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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祝賀各位會員
鷄年身體健康、行義快樂

**********************************************************************************************************************

2017 世界場地單車錦標賽 - 義工招募

「世界場地單車錦標賽」是國際單車賽程中最高級別比賽，除奧林匹克運動會外，是唯一可讓各國單車手爭取成為世界
冠軍的比賽。比賽將於 2017 年 4 月 12-16 日一連 5 天在將軍澳香港單車館舉行，這亦是該項賽事自 1990 年日本後歷來第
2 次在亞洲地區舉行，屆時香港隊代表可在主場爭奪「彩虹戰衣」榮譽。
義務工作發展局獲中國香港單車聯會邀請為支持機構，協助招募具大型活動及體育活動經驗義工。詳情請參閱附件。
**************************************************************************************************************

活動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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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93

穿梭懷舊時光
機晚會

香港仔
華貴邨

27-02-2017(一)
19:00-20:00

需要義工：8 人，20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及照顧智障人士參
與遊戲及唱歌表演

智障人士

15-2-2017

21579

中藥展 2017
事前場地支援

荃灣

13-03-2017 至 24-03-2017
可商議
11:00-17:00：可商議

需要義工：40 人，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場地佈置、攤位預備及
物資搬運

巿民大眾

28-02-2017

21576

長者嘉許禮
2017 暨
才藝大匯演

紅磡

23-02-2017(四)
09:30-13:30

需要義工：6 人，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佈置場地、帶位及台上
支援

長者

10-02-2017

21568

卡樂 B
快樂慈善跑

白石角
海濱長廊

12-03-2017(日)
07:00-14:00

需要義工：30 人，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人流控制、攤位/物資
管理及支援活動進行
備註：大會提供津貼$30

巿民大眾

27-02-2017

21566

元宵佳節
華服情
華服試穿
及巡遊

北區公園

12-02-2017(日)
18:30-22:00

需要義工：10 人，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支援攤位及協助巿民試
穿華服

巿民大眾

03-02-2017

21560

幼兒班
親子旅行

西貢
園藝農場

24-02-2017(五)
09:00-16:30

需要義工：10 人，18 歲或以上；
高中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帶領工作坊
備註：大會提供膳食及交通津貼

家庭

14-02-2017

需要義工：各 50 人，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接待、活動介紹、攤位
協助及華服試穿，並支援活動進行
備註：大會提供膳食及水

巿民大眾

18-0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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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

10-02-2017

21539
21538

21535
21299
21298
21297
21296
21295
21402
21401
21400
21427
21426

第六屆
國際華服節暨
第八屆
「夫子廟會」
場地支援
智樂
荃灣官立小學
遊戲日

怡閒樂相聚

尖沙咀

荃灣

香港仔

活力教室
好煮意

將軍澳
尚德邨

創意小手作

將軍澳
尚德邨

21469
21468
21464
21463

自理人生

將軍澳
尚德邨

21412

攝出善影

將軍澳
尚德邨

21443

08-03-2017(三)
01-03-2017(三)
22-02-2017(三)
15-02-2017(三)
08-02-2017(三)
09-03-2017 (四)
02-03-2017 (四)
23-02-2017(四)
16-02-2017 (四)
09-02-2017 (四)
06-03-2017(一)
20-02-2017(一)

15:0017:00

需要義工：各 3 人，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陪伴及協助需輪椅助行
弱能人士參與各類型小組活動
備註：懂輪椅操作

弱能人士

13:5516:00

需要義工：各 2 人，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智障人士學習煮
食，包括切及炒之技巧
備註：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智障人士

16:5518:30

22-02-2017(三)

16:5518:30

全人教室
全人藝術坊

將軍澳
尚德邨

24-02-2017(五)
17-02-2017(五)

09:5513:00

10-02-2017(五)
兒童創意
繪畫室

將軍澳
尚德邨

25-02-2017(六)
11-02-2017(六)

需要義工：各 2 人，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智障青少年製作手
工及支援活動進行
備註：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需要義工：各 1 人，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智障兒童學習正確
運用金錢及與人溝通的技巧並支
援活動進行
備註：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需要義工：3 人，18 歲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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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18-02-2017 (六)
14:55-16:30
03-03-2017(五)

21411
21444

17-02-2016(五)
07:30-14:30

08-02-2017(三)

