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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fs.hkAFS 國際文化交流是一個非牟利、非政府的國際性義工團體

探索大世界
擴闊視野

精彩人生!

擁有更



AFS 國際文化交流是一個非牟利、非政府的國際性義工團體，總部設於紐約，全球 60 間分會。

AFS 希望透過跨文化學習，使參加者增長知識、開拓思想、豐富自身技能，並藉此宣揚世界和平。

AFS 香港辦事處於1982 年成立。在過去35 年，AFS 香港曾與過百間本地中學合作，至今已有逾 

3,800 名中學生、年輕人及教師參與文化交流計劃。同時，AFS 亦受國際認可，為聯合國教育、科

學及文化組織夥伴之一。

關於AFS國際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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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時， 一群救護
車司機到處接載傷者， 成立了 
American Field Service
（美國戰地勤務）。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司機們有感殘
酷戰爭是源自國家與國家之間缺乏
了解及尊重，故此成立學生交流計
劃，建設共融和平的社會。

AFS 成立百年記念。

AFS 香港成立 35 週年。每年全球
參加AFS 的學生多達 14,000 人。AFS 香港辦事處成立，

致力推廣跨文化學習。



關於AFS

為何選擇AFS? 

國際認可:

於1989 年成為史上唯一獲聯合國表揚的學生交流組織，印證了

本會推行的文化交流計劃之卓越成效。同時，AFS亦是聯合國經

濟及社會理事會諮詢組織之一。

質素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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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註冊非牟利義工團體，

用心提供文化交流機會

交流國家選擇 60 個，

每個國家均設有AFS辦事處

全港唯一推行

本地接待計劃的機構

接待家庭均為義務性質，

熱情用心 

百年國際知名團體，

學界舊生口碑之選   

本會所推行的海外交流計劃，從參加者報名、接受甄選到完成計劃回港的過程

中，已有既定程序及指定活動，均按照AFS國際清晰擬定的標準及模式運作。

有別於一般短期遊學團，AFS重視參加者在計劃內的全面參與，以確保獲得最

優質的學習機會。



文化交流 

根據2002年 Hammer Consulting, LLC 的 Mitchell 

R.Hammer 博士進行的一項全球性獨立研究顯示，曾經參

加一年國際交流計劃的青少年在個人發展及學習方面有顯著

成長，亦是國際交流計劃的學習目標:

這項長達三年的學術研究，共邀請了2,100名來自9個國家地

區的學生參與研究，包括澳洲、巴西、哥斯達黎加、厄瓜多

爾、德國、香港、意大利、日本以及美國，反映了國際交流

計劃在拉近各國文化差異上扮演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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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及技能增長

建立人際關係, 價值觀, 道德觀

跨文化認知及警覺

國際視野

適應力及包容



成為AFS交流生 問與答

Q1. 我想去的國家母語並非英語，學習另一種外

語會否很困難？

很多同學都有這個憂慮，然而最終交流回港都能學

有所成。雖然在出發前，大部份接待國家均提供網

上語言課程，但抵達後，當地AFS亦會有語言課

程提供，加上接待家庭和當地老師們的悉心教導，

相信在一年內學會一種外語並不是如此困難。

Q2. 香港學校方面會怎樣安排？我回港後需要重

讀嗎？

學生出國交流會被視作為停學。假如你現在就讀

中三，經交流回港後便會就讀中四，不需要重讀

。如果你希望重讀，或需要額外的補課，可以與

學校商量。

Q3. 我在交流的學校裡會就讀哪個年級？

AFS 會根據你在香港就讀的年級來安排。假設你

在港已完成中四，你將會在當地就讀 grade 11

（相等於香港的中五）。接待學校亦可按照各個

交流生不同的程度及成績來安排每個科目年級。

�

Q4. 你們是怎樣挑選接待家庭？

AFS接待家庭均為義務性質，亦經過當地AFS

精 心 挑 選 。 在 事 前 會 與 其 進 行 家 訪 ， 了 解 家 庭

狀 況 。 加 上 有 一 些 國 家 ， 如 美 國 ， 更 會 要 求 接

待 家 庭 提 供 良 民 證 （ 即 無 犯 罪 紀 錄 ） 。 所 挑 選

的 接 待 家 庭 均 是 有 愛 心 及 樂 於 接 納 外 來 文 化 ，

讓交流生可得到適當的照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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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我可以選擇接待家庭和學校嗎？

