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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義工獎 2022 
企業及非商業機構 (義工時數) 

報名表 

注意事項 

1. 為方便資料處理，請盡量用電腦以中文輸入此表格，請將帶有電子簽署的表格電子檔案電郵至:

HKV-Award@avs.org.hk（請盡量避免郵寄或傳真報名表，如有特殊需求請與主辦單位職員聯絡）

2. 所有提交之個人、義工團隊、企業、機構及協作計劃資料將保密作此計劃之用

3. 如有需要，請附加有關文件或資料的電子檔案，以作證明。所有提交的文件及資料恕不發還

4. 所有義工服務的時數須在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完成

5. 如表格欄目不敷應用，請另頁附上相關資料

6. 請於適當位置加上

7. 獲邀得獎者必須親自或派代表出席頒獎禮領獎，並同意主辦單位將其報名資料公開作推廣義務工作用途

8. 未能按要求遞交證明文件或出席會面，將作棄權論

9. 有關電子簽署功能請參照所使用的PDF閲讀程式（例：Adobe Acrobat等）的電子簽署使用説明

報名截止日期：2022年9月30日（星期五） 

填表指引 

報名者/機構可因應情況，報名/參加多於一項香港義工獎2022所設之不同類別獎項及評選，有關表格指引如下： 

香港義工獎-獎項 報名資格 表格下載 表格參考編號 

根據時數頒發 

企業及非商業機構 企業/非商業機構 （本表格） ☐ A-1

個人 
企業/機構認可的 

個人義工 

按此下載 

須由企業/機構代爲填交表格 
A-2

根據獎項 

評審準則選出 

傑出企業及非商業機構 企業/非商業機構 按此下載 B-1

傑出協作計劃 企業/非商業機構 按此下載 B-2

傑出義工/團隊 個人/義工團隊 

按此下載 B-3
傑出青年義工/團隊 

個人/義工團隊 

（三十歲或以下） 

義勇獎 候選人由香港紀律部隊部門或相關來源推薦，無需報名 

根據時數及 

服務內容頒發 

愛心屋苑 

全港各公營/私營大廈/

屋苑的居民組織*所組

成的居民義工隊 

按此下載 C-1

愛心學校 **學校 按此下載 C-2

* 居民組織包括：互助委員會、業主立案法團、業主委員會、物業管理公司協助組成或其他合法居民組織（人數不限）。 

**根據《教育條例》第3(1)條，「學校」是指一間院校、組織或機構，其於任何一天向20人或多於20人或於任何時間同時向8人或多於8人提供幼兒、幼稚園、

小學、中學或專上教育或以任何方式提供任何其他教育課程，包括以專人或郵遞服務交付的函授方式。 

參考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主辦單位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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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

機構類別： 

☐ 企業 (於本港營運至少一年或以上，並持有商業登記證之機構)

業務性質:  其他 (請註明)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非商業機構 (於本港營運至少一年或以上，並持有公司註冊/社團註冊/其他註冊證明文件之機構)

機構類別:                                              其他 (請註明)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務性質:                                              其他 (請註明)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稱（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稱（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成立日期  （日 /月 /年） 請遞交以下證明文件副本 (如適用)  

商業登記證/ 公司註冊證書/ 社團註冊證明書/ 其他證明文件 

網址（如有） 

地址 

負責人姓名 稱謂  ☐先生  ☐女士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聯絡電話 

電郵 

聯絡人姓名（如與上述不同） 稱謂  ☐先生  ☐女士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聯絡電話 

電郵 

2. 全職僱員及非僱員義工資料（以表格遞交日期為準）

成員 人數 義工人數 

1 全職僱員總人數 

2 兼職僱員（時薪、日薪及週薪計） 

3 非僱員義工（前僱員、客戶、僱員親屬、會員等） 

總義工人數（1+2+3） 

義工隊 
☐ 成立日期（日 /月 /年）

☐ 不適用

執行委員會 / 小組或行政單位 
☐ 有，負責部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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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報名企業/非商業機構策劃及參與的義工服務時數及*相關資料

例子: 

**服務日期 服務名稱 參與機構 時間 參加人數 服務時數 服務總時數 

例一 18/4/2021 環境保育 AAAA 1930-2130 2 2 4 

例二 9/9/2021 派發物資 BBBB 0900-1700 2 8 16 

例三 11/12/2021 長者探訪 CCCC 1100-1300 5 2 10 

… … … … … … … … 

全年服務總時數（小時） 

按此下載 指定Excel表格連同本報名表一併電郵交回至: HKV-Award@avs.org.hk 

* 註1： 所有義工時數之活動必須符合香港法例，並且不可與商業營銷、宗教或政治目的相關。 

**註2： 所有義工服務的時數須在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間完成。

4. 報名費用  （企業: 港幣$1,000    非商業機構: 港幣$500） 

☐ 本企業/非商業機構已成為義務工作發展局-香港義工團會員，可豁免繳交報名費用。

☐ 本企業/非商業機構有意成為義務工作發展局-香港義工團會員，並期望豁免繳交報名費用。（關於成爲義務工作
發展局-香港義工團會員的詳情可瀏覽義務工作發展局網頁https://www.avs.org.hk/hkcv_app_detail，有關職員
將會聯絡安排入會事宜）

本企業/非商業機構將用以下方式繳交報名費用 
☐ 劃線支票抬頭：「義務工作發展局」並郵寄至香港西營盤西源里6號源輝閣地下及1樓，信封面註明姓名及｢香港

義工獎2022」
☐ 銀行轉帳：直接存入「義務工作發展局」滙豐銀行戶口002-478865-001 (請於單據的背面註明姓名及「香港義工

獎2022報名費」，並連同報名表格透過電郵至HKV-Award@avs.org.hk)

5. 其他相關資料

6. 聲明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姓名），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企業/非商業機構名
稱）謹此聲明，此表格及所提供的資料真確無訛，並允許此等資料公開用於是項活動和推廣義務工作之用途。本企業/非
商業機構同意主辦單位對所有參加事宜擁有最終決定權並願意遵守一切安排。 

 明白及同意此等資料將用於是項活動。如成功得獎，主辦單位可能使用所提供的資料以作推廣義務工作用途。

倘若 貴企業/非商業機構不同意上述安排，請於以下方格內加上「」號。如欲查詢、更改或要求主辦單位停止使用所提
供的資料，請電郵至HKV-Award@avs.org.hk或致電2200 5725與主辦單位職員聯絡。 

 不同意主辦單位使用所提供的資料作推廣義務工作用途。

負責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ilto:HKV-Award@av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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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loads/file/202209/34ec7be58ce1d0bd895d6acb94365277.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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