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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
級

第三屆香港器官移植及透析人士運動會義工招募
由香港移植運動協會主辦之「第三屆香港器官移植及透析人士運動會」將於 2016 年 10 月 29 及 30 日舉辦，透過比賽，藉
此提升器官移植及透析人士的身體機能，加強病者自信心，讓康復者發掘自己的潛能。更希望通過移植運動員在比賽場
上的卓越表現，喚起公眾對器官捐贈的支持。
義務工作發展局為協辦機構及參與籌委會工作，負責統籌和協調義工服務。現階段招募支援義工。有興趣參加義工，可
瀏覽詳情及網上報名：http://www.avs.org.hk/tc/3rd_hktdg

********************************************************************************************
AVS 義行義跑「義」016
齊來參與！全力支持！香港義工團步行隊伍 WT003 (服務編號：20233)
本局將於 2016 年 9 月 25 日(星期日) 假將軍澳舉行 AVS 義行義跑「義」016，期望籌得善款以推動義務工作發展。

義行
起步時間
上午 10 時
地點
播道書院 (將軍澳至善街七號)
路線
播道書院→海濱長廊→播道書院
基本籌款額
每人港幣 200 元，10 人或以上團隊，每位平均港幣 150 元
義工服務中心呼籲全體香港義工團會員積極參與及踴躍支持「香港義工團隊伍 WT003」
，屆時將一齊出發參加義行，可邀
請家人朋友一同參加。凡香港義工團會員參與活動或捐款港幣 100 元或以上將獲贈紀念品乙份，以感謝支持。
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6 年 9 月 15 日。請即行動！

********************************************************************************************
活動支援
20138
20139
20199
19814
19882
19813

丙申年(2016)
市區中秋
綵燈會
第 41 屆全港
青年學藝比賽
頒獎典禮
香港青年
京劇學院
「金聲玉振,
扣人心弦」
示範演出

維多利亞
公園

15-09-2016(四)
18:30-23:00
16-09-2016(五)
18:30-22:00

元朗

27-08-2016(六)
09:30-19:00

柴灣

09-08-2016(二) 12:30-17:00

筲箕灣

12-08-2016(五) 13:30-17:30

跑馬地

19-08-2016(五) 13:00-17:30

20147

夏日好「戲」
FUN 嘉年華

屯門

12-08-2016(五)
15:30-17:30

20210

靈實
慈善音樂會

鑽石山

27-08-2016(六)
16:00-22:00

20176

匡智賽馬會
綠色教育計劃
同綠日

荃灣

22-08-2016(一)
09:30-17:00

20186

智樂
香港賽馬會
赤柱青少年
服務遊戲日

數碼港

28-08-2016(日)
09:30-18:30

需要義工：30 人，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人群控制、派發單張、
解答查詢
備註：能操英語及粵語，擅與人溝
通、懂普通話更佳
需要義工：57 人，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場地佈置、維持秩
序及支援活動進行
需要義工：各 4 人，18 歲或以上；
需體力勞動
義工職責：佈置及清理場地、協助
觀眾入場
需要義工：20 人，14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維持秩序、攤位遊戲及
支援活動進行
需要義工：30 人，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指揮道路、人流管
理及支援活動進行
備註：大會提供膳食
需要義工：50 人，16 歲或以上；中
學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攤位遊戲，維持秩序及
支援活動進行
備註：大會提供膳食
需要義工：9 人，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推動遊戲、佈置及
清理場地
備註：大會提供午膳

市民大眾

19-08-2016

市民大眾

19-08-2016

市民大眾

02-08-2016
02-08-2016

市民大眾

05-08-2016
12-08-2016

市民大眾

05-08-2016

市民大眾

20-08-2016

市民大眾

12-08-2016

兒童

21-08-2016

20189
20178
20179
20180
20182
20183
20184

智樂
中華遊樂會
遊戲日
智樂
屯門鄰舍
遊戲日
智樂
將軍澳
鄰舍遊戲日

銅鑼灣

需要義工：9 人，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推動遊戲、佈置及
清理場地
備註：大會提供午膳

27-08-2016(六)
13:00-19:00
13-08-2016(六)

屯門

20-08-2016(六)

13:3018:00

27-08-2016(六)
11-08-2016(四)
將軍澳

18-08-2016(四)

