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pilepsy (IBE) 
IRD Charitable Status No: 91/6578 
 

主辦：香港啟迪會 
 

 

贊助：養和醫院 及 養和山村義工隊  

 
 

香港啟迪會 

九龍長沙灣永康街 41 號 

匯華工業大廈 7 樓 C1 

電話：2820 0111   

 

 

www.enlightenhk.org 

@ Enlighten - Action for Epilepsy,香港啟迪會 

@ Enlighten_hk 

Enlighten Hong Kong Ltd 

C1, 7/F, Wui Hwa Industrial Bldg 

No. 41 Wing Hong Street 

Cheung Sha Wan, Kowloon 

Tel: 2820 0111  

 

啟迪「癇」介生命 . 活出愛 

義工招募 

一）計劃簡介： 

《啟迪「癇」介生命.活出愛計劃》希望透過招募一班大專義工，去關心本會患有腦癇症的患

者及照顧者，透過協助腦癇症患者完成獨一無二的生命故事冊，重新認識及肯定自己的人生

價值，以改善患者及照顧者的精神健康，用第一身的角度去理解及明白腦癇症患者及照顧者

的狀況，並提高社會大眾對腦癇症的關注。    

二）計劃推行時段：2020 年 8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1 日 

三）計劃目的： 

1) 透過敘事治療法的框架，幫助腦癇症患者及其家人尋回及肯定其人生的價值，促進腦

癇症患者及其家人的身心健康。 

2) 協助會員回顧生命中所出現過不同的經歷，重新解構，重新定義一個新的自我敘述，

完成其個人的生命故事冊。 

3) 邀請會員以真人圖書館方式，向公眾分享他們獨一無二的故事，鼓勵他人以積極的態

度面對生命中不同的挑戰。 

 

四）參加資格： 

1) 申請者必須為 18 至 30 歲，大專或以上程度學歷。 

五）計劃簡介(必須出席所有時段)： 

日期 活動 內容 

2020 年

8 月 
(日期待定) 

簡介會 讓義工了解《啟迪「癇」介生命 . 活出愛》的計劃內容及須

知，以及詳細交代安排與會員會面的細節。 

 

2020 年

9 月至

12 月 
(日期待定) 

配對會員製作

「生命故事冊」 

啟迪會同工透過舉辦六節(義工需最少出席一節)的培訓工作

坊，讓大專義工及會員進行配對，繼而與腦癇症患者及照顧者

進行訪談，製作及設計出他們獨一無二的「生命故事冊」。 

2021 年

1 月 
(日期待定) 

「真人圖書館」 義工與中心會員到學校或非牟利團體，以「真人圖書館」演繹

個人生命故事，讓社區人士更加了解腦癇症患者及照顧者。 



   
 

香港啟迪會 

九龍長沙灣永康街 41 號 

匯華工業大廈 7 樓 C1 

電話：2820 0111   

 

 

www.enlightenhk.org 

@ Enlighten - Action for Epilepsy,香港啟迪會 

@ Enlighten_hk 

Enlighten Hong Kong Ltd 

C1, 7/F, Wui Hwa Industrial Bldg 

No. 41 Wing Hong Street 

Cheung Sha Wan, Kowloon 

Tel: 2820 0111  

 

 

六）報名方法： 

請填妥附件的「義工登記表」，或到以下連結報名 :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LY90KSTQ0Z5bDS_Z_uZmdD9wl1WxflOX358cD8gh

yI9pQnA/viewform)。 

 

如對本計劃有任何問題或查詢，可聯絡本中心職員： 

聯絡電話：2820 0111  電郵：info@enlightenhk.org 

負責職員：阮諾諭姑娘（會務推廣主任）及 陳顯庭先生（總經理）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LY90KSTQ0Z5bDS_Z_uZmdD9wl1WxflOX358cD8ghyI9pQn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LY90KSTQ0Z5bDS_Z_uZmdD9wl1WxflOX358cD8ghyI9pQnA/viewform


請在適用的空格（☐）內填上 ✓ 

Please ✓ in the appropriate boxes（☐） 

香港啟迪會 

Enlighten Hong Kong Limited 

義工登記表 _啟迪「癇」介生命 . 活出愛 Volunteer Registration Form_ Sketch of  Epilepsy Life 

檔案編號 Ref. no.  (職員填寫) 

