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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目錄及訂購表格 
 

本局定期製作及搜羅義務工作的參考資料，服務指引及刊物，以協助義工及任用義工人士掌握服務知識

和技巧，有效運用義工資源，發揮義工專長及才能。 

*凡本局會員或登記機構購買以下刊物可獲八折優惠！ 

  

編號 名稱 內容 售價 
出版/ 

修訂日期 

義務工作概論 

1 
義務工作基礎概念 

培訓手冊 

義務工作的意義和價值、義工服務種類、義工應有的態度及責任、

與服務對象建立關係要訣等，讓任用義工人士掌握義工基礎培訓的

內容。 

$200 2016 年 

服務技巧訓練 

2 
兒 童 及 親 子 義 工 服

務技巧培訓 

兒童的生理及心理發展、與兒童溝通技巧、帶領兒童遊戲技巧及推

動親子參與義務工作的分享。 
$70 2012 年 

3 長者服務技巧培訓 
長者的生理及心理狀況、如何與長者建立關係、探訪活動安排、設

計及帶領長者遊戲的技巧及探討長者參與義務工作的價值及意義。 
$70 2022 年 

義工領袖才能 

4 領導才能導論 
義工領袖持質與功能、團隊建立、小組帶領技巧、小組會議技巧及

服務設計與策略。 
$70 2012 年 

其他出版刊物 

5 繼往開來 
討論義務工作的理念及價值，同時記載香港義務工作的發展歷

程、趨勢及展望。 
$50 2013 年 

6 
15 個快樂人的故

事 

義務工作發展局彙集第一屆及第二屆「香港傑出義工獎」15

位得主的行義故事，細說如何在義務工作中迸出火花。 
$58 2009 年 

7 幸福的創造 

義務工作發展局彙集第三及第四屆「香港傑出義工獎」得獎者

的行義故事，分享他們在義務工作的熱誠與貢獻，期望讀者透

過書中真摯動人的行義故事得到啟發，燃點助人的心，為義務

工作注入更多動力。 

$62 2013 年 

8 

Survey on 

Volunteering in 

Hong Kong 

2009 

 

The study is sponsored by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and was launched in 2009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Centre for Civil Society and Governanc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volunteering in Hong Kong. It consists of three surveys 

that aim to examine three aspects respectively: individual 

volunteering behavior, issues faced by 

volunteer-involved organizations, and volunteers who 

are currently volunteering in NGOs.  

免費 

(電子版)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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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內容 售價 
出版/ 

修訂日期 

9 

Symposium on 

Volunteering 

towards 

Community 

Building in a 

Maturing 

Society 2010 

 

Prior to the Symposium, a research study on 

“Volunteering in Hong Kong 2009”, was conducted.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e Symposium aimed to discuss 

the issues, trends and the way forward for volunteering 

in Hong Kong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 to deliberate 

the issues and strategies for changing needs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and to encourage different 

stakeholders to enhance their respective roles in future 

development of volunteering.  

免費 

(電子版) 
2010 年 

10 讓世界更美 

是以第五和第六屆「香港傑出義工獎」獲獎的義工、 義工團

隊及推動義務工作企業的真實寫照。除文字之外，各得獎者故

事更 透過視像方式讓大家深切感受他們行義的動力、熱誠和

投入，以及豐盛精 彩的人生！ 

免費 

(電子版)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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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訂購表格 

編號 項目 售價(HK$) 數量 
總額

(HK$) 

1 義務工作基礎概念培訓手冊  繁體  簡體 $200   

2 兒童及親子義工服務技巧培訓  繁體  簡體 $70   

3 長者服務技巧培訓  繁體  簡體 $70   

4 領導才能導論  繁體  簡體 $70   

5 繼往開來 $50   

6 15 個快樂人的故事 $58   

7 幸福的創造 $62   

8 Survey on Volunteering in Hong Kong 2009 免費 (電子版)   

9 
Symposium on Volunteering towards Community 

Building in a Maturing Society 2010 
免費 (電子版)   

10 讓世界更美 免費 (電子版)   

  總額：   

 
訂購機構/個人名稱：  機構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 郵 地 址 ：  
地  址：  
登記機構/香港義工團會員編號(如適用)：  
付款方法(✓)： 

 

 現金    劃線支票 (號碼︰                 ) 抬頭請寫「義務工作發展局」。 

 優惠券(如適用) (號碼︰                                             ) 

 繳費靈  (商戶編號 6484) 【輸入聯絡電話作為用戶編號，選擇 2：培訓費】 

付款編號：              付款日期：                (日/月/年) 
**如以郵寄方式送貨，請於購買前電郵 iov@avs.org.hk 查詢所需之郵費。 

聲明： 

本人謹此聲明本人在此表格自願填報的個人資料，均屬真確及最新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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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聯繫、數據分析及統計、籌款或活動推廣用途。倘若你不同意上述安排，

請於以下方格內加上「✓」號。如欲查詢、更改已遞交的個人資料或要求本局停止使用你的個人資料，請電郵至 

iov@avs.org.hk 或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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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電話：2865 2520  傳真：2527 3362  電郵：iov@avs.org.hk 

地址：新界葵涌祖堯邨敬祖路 6 號祖堯坊 D 座 1 樓 101 - 102 號 香港義工學院 

【內部處理】   

日期：                     郵寄 /  自取  (          )  收據號碼：             (          ) 

 

mailto:iov@avs.org.hk或致電28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