21414
21413

04-03-2017(六)
09:00-18:30

08-03-2017(三)

21462

21447

05-03-2017(日)
09:00-18:30

09:2512:00

需要義工：各 3 人，18 歲或以上
需要義工：協助輕度智障人士發揮
創作天份，製作不同手工藝品並支
援活動推行
備註：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需要義工：各 5 人，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輕度智障兒童發揮
創意繪畫，並協助小組活動
備註：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智障
青少年

01-03-2017
22-02-2017
15-02-2017
08-02-2017
01-02-2017
01-03-2017
22-02-2017
15-02-2017
08-02-2017
01-02-2017
27-02-2017
13-02-2017
01-03-2017

智障兒童

15-02-2017
01-02-2017

智障人士

11-02-2017
24-02-2017

智障人士

17-02-2017
10-02-2017
03-02-2017
18-02-2017

智障人士
04-02-2017

友伴/探訪
21520
21518
21516
21514
21512
21519
21517
21515
21513
21511

結伴同遊

旺角

10-03-2017(五)
03-03-2017(五)
24-02-2017(五)
17-02-2017(五)
10-02-2017(五)
07-03-2017(二)
28-02-2017(二)
21-02-2017(二)
14-02-2017(二)
07-02-2017(二)

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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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

28-02-2017
24-02-2017
17-02-2017
10-02-2017
03-02-2017
28-02-2017
21-02-2017
14-02-2017
07-02-2017
01-02-2017

21471

暢遊度假中心

西貢
樟木頭
北年華路

需要義工：10 人，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陪同需輪椅助行長者於
營地內散步
備註：懂輪椅操作

17-02-2017(五)
10:15-11:15

長者

12-02-2017

市民大眾

08-02-2017

市民大眾

18-02-2017

市民大眾

18-02-2017

需要義工：50 人，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參與百萬行
備註：大會提供 T-shirt

巿民大眾

19-02-2017

輕度
智障兒童

籌款活動
21537

香港失明人
協進會賣旗日

港島區

18-02-2017 (六)
07:00-12:30

21305

學友社賣旗日

九龍區

04-03-2017 (六)
07:00-12:30

21203

香港失明人
互聯會賣旗日

港島區

04-03-2017 (六)
07:0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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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簡介會(深水埗)
1. 23/2(四) 15:00-16:00/19:00-20:00
2. 24/2(五) 15:00-16:00/19:00-20:00
3. 25/2(六) 10:00-11:00/14:00-15:00
任擇一日
需要義工：50 人，未滿 14 歲需家
長陪同
義工職責：賣旗籌款
體育活動

21575

仁濟醫院
公益金新界區
百萬行

烏溪沙、
馬鞍山
海濱長廊
至大學站

乒乓 XVII

將軍澳
尚德邨

26-02-2017 (日)
08:30-11:00

21362

11-02-2017(六)

需要義工：各 2 人，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帶領智障兒童參
與乒乓球訓練，並協助小組活動
備註：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21378
21377
21376
21375

07-03-2017(二)
28-02-2017(二)
21-02-2017(二)
14-02-2017(二)

15:5518:00

需要義工：各 3 人，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輕度智障兒童練
習羽毛球
備註：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輕度
智障兒童

12:5015:00

需要義工：各 2 人，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輕度智障或肢體
傷殘青少年參與草地滾球訓練
備註：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輕度智障
或肢體傷
殘青少年

22-02-2017

兒童

28-02-2017

兒童

28-02-2017

兒童

28-02-2017

市民大眾

28-02-2017

21364
21363

25-02-2017(六)

羽毛球小組

將軍澳
尚德邨

21370

18-02-2017(六)

01-03-2017(三)
草地滾球

坑口

21368

15-02-2017(三)

12:5015:30

16-02-2017
09-02-2017
02-02-2017
28-02-2017
21-02-2017
14-02-2017
07-02-2017

08-02-2017

功課輔導

21561

21557

輕鬆學習計劃

功課輔導

灣仔

14-03-2017 至 06-06-2017
逢星期二，假期除外
19:00-20:30

需要義工：3 人，22 歲或以上；大
專程度或以上，有耐性
義工職責：協助部份有學習障礙
6-12 歲就讀小一至小六學童進行
學習活動及功課輔導
備註：
1. 喜與小朋友相處
2. 事前安排約見

