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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賞義工行動 2014/15
義務工作發展局香港義工團為「迪士尼賞義工行動」的登記團體，凡本團義工於 2014 年 4 月 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期間
完成 8 小時服務，即有機會透過其服務團體申請及獲香港迪士尼樂園一日免費入場門票乙張。本局負責為屬下會員義工核
實服務時數及派發門票。由於獲批的免費入場門票有限，本局會為所有香港義工團個人會員核實時數，會員必須於 2014
年 4 月 1 日至 2015 年 2 月 28 日期間經本局轉介及完成 8 小時服務，合資格的會員名單將會安排於 2015 年 4 月上旬進行
電腦抽籤。抽籤結果會於 2015 年 4 月下旬公佈及透過電郵或信件通知中籤會員。門票暫定於五月下旬派發，各會員請把
握時間及時行義！

香港義工團(個人)會員服務時數紀錄及證明收集通知
本局將向社會福利署之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遞交香港義工團會員於201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參與的義工服務紀
錄。由於本局只持有會員參與本局舉辦或經本局轉介的服務紀錄，如您未經本局安排，在其他機構參與義工服務，敬請
通知本局，使本局能綜合您所有服務時數，按照委員會 的嘉許準則推薦您申領嘉許獎狀。請您按照以下時限匯報服務紀
錄：
(1) 如您於2014年曾參與本局安排的服務，仍未向本局申報出席情況及時數，敬請於2015年1月15日或之前傳真或電郵向本
局義工服務中心申報時數紀錄。您亦可自行到本局義工網絡http://www.volunteering.org.hk 或 致電義工服務中心查閱時數紀
錄。
(2) 如您於 2014 年未經本局安排，曾在其他機構參與義工服務，亦敬請將服務紀錄及時數証明於 2015 年 1 月 15 日或之前
以傳真(傳真﹕2559-5142)或電郵 hkcv@avs.org.hk 向本局義工服務中心申報。由於委員會會抽查義工的時數紀錄，請保存有
關資料證明，以備委員會隨時查核。

**********************************************************************************************************
友伴/探訪
編號

服務名稱

地點

16087
16088

日期
13-01-2015(二)

結伴同遊

需要義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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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邨公園散步、運動或參與遊戲

長者

10:00
14:30

需要義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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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體
傷殘人士

西貢

09-01-2015(五)
10:15 -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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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

21-01-2015

荃灣

28-01-2015(三)
16:00 - 17:30

需要義工：6 人，18 歲或以上；有
耐性，主動
義工職責：陪伴患唐氏綜合症人士
參與及投入活動

智障人士

21-01-2015

灣仔

24-01-2015(六)
13:00 - 14:00

需要義工：6 人，18 歲或以上；有
耐性
義工職責：陪伴患唐氏綜合症人士
參與及學習正確(十巧手操)姿勢

智障人士

17-01-2015

20-01-2015(二)
14-01-2015(三)
21-01-2015(三)
28-01-2015(三)
04-02-2015(三)
08-01-2015(四)
15-01-2015(四)
22-01-2015(四)
29-01-2015(四)
05-02-2015(四)

16402

16474

唐氏 - 美容穴
位按摩

16475

唐氏 - 簡易養
生十巧手

06-01-2015

10:00
11:30

旺角

16227
16229
16230
16231
16254
16260
16263
16265
16266

老友相聚
樂遊遊

截止日期

需要義工：每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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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到酒樓品茗或逛商場

27-01-2015(二)

衝出院舍

服務對象

14:00
15:30

16089

親親陽光

需要義工／義工職責

屯門

香港仔

長者

13-01-2015
20-01-2015
07-01-2015
14-01-2015
21-01-2015
28-01-2015
02-01-2015
08-01-2015
15-01-2015
22-01-2015
29-01-2015

16491

冬季生日會

旺角

需要義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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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慶祝生日及活動協助

