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工服務中心 
中心電話：2546-0694  

傳真號碼：2559-5142 

電子郵箱：vac@avs.org.hk 

本局網址：http://www.avs.org.hk 

2022 年 7 月出版  

 
誠邀青少年義工參加「Miracle Summer! 2022 青年行義計劃」 

          

「香港義工團」推出「Miracle Summer! 2022 青年行義計劃」，本年度以「環境保護及關愛社區」

為主題，於 6 - 8 月期間，提供一系列暑期義工服務予 12 歲至 30 歲青少年會員參與，青少年朋友由

即日起至 8 月 31 日期間登記入會，將享有「香港義工團」2 年免費會籍優惠(優惠編號: MS-22)， 

歡迎大家邀請青少年朋友參加！ 

 

嘉許及分享 

為鼓勵及嘉許參與本計劃的會員，凡於 2022 年 6 月 25 日至 8 月 31 日期間，參與「Miracle Summer！2022 青年行義計

劃」及其他由本局轉介的義工服務，並完成 12 小時或以上的服務時數及交回服務後感想，便可獲發計劃電子嘉許獎狀

及神秘禮品乙份；最高時數首十名可獲 AVS 無線藍牙擴音器。 

 

部份特別推介服務如下： 

服務編號 服務名稱 地點 日期／時間 活動內容 
服務 

對象 
截止日期 

REF032677-6 
種出愛心之 

農耕體驗 
錦田水盞田村 

2022-07-23  

09:00-13:00 

了解有機耕種，以及協助除草、 

翻土、耕作等 

市民 

大眾 

2022-07-15 

REF032677-7 
「淨山」清潔

郊野行動 

鰂魚涌樹木 

研習徑 

2022-07-30 

09:00-13:00 

郊野清潔及導賞，並交回過程中最

深刻的風景相片及感想 
2022-07-22 

REF032677-8 惜食分餉站 荔枝角 
2022-08-12 

14:00-17:00 

協助處理及分類蔬菜 

(不涉及烹調工作) 
2022-08-04 

REF032677-9 

「T · PARK」

導賞團及清潔

龍鼓灘 

屯門 
2022-08-28 

13:30-18:00 

了解污泥、污水處理及進行郊野 

清潔以推廣環保行動 

 

*提供旅遊巴由屯門港鐵站      

往 T · PARK 及龍鼓灘； 

服務後自行於龍鼓灘/市區解散 

2022-08-19 

服務速遞 

 



義工轉介服務 

活動支援 

服務編號 服務名稱 地點 日期／時間 需要義工／義工職責 
服務 

對象 
截止日期 

REF032689-1 

電子版 

Get Set Go 

理財工作坊 

柴灣 
2022-07-19 

08:30-13:00 
需要義工：21 位，18 歲或以上，

大專或以上程度 

義工職責：協助管理攤位運作及

iPad 操作，帶領活動後的小組解說 

簡介會/訓練日期：待定 

備註： 

1. 服務機構提供$80 義工津貼 

2. 因疫情緣故，活動隨時有機會延

期或取消 

3. 根據防疫指引，2022 年 5 月 31

日或之後所有進入校園人士，必

須使用安心出行，加上至少已接

種第二/三劑疫苗/出示康復二維

碼，而且進入校園人士須出示當

天快速抗原測試陰性結果的相片

證明 

4. 出席活動當天需填寫健康申報

表，如有任何症狀，將未能參與

活動 

青少年 2022-07-11 

REF032690-1 大埔 
2022-07-21 

09:00-13:00 

REF032691-1 沙田 
2022-07-25 

10:00-14:30 

REF032693-1 鴨脷洲 
2022-07-22 

13:30-18:00 

REF032694-1 

「理財起動 

嘉年華」 

大型理財遊戲

攤位活動 

元朗 
2022-07-22 

09:30-13:00 

需要義工：12 位，18 歲或以上，

大專或以上程度 

義工職責：協助理財攤位進行活

動，與學生互動並讓學生從中反思

學習 

備註： 

1. 服務機構提供$80 義工津貼 

2. 因疫情緣故，活動隨時有機會延

期或取消 

3. 根據防疫指引，2022 年 5 月 31

日或之後所有進入校園人士，必

須使用安心出行，加上至少已接

種第二/三劑疫苗/出示康復二維

碼，而且進入校園人士須出示當

天快速抗原測試陰性結果的相片

證明 

4. 出席活動當天需填寫健康申報

表，如有任何症狀，將未能參與

活動 

青少年 2022-07-11 

 

 

 

 

 



探訪/友伴 

REF032360-10 

賽馬會 

樂齡同行計劃

「樂齡友里」

義工計劃 

黃大仙 

2022-07-26 

至 

2022-09-30 

08:00-21:00 

需要義工：39 位，50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成為「樂齡之友」，  

推廣精神健康訊息、協助活動、 

辨識及轉介有需要的長者 

簡介會/訓練日期：日期： 07-26、

08-09、08-16、08-23、08-30， 

時間：13:15-16:15 (07-26 至 08-23) ; 

