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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災後⼼理救援隊（T20） 

 2013 年 11 ⽉ 8 ⽇，菲律賓東部多個地⽅受到超強颱風「海燕」吹襲，造成 8600 多⼈死亡，510 多

萬⼈受災，急需⼤家伸出援⼿。 

 PCCN 將於 2018 年 8 ⽉ 2 ⽇至 8 ⽉ 7 ⽇期間，派出第 20 隊災後⼼理輔導救援隊，前往菲律

賓當地，繼續評估及提供⼼理輔導服務。 

⽇期： 2018 年 8 ⽉ 2 至 8 ⽉ 7 ⽇（星期四至星期⼆） 

時間： 於 8 ⽉ 2 ⽇早上集合及 8 ⽉ 7 ⽇晚上解散（視乎航班情況） 

費⽤： 港幣 4,500 元（包括來回機票、當地食宿及包⾞）及 

 募捐港幣 3,500 元或以上（籌募越多，可以幫助更多有需要的災民⼼理復康） 

⾏程： 菲律賓東部的塔克洛班及撒⾺島 

要求： (1) 具備關懷菲國災民的⼼ (2)具團隊精神 

 (3) 註冊災後⼼理輔導員 (4) ⼀般英語程度 

 (5) 持有效期最少 6 個⽉之旅遊證件 (6) 持有效相關簽證 

截⽌⽇期：2018 年 6 ⽉ 30 ⽇（星期六）  

⾏前講座： 2018 年 7 ⽉ 17 ⽇（星期⼆）晚上 7 時 - 10 時於 PCCN 中⼼舉⾏ 

 內容：物資分配及有關災區之重要訊息（必須依時出席） 

報名辦法： 以郵寄或傳真至 (852) 3017 6773 提交以下申請⽂件至 PCCN -  

 (1)填妥之報名表格 

 (2)港幣 4,500 元 

l 劃線⽀票，抬頭為「災後⼼理輔導協會有限公司」 

l 信⽤卡 

l 轉帳至匯豐銀⾏之⼾⼜ 168–813848–838 

參加者之注意事項： 

1.  將獲發⼀份募捐表格，並必須募捐港幣 3,500 元或以上，於⾏前講座或之前交回 PCCN。 

2 .  需購買 PCCN 制服、背⼼或風衣為港幣 100 元，雪衣則港幣 300 元（因應⾏程需要）。 

3.  必須出席 PCCN 舉⾏的⾏前講座、回港後的分享會及分享預備會各⼀次。 

4.  PCCN 會購買基本旅遊保險，但建議另⾏購買⼀份。 

5.  除 PCCN 取消⾏程之外，如以任何原因退出，均不獲發還已繳之費⽤。 

6.  颱 風信 號及⿊ ⾊暴 ⾬警告 ⽣效時 ，⽽ 沒有取 消航 班及沒有 阻礙 通往⼜ 岸／ 機埸的 道路， 將如 常進⾏ 活動 。⼀切將 由

PCCN 作最後決定。 

報名及查詢 

電話：(852) 2127 9890 電郵： info@pccnhk .org 



 
 
 
 
 
Hong Kong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Code 97/10067 

新界葵涌葵昌路 50 號葵昌中心十一樓七室 電話: (852) 2127 9890 傳真: (852) 3017 6773 電郵： info@pccnhk.org 網址: www.pccnhk.org 

Rm7, 11/F, Kwai Cheong Centre, 50 Kwai Cheong Rd, Kwai Chung, HK. Tel: (852) 2127 9890  Fax: (852) 3017 6773 Email: info@pccnhk.org Website:  www.pccnhk.org 

 

菲律賓災後⼼理救援隊(T20) 

（2018 年 8 ⽉ 2 ⽇至 8 ⽉ 7 ⽇） 

報名表格 
個⼈資料(請⽤正楷填寫) 
姓名 

 

(中⽂) (英⽂)必須與護照上的英⽂姓名相同 

出⽣⽇期

(DD/MM/YY) 

 性別  

身分證號碼  旅遊證件類型  

護照號碼  有效期至 

(DD/MM/YY)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間 晚間 

教育程度  

電郵地址  

職業  職位  

專長  

 

 

駕駛經驗  

 

英語程度  

緊急聯絡⼈ 姓名  電話  關係  

□ 願意申請成為 PCCN 會員，⽇後接收 PCCN 最新資訊 

l 所有收集的個⼈資料將遵照「個⼈資料(私隱)條例」規定使⽤ 

l PCCN 會保留⼀切修改條款的權利 

參加者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