15-01-2015(四)
14:00 - 16:00

長者

08-01-2015

市民大眾

26-01-2015

市民大眾

07-01-2015

市民大眾

27-01-2015

青年

15-01-2015

市民大眾

12-01-2015

籌款活動
16123

香港遊樂場協會
售旗活動

全港

07-02-2015(六)
07:00 - 12:00

16205

失明人協進會
賣旗日

港島區

17-01-2015(六)
07:00 - 12:30

16206

失明人佛教會
賣旗日

港島區

31-01-2015(六)
07:00 - 12:30

需要義工：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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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義工：50 人，未滿 14 歲需家長
陪同
義工職責：賣旗籌款

活動支援
16242

GET SET GO
理財工作坊

將軍澳

24-01-2015(六)
08:30 - 13:00

16289

香港街馬
@九龍東

啟德
郵輪碼頭

08-01-2015(日)
06:30 - 12:30

16376

17-01-2015(六)
攝出善影

將軍澳

16377
16381
16383

31-01-2015(六)
乙未年粵劇戲
寶賀新歲

紅磡

油出彩虹

將軍澳

16400

16432
16433

25-02-2015(三)
17-01-2015(六)

16401
16419

24-02-2015(二)

31-01-2015(六)
繽紛健康生活
齊分享
智樂 - 油尖旺
道路安全
同樂日
智樂 - 沙田區
清潔香港
嘉年華

14:45 16:30

18:00 23:00
10:00 12:00

油麻地

11-01-2015(日)
13:30 - 17:00

九龍公園

17-01-2015 (六)
12:30 - 18:00

沙田

18-01-2015(日)
11:00 - 18:00

需要義工：20 人，21-65 歲；大專
程度
義工職責：協助管理理財攤位及帶
領活動後的小組解說
備註：大會提供$80 交通津貼
需要義工：200 人，20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長跑馬拉松，人群
管理及資訊查詢
需要義工：4 人，18 歲或以上；高
中程度
義工職責：協助輕中度智障或自閉
症人士學習不同攝影技巧，製作特
色攝影作品。並推行小組活動
需要義工：10 人，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維持秩序及派發紀念品
備註：大會提供膳食及水
需要義工：4 人，18 歲或以上；高
中程度
義工職責：協助智障兒童學習運用
水彩繪畫圖案
需要義工：8 人，18 歲或以上；懂
音響及投射更佳導
義工職責：協助接待處及分享會、
場地佈置及清理
需要義工：15 人，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推動遊戲、佈置及
清理場地
需要義工：10 人，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推動遊戲、佈置及
清理場地
需要義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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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提供膳食及水
需要義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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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提供膳食及水

10-01-2015
智障人士
24-01-2015

市民大眾

16-01-2015
16-01-2015
10-01-2015

智障人士
24-01-2015
市民大眾

03-01-2015

兒童

12-01-2015

兒童

12-01-2015

兒童

05-01-2015

兒童

12-01-2015

16434

智樂 - 聖公會
阮鄭夢芹銀禧
小學遊戲日

大埔

10-01-2015(六)
07:00 - 18:00

16436

智樂 - 荃灣官
立小學遊戲日

荃灣

20-01-2015(二)
07:00 - 14:00

16438

智樂 - 粵南
信義會腓力堂
馬頭圍幼兒
學園遊戲日

馬頭圍

31-01-2015(六)
12:00 - 17:00

需要義工：10 人，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推動遊戲、佈置及
清理場地

兒童

26-01-2015

16439

智樂 - 救世軍
田家炳幼稚園
遊戲日

沙田

31-01-2015(六)
08:00 -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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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提供膳食及水

兒童

26-01-2015

兒童

27-12-2014
04-01-2015
07-01-2015
11-01-2015
14-01-2015
18-01-2015
21-01-2015

16440
16442
16443
16444
16445
16446
16447

智樂 - 天水圍
鄰舍遊戲計劃

天水圍

04-01-2015(日)
11-01-2015(日)
14-01-2015(三)
18-01-2015(日)
21-01-2015(三)
25-01-2015(日)
28-01-2015(三)

14:00 19:00

需要義工：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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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提供小食及水

