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會簡介
香港遊樂場協會創立於1933年，是香港一所歷史悠久的非政府青少年社會服務機構。透過多元化
的服務，致力培育青少年在德、智、體、群、美全面而均衡的身心發展，成為香港社會的接班
人。
目前本會提供的服務包括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兒童及青年中心、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服
務、青少年深宵外展服務、社區支援服務計劃、學校社會工作服務、「非常學堂」輟學生輔導計
劃、場館服務、營舍服務、體育服務、交流及藝術服務、社會企業等。服務單位遍佈港島、九
龍、新界及離島各區。同時，本會亦與澳門、內地及東南亞鄰近地區的政府及公營機構有經常性
的交流和合作，以促進彼此間之專業發展。
本會一直秉持「以人為本、追求卓越」的精神，貢獻社會，造福新一代，並致力成為一所本地及
國際 知名的專業青少年服務機構。

計劃簡介
「香港遊樂場協會」再次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於全港推展賽馬會「動歷全
城」創意體育計劃，為期三年。計劃有別於上一階段（2016至2019）對新興運動的初探與體驗，
新階段（2019至2022）將延續並進一步深化新興運動的進階培訓。新計劃旨在促進不同年齡組別
人士參與新興運動，並透過恆常訓練和比賽，培養持續運動鍛煉的良好習慣。

「動歷大使」‧義工網絡簡介
「動歷大使」‧義工網絡主要包含「運動」與「義工」兩個主要元素，以招募有志推廣康體之各
年齡人士，鼓勵他們積極投身於運動相關之義務工作，藉此服務社會，推動香港體育發展。
過去三年，「動歷大使」申請人數已達500多人，服務時數接近一萬七千小時。「動歷大使」主
要協助本計劃及合作機構推行不同類型的服務和活動，如「豐盛‧博愛x老夫子香港慈善跑
2017」、「SMART FUN DAY 運動醫學日 」 及「賽馬會「動歷海洋」 水上活動計劃開幕典禮」
等多個大型活動。 「動歷大使」服務內容也亦相當多元化，當中包括協助攤位遊戲運作、推廣新
興運動、維持秩序、禮物換領、場地接待及查詢等工作。

「動歷大使」‧義工網絡發展
本計劃期望大眾能透過義務工作來實踐社會責任及回饋社會外，更有效發揮個人專才、自我增值
及獲得更多運動資訊。從而讓大眾既喜愛運動，也喜愛參與義工服務。本計劃新階段將因應個人
專長及能力，分配不同性質的義務工作範疇，為義工帶來更寛更廣的服務視野。此外，計劃亦會
根據義工發展需要定期提供多元化的培訓，從而發掘義工的真正潛能、增長運動知識及提昇服務
質素。

「動歷大使」‧義工網絡展望
隨著近年香港康體事業蓬勃發展，很多國際知名的大型體育盛事都在港舉辦，正好有利義工發揮
運動潛能和探索新事物。「動歷大使」‧義工網絡將與業界和其他機構開展更多、更緊密、更深
的合作空間，就推廣康體服務及義務工作事宜上成為雙互間的一個交流平台。

