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手密行義工路 無分你我展愛心
慈航義工陳容 有您更添豐盛
慈航義工大招募
慈航義工大招募
歡迎加入慈航會「義工服務團」或「青少年義工服務團」，服務社會上有需要人士。
義工團宗旨：
義工團宗旨：慈航會精神 服務利社群
 培訓社會服務義工人才
 為公益活動提供有素質和效率服務
 積極參與多元化的義務工作
 關心社會，服務社群，齊心協力推動社會公益事業
對象：
對象：
義工服務團─
義工服務團─凡年齡 25 歲以上
青少年義工服務團─
青少年義工服務團─凡年齡 15-25 歲
義工訓練內容
義工訓練內容：
內容：
 邀請專業導師提供培訓課程及舉辦專題講座
 服務技巧訓練：剪髮技巧、輪椅使用、抱扶技巧、認識服務對象服務特殊人士技巧─
智障、視障及殘疾人士、與長者溝通技巧
註：課程費用全免
義工服務範圍
義工服務範圍：
服務範圍：
 為長者義務剪髮
 舉辦中西醫義診
 舉辦節日聚餐及送贈禮物包
 定期探訪護理安老院及庇護工場和宿舍
 定期探訪及電話慰問獨居長者
嘉許 :
本會為義工記錄所服務的時數作為向社會福利署提名服務獎狀及參加本會的義工獎勵計
劃。
參加辦法：
參加辦法：
請親臨本會或網上登記報名。
主辦機構：國際聯密佛教慈航會
地址：香港九龍土瓜灣道 86 號順聯工業大廈 2 字樓
報名及查詢：電話：(852) 2721 8378

傳真：(852) 2311 6387

網址：http://www.ubms.org

國際聯密佛教慈航會
Universal Buddhist Merciful Society

義工申請表格
Volunteer Application Form

申請人資料 Particulars of Applicant :

* 必須填寫此欄 These fields must be completed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

英文姓氏 English Surname: *

名First Name: *

(Please write full name in

BLOCK Letters)

性別 Gender: *
個數字)

男 M/ 女 F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身份證號碼 ID Card No.：(

(日DD) *

電話Tel No. : (住宅/Home)*
*___________________

(月MM)

)

___

___

(年YYYY)

(辦公室/Office)

___

(連同英文字母在內的首三

年齡 Age: *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Mobile)

傳真號碼 Fax No. : 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箱 E-mail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Address：*

義工年資 Volunteer Experience: *

_____________ Year (s)

教育程度:

小學 Primary

中學 Form 5

預科

Education

大專 College

大學 Undergraduate

碩士/博士 Postgraduate

工作狀況:

學生 Student

在職 Employed

主婦 Housewife

Working Status

退休 Retired

待業 Job-seeker

其他 Others _______________

職業 Job 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操流利語言/方言:

廣東話Cantonese

Matriculated

職位 Position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普通話Mandarin

英語English

其他 Others

_______________ Language/dialects spoken:

可服務日期:

星期一 Mon

星期二 Tue

Available Date:

星期六 Sat

星期日 Sun

有興趣的服務對象:

長者 The Elderly

星期三 Wed

星期四 Thur

星期五 Fri

青少年 The Youth

弱能人士 Physically

兒童 Child

其他 Others

Disable
智障人士 Mentally Retarded

知識技能(可選多項)
Knowledge and Skills (Multiple selections)
知識技能
電腦知識及應用
Computer knowledge & application

美術設計(平面/廣告)
Art & design (graphic, advertising)

網頁/多媒體設計
Web/multi-media design

音樂
Music

電影/攝影/錄影
Filming/photography & recording

文字工作(宣傳/編輯/出版)
Writing (publicity/editing/publishing)

教學/培訓
Teaching/training

行政管理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醫療護理
Medical & health care

財務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

水電維修工程
Repair & maintenance (E&M)

駕駛
Driving

其他(請列明)
Others (please specify):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
你提供的資料只供申請國際聯密佛教慈航會義工日後聯絡及通訊之用，除獲本會授權的人員外，將不會提供予其
他人士。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will only be used for enrol as volunteer organized by Universal Buddhist Merciful Society, statistical
analysis, further correspondence, and promotion of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UBMS.
UBMS, no one will be given access to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申請人簽署：
Applicant’s Signature

日期：
Date

Apart from personnel duly authorized by

交表辦法 Method of Submission：
Submission：
請把表格傳真、電郵、寄回或交回本會
本會 (地址如下)。
Please kindly send the form to UBMS by fax, by email, in person or by mail (see address below).

國際聯密佛教慈航會
九龍土瓜灣道 86 號
順聯工業大廈二字樓全層
電話 Tel：(852) 2721 8378
電郵 E-mail：ssc@ubms.org.hk

Universal Buddhist Merciful Society
2/F Shun Luen Factory Building
86 To Kwa Wan Road, To Kwa Wan, Kowloon
傳真 Fax：(852) 2311 6387
網址 Website：http://www.ubms.org.hk

如表格不敷應用，請自行影印 Please photocopy if extra copies of this form are requir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