14:3019:30

25-08-2016(四)

需要義工：各 2 人，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推動遊戲、佈置及
清理場地
備註：大會提供小食
需要義工：各 2 人，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推動遊戲、佈置及
清理場地
備註：大會提供小食

兒童

20-08-2016
05-08-2016

兒童

12-08-2016
19-08-2016
04-08-2016

兒童

11-08-2016
18-08-2016

友伴/探訪
編號

服務名稱

地點

日期

需要義工／義工職責

服務對象

截止日期

19695

親子嬉水日

藍田

13-08-2016(六)
08:30-10:30

需要義工：8 人，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陪同及協助肢體傷殘人
士一起參與嬉水活動

弱能/肢體
傷殘人士

05-08-2016

智障人士

20-08-2016

長者

05-08-2016

19965

夏日沙灘樂

清水灣

30-08-2016(二)
08:55-17:00

19812

暢遊度假中心

西貢
樟木頭

12-08-2016(五)
10:15-11:15

20070
20071
20072
20100
20105
20097
20098
20099
20101
2
19938
19940
19941
19942
19944

結伴同遊

旺角

怡閒樂相聚
香港仔

19964

衝出院舍

20152

假日活動
預埋你
有營廚房

粉嶺

足智多謀

將軍澳

19860

28-08-2016(日)
09:45-13:00

26-08-2016 (五)

19955

27-08-2016 (六)
乒乓 XIX

將軍澳

19956

19858

09-08-2016(二)
16-08-2016(二)
23-08-2016(二)
30-08-2016(二)
14:0006-09-2016(二)
16:00
12-08-2016(五)
19-08-2016(五)
26-08-2016(五)
02-09-2016(五)
10-08-2016(三)
17-08-2016(三)
15:0024-08-2016(三)
17:00
31-08-2016(三)
07-09-2016(三)
01-09-2016(四)
10:00-14:30

12-08-2016 (五)

19861

03-09-2016 (六)

油出彩虹

將軍澳

需要義工：3 人，18 歲或以上；有
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帶領智障人士參與
活動
備註：
1. 大會提供午膳
2. 集散地點：將軍澳
需要義工：10 人，18 歲或以上；懂
輪椅操作
義工職責：陪同需輪椅助行長者於
營地內散步

03-09-2016(六)
09:25-12:00

13:5516:00

12:5515:30

需要義工：各 6 人，18 歲或以上；
懂輪椅操作
義工職責：陪同及照顧需輪椅助行
長者外出

長者

需要義工：各 3 人，18 歲或以上；
懂輪椅操作
義工職責：陪伴需輪椅助行弱能人
士外出活動

弱能/肢體
傷殘人士

02-08-2016
09-08-2016
16-08-2016
23-08-2016
30-08-2016
05-08-2016
12-08-2016
19-08-2016
26-08-2016
03-08-2016
10-08-2016
17-08-2016
24-08-2016
31-08-2016
25-08-2016

需要義工：3 人，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及照顧輕中度智障
人士於中心製作食品及午膳
備註：大會提供膳食補貼
需要義工：各 3 人，18 歲或以上；
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輕度智障青少年參
與運動項目，鍛練體魄
需要義工：各 3 人，18 歲或以上；
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帶領智障兒童參與
乒乓球訓練

弱能/肢體
傷殘人士

需要義工：4 人，18 歲或以上；有
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智障兒童學習運用
水彩及廣告彩繪畫圖案

智障人士

智障人士

19-08-2016

05-08-2016
19-08-2016
20-08-2016

智障人士
27-08-2016

27-08-2016

19929

19982

19943

20205

20206

攝出善影

畫出色

社區探索

夏季生日會

樂玩
腦玩童

將軍澳

27-08-2016(六)
14:55-16:30

需要義工：3 人，18 歲或以上；有
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輕度智障人士學習
不同攝影技巧，並進行拍攝實習

智障人士

20-08-2016

將軍澳

27-08-2016(六)
10:25-12:00

需要義工：4 人，18 歲或以上；有
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輕度智障人士學習
顏色配搭，繪畫及製作

智障人士

20-08-2016

將軍澳

15-08-2016 (一)
13:55-16:00

需要義工：3 人，18 歲或以上；有
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輕度智障或自閉症
人士進行小組活動