當地AFS職員及義工會按照你的背景、興趣來編

配合適的接待家庭。我們亦會安排你在該地區學校

就讀。

�

Q6. 我到達當地後會有人來接機，帶我到接待家

庭嗎？

當你到達當地後，便會有AFS義工或職員接機，

帶你到接待家庭。當地AFS亦會安排一眾交流生

參加迎新營，互相認識及進行簡介導向分享會。

�

Q7. 如果我在當地遇到意外時，應如何處理？

不用擔心，每個交流國家均有AFS分會，而且每區

均有AFS義工。每位交流生均有至少一位當地支援

義工，當緊急時可聯絡他/她。AFS更設有24小時

緊急支援熱線，讓你於緊急情況下有足夠的支援。

Q8. 家長應如何為子女準備離港事項？例如辦理

簽証、預備零用錢等？

AFS在你的子女出發前和離港後會為家長學生舉

辦導向會。每次均有家長分享心得，詳細說明出

發前的準備事項。



一年海外交流計劃

費用包括：
  來回機票（連內陸機票）
  醫療保險
  學費
  三餐及住宿（由接待家庭提供）
  機場接送
  教科書
  導向營會及當地支援
  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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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15-18.5歲

學生參加

交流生將於2019年8月至9月出發，
2020年6月至7月回港

費用:  
  亞洲  HK$95,400
  歐洲、非洲、拉丁美洲、北美洲  HK$113,400

*設有獎學金，詳情參閱 P.11�

海外交流計劃

入住當地義務接待家庭，深度體驗當地文化及家庭生活 

入讀當地中學一學年， 充分體驗當地教育制度、增廣見聞�

在全外語環境學習和生活一年，掌握當地語言，同時加強英語運用能力，
亦是一個訓練獨立的好機會 

除了認識當地朋友，更認識來自世界各地AFS交流生，建立國際人脈網絡 



AFS國家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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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美國

北美洲

歐洲
奧地利、比利時、捷克、丹麥、
芬蘭、法國、德國、匈牙利、
意大利、拉脫維亞、荷蘭、
挪威、波蘭、葡萄牙、俄羅斯、
西班牙、瑞士、瑞典、
波斯尼亞和黑山、克羅地亞、
冰島、愛爾蘭、塞爾維亞、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土耳其

拉丁美洲
阿根廷、巴西、智利、
哥斯達黎加、厄瓜多爾、
巴拉圭、烏拉圭、
玻利維亞、哥倫比亞、
多明尼加、危地馬拉、海地、
洪都拉斯、墨西哥、巴拿馬、
秘魯、委內瑞拉

亞洲
中國、日本、菲律賓、泰國、
馬來西亞、印度、印尼

非洲
加納、肯尼亞、埃及、
南非、突尼斯

大洋洲
澳洲、新西蘭

海外交流計劃



暑期海外交流計劃

適合13－18歲

學生參加 費用:
  HK$25,000 至 HK$45,000

費用包括：
  醫療保險
  學費
  三餐及住宿
  機場接送 (由接待國家提供)
  教科書
  導向營會及當地支援
 （不包括機票）

交流計劃由2019年6月至8月期間舉行，
為期二至六週不等

*詳情請在2018年12月後瀏覽 www.af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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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入住當地義務接待家庭或學生宿舍，淺嘗外國家庭生活及文化

短期入讀當地中學，可以根據興趣選擇學習當地語言或文化主題研習�
例如學習手工藝品、足球訓練等

短期在全外語環境學習和生活，是一個初嘗自主、加強外語運用的好機會

認識不同國籍的新朋友，增廣見聞



校長分享�家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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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到香港其實真的有變化，看到他們成熟了很多，他們不只是說外地很好，他們會明

