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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acle Summer! 2021 青年行義計劃 

計劃目的：本局將於今年暑假推行「Miracle Summer! 2021 青年行義計劃」，以「環境保護、健康生活及關愛社區」為主題，

提供一系列義工服務予 12-30 歲青年會員參與。在義工組長的帶領下，鼓勵更多青年人積極參與義務工作，在服務中建立自

信及與人溝通技巧，並於計劃完成後按表現給予嘉許，持續投入行義生活。 

計劃內容：本局與其他非牟利機構合作，安排義工服務，會員可參與以下「特別推介服務」及登入「行義香港」網絡系統 

(http://www.volunteering.org.hk/) 瀏覽其他義工轉介服務。凡 30 歲或以下參加者由即日起至 8 月 31 日期間登記成為香港義工團

會員，將享有香港義工團 2 年免費會籍優惠，優惠編號「MS-21」，並可自動成為 Miracle Summer ! 2021 青年行義計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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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316-14 

「追蹤 3色

桶」參觀回收

中心 

粉嶺 
2021-08-12 

14:00-17:00 

需要義工：28 位，15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參觀回收中心各項設施

及協助將回收物分類 

備註：本局提供旅遊巴往返上水港

鐵站 

市民 

大眾 
2021-08-03 

REF032316-7 
上門傳情探訪

服務(二) 

荃灣 

石圍角 

2021-08-18 

10:30-12:30 

需要義工：20 位，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上門送贈心意包予行

動不便長者及進行簡單生活問卷

調查 

長者 2021-08-04 

REF032316-13 
「淨海」清潔

郊野行動 

石澳 

西陲土地灣 

2021-08-21 

09:00-13:00 

需要義工：20 位，12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進行郊野清潔，並交

回過程中最深刻的風景相片及感

想 

市民 

大眾 
2021-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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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346-1 
生活添惜菜 

減廢齊共享 

屯門、天水圍

及元朗 

2021-08-16 

至 

2022-07-31 

 

17:30-20:30 

需要義工：4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跟車協助司機於新界

西區各街市商戶收集剩菜 

備註： 

1. 服務日期為逢星期一至五(可商

議) 

2. 服務機構提供津貼 

3. 需少量體力勞動 

4. 服務機構將評估義工能否勝任

有關工作，並按需要進行相關

查核 

基層 

家庭 
2021-08-08 

服務速遞 

 



籌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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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306-1 

香港海洋公園

保育基金 

賣旗日 

港島區 
2021-08-21 

07:00-12:30 

需要義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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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14 

REF032296-1 
香港職業發展

服務處賣旗日 
九龍區 

2021-10-30 

07:00-12:30 

市民 

大眾 
2021-08-31 

REF032341-1 
基督教更新會

賣旗日 
九龍區 

2021-10-16 

08:00-12:00 

市民 

大眾 
2021-10-04 

 

友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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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347-1 

第 65 期 

香港撒瑪利亞

防止自殺會 

義工招募 

彩虹 

2021-09-05 

至 

2022-11-30 

 

00:00-23:59 

需要義工：60 位，20 歲或以上，

中學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提供熱線服務、探訪

及網上傾談，舒緩來電者情緒，

並維持 24 小時服務 

備註：培訓費用$2,000，綜援受助

人只需繳付$250；通過三個階段

訓練甄選後，成為會員，並服務

滿 2 年可獲發還$1,750，其他情況

下，所有已繳費用一律不予退回 

(詳情請瀏覽本局「行義香港」網

絡系統) 

市民 

大眾 
2021-08-13 

REF032345-1 

利民會<即時

通>精神健康

支援計劃 

油尖旺區 

2021-08-21 

至 

2022-07-31 

 

00:00-23:59 

需要義工：5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透過訓練成為 Not Just 

Care 熱線義工，進行電話輔導工

作，支援來電者精神健康 

備註：培訓費用$480，不設退款 

(詳情請瀏覽本局「行義香港」網

絡系統) 

精神病

患及康

復者 

2021-08-13 

 

導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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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332-13 

多元智能系列

「一人一樂」 

天水圍 

2021-09-01 

至 

2021-10-31 

 

09:00-18:00 

需要義工：各 1 位，18 歲或以

上，中學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教導兩名 10 歲的基層

家庭兒童樂理知識，陶冶性情 

義工簡介會/訓練：待定 

備註： 

1. 需喜歡與孩子接觸，有愛心，

具相關技能及知識 

2. 服務日期及時間可商議，每星

期一次，逢星期六或日，早上

或下午時段，服務次數約 8 次 

3. 服務機構將評估義工能否勝任

有關工作，並按需要進行相關

查核 

兒童 2021- 08-22 

REF032332-14 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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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332-16 
多元智能系列