智障人士

07-08-2016

旺角

18-08-2016 (四)
11:30-14:00

需要義工：5 人，18 歲或以上；懂
輪椅操作
義工職責：協助照顧需輪椅助行長
者參與生日會

長者

08-08-2016

鑽石山

01-09-2016 至 31-03-2017
逢二及四
14:30-16:30

需要義工：20 人，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及鼓勵長者參與玩
具遊戲
備註：簡介會 16/8(二)及 23/8(二)
14:30-16:00 鑽石山

長者

09-08-2016

長者

16-08-2016

長者

20-08-2016

婦女

30-08-2016

長者

01-08-2016

青年

03-08-2016

巿民大眾

01-08-2016
02-08-2016
03-08-2016
08-08-2016
09-08-2016
10-08-2016
15-08-2016
16-08-2016
17-08-2016

20136

遊戲同樂日

西營盤

24-08-2016(三)
14:30-16:00

20191

耆伴同行計劃
耆伴大使義工

將軍澳

01-11-2016 至 31-03-2017
日期/時間：待定

20192

婦女求助熱線
義工招募
及訓練

長沙灣

01-11-2016 至 31-10-2017
星期一至五：可商議
09:30-11:30/14:00-16:00/
19:00-21:00：任擇

20194

熱浪電話
關懷計劃

屯門

15-08-2016 至 14-09-2016
日期：待商議
14:30-17:30

20204

少年當自強
師友計劃

元朗

01-11-2016 至 30-11-2017
每季 1 次：星期六

需要義工：3 人，15 歲或以上；懂
輪椅操作
義工職責：透過體感遊戲及電子飛
鏢，訓練長者手眼協調能力
需要義工：30 人，25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完成訓練後為長者提供
陪診及外出陪伴
備註：訓練 27/8-15/10(逢六)
09:30-11:30 將軍澳
需要義工：15 人，18 歲或以上；要
求女性義工
義工職責：接聽婦女熱線，提供情
緒支援及資源轉介
備註：
1. 具基本書寫能力
2. 事前安排面見
3. 訓練：22/9、29/9、6/10、13/10、
20/10 及 27/10(逢四)(共六堂)
10:00-12:00 長沙灣
4. 費用：$100
5. 實習：共三堂，時間可安排在早
／午／晚；實習合格者，可正式成
為熱線輔導員
6. 分享會：每月一次
需要義工：12 人，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透過電話聯絡，關顧長
者身體及生活近況
備註：必須出席訓練 15/8(一)
14:30-16:00 屯門
需要義工：20 人，18 歲或以上；高
中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出任高中學生的友師，
建立亦師亦友的關係，幫助青少年
成長，令其思維、品格及行為產生
正面作用
備註：
1. 有耐性、有愛心
2. 事前安排面見
3. 簡介會 13/8(六) 09:30-17:00 元朗

籌款活動
20166
20167
20168
20169
20171
20172
20173
20174
20166

香港弱能兒童
護助會
慈善義賣

瑪麗醫院

08-08-2016(一)
09-08-2016(二)
10-08-2016(三)
15-08-2016(一)
16-08-2016(二)
17-08-2016(三)
22-08-2016(一)
23-08-2016(二)
08-08-2016(一)

09:3013:00/
13:0017:00/
全日
任擇

需要義工：各 8 人，16 歲或以
義工職責：招募步行參加者及義賣
紀念品

19685
19697
20153
20123

香港視網膜
病變協會
賣旗日
再生會賣旗日
協青社賣旗日
大埔浸信會
社會服務處
賣旗日

港島區

20-08-2016(六)

港島區

24-08-2016(三)

全港

27-08-2016(六)

