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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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450-1 

健兒遊戲坊 將軍澳 

2021-11-14 

18:00-20:00 

需要義工：各 1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進行親子遊戲 
家庭 

2021-11-07 

REF032450-2 
2021-11-21 

18:00-20:00 
2021-11-14 

REF032450-3 
2021-11-28 

18:00-20:00 
2021-11-21 

REF032450-4 
2021-12-05 

18:00-20:00 
2021-11-28 

REF032450-5 
2021-12-12 

18:00-20:00 
2021-12-05 

REF032448-1 

「展能妍活提

升婦女能力」

計劃婦女就業

培訓班 

北角 

2022-01-08 

09:00-18:00 

需要義工：各 2 位，30 歲或以上，

中學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場地佈置、維持秩序、

後勤支援或協助導師 

簡介會/訓練：待定 

備註： 

1. 需體力勞動 

2. 服務機構提供交通津貼$30 

成人 

2021-12-10 

REF032448-2 
2022-02-19 

09:00-18:00 
2021-12-10 

REF032448-3 
2022-02-26 

09:00-18:00 
2021-12-10 

探訪/友伴 

REF032434-1 心意送萬家 屯門友愛邨 
2021-11-27 

14:00-16:00 

需要義工：38 位，16 歲或以上，

中學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攜同心意包上門探訪長

者(不入屋)，問候近況以表關懷 

備註：需少量體力勞動，善於與長

者溝通 

長者 2021-11-08 

REF032434-2 心意送萬家 屯門新墟 
2021-11-27 

14:00-16:00 

需要義工：4 位，16 歲或以上，中

學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攜同心意包上門探訪長

者(不入屋)，問候近況以表關懷 

備註：需少量體力勞動，善於與長

者溝通 

長者 2021-11-08 

服務速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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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453-1 
關懷深水埗 

獨居雙老行動 
深水埗區 

2021-11-14 

09:30-12:30 

需要義工：30 位，12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探訪居住於深水埗區私

樓的獨居雙老，填寫長者近況問卷

及慰問長者 

簡介會/訓練日期：2021-11-14，時

間：09:45，地點：深水埗榮昌邨 

備註：由於部分長者居住於唐樓，

義工有機會需要步行數層樓梯上門

探訪 

長者 2021-11-08 

REF032415-1 

香港學生輔助

會賽馬會「復

原啟動」青少

年培力計劃之

「生命師友」

義工招募 

將軍澳 

2022-01-01 

至 

2022-12-31 

 

09:00-18:00 

需要義工：45 位，18 歲或以上，

大專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成為將離開兒童及青少

年院舍宿生的「生命師友」，給予

情緒支援及家居生活指導；推動社

區人士關心兒童及青少年住宿照顧

服務和離院宿生的需要 

簡介會/訓練日期：2022-01-10，時

間：09:00，地點：將軍澳 

備註： 

1. 必須持續服務最少 12 個月，服

務日期及時間待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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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 2021-12-31 

REF032422-3 

2021-2022 年

度破繭行動 

II - 護送服務 

荃灣荃景圍 

2021-12-08 

13:30-17:00 需要義工：各 5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護送需輪椅助行長者到

中心進行伸展運動及支援小組進行 

備註： 

1. 必須懂輪椅操作技巧 

2. 有愛心及耐性 

長者 

2021-12-01 

REF032422-4 
2022-01-12 

13:30-17:00 
2021-12-22 

REF032422-5 
2022-02-09 

13:30-17:00 
2022-01-26 

籌款服務 

REF032446-1 
綠領行動 

賣旗日 
九龍區 

2021-11-27 

07: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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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21 

REF032449-1 
基督教懷智 

服務處賣旗日 
新界區 

202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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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機構提供證書及紀念品，並

為義工購買意外保險 

3. 義工於領取旗袋用品時需出示身

份證核對身份 

市民 

大眾 
2021-11-30 

REF032455-1 
香港神託會 

賣旗日 
全港 

202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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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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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437-1 
香港復康聯盟 