個人資料 Personal Data 

姓名 Name : (中CHI)    (英ENG)    

別名 Nickname:    性別 Gender :    

出生年份 Year of Birth :   年齡 Age :    

住宅電話 Residential Tel : 手提電話 Mobile :    

電郵 Email:    香港身份証號碼 HKID:  XXX (X) 

通訊地址 Address：    

義工身份類別 Volunteer’s identity: 

教育程度 Education level: ☐ 中學或以下 Secondary or below ☐ 大專 College ☐ 大學或以上 Degree or above

工作狀況 Working Status: ☐ 學生 Student

☐ 待業人士 Unemployed

☐ 退休人士 Retired

☐ 自僱人士 Self-employed

☐ 在職人士 Employed (職業 Occupation:   ) 

☐ 其他 Others:

從哪裏得知本會 Source: 

你曾參與過的義工服務 (請舉例機構／活動名稱) Volunteer service(s) you have participated in: 

你有興趣參與的服務類別 (可選多項) Interested service categories (could choose more than one): 

☐辦公室事務 Clerical ☐翻譯 Translation ☐宣傳 Promotion ☐籌辦活動 Organizing activity

☐護送服務 Escort service ☐導賞 Docent ☐康樂 Recreational ☐攝影/錄影 Photography/Recording

☐勞動服務 Labour work ☐籌款 Fundraising ☐網頁支援 Website support ☐醫療護理 Medical & Health

其他 Others: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香港啟迪會 

香港九龍長沙灣永康街 41 號匯華大廈 7 樓 C1 室 

Please contact Enlighten Hong Kong Limited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oom C1, 7 Floor, Wui Wah Factory Building, 41 Wing Hong Street, Cheung Sha Wan,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 28200111  Website: http://www.enlightenhk.org 

http://www.enlightenhk.org/


請在適用的空格（☐）內填上 ✓ 

Please ✓ in the appropriate boxes（☐） 

 

特別的知識技能 Knowledge and skills: 

                                                                                                       

                                                                                                       

 

你曾接受過的義務工作訓練 Volunteers training received: 

                                                                                                       

                                                                                                       

 

可提供義務工作的時段 Preferable period of services: 

☐ 任何時間 Anytime    

☐ 公眾假期 Public holiday     

☐ 平日日間 Daytime of weekdays    ☐ 平日晚間 Night time of weekdays  

☐ 週末 Weekends 

 

緊急聯絡人資料 Emergency contact person  

姓名 Name : (中 CHI)                                                             (英 ENG)                                                             

住宅電話 Residential Tel :                                手提電話 Mobile :                                                             

關係 Relationship: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 

每位申請人只須遞交登記表一次。資料只會用作評定閣下是否適合作為登記義工、監察和檢討是項計劃、研究及調查

之用。閣下向本機構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如閣下未能提供足夠的個人資料，本機構可能無法處理閣下的申請。 

Each applicant only requires to submit the form once. The information will only be used to assess your suitability as a registered 

volunteer, to review the volunteer training program, and/or to conduct research in related studies.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in a voluntary manner. If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incomplete, we may not be able to process your application. 

 

18 歲以下人士適用 For applicants under 18 years old 

如申請者未滿 18 歲， 須由家長或監護人簽署及代為填寫此表格。 

For applicants under 18 years old, endorsement and membership subscription by parents or guardian are required. 

家長／監護人簽署 Signature of Parent/Guardian :                                                                                              

家長／監護人姓名 Name of Parent/Guardian :                                                                                                                             

與申請者之關係 Relationship :                                                                                              

電話 Tel :                                                                                                                             

 

申請人簽署 Signature of Applicant :                      日期 Date :                                           

 

＊如當日未能參加義工服務， 請於服務日前至少兩天通知機構或活動負責人。 

Please contact us in 2-day-advance if you are unavailable. 

＊填妥報名表後，可電郵／郵寄至本會或直接聯絡本會「義工服務」負責人－陳先生 rio.chan@enlightenhk.org  

Please send the form to Enlighten HK by email/postal or contact General Manager (Rio Chan) on rio.chan@enlightenhk.org 

 

mailto:rio.chan@enlightenhk.org
mailto:rio.chan@enlighten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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