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貢區社區中心 

義工登記表 
 
個人資料 

姓名：(中文)                       (英文)                             

身分証號碼/護照號碼 (首 4 位號碼)：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地址：                            

住宅電話：                聯絡電話：                     

圖文傳真號碼：              電郵：                              

 

教育程度： □Ｐ 小學或以下 □Ｓ１ 中一至中三 □Ｓ2 中四至中七

 □Ｔ 大  專 □Ｕ 大學或以上    

 

學校／現職公司：                                                 所在地區：          

□本人所屬之義工小組／義工團體已作組別登記。 

 
義工訓練： □ 無    □ 有（請列明） □ 基本概念訓練 □ 服務技巧訓練   
義工經驗： □ 無    □ 有（請列明） □ 少於一年 □ 一年至三年 □ 三年或以上 
 

身分類別 
□ST  學生 □HO 家庭主婦 □EM  在職人士 □UM  待業人士 

□RE  退休人士 □OT 其他(請列明)  

 
工作所屬分類 
□AD  行政 / 管理人員 □BU 商人 □PR   專業人士 □BL 藍領 

□SE 服務性人員 □TE 技術人員 □CL  文職人員  

 
服務對象年齡的選擇（可選多項）              
□任何年齡      □CH 兒童(0-12)      □YO 青年(13-25)      □AD 成年(26-59)     □EL 長者(60 或以上) 

 
服務類別的選擇（可選多項） 
□OFF 文書服務 □VIS 探訪服務 □CHI 幼兒照顧 □FSL 賣旗/籌款活動 

□COA 技能指導服務 □REC 康樂活動 □PRO 宣傳及社會教育服務 □EPA 綠化/環境保護活動

□ESC 護送服務 □MAN 勞動服務 □MED 醫療護理服務 □OTH 其他(請列明) 

□BIG 大哥哥／大姐姐服務 □SUR 調查服務 □PUB 編輯及出版服務   

□TUT 功課輔導服務 □DE S 美術設計 □HOM 家務助理服務   

 





技能（對某一項技術有所掌握，能應用於服務上。） 

運動 辦公室事務 傳播 外語 
□SPBA 羽毛球 □OFAC 會計 □CODR 話劇 □FOEN 英語 

□SPBK 籃球 □OFBO 簿記 □COED 編輯 □FOFR 法語 

□SPPI 乒乓 □OFMA 郵寄 □COMC 司儀 □FOPH 菲律賓語 

□SPSO 足球 □OFTE 英文打字 □COSI 手語 □FOJA 日語 

□SPSW 游泳 □OFTC 中文打字 □COOT 其他（請列明） □FOIN 印度語 

□SPTE 網球 □OFOT 其他（請列明）            □FOOT 其他（請列明） 

□SPOT 其他（請列明）            中國方言            

           美術設計 □CHMA 普通語 音樂 

醫療護理(持有效證書) □ARCA 書法／美術字體 □CHCH 潮語 □MUCH 中國樂器 

□MEFI 急救 □ARDE 美術設計 □CHFU 福建 □MUGU 結他 

□MELI 拯溺 □ARDR 繪畫 □CHHA 客家 □MUPI 鋼琴 

□MENU 醫療護理 □ARPH 攝影 □CHSH 上海 □MUSI 唱歌 

□MEOT 其他（請列明） □ARSC 絲網印刷  □CHOT 其他（請列明） □MUOT 其他（請列明） 

           □AROT 其他（請列明）                       

專門技術            家政 電腦軟件操作 

□TEDR 駕駛(持有效證書) 舞蹈 □DOBE 美容 □CMWN WINDOWS 

□TEHO 家居維修 □DAMO 現代舞 □DOHA 理髮 □CMFP FOXPRO 

□TESM 金工 □DAAE 健康舞 □DOCO 烹飪 □CMPP POWERPOINT 

□ TEWO 木工 □DACH 中國舞 □DOKN 編織 □CMCD CORELDRAW 

□ TEEL 電工(持有效證書) □DAFO 土風舞 □DOSE 縫紉 □CMEX EXCEL 

□TEOT 其他（請列明） □DAOT 其他（請列明） □DOHA 手工藝 □CMWW WORD 

                      □DOOT 其他（請列明） □CMOT 其他（請列明） 

                         

 
可提供義務工作的時段：（請 X） 

1. 全年 □            2. 時段: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時間／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早上 (06:00 – 11:59)        

下午 (12:00 – 18:00)        

晚上 (18:01 – 11:59)        

 

3. 假期 (公眾假期) □ 

 

 
申請人簽署：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你未滿十八歲，請你先獲你的家長或監護人的同意，並請他／她簽署表示。） 

 
家長／監護人簽署：             

家長／監護人姓名：                  

            日期：                  

 
     每位申請人須遞交此登記表一次。本表的資料，本機構會用作評定你是否適合作為個人登記義工、監察和檢討是項計

劃、進行研究及調查之用。向本機構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如你未能提供足夠的個人資料，本機構可能無法處理你的申

請。如申請獲得接納，在推介你給徵求義工機構或推行義工服務時，你的個人資料會給予有關機構作聯絡和參考之用。如果

你想查閱或更改你的個人資料，可與你登記的辦事處聯絡。 

辦事處專用 

登記人簽署：         (姓名：           )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