賣旗日 
九龍區 

2022-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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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2 

導師服務 

REF032461-1 
普拉提運動班 

導師 
油麻地 

2021-12-17 

14:30-15:3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教授長者簡易普拉提/

瑜伽技巧 

備註： 

1. 具相關知識及技能 

2. 服務機構提供飲用水 

長者 2021-11-30 

功課輔導 

REF032424-1 
功課輔導 

 彩虹 A 

彩虹坪石邨

(家中) 

2021-12-01 

至 

2022-10-31 

 

17:00-19:0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大

專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為一名 9 歲就讀小四的

基層家庭男童功課輔導 

備註： 

1. 服務日期及時間為星期一至五，

可商議，主要於放學後時段，每

星期 3 次，每次 2 小時 

2. 有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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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22 

REF032429-1 
功課輔導 

 彩虹 B 

彩虹坪石邨

(家中) 

2021-12-01 

至 

2022-10-31 

 

08:00-21:0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大

專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為一名 10 歲就讀小六

的基層家庭女童功課輔導 

備註： 

1. 服務日期為逢星期一至五學童放

學後時段，每星期 2-3 天(可商

議)，每次 2 小時 

2. 服務地點可商議，主要於家中(坪

石)或義工家中補習 

3. 服務對象為女童，是次只招募女

性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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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 2021-11-22 

REF032439-1 
功課輔導 

 沙田 

沙田區(家中)

或 

網絡會議形式

(Zoom) 

2021-12-01 

至 

2022-11-30 

 

16:00-20:0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大

專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為一名 13 歲就讀中一

的男童功課輔導，主要英文或數學

科 

備註： 

1. 服務日期及時間待商議，每星期

1-2 次，每次 1-2 小時 

2. 有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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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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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452-1 

繪本處理 大埔富亨邨 

2021-11-29 

09:30-13:00 

需要義工：各 1 位，20 歲或以上，

中學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處理繪本，包括掃

描、打印代碼及 PPT 處理 

備註： 

1. 熟悉一般電腦操作(Windows 及

MS Office) 

2. 服務機構提供證書、飲用水及津

貼$50 

兒童 2021-11-22 

REF032452-2 
2021-12-03 

09:30-13:00 

REF032444-1 

南葵涌 

社會服務處 

健康推廣 

當值義工 

荔景邨 

2021-12-01 

至 

2022-11-30 

 

09:45-13:00 

需要義工：2 位，18 歲或以上，中

學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文書處理、資料輸入、

活動宣傳及電話聯絡工作，包括邀

請居民參與班組講座、護士面見、

量血糖及支持癌症檢查計劃 

簡介會/訓練日期：2021-11-24，時

間：10:00-11:00，地點：荔景邨 

備註： 

1. 服務日期為逢星期三，需定期當

值 

2. 熟悉一般電腦操作(Windows 及

MS Office)，懂中英文輸入法 

市民 

大眾 
2021-11-19 

REF032299-5 

盲人工廠 

義務裁床/ 

紙樣師傅 

土瓜灣 

2021-12-01 

至 

2022-07-31 

 

09:00-17:00 

需要義工：3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裁剪梳織衣服物料或製

作制服紙樣供殘疾人士作生產和訓

練之用 

備註： 

1. 服務日期為星期一至五 09:00-

17:00 內，日期及時間均可商議 

2. 服務機構安排面試，具相關經驗

更佳 

3. 服務機構提供每次交通津貼$50 

4. 服務機構將為義工投保意外保

險，屆時須收集基本個人資料作

投保意外保險之用 

視障 

人士 
2021-11-22 

REF032451-1 
視障之星 

演唱會錄影 
西灣河 

2021-11-20 

18:00-23:00 

需要義工：2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錄影當日活動情況 

備註：具相關經驗及自備器材 

視障 

人士 
2021-11-14 

REF032339-1 
視障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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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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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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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 年 11 月出版 –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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