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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年度 

贐明會義工基本訓練課程 

 
 

 

義工服務簡介 

贐明會義工服務的目的，在於以實際的行動關懷社區上的臨終病人及喪失摯愛的朋友。當中包括定期的醫

院探訪、醫院節日活動、臨終病人及喪親人士家訪和殯儀支援服務等。透過義工的關懷慰問，讓臨終病人

及喪失摯愛的朋友得到情緒上的支援，可以走過生命幽谷。而義工們更可以反思人生，珍惜生命。 

 

義工服務簡介會 

日期(2017 年) 時間 講者 費用 地點 

4 月 22 日(星期六) 下午 2:30-4:00 本會職員 免費 贐明會禮堂 

 

訓練課程詳情  

單元一 

對象: 義工申請者及非義工申請者 

日期 時間 主題 講者 費用 地點 

6 月 12 日(星期一) 

上午 9:30-11:00 

(第一節) 

紓緩治療服務 

與臨終關懷 

紓緩治療病房 

資深護師 

$ 500 

贐明會禮堂 

 (6 月 13 日 

參觀地點待定) 

上午 11:30-1:00 

(第二節) 
哀傷關懷 

鄧海甄姑娘 

資深輔導員 

6 月 13 日(星期二) 

上午 10:00-11:30 

(第三節) 
殯殮意義與程序 本會職員 

下午 1:00-2:30 

(第四節) 
外出參觀 殯儀從業員 

 

單元二 

對象: 義工申請者 

日期 時間 主題 講者 費用 地點 

6 月 14 日(星期三) 
上午 9:30-12:30 

(第五及第六節) 

關懷技巧 

(一)及(二) 
本會職員 $ 300 贐明會禮堂 

6 月 15 日(星期四) 
上午 9:30-12:30 

(第七及第八節) 

關懷技巧 

(三)及(四) 

 

單元一及單元二課程出席率達 100%，並在指定時間內完成課程內導師給予的功課，可退回港幣

$200。 

 

單元一及單元二課程截止報名日期：2017 年 6 月 2 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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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 

2017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五)  上午或下午時段 (面試需時約 1.5 小時，時間由職員安排) 

 

單元三 

對象: 面試合格的義工，相關課程費用在報讀時才收取 

日期 時間 主題 講者 費用 地點 

6 月 17 日(星期六) 
上午 9:15 - 

下午 6:00 
生死探索工作坊 

本會職員 

$500 

 

贐明會禮堂及

醫院 

6 月 19 日(星期一) 
上午 10:30 - 

下午 1:00 

義工迎新會 

(義工的角色、操

守及團隊建立) 

7 月至 12 月 

1. 實習(完成防感染課程後的 5 個月

內提供 40 小時的服務時數)， 

2. 完成實習反思 400 字或以上， 

方可成為本會正式義工) 

日期、時間及地點待定 必須完成醫院管理局的「防感染課程」 

方可到醫院進行服務 

出席率達 100%及完成實習要求，可退回全數課程費，即港幣$500 元 

 

訓練課程名額：15-20 人 

能在平日日間時段服務的申請者優先，基本開班人數為 15 人。 

本年度最多錄取 20 名實習義工。 

 

申請成為義工之條件 

(1) 申請時年滿 18 歲或以上 

(2) 準時完成課程內導師給予的功課 

(3) 單元一及單元二課程出席率須達七節或以上(每1.5小時為一節，出席率未達七節將不會有面試) 

及 

(4) 接受本會面試  

(5) 出席 2017 年度之生死探索工作坊及防感染課程 

(6) 完成防感染課程後的 5 個月內，必須提供最少 40 小時的服務時數。 

 

報名及繳費方法 

(1) 報名表連同課程費用支票郵寄回本會，或親臨本會報名。 

(2) 支票抬頭：「贐明會」或「The Comfort Care Concern Group」，支票背面寫上申請者姓名及聯絡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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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須知 

(1) 報名手續以收到報名表連同課程費用方為作實。 

(2) 請勿郵寄現金，如有失誤，本會概不負責。 

(3) 由於名額有限，如報名人數多於課程收生的人數，會以抽籤形式決定，成功報讀此課程者會以

短訊或電郵通知。 

(4) 報名收據，會於首次課堂時派發。 

(5) 本課程不設補課。 

(6) 除非課程時間或地點更改，否則本會不會提示參加者上課。 

(7) 參加者若遲到十五分鐘或以上則會以缺席表示。 

(8) 本會保留是否錄取義工的權利。 

(9) 本會只會為成功成為本會義工人士，印發義工基本訓練證書。 

(10) 單元一及單元二課程出席率達 100%，及在指定時間內完成課程內導師給予的功課，可退回港

幣 $200 元。 

(11) 單元三課程出席率達 100%及完成實習要求，可退回單元三課程費，即港幣$500 元。 

 

颱風或暴雨訊號安排 

(1) 如天文台於上課前 3 小時仍懸掛 8 號或以上風球或黑色暴雨訊號，課堂將會取消。 

(2) 如天文台於上課時間內懸掛黑色暴雨訊號，則所有已開始的課堂仍須繼續。 

(3) 如天文台於上課時間內懸掛 8 號或以上風球時，課堂會即時停止。 

 

個人資料聲明 

申請者的資料，只用作課程聯絡、課程發展及本會日後推廣服務之用。 

如不欲接收本會推廣資訊，可致電本會取消。所有資料絕對保密。 

 

贐明會地址 

電話：(852) 2361 6606 

傳真：(852) 2361 6294 

電郵：cccg@cccg.org.hk 

網址：www.cccg.org.hk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麗閣邨 

麗荷樓三樓平台 303-305 室 

(長沙灣地鐵站 A1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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贐明會義工基本訓練課程 

 (VTC1706) 

報名表 
 

(一) 課程選擇 (請勾選  申請者類別) 

 

請致電 2361-6606 報名出席義工服務簡介會，先到先得，額滿即止(30 人)。 

     義工申請者 單元一及單元二課程 合共 港幣$800 元 

     非義工申請者 只限單元一課程 合共 港幣$500 元 

 

支票號碼：                      
 

(二) 申請者個人資料 (請以正楷填寫)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男  女 

年    齡：            職    業：               工作機構/學校：                  

學歷： 小學    中學  大專/大學   研究院或以上   其他 Others：              

流動電話：                       住宅電話：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三) 義工申請者需填寫以下 1 及 2 部份 

 

1. 可參與服務時段 

 

請在可服務的時段加上，如有需要，可列出具體時段。 

星期二晚上 (醫院探訪)  

星期三早上 (醫院探訪)  

星期五早上 (醫院探訪)  

星期五下午 (醫院探訪)  

平日日間   (家訪或殯儀支援服務)  

 

2.  義工服務經驗簡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