九龍灣

隨即開始 至 31-08-2017
課餘時間：可商議
每週 1 至 2 次

需要義工：1 人，18 歲或以上；大
專程度或以上，有耐性
義工職責：為 1 名 12 歲就讀小五
男學童功課輔導，主要英文及數學

隨即開始 至 30-06-2017
星期一至五：待商議
18:00-20:00

21338

功課輔導

牛頭角
上邨

21574

奧迪
聽覺保健
外展服務 2017

全港學校
長者中心
社區中心

需要義工：1 人，18 歲或以上；高
中程度或以上；要求女性義工
義工職責：為 1 名 8 歲就讀小三女
學童功課輔導，主要英文及數學
科。
其他服務
備註：要求女性義工
需要義工：16 人，18 歲或以上
隨即開始 至 31-12-2017
義工職責：主持/協助講座、提供
每月 3-4 次
聽力測試、支援話劇進行、維持場
日期/時間：待定
內秩序及登記
備註：簡介會/訓練：待定

21565

翼下之風成長
導航計劃Ⅱ

荃葵青區

31-03-2017 至 31-3-2018
日期/時間：待定

需要義工：105 人，18 歲或以上；
高中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作為就讀小四至中四青
少年的生命嚮導，協助訂立個人發
展計劃
備註：面見/訓練：31/3(五)
19:00-20:30 旺角

21564

愛不同藝術
畫社

黃竹坑
惠福道

01-02-2017 至 31-03-2017
逢星期二、三及四
09:00-12:00/14:00-16:00
任擇

需要義工：2 人，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物資管理及協助智障人
士參與繪畫課程

智障人士

28-02-2016

21563

愛不同藝術
樂社

黃竹坑惠
福道

01-02-2017 至 31-03-2017
逢星期三
15:30-17:30

需要義工：1 人，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物資管理及協助智障人
士參與音樂課程
備註：懂基本拍子與節奏

智障人士

28-02-2016

01-03-2017 至 30-06-2017
逢星期六
14:15-16:15

需要義工：20 人，18 歲或以上；
高中或以上程度
義工職責：組織及策劃活動，並協
助活動進行
備註：
1. 訓練(共 30 小時)：1/3-31/3(逢星
期三及五) 18:30-21:30 將軍澳
2. 完成訓練課程可獲教育大學頒
發証書

智障人士

18-02-2016

婦女

09-02-2017

青少年

27-02-2017
20-02-2017
20-02-2017
06-02-2017

21559

「六藝」
健腦計劃

深水埗
南昌邨

需要義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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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7 堂)：16/2、23/2、2/3、
9/3、16/3、23/3 及 30/3(逢四)
10:00-12:00 長沙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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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2 次)
5. 費用：$100
6. 分享會：每月一次
需要義工：20 人，18 歲或以上；
大專或以上程度
義工職責：協助攤位進行、教導中
學生理財觀念及小組解說

青少年

28-02-2017

21534

婦女求助熱線

長沙灣

16-02-2017 至 31-12-2017
星期一至五：可選擇
09:30-11:30/14:00-16:00
/19:00-21:00(任擇)

21586
21585
21584
21286

GET SET GO
理財工作坊

沙田
沙田
天水圍
馬鞍山

15-03-2017(三) 12:35-16:35
03-03-2017(五) 12:30-17:00
01-03-2017(三) 12:50-16:50
17-02-2017(五) 12:00-16:40

九龍城

隨即開始 至 31-07-2017
星期一至六：可商議
09:00-17:00：可商議

需要義工：2 人，25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教導智障青年舞蹈或話
劇，編排表演環節，學成後於畢業
典禮參與表演
備註：需具相關經驗

智障青年

28-02-2017

隨即開始 至 31-08-2017
日期/時間：可商議

需要義工：20 人，未滿 14 歲需家
長陪同
義工職責：為弱勢社群送上捐贈者
的傢俬或電器，並作簡單安裝、或
運送小電器，送上社區關懷，令受
助者感到被受關顧而覺人間有情
備註：
1. 簡介：12/2(日) 14:00-17:00 灣仔
2. 適合親子家庭

弱勢社群

28-02-2017

21265

20769

跳舞．話劇
導師

十八區搬運
義工隊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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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