「一人一藝」 
屯門 

2021-09-01 

至 

2021-10-31 

 

09:00-18:0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中學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教導兩名 10 歲的基層

家庭男童藝術知識，陶冶性情 

義工簡介會/訓練：待定 

備註： 

1. 需喜歡與孩子接觸，有愛心，

具相關技能及知識 

2. 服務日期及時間可商議，每星

期一次，逢星期六或日，早上

或下午時段，服務次數約 8 次 

3. 服務機構將評估義工能否勝任

有關工作，並按需要進行相關

查核 

兒童 2021- 08-22 

REF032333-1 
長者水墨畫班 

導師 
大窩口 

2021-10-01 

至 

2021-12-31 

 

14:30-16:0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教授長者中國水墨畫

技巧 

備註： 

1. 服務日期為逢星期二 

2. 服務機構將評估義工能否勝任

有關工作，並按需要進行相關

查核 

3. 服務機構提供交通津貼 

長者 2021-09-15 

REF032334-1 
長者書法班 

導師 
大窩口 

2021-10-01 

至 

2021-12-31 

 

10:00-11:0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教授長者中文書法技

巧 

備註： 

1. 服務日期為逢星期二 

2. 服務機構將評估義工能否勝任

有關工作，並按需要進行相關

查核 

3. 服務機構提供交通津貼 

長者 2021-09-15 

REF032344-1 
視障之星樂團 

歌唱導師 
石硤尾 

2021-09-01 

至 

2022-06-30 

 

18:00-21:0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教授視障人士歌唱技

巧 

備註： 

1. 具資深的指導經驗及歌唱技巧

為佳 

2. 服務日期為每月第二及第四個

星期五 

3. 服務機構將評估義工能否勝任

有關工作，並按需要進行相關

查核 

視障 

人士 
2021- 08-31 

 

功課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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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342-1 功課輔導 沙田 

2021-08-15 

至 

2022-07-31 

 

08:00-21:00 內 

需要義工：2 位，20 歲或以上，

中學程度或以上，女性義工 

義工職責：為一名 7 歲就讀小三

或 10 歲就讀小五的基層家庭女童

全科功課輔導 

(詳情請瀏覽本局「行義香港」網

絡系統) 

兒童 2021-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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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337-1 功課輔導 彩虹 

2021-09-01 

至 

2022-03-31 

 

13:00-21:00 內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大專程度或以上，女性義工 

義工職責：為一名 10 歲就讀小六

的基層家庭女童功課輔導 

(詳情請瀏覽本局「行義香港」網

絡系統) 

兒童 2021-08-22 

REF032335-1 
化學/經濟 

功課輔導 
粉嶺 

2021-09-01 

至 

2022-08-31 

 

08:00-21:00 內 

需要義工：2 位，20 歲或以上，

大學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為一名 15 歲就讀中五

的基層家庭青少年化學/經濟功課

輔導 

(詳情請瀏覽本局「行義香港」網

絡系統) 

青少年 2021-08-13 

REF032332-1 

多元智能系列

「登登對對」 

長沙灣 

2021-09-01 

至 

2021-12-31 

 

17:00-21:00 內 

需要義工：各 1 位，18 歲或以

上，中學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為一名學習緩慢的基

層家庭兒童功課輔導 

義工簡介會/訓練：待定 

(詳情請瀏覽本局「行義香港」網

絡系統) 

12 歲 

兒童 

2021- 08-22 

REF032332-2 長沙灣 
12 歲 

兒童 

REF032332-3 屯門 
8 歲 

兒童 

REF032332-7 沙田 
10 歲 

兒童 

REF032332-8 沙田 
8 歲 

兒童 

REF032332-9 元朗 
15 歲 

兒童 

REF032332-10 洪水橋 
12 歲 

兒童 

 

其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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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339-1 
視障之星樂團 

演唱會伴舞 
西灣河 

2021-11-20 

18:30-23:00 

需要義工：3 位，18 歲或以上，

中學程度或以上，女性義工 

義工職責：編排舞蹈，於演唱會

上為歌曲進行伴舞 

備註： 

1. 具舞蹈技能及表演經驗 

2. 為配合演出歌曲，服務機構要

求女性義工 

視障 

人士 
2021-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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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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