白外地有外地的好處及壞處。同時間我看到學生們會明白各國的文化不同，他們回到香港

對於自己的同學、甚至屋企人的寬容度大了，用中國的語言來說，即是豁達了很多。

有些學生說，回來後他們會更願意參加課外活動，中國人有句俗語謂：「讀萬卷書不如行

萬里路」，AFS的一年海外交流計劃就是中國這句智慧的語言所體現出來的。

語言不只是用來求學問。學懂溝通，學懂解決自己的問題。

校長分享

AFS 榮譽顧問，民生書院 陳嫣虹校長 

Kuby Chan

我的獨生女兒Habib於2014-2015到法國參加一年交流計劃，由申請交流的一刻開始，我與

先生已開始見到她的轉變，從小到大她都是丟三落四的大頭蝦，先生更是萬分擔心她這種性

格怎樣能自己單獨飛到法國一個小鎮生活一年。

�

女兒在法國得到一個很有愛心的家庭接待，接待媽媽更待她如親女兒一樣的照顧，但在一個

完全陌生的環境和語言完全不同的地方生活一年，對她的訓練可想而知有多辛苦。而她亦因

為寄人籬下而更懂事，學識會為家庭付出，知道幸福非必然，學懂感恩。

�

所以我很鼓勵家長們讓他們的孩子好好趁青春出外見識一下，得著會是完全非你能想像的。

�

家長分享 

鄧憙謠媽媽  Ivy Wong



交流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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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AFS海外文化交流計劃是一種改變人生經歷的決

定」－雖然這可能聽起來有點陳詞濫調，但正因為沒有

其他更好的方式來描術AFS。AFS無論在教育上、職

業上、或家庭方面，都持續為我人生帶來正面的改變。

黃家浩，德國2003-2004交流生

曾入讀皇仁書院、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康奈爾大學

現職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高級顧問（顧問及國際事務）

對我而言，在回港數年後，才真正體會到參加
AFS海外交流計劃從中的體驗讓我了解自己，了
解香港環境如何影響我本身的性格，以及發現自
己隱藏的個性。

吳學斌，捷克2000-2001
曾入讀香港浸會大學
現職香港電台

海外交流計劃成為了我人生的轉捩點，讓我有機會接觸到葡萄牙語，在當地活學活用。現時，我正在澳門深造葡語。
洪詠欣，巴西2012-2013交流生入讀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澳門理工學院

讀了萬卷書也不如參加AFS走萬里路，認識了很多志

同道合的摯友，也學會了自立和認識自己，這個經驗真

是畢生難忘。
李依韻，美國1999-2000交流生

曾入讀香港真光中學、香港大學

現職教育局





12 海外交流計劃

過往參加計劃的學校

AFS推行的交流計劃，獲得特區政府教育局支持。每年均有過百位本地中學生參加一年海外交流計

劃，他們的學校亦十分支持有關交流活動，讓同學獲得海外交流機會，亦藉此待參加者回港後，與同

校師生分享豐富的國際文化體驗。同時，透過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海外學生，海外交流生可為學校締

造多元國藉的學習環境，讓本地同學獲得獨一無二的國際交流機會。

九龍真光中學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元朗商會中學

天水圍香島中學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天主教喇沙會張振興伉儷書院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屯門天主教中學

文理書院（九龍）

王肇枝中學

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

弘立書院

民生書院

田家炳中學

西貢祟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何東中學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沙田培英中學

沙田崇真中學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沙田體藝中學

協恩中學

拔萃男書院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東涌天主教學校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保祿六世書院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皇仁書院

皇仁舊生會中學

英華女學校

英華書院

迦密柏雨中學

迦密聖道中學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香港培正中學

香港培道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真光女書院

祟真書院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荃灣官立中學

荔景天主教中學

馬鞍山崇真中學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

培正中學

培僑書院

基督書院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

張振興伉儷書院

張祝珊英文中學

救恩書院

陳瑞祺（喇沙）書院

勞工子弟中學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中學

喇沙書院

循道中學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港大同學會書院

港島民生書院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滙基書院（東九龍）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聖士提反書院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聖公會基孝中學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聖公會陳融中學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聖文德書院

