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義工團」收集服務時數通知」 

義工嘉許制度的計算時段由每年4月1日起計至翌年3月31日，義工在該時段內的服務時數，將作為「積極參與獎」的嘉許

準則。若義工或義工團體曾參與本局於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間之轉介服務，而仍未向本局申報時數，請於2019

年5月1日或之前儘快將時數傳真或郵寄至義工服務中心，以便將閣下的時數更新。個人會員亦可自行登入本局義工網絡

系統http://www.volunteering.org.hk查閱服務時數。有關各項嘉許獎項及其評選準則詳情，請瀏覽本局網頁

http://www.avs.org.hk。 

活動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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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99 
策劃大未來 

生涯規劃活動 
南區 30-04-2019(二) 12:00-16:30 

需要義工：15 位，18 歲或以上； 

商界或退休人士更佳 

義工職責：活動分站主持，帶領

小組參與討論 

青年 17-04-2019 

26567 

愛鄰舍室外 

三人籃球賽 

九龍灣 

啟業邨 

01-05-2019(三) 09:00-13:00 

需要義工：各 10 位，18 歲或以上； 

熱誠及有禮貌 

義工職責：協助比賽安排，報到

及支援活動進行 

青年 23-04-2019 

26568 01-05-2019(三) 13:00-17:00 

26569 01-05-2019(三) 17:00-21:00 

26570 04-05-2019(六) 09:00-13:00 

26571 04-05-2019(六) 13:00-17:00 

26572 04-05-2019(六) 17:00-21:00 

26626 

電子煙及其他

新煙草產品害

處宣傳 

銅鑼灣 

11-04-2019(四) 15:30-18:30 需要義工：各 3 位，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向市民宣傳戒煙及點

算人數 

備註： 

1. 大會提供交通津貼$50 

2. 需要長時間站立及走路於戶外 

市民大眾 

04-04-2019 

26629 23-04-2019(二) 15:30-18:30 16-04-2019 

26632 30-04-2019(二) 15:30-18:30 23-04-2019 

26528 

綠匯互助市集 大埔 

14-04-2019(日) 09:00-17:30 
需要義工：各 6 位，18-64 歲 

義工職責：場地佈置、管理攤位

及工作坊、物資運送、教導參加

者製作環保手作及支援活動進行  

備註： 

1. 戶外服務 

2. 熱衷低碳生活，對歷史及自然

保育感興趣 

3. 樂於與人溝通 

4. 大會提供綠匯學苑$100 優惠券

(可在苑內購買環保產品或食品) 

市民大眾 

08-04-2019 

26558 21-04-2019(日) 09:00-17:30 15-04-2019 

26559 28-04-2019(日) 09:00-17:30 23-04-2019 

26540 04-05-2019(六) 09:00-17:30 27-04-2019 

26560 05-05-2019(日) 09:00-17:30 29-04-2019 

26435 
與愛同跑 

場地支援 
白石角 05-05-2019(日) 06:30-12:00 

需要義工：5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支援水站、行李寄存、
攤位遊戲、典禮活動及派發奬品 
備註：大會提供早餐 

市民大眾 02-0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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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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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標籤) 

http://www.avs.org.hk/


26536 
植樹‧文誌 

場地支援 

大欖涌 

郊遊徑 
28-04-2019(日) 07:30-12:15 

需要義工：15 位，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登記、維持秩序、

攤位、典禮及廢物分類回收等  

備註： 

1. 盡責有禮，樂於助人 

2. 具備行山經驗及急救知識更佳  

3. 活動全程在戶外舉行 

4. 如欲於服務後上山植樹，請告

知大會，植樹時間可至下午 2 時 

市民大眾 21-04-2019 

26619 中樂嘉年華 

音樂會 
葵青劇院 

19-04-2019(五) 14:00-22:00 需要義工：各 2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點名、帶位、聯絡及

場地指示 

青年 10-04-2019 
26620 20-04-2019(六) 14:00-22:00 

26544 

宣揚歌劇文化 
鰂魚涌 

太古城 

19-04-2019(五) 14:30-18:00 

需要義工：各 20 位，20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宣傳歌劇文化活動及
派發氣球 

青年 

12-04-2019 

26552 20-04-2019(六) 14:30-18:00 13-04-2019 

26553 21-04-2019(日) 14:30-18:00 15-04-2019 

26554 27-04-2019(六) 14:30-18:00 23-04-2019 

26555 28-04-2019(日) 14:30-18:00 23-04-2019 

26556 04-05-2019(六) 14:30-18:00 27-04-2019 

26530 
智樂 

好玩得大本營 
觀塘 29-04-2019(一) 12:30-16:00 

需要義工：3 位，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推動遊戲、佈置

及清理場地 

兒童 22-04-2019 

26532 

智樂 

創價幼稚園 

遊戲日 

大埔墟 

火車站 

(集合) 

27-04-2019(六) 07:00-13:30 

需要義工：10 位，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推動遊戲、佈置

及清理場地 

兒童 22-04-2019 

26598 
小生活 

手工藝坊 
將軍澳 27-04-2019(六) 09:00-12:00 

需要義工：6 位，18 歲或以上； 

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輕中度智障人士

透過