新界區

20-08-2016(六

07:3012:00

07:3012:00

需要義工：50 人，未滿 14 歲需家長
陪同
義工職責：賣旗籌款
需要義工：50 人，未滿 14 歲需家長
陪同
義工職責：賣旗籌款

巿民大眾

13-08-2016
05-08-2016
16-08-2016

巿民大眾

13-08-2016

功課輔導
20201

功課輔導

觀塘

01-08-2016 至 31-01-2017
每星期 2 次
星期二/四：16:30 後/
星期六/日：全日

20203

功課輔導

觀塘

隨即開始 至 31-12-2016
課餘時間
時間：可商議

20048

SMARTKIDS
課後託管班

土瓜灣

01-09-2016 至 30-06-2017
星期一至五：任何 2 日
14:30-16:30/15:30-17:30/
17:00-18:30：任擇

需要義工：1 人，20 歲或以上；要
求女性義工，大專程度或以上，具
良好英語能力
義工職責：為 1 名 9 歲就讀小四女
學童功課輔導，主要英文科
需要義工：1 人，18 歲或以上；要
求女性義工，高中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為 1 名 9 歲升小四的女
學童功課輔導，主要英文科
需要義工：10 人，17 歲或以上；高
中程度或以上，中英文讀寫良好
義工職責：協助 5-12 歲就讀 K3-P.6
學生完成功課及閱讀課外書

兒童

30-08-2016

兒童

30-08-2016

兒童

15-08-2016

弱能/肢體
傷殘人士

20-08-2016

長者

30-08-2016

市民大眾

31-08-2016

市民大眾

30-08-2016

青年

15-08-2016

其他服務
19701

維修
電視機音響

銅鑼灣

隨即開始 至 31-08-2016
日期/時間：可商議

19822

安裝洗衣機

黃大仙

隨即開始 至 31-08-2016
日期：可商議
09:00-20:00：可商議

20213

會訊編輯

按訪問
而定

01-08-2016 至 31-12-2016
日期/時間：可商議

20047

動物療法
義務探訪

全港

01-09-2016 至 31-12-2016
星期一至六
下午：可商議

20207

4C 青年義工
領袖計劃
2016/17
培訓營小組
導師

待定

01-10-2016 至 31-08-2017
最少參與 3 次兩日一夜
聯校培訓營

需要義工：1 人，18 歲或以上；需
有維修電視機經驗，有耐性及愛心
義工職責：為 1 名 71 歲行動不便女
長者維修電視機
需要義工：1 人，18 歲或以上；需
有水電維修工程經驗
義工職責：協助 1 名 80 歲獨居女長
者選購和接駁喉管及安裝洗衣機
需要義工：6 人，18 歲或以上；高
中程度或以上，具良好中英文書寫
能力及懂中英文打字
義工職責：協助機構採訪、編輯及
翻譯
備註：事前安排面見
需要義工：50 人，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帶同貓、狗或兔醫生到
老人院、醫院或智障兒童中心進行
探訪，為被訪者帶出歡樂及正能量
備註：
1. 對動物有一定認識
2. 訓練(任選以下任何一日)：
a. 12/9(一) 19:00-21:00
b. 24/9(六) 14:30-16:30
c. 17/10(一) 19:00-21:00
d. 29/10(六) 14:30-16:30
3. 訓練地點：九龍啟德
4. 完成訓練後將有實習安排
需要義工：10 人，18 歲或以上；高
中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帶領培訓進行及活
動解說
備註：
1. 事前安排面見：26/8(五)
19:00-21:00 或 27/8(六)
10:00-13:00；面見一星期後以電郵通
知面見結果
2. 必須出席 4C 義工培訓日：
24/9(六) 10:00-13:00 祖堯
3. 必須出席聯校培訓營預營：
15/10(六) 10:00-17:00 祖堯
4. 必須出席最少三次兩日一夜營
29/10-30/10、12-13/11、19-20/11、
17-18/12、7-8/1/2017，各場均為星期
六至日，由 08:30 至 翌日 14:00

所有經本局義工轉介招募及轉介的義工服務，只限本局會員報名，服務最終是否真正適合及成功配對，須經雙方自行安排約見，互相衡量以作出最後決定；
服務形式及細節亦須由登記機構與義工商討及協訂。非本局會員及未經本局同意和批准，不得擅自為個別義工服務以任何方式或手法進行招募，敬請注意！
由於篇幅所限，此服務速遞只以簡訊形式列出服務重點，有關各服務之詳情及其他更多服務資料，請登入本會之會員系統 http://www.volunteering.org.hk/
為響應環保，如 閣下欲以電郵收取通訊，請通知本中心職員。
如以工作、旅遊或探親理由於本港居留人士，須自行向香港入境事務處查詢及申請從事無薪工作的認可文件，以免觸犯香港入境條例，詳情可向入境事務處
查明: http://www.imm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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