聖母玫瑰書院

聖母書院

聖芳濟書院

聖若瑟書院

聖傑靈女子中學

聖道迦南書院

聖類斯中學

葵涌蘇浙公學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嘉諾撒書院

嘉諾撒培德書院

嘉諾撒聖家書院

廖寶珊紀念書院

瑪利諾中學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福建中學

廠商會中學

德信中學

德愛中學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樂善堂葛小琳中學

鄧鏡波學校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賽馬會體藝中學

藍田聖保祿中學

羅定邦中學�





成為接待家庭

接待家庭只需提供

全面支援接待家庭

日常膳食 一個床位 (不可同床 /不在客廳) 無限愛心和包容不同文化的心

STEP 2
AFS安排家訪

STEP 3
編配學生

STEP 4
出席導向分享會

STEP 1
填寫申請表

計劃導向分享會 接待家庭手冊

資深接待家庭分享 專責義工全年支援 24小時緊急支援熱線

14 接待計劃

成為接待家庭4步



成為接待家庭 問與答

接待計劃 15

Q1. 接待家庭有什麼責任？�

AFS希望接待家庭能夠為交流生提供一個溫暖及

接納外來文化的家庭環境，讓交流生透過日常相

處及家庭活動，了解香港本土文化。家庭各個成

員均可擔當輔導、關懷及協助的角色，與交流生

共同度過交流生活中的喜怒哀樂。AFS會負責交

流生一切醫療、學費、書簿費、上學交通費及午

膳津貼等等。

Q2. AFS怎樣為海外交流生編配接待家庭？

如果我只有女兒，可以選擇接待女學生嗎？

AFS會按照交流生興趣、性格、所屬學校地區以

及接待家庭的要求而作出編配。由於男女不可同

房，所以接待家庭可選擇學生性別。AFS致力推

廣共融社會，因此接待家庭不可選擇交流生國籍。

�

Q3. 我不太會其他語言，可否成為接待家庭？

當然可以！雖然大部分來港交流生來自非英語國

家，但是他們會說基本英語。同時，AFS鼓勵接

待家庭多以廣東話與交流生交談，藉此教導交流

生廣東話及令其認識香港文化。

Q4. 我的家很小，沒有太多空間，我需要為接待

學生提供房間嗎？

絕不需要！來港交流生非常清楚香港地少人多，大

部分家庭沒有多餘空間，接待家庭只需要提供一個

床位（不在客廳）。

�

Q5. 我要給接待學生零用錢嗎？

不需要！AFS不希望來港交流生和接待家庭存在

「錢銀瓜葛」，他們的父母會給他們零用錢。而

且我們已為他們購買醫療保險，會支付他們在港

的醫療費用。如你不介意他們與你一同旅行，亦

可與他們相討旅行有關支出。

Q6. 我需要每週末為接待學生安排活動嗎？

接待家庭不需要刻意為來港交流生安排活動。因

為學校和AFS經常為他們舉辦活動，他們自己亦

會認識朋友，自行安排活動。但我們鼓勵接待家

庭帶同交流生參與家庭聚會。

�

Q7. 接待學生一定會與我的子女同校嗎？

不一定，但我們會盡可能分配他們到同區或交通

便利的地區就學。

�

Q8. 如果和接待學生相處有問題，應如何處理？

我們鼓勵接待家庭先和交流生溝通。每個接待家

庭均有一位支援義工，會與你們和來港交流生定

期聯絡。而且AFS會定期舉辦導向會，以了解接

待家庭和學生相處的情況。另外，AFS更設有24

小時緊急支援熱線，讓接待家庭隨時聯絡我們。

 

�



當我還是AFS交流生時，我度過了非常美好的一年，因此我

希望我的兒子及其他青少年皆能體會同樣的快樂!