香港賽馬會「動歷全城」創意體育計劃 - 「動歷大使」
Hong Kong Jockey Club Innovative and Adventurous ”Sports for All” Programme
參加者須知及資格
1. 計劃為期三年(即2019年至2022年)，每年預計招募「動歷大使」一次，如有需要，將另行通知。
「 2021年至2022年度招募時期為2021年7月9日至7月15日止」
2. 所有參加者年齡必須年滿8歲，凡未滿18歲的參加者必須獲得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才可報名登記。
如參加者年齡介乎8歲至13歲之間，必須家長或監護人陪同參與。
3. 參加者需要積極參與義工服務及遵照有關服務守則，凡每年7月31日為「動歷大使」年度結算日，
如服務時數在本年度不足40小時服務時數，將自動取消「動歷大使」的資格。
4. 本計劃「動歷大使」將劃分兩個組群，分別是「動歷親善大使」及「動歷康體大使」，詳情如下﹕
「動歷親善大使」主要負責攤位籌備及管理、現場維持秩序、禮品換領及詢問處等。
「動歷康體大使」主要負責運動體驗指導、協助大型賽事運作及相關體適能測試指導等。
5. 經本計劃獲選的參加者必須出席「動歷大使簡介會」才能正式成為「動歷大使」。
6. 參與本計劃服務及培訓時，必須穿著本計劃提供之制服。
7. 由於「動歷大使」有機會參與涉及不同程度體能上的康體訓練，故必須填寫健康申報表聲明
健康狀況良好。
8. 參加者需同意本計劃使用在活動中所收集的影像及文字，作本計劃行政及活動推廣之用，而相關
個人私隱資料只作內部行政用途。
9. 申請方式﹕申請表格可於網上填寫或從本計劃網站下載。遞交表格後，參加者會於三十日內獲
面試甄選通知。如於面試後14個工作天內沒有接獲通知則作落選論。
10. 參加者如有資料更新或對於本計劃的服務意見，請透過以下途徑直接聯絡「ISP-義工發展事務組」
如對上述須知及資格有疑問，或其他相關查詢，可致電聯查詢。
書面：寄九龍新蒲崗大有街1號勤達中心9樓6室「ISP-義工發展事務組」
電郵：isports@hkpa.hk

成為「動歷大使」的福利
1. 定期參與各項「動歷大使」服務，例如﹕本計劃之大型推廣活動、聯區賽事及各大型運動賽事等。
2. 定期參與各項培訓課程，從而提升「動歷大使」對於新興運動的相關專業知識，例如﹕
新興運動班，急救入門課程、各項大型運動指導員班等。
3. 義工服務可計算於「義工服務紀錄冊」義務時數內，而該紀錄冊在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網站申請。
4. 設有嘉許狀感謝「動歷大使」熱忱服務，並於年度結算日後舉辦「動歷大使嘉許營」頒發。
*如有任何爭議，本計劃保留最終決定權。

獲選「動歷大使」之義工守則
• 「動歷大使」需遵從本計劃活動主任指示及履行服務責任及工作要求。
• 以平等、不歧視、互助態度對待服務使用者。
• 切勿對職員／服務對象／其他「動歷大使」作出言語上侵犯。
* 如違反以上義工守則本計劃職員首先作口頭警告，若屢次違反本事務組有權終止「動歷大使」資格。

即時終止閣下「動歷大使」資格
• 「動歷大使」觸犯刑事條例。
• 對職員／服務對象／其他「動歷大使」安全構成威脅、涉及性騷擾、有欺詐或不誠實行為。

香港賽馬會「動歷全城」創意體育計劃 - 「動歷大使」
Hong Kong Jockey Club Innovative and Adventurous ”Sports for All” Programme
職員專用Staff Only
義工編號Volunteer No.：

VT-

申請方法Application Procedure
(1.) 網上報名 (Online Registration) https://forms.gle/3zsVuJ79F9jMqMgS8
(2.) 將填妥以下報名表格電郵／傳真／郵寄 (or send us the completed form by)
isports@hkpa.hk

3579-4327

3579-4326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1 號勤達中心 9 樓 6 室 (「動歷大使」登記表格)
Unit 6, 9/F, Midas Plaza, No.1 Tai Yau Street, San Po Kong, Kowloon

*請在合適的□(空格)內，加上剔號* (Please tick as appropriate)
您期望參與那一項義工組群﹖What kind of volunteer group do you expect to join?
*最終決定權於面試後由本事務組公佈作準* Final decision By HKPA-Sports for All
□ 「動歷親善大使」Friendship Ambassador □ 「動歷康體大使」Tech Ambassador □ 以上皆可 All of the above

(一) 個人資料 (根據身份證明文件填寫) Personal Information (Reference to HKID Card)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Name in English