16450
16451

13-01-2015(二)
智樂 - 秀茂坪
鄰舍遊戲計劃

秀茂坪

16452
16492

何文田

16493

觀塘
理財至叻 KID

16494

荃灣

16495

大埔

20-01-2015(二)

14:00 19:00

27-01-2015(二)
14-01-2015(三)
08:15-12:00
15-01-2015(四)
09:30-13:15
21-01-2015(三)
12:45-16:15
28-01-2015(三)
12:15-16:00

需要義工：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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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提供小食及水

06-01-2015
兒童

13-01-2015
20-01-2015
07-01-2015

需要義工：各 10 人，18 歲或以上；
大專程度
義工職責：協助攤位進行及小組解
說

08-01-2015
兒童
14-01-2015
21-01-2015

體育活動
16304

樂齡健體
運動班導師

東頭村

16306

樂齡健體
運動班助教

東頭村

乒乓 XIIV

將軍澳

16387

13-01-2015 至
03-03-2015
(逢二，17/2 及 24/2 除外)
16:30-17:30
13-01-2015 至
03-03-2015
(逢二，17/2 及 24/2 除外)
16:30-17:30
24-01-2015(六)

16388

31-01-2015(六)

16460

16-01-2015(五)

16461

DSC 田徑組

將軍澳

30-01-2015(五)

16462

06-02-2015(五)

16467

09-01-2015(五)

16468

籃孩子

將軍澳

16469

23-01-2015(五)

12:5016:00

17:4520:00

17:1520:00

13-02-2015(五)

需要義工：1 人，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大會事前提供一套健身 唐氏綜合症
運動操，以備教授唐氏綜合症人士
人士
健體強身
需要義工：6 人，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陪伴及協助唐氏綜合症 唐氏綜合症
人士參與運動練習
人士
備註：大會定期提供義工培訓
需要義工：各 4 人，18 歲或以上；
高中程度
智障
義工職責：協助帶領智障兒童參與
人士
乒乓球訓練
需要義工：各 3 人，18 歲或以上；
高中程度
義工職責：協助帶領智障人士肌能
訓練

需要義工：各 3 人，18 歲或以上；
高中程度，懂籃球技術
義工職責：協助帶領智障人士籃球
訓練

06-01-2015

06-01-2015
17-01-2015
24-01-2015
09-01-2015

智障
人士

23-01-2015
30-01-2015
02-01-2015

智障
人士

16-01-2015
06-02-2015

功課輔導
16120

功課輔導

慈雲山

隨即開始 至 31-07-2015
每星期一次
每曰二小時

16124

功課輔導

馬頭圍

隨即開始 至 31-07-2015
每星期一次
每曰二小時

16308

功課輔導

觀塘

01-01-2015 至
30-6-2015
時間：可商議

秀茂坪

01-01-2015 至
31-03-2015
每星期一次
(18:00-21:00 任擇 1 小時)

慈雲山

01-01-2015 至
30-06-2015
時間：可商議

16384

16464

功課輔導

功課輔導

需要義工：1 人，18 歲或以上；
大專程度或以上，要求女性義工
義工職責：為 2 名 8 與 12 歲就讀小
三及中一女童功課輔導
需要義工：1 人，18 歲或以上；
大專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為年齡 6 歲及 9 歲就讀
小一及小四女學童功課輔導
需要義工：1 人，18 歲或以上；
初中程度或以上，能操普通話
義工職責：為 1 名 6 歲就讀小一男
學童功課輔導

兒童

31-01-2015

兒童

31-01-2015

兒童

30-01-2015

需要義工：1 人，18 歲或以上；
高中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為 1 名 9 歲就讀小四男
學童功課輔導

