
歷。這些長者與年青人相處融洽，更憑著友善的態度和人生閱歷，得到不少參加者的認同。
相信有了這群充滿人生經驗的長者和滿懷創意的年輕人，歷耆者將會繼續啟發更多朋友為
香港的人口老化議題作出貢獻。
參考資料︰歷耆者及香港經濟日報網站

學會管理委員會 HKIoV Governing Committee
主席：

李澤培 SBS, OBE 太平紳士

副主席：

林婷懿會計師

成員：

白景崇教授

Chairman:
Vice-chairman:
Member:

白理桃資深大律師
陳福祥博士 , 工程師
陳達文博士 SBS
馮立中先生
關信基教授
關國樂先生 MH
李應鴻博士 , 工程師
鄧惠鈞女士

歡迎投稿We Welcome Your Contributions
字

歡迎投稿到 iv@avs.org.hk 分享義務工作的心得和經驗（中文 500
英文 300 字以內）。編輯組對來稿保留刪改及取捨權。

Share your ideas and experience on volunteerism by sending your
article to iv@avs.org.hk (within 300 words in English/ 500 words in
Chinese). The Editor reserves the right to modify / accept the article.

香港義工約章

聯絡我們 Contact Us
「行義薈萃」編輯組

Volunteer Connect Editors

電話 Tel: 2200 5726
傳真 Fax: 2559 5142
電郵 Email: iv@avs.org.hk
網址 Website : http://www.avs.org.hk/hkiov/cht/
「行義薈萃」為香港義工學會定期半年出版的通訊。版權所有。

Volunteer Connect is the biannual newsletter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Volunteers. All rights reserved.

請支持《香港義工約章》！

Please support the Hong Kong Volunteer Charter!

Mr Lee Jark-pui, SBS, OBE, JP
Ms Lam Tyng Yih, Elizabeth, CPA
Prof John Bacon-Shone
Mr Ruy Barretto, S.C.
Ir Dr Chan Fuk-cheung
Dr Darwin Chen, SBS
Mr Richard Fung
Prof Kuan Hsin-chi
Mr Joseph Kwan, MH
Ir Dr Li Ying Hung
Ms June T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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