性別Gender

□ 男 Male □ 女 Female

年齡Age

手提電話

身份證號碼

Mobile Phone

HKID Number

工作狀況
Working Status

□ 學生
Stundent

□-□□□□xx(x)

□ 在職人士

□ 家庭主婦

□ 退休人士

Employed

Housewife

Retired

港島﹕□ 中西區Central and Western □ 灣仔區Wan Chai □ 東區Eastern □ 南區Southern
居住區域
Living District

九龍﹕□ 九龍城區Kowloon City □ 黃大仙Wong Tai Sin □ 觀塘Kwun Tong
□ 油尖旺Yau Tsim Mong
新界﹕ □荃灣Tsuen Wan

□ 深水埗Sham Shui Po

□ 葵青Kwai Tsing

□ 西貢Sai Kung

□ 沙田Sha Tin

□大埔Tai Po □ 北區North □ 屯門Tuen Mun □ 元朗Yuen Long □ 離島Islands
家庭專用

(一)成員

(二)成員

(三)成員

(四)成員

Families

Member 1

Member 2

Member 3

Member 4

□ 男 Male □ 女 Female

□ 男 Male □ 女 Female

□ 男 Male □ 女 Female

□ 男 Male □ 女 Female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性別Gender
年齡Age
身份證號碼
HKID Number

□-□□□□xx(x) □-□□□□xx(x) □-□□□□xx(x) □-□□□□xx(x)

(二) 義務工作經驗Volunteer Experience(s)
過往有沒有曾經協助賽馬會「動歷全城」創意體育計劃或其他機構之義工服務?
Do you have assisted the Jockey Club innovative and adventurous "Sports for all" programme or other association activities in the past?
□ 有Yes

□ 沒有No

如過往曾經協助以下服務，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號 (可選擇多項)
If you have assisted in the following services, please tick as appropriate. (You can choose more than one)
□ 攤位遊戲Carnival

□ 宣傳／推廣Promotion

□ 教育活動Education Programme

□ 裁判Referee

□ 教練Coach

□ 場地佈置Event Set-up

□ 詢問處Reception

□ 其他Others(請註明Please specif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個人專長／技能Personal Expertise or Skill(s)
請問有沒有特別個人技能或專長，可以將其應用於本計劃服務﹖如有，請填寫。
Do you have any personal skills or expertise which can apply to the service? If yes, please fill in this.
□ 運動(例如教練)Sports(e.g Coac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傳播(例如手語)Communication(e.g Sign Languag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外語(例如英語)Languages(e.g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醫療護理(例如急救)Medical Care(e.g First Ai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Others(請註明Please Specif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原因及期望Reasons & Expectation(s)
請簡單說出參與本計劃義工的原因及期望.
Please briefly state your reasons of joining our volunteer services and expectations.

(五) 緊急聯絡人Emergency Contact
聯絡人姓名

關係

電話

Name of Contact Person

Relationship

Phone

(六) 聲明及簽署Declaration and Signatures
1. 本人確實以上所填的資料準確無誤，並已得悉貴 機構在「參加者須知及資格」之準則，並同意及遵守。
I ensure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correct. I acknowledge that I understand and agree with
"Participants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Hong Kong Playground Assocation.
2. 本人同意於活動期間進行攝影或錄影片段，並且使用本人的訓練相片或錄影片段作行政及活動推廣之用。
I agree Hong Kong Playground Assocation using my photo and video for activities promotion and publicity.
3. 本人的身體狀況適合參與一般義工服務，並願意填寫 貴會之健康申報表。
I ensure that my physical is suitable to participate in volunteer service. Please state more details if needed.
4. 本人同意加入義工網絡通訊群組(Whatsapp)。
I agree to join your volunteer group in whatsapp.

參加者簽署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日期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 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Parents or Guardians Approval Form
本人清楚及同意小兒／女*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者姓名)， 參與 貴機構主辦之「動歷大使」計劃，並同意上述
第一至六部分之內容。
I agree to allow children 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of the participant) to participate in the "Sports for All"programme
and agree to the contents of parts 1 to 6 abo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