兒童

31-01-2015

需要義工：1 人，18 歲或以上；
大專程度
義工職責：為 1 名 11 歲專注力不足
就讀小六男學童功課輔導

兒童

31-01-2015

需要義工：1 人，18 歲或以上；要
求女性義工，鋼琴水準 4 級或以上
義工職責：教導 1 位 13 歲女童學習
鋼琴

兒童

31-01-2015

需要義工：1 人，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教授賀年插花擺設

長者

30-01-2015

導師
16307

鋼琴導師

秀茂坪

隨即開始 至 30-03-2015
(星期六/日)
時間：可商議

16455

賀年插花擺設
工作坊 - 導師

深水埗

19-12-2014 至
09-02-2015
時間：10:30-12:30

其他服務

16083

16127

16407

機場模擬演習
(九龍集合)

機場模擬演習
(香港集合)

女青輔導熱線
義工招募計劃
2014

香港國際
機場

香港國際
機場

九龍

22-01-2015 至 23-01-2015
時間：22/1：22:30 至
23/1：05:00

需要義工：200 人，18 歲或以上；
能操其他語言更佳
義工職責：扮演乘機人士及接機人
士，測試航空公司應變安排
備註：集合地點：九龍塘多福道避
車處耀中國際學校門口(暫定）

市民
大眾

14-01-2015

22-01-2015 至 23-01-2015
時間：22/1：22:30 至
23/1：05:00

需要義工：100 人，18 歲或以上；
能操其他語言更佳
義工職責：扮演乘機人士及接機人
士，測試航空公司應變安排
備註：集合地點：中環國際金融中
心(IFC)

市民
大眾

14-01-2015

01-01-2015 至 31-12-2015
時間：13:45-17:00 /
18:00-23:00 (可商議)

需要義工：30 人，20 歲或以上；高
中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接受培訓，成為長期熱
線義工，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情緒支
援
備註：
1. 必須出席職前輔導講座：3/1(六)
16:00-18:00 九龍塘 費用$100
2. 職前甄選：申請者需接受甄選面
見，行政費$50，不設退款
3. 初階訓練/實習期：甄選合格後可
參與初階訓練；3-4 月，安排於星期
六 15:00-17:30 宿營：11/4-12/4(六
至日) 費用 $1800
4. 進階訓練及實習期:4-7 月，訓
練：安排於星期六 15:00-17:30；實
習：每週 1 節，共 8 節
5. 完成「進階訓練課程」及實習評
估合格者，簽約服務滿一年後並出
席服務率達 80%，可獲退款$800

市民
大眾

03-01-2015

16424

10-01-2015(六)

16425

10-01-2015(六)

16426
16427
16428

耆康會
-2014-2015
服務使用者
問卷意見調查

17-01-2015(六)
柴灣

17-01-2015(六)
24-01-2015(六)

16429

24-01-2015(六)

16430

31-01-2015(六)

16453

<點亮人生>視
障人士才藝表
演計劃 - 錄
影服務

16454

律敦治 - 電
腦維修

09:00 12:00
14:00 18:00
09:00 12:00
14:00 18:00
09:00 12:00
14:00 18:00
09:00 12:00

03-01-2015
03-01-2015
需要義工：各 4 人，18 歲或以上；
大專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電話問卷意見調查
備註:
1. 大會提供每份津貼$4
2. 具問卷意見調查經驗、耐心及溝
通良好能力

10-01-2015
弱能/肢
體傷殘
人士

10-01-2015
17-01-2015
17-01-2015
24-01-2015

九龍及
新界區

27-01-2015 至 22-05-2015
時間：可商議

需要義工：10 人，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錄影活動花絮
備註：可選擇以下地點
1) 27/1(二)大角咀
2) 6/2(五)旺角
3) 3/3(二)馬鞍山
4) 4/3(三)大埔
5) 13/3(五)何文田
6) 14/3(六)馬鞍山
7) 22/5(五)清水灣道彩雲二邨

銅鑼灣

20-12-2014 至 20-03-2015
時間：可商議

需要義工：1 人，18 歲或以上；
熟悉所有電腦維修，有耐性
義工職責：為 1 名 70 歲需輪椅助行
獨居女長者維修電腦

視障
人士

20-01-2015

長者

28-02-2015

所有經本局義工轉介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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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