09:15-12:15 (08-30)，地點：黃大仙 

備註： 

1. 因計劃需要，大會要求 50 歲或

以上義工，能讀寫中文及有熱誠 

2. 服務機構安排面試及甄選，通過

甄選後需出席培訓 

3. 服務日期及時間可商議 

長者 2022-07-15 

REF032611-3 

童夢．同行 

Dream 

IN 

Parallel 

東涌 

東涌 

2022-07-30 

至 

2025-04-30 

08:00-23:00 

需要義工：43 位，18 歲或以上，

中學或以上程度 

義工職責：擔任 1-2 名基層學生的

青少年友師及同行者，定期與他們

會面及協助訂定生涯規劃 

簡介會/訓練日期：待定 

備註： 

1. 能以 WhatsApp 溝通，有耐性及

善於與人溝通 

2. 服務機構安排甄選 

3. 需出席簡介會，每月最少一次與

學生聯絡，每半年與學員及家長

檢示目標及進度，出席定期舉辦

的小組活動及參與培訓 

4. 疫情嚴重時會使用網絡會議形式

(Zoom)進行小組活動 

青少年 2022-07-24 

REF032675-1 
戒煙宣傳 

全港 18 區 
全港 

2022-07-25 

至 

2022-10-31 

11:00-18:30 

需要義工：20 位，18 歲或以上，

大專或以上程度 

義工職責：向市民宣傳戒煙及點算

市民人數 

簡介會/訓練日期：待定 

備註： 

1. 服務機構每次服務提供義工津貼

$50 

2. 需要長時間於戶外站立及走動 

3. 必須準時出席 

市民 

大眾 
2022-07-15 

REF032695-1 

舞出快樂小組 

I 
荃灣 

2022-07-18 

10:00-13:30 

需要義工：5 位，25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推輪椅及護送長者及支

援小組進行 

備註： 

能推輪椅，護送及支援椅子舞運動

及遊戲 

長者 

2022-07-11 

REF032695-2 
2022-08-10 

13:00-17:00 
2022-08-03 

REF032695-3 
2022-09-14 

13:30-17:00 
2022-09-07 

REF032695-4 
2022-10-12 

13:30-17:00 
2022-09-26 



REF032698-1 

長者探訪活動 慈雲山 

2022-07-23 

09:30-12:00 

需要義工：4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帶同中心提供的禮物探

訪及關懷慈雲山區內長者 

備註： 

1. 活動前須在家中進行快速抗原測

試，獲得陰性結果方可出席活動 

2. 如有同住家庭成員(包括家庭傭

工)或其他密切接觸者，因外遊或

其他原因需按衛生防護中心指示

接受強制檢疫、醫學監察或家居

隔離，在此期間須暫停活動 

長者 2022-07-14 

REF032698-2 
2022-07-23 

14:30-17:00 

 

導師服務 

REF032686-1 

硬地滾球 

運動班 

導師 

大窩口 

2022-08-01 

至 

2023-03-31 

09:00-21:0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教授長者玩硬地滾球 

備註： 

1. 服務時間待商議，每星期 1 節，

每次 1.5 小時 

2. 懂得硬地滾球玩法及比賽規則 

長者 2022-07-21 

 

籌款 

REF032615-1 

香港視網膜 

病變協會 

賣旗日 

新界區 
2022-08-24 

07:00-12:30 

需要義工：50 位，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賣旗籌款 

備註： 

1. 未滿 14 歲需家長陪同 

2. 服務機構提供證書 

市民 

大眾 
2022-08-10 

REF032674-1 
香港神託會 

賣旗日 
全港 

2022-08-20 

07:30-12:00 

需要義工：50 位，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賣旗籌款 

備註： 

1. 未滿 14 歲需家長陪同 

2. 服務機構提供證書 

市民 

大眾 
2022-07-10 

REF032679-1 

信願榮景 

慈善基金 

賣旗日 

港島區 
2022-08-10 

07:00-12:30 

需要義工：50 位，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賣旗籌款 

備註： 

1. 未滿 14 歲需家長陪同 

2. 服務機構提供證書 

市民 

大眾 
2022-07-24 

REF032697-1 
香港復康力量

賣旗日 
九龍區 

2022-08-10 

07:00-12:30 

需要義工：50 位，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賣旗籌款 

備註：未滿 14 歲需家長陪同 

弱能及

肢體殘

障人士 

2022-08-03 

 

義工轉介服務的招募對象為本局轄下「香港義工團」的個人及團體會員。就服務轉介而言，本局只擔當橋樑的角色，會員並

不以任何方式代表或為本局行事。登記機構會負責與義工商討及協訂服務形式及細節，於任用義工期間給予義工清晰指引，

並督導其工作。非永久性香港居民須自行從入境事務處獲得從事無薪工作的許可，以免觸犯香港入境條例，詳情可向入境事

務處查詢，網址為：www.imm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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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登入本局義工網絡系統「行義香港」 

https://www.volunteering.org.hk 閱覽服務資料。 

 

為響應環保，如 閣下欲以電郵收取通訊，請通知本中心職員。                            [ 2022 年７月出版 –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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