Jenny，1992-1993年交流生，

曾為接待家庭、學生家長

我一開始會參加舊生會是因為我認為很多舊生

會跟我一樣，希望在計劃結束後仍能與其他

AFSers保持聯繫和友誼。能夠幫助AFS舊生

這個社群，使之如一個大家庭般繼續成長，是

我的榮幸!

Kathy，2000-2001年交流生、

AFS舊生會成員

擔任支援義工是具挑戰性及令人享受的工作。我很高

興可以為年輕人留下一些正面的影響。多年來我也與

不少本地接待家庭及外國交流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Kam ，1995-1996年交流生，支援義工

很少有機構可以讓你籌劃這麼大的活動，有自由度去

計劃一切，既可以與志同道合的朋友玩得開心，又可

以有所學習。

Jerry，2012-2013年交流生、學生招募組義工

我曾經參與及協助舉辦很多活動，因為每次我都覺
得像回家。AFSers總是快樂及充滿愛的!

Man Man，2009-2010年交流生、
學生招募組義工

成為義工

16 AFS義工計劃

為什麼要成為AFS香港義工?

義工分享

教育學生、改變社會

推動國際文化交流

擴闊視野

認識不同文化及背景的朋友

訓練個人與專業技能

增進對跨文化學習的理解

本地及海外培訓機會

在AFS工作除了可以在香港認識很多同道的朋友，還有機會
和世界各地的義工朋友連接一起，與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習
慣的人相處和合作，視野和思想都因此而開拓。

Daisy，曾為接待家庭、學生家長、支援義工



For Office Use Only 

   

Ref. No: Date: 

Remarks: 

你有任何專長和技能想要分享嗎 (例如：語言、專業技能、中國書法、中國手工藝等)？
Do you have any skills or expertise that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others? 
(for example: langauge training, professional skills, Chinese calligraphy, Chinese handcrafts, etc.)

如有，你以什麼方式參與計劃?

AFS義工計劃 17

年齡 Age
      
30-45歲 30-45 years old      
46-64歲 46-64 years old
65歲或以上 65 years old or above

大學或以上 Tertiary or above
預科 Matriculated

語言 Language spoken      英語 English   /   廣東話 Cantonese   /   國語 Mandarin   /   其他 other

教育程度 Educational background

18歲以下 Under 18 years old
18-23歲 18-23 years old 
24-29歲 24-29 years old

你有沒有犯罪紀錄？ Do you have any criminal record(s)?              是 YES             否 NO 

你曾否參與過AFS文化交流計劃？ Have you participated in AFS programs?               是 YES             否 NO 

中學 Secondary
小學或以下 Primary or below

職業 Occupation  

交流生 Exchange student 
學生家長 Sending parent

如你是舊生，你於哪一年到哪一個國家交流？ If you are returnee, when and where did you go? 

請填妥表格，可郵寄或親身遞交到AFS辦公室。
Please submit the form by post or in person to our office.

接待家庭 Host family
其他 Other  If yes, how did you participate 

in AFS programs?

www.afs.hk 2802 0383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2號順豐國際中心八樓
8/F, Shun Feng International Centre, 182 Queen's Road East, Wanchai

(中文)

(English) 

地址 Residential address   

       

Name (English) 姓名 (中文) 

(先生 / 小姐) (Mr / Mrs / Ms)

手提電話 Mobile 電郵 Email 

**本會收集的個人資料只作本會內部報名，聯絡及宣傳之用。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from this form is restricted to AFS Hong Kong internal application, contact and promotional use. 

義工申請表
Volunteer Application Form



2019-2020 海外交流計劃申請表
Overseas Programs Application Form

證件相
（一年內）

一年交流計劃   Year exchange program

        希望申請資助 Wish to apply for financial assistance    
        (需附上證明文件 supporting documents required)

暑期交流計劃   Summer exchange program

學校地址 School address (English) 

年級 Grade現時就讀學校 School name (English) 校長姓名 Principal's name (English) 

手提電話 Mobile 住宅電話 Home phone 電郵 Email 

身份證號碼 ID card no. 護照號碼 Passport no.

類型 Type of passport        香港特區護照 HKSAR                    其他 Others

母語 First language      英語 English   /   廣東話 Cantonese   /   國語 Mandarin   /   其他 others

 護照全名 Same as passport (English)           學生全名 Student's full name (中文)  

出生地點  Place of birth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DD/MM/YY) 年齡 Age 性別 Gender

/ /        F  /  M  

地址 Residential address (中文)

(English) 

手提電話 Mobile 電郵 Email 

母親姓名 Mother's name (English)

母親職業 Mother's occupation

手提電話 Mobile 電郵 Email 

父親姓名 Father's name (English)

父親職業 Father's occupation

你是怎樣認識AFS  How did you know about AFS?   (可選擇多於一項 can pick more than one option)

學校 School               親友 Family & Friends                報章 Newspaper / Magazine                 網上 Web                文化節 Intercultural Fair

工作 Work Place                 其他 Other 

**本會收集的個人資料只作本會內部報名，聯絡及宣傳之用。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from this form is restricted to AFS Hong Kong internal application, contact and promotional use. 

請填妥表格，連同最近3年成績單副本及報名費港幣$200寄回AFS辦公室，可郵寄支票或親身遞交現金，支票抬頭為國際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Please submit the form by post or in person, enclosing copy of academic report for the past 3 years and application fee of HKD$200 to our office. 
Either mailing a cheque payable to AFS Intercultural Exchanges Limited or paying cash in person.

學生簽名 Applicant's signature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 Parent or Guardian's signature   日期 Date       

For Office Use Only 

   

Ref. No: Date: 

Remarks: 

www.afs.hk 2802 0383

Recent Photo
of the Applicant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2號順豐國際中心八樓
8/F, Shun Feng International Centre, 182 Queen's Road East, Wanchai

海外交流計劃18



2019-2020 本地接待計劃查詢表格
Host Family Inquiry Form

(中文)

(English) 

學生簽名 Applicant's signature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 Parent or Guardian's signature   日期 Date       

For Office Use Only 

   

Ref. No: Date: 

Remarks: 

www.afs.hk 2802 0383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2號順豐國際中心八樓
8/F, Shun Feng International Centre, 182 Queen's Road East, Wanchai

接待計劃

手提電話 Mobile 電郵 Email 

地址 Residential address   

       

Name (English) 姓名 (中文) 

(先生 / 小姐) (Mr / Mrs / Ms)

怎樣認識 AFS? How did you know about AFS?   (可選擇多於一項 can pick more than one option)

學校 School

親友 Family & Friends

報章 Newspaper / Magazine

網上 web

文化節 Intercultural Fair

工作 Work Place

其他 Other  

本會為國際性非牟利的義工團體，致力推廣文化交流，希望打破種族、文化和語言的差異，使世界和平，融
為一體。如你亦認同本會的宗旨或曾參與過我們的交流活動，願意與我們一起推廣文化交流，一同幫助本
港出外交流生及來港的交流生，你可以：

支持AFS

每月自動轉帳  

劃線支票(支票抬頭:國際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或 AFS Intercultural Exchanges Limited)

銀行轉帳

攜此條碼到7-11現金捐款

有關捐款詳情，請到: afs.hk/donate 

**本會收集的個人資料只作本會內部報名，聯絡及宣傳之用。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from this form is restricted to AFS Hong Kong internal application, contact and promotional use. 

關於AFS 19

請填妥表格，可郵寄或親身遞交到AFS辦公室。收到查詢表後，職員會於兩星期內聯絡你。
Please submit the form by post or in person to our office. Upon receiving the inquiry form, our staff will contact you within two weeks.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2號順豐國際中心8樓

8/F, Shun Feng International Centre,
182 Queen's Road East, Wan Chai

www.afs.hk

2802 0383

2802 4181

info-hongkong@afs.org

AFShkg AFShkg AFShong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