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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nteer abroad programme Cambodia2020
融合義⼯服務、旅遊、體驗的交流團
A volunteer trip that integrates voluntary service,
travelling and authentic local life experience

柬埔寨⼜稱⾼棉國。過百年的殖⺠經歷及戰爭，是當地不能磨滅的

歷史，這都深刻地影響今天柬埔寨⼈的⽣活。在這次旅程中，我們

將與參加者深⼊社區，在學校裡與兒童⼀起遊玩及相處，體驗當地

簡樸的⽣活，感受吳哥窟以外的柬埔寨⽂化。

Cambodia, also known as the Khmer, is a country that suffered
from colonization and wars over a hundred years. The irrevocable
history has profoundly affected today's lives of Cambodians.
During this journey, you will get a chance to visit local
communities, interact with the children in school, and also
experience the simple life and culture.

慢活⾼棉 柬埔寨國際義⼯

對象 Target:  ⼤專⽣ Tertiary student 
時間 Time:  20/05/2020 - 27/05/2020
                   05/06/2020 - 12/06/2020
地點 Location:  暹粒 Siem Reap
價錢 Price:  HKD 2,500 起 up
                   (不包括機票 excluding the flight ticket)
截⽌⽇期 Deadline:  01/03/2020
報名⽅式 Application:  掃描以下QR Code 完成表格
 
 
 
 
 https://forms.gle/xd3D6K1AMfnnkfbWA



2020慢活⾼棉-柬埔寨國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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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無⼆⽂化交流
CULTURE EXCHANGE
參加義⼯項⽬的志願者來⾃世界各地，不同⽂化、種族、和社會背景促進參加者與不

同國家的義⼯交流和相處，⼀同設計活動內容，互相分享經驗，探索不同國家的⽂化

和結交國際友誼。

拓闊眼界
BROADENING HORIZONS
除了義⼯服務，⼯作營亦預留時間給義⼯發掘當地景點，例如著名的柬埔寨寶塔、⽜

⾞體驗、吳哥窟廟宇等，學習異國⽂化和體驗當地⼈的⽇常⽣活，為⾏程留下深刻回

憶。

深度探討社區問題
UNDERSTANDING SOCIAL PROBLEMS
與2014年成⽴的當地可靠的⾮牟利社福機構ASIA VOLUNTEER NETWORK (AVN)
的合作夥伴⼀同進⾏服務，參與英語教學和與當地兒童互動同時，也幫助參加者產⽣

⾃我影響⼒，反思全球發展的議題。

服務與旅遊⼀併體驗
RESPONSIBLE TRAVELLING 
到訪柬埔寨社區學校，以⽣動有趣的活動進⾏英語教學和與兒童遊玩互動，⻑遠有助

擴闊兒童眼界及提升當地教學質素。⾛訪當地景點，感受柬埔寨的⾵俗⺠情和濃厚的

本⼟⽂化，⼀個⾏程滿⾜服務與旅遊兩個願望！

義教英語
TEACHING ENGLISH 

 

為學⽣舉辦活動
ACTIVITIES WITH CHILDREN
  

 

ASIA VOLUNTEER NETWORK X GOHARVEST2020慢活⾼棉-柬埔寨國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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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NOTE：
(1) 參加者需年齡16歲以上，⾝體健康，無先天性疾病、傳染病等；
(2) ⼀切⾏程、價格均以報名時為準。
 
 
 
 
 
 

吳哥窟
VISITING ANGKOR WAT

城市觀光  
CITY TOUR

⾏程  ITINERARY

ASIA VOLUNTEER NETWORK X GOHARVEST2020慢活⾼棉-柬埔寨國際義⼯

DAY 1 

DAY 2 

DAY 3
    ~
DAY 6 

DAY 7 

DAY 8 

抵達暹粒機場

迎新會及⼯作營活動簡介

迎新晚餐

上午: 社區學校英語活動、與⼩朋友遊玩相處

⾃由遊覽吳哥窟寺廟

回程⾹港

遊覽當地市集、街道、廟宇寶塔等⽂化景點

下午: ⾃由觀光 (⽂化村/博物館/烹飪班/⽜⾞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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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1) 出發前的義⼯簡介會
(2) 住宿 
(3) 往返機場的交通接送、當地住宿⾄服務地點的交通
(4) 膳⻝ (⼀⽇三餐)
(5) 迎新福袋 - 義⼯⼿冊、地圖及於Khmer傳統餐廳⽤餐之餐劵⼀張
(6) ⽬的地國家員⼯團隊提供的24⼩時在地⽀援服務
 
不包括: 
(1) 往返程的機票
(2) 國際醫療保險
(3) 本公司將收取客⼈印花成本，印花成本以最終總收費之 0.15%計算。 
(4) 申請旅遊證件、各國⼊境簽證及針痘紙費⽤。 
(5) 各國機場稅、海關課稅、燃油附加費、航空保險稅及⾏李超重等費⽤。 
(6) ⾏程表以外之觀光節⽬及⾃費項⽬
(7) 個⼈綜合旅遊保險 (⾹港旅遊業議會建議旅客出發前應購買旅遊綜合保險
(8) 個⼈私⼈性質的費⽤，如零⽤錢、洗⾐、電⼦通訊、酒⽔、醫療、酒店服務員之服務費等
(9) 延期逗留者住宿或機場之接送費⽤、更改機票⼿續費、單⼈房附加費、提升機位等級或其他相關之費⽤
(10) 因交通阻延、惡劣天氣、航班更改或其他⾮⼈⼒可控制之情況⽽引致之額外費⽤
(11) 因個⼈責任引致之損壞賠償及因個⼈糾紛引致之責任及賠償

團費內容

樂⼟遊獨特之處
 

ASIA VOLUNTEER NETWORK X GOHARVEST2020慢活⾼棉-柬埔寨國際義⼯

作為全港⾸間旅⾏社，樂⼟遊30%的利潤將撥⾄「遊樂基⾦」，以資助基層家庭參與旅遊學習 

以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為旅程主軸：鍛鍊在多變環境中的適應思考，深⼊了解剖析當地⾄全球議題

學⽣主導學習：透過嶄新有趣活動，善⽤學⽣在⽂化衝擊時產⽣的獨有視⻆，令學⽣主動發掘新知識

旅程融⼊新科技：揉合旅遊學習電⼦科技產品，讓學⽣掌握新科技和新媒體的知識和技能

系統性反思：在團前中後的⾃我評估及⼩組反思中，團員梳理在旅程中的經驗和感受，轉化成⾃⾝得著和成⻑

樂⼟遊網址

WEBSITE

 

樂⼟遊  FACEBOOK:

GOHARVESTHK

 

歡迎到樂⼟遊網⾴https://www.goharvest-travel.com.hk 
或掃描加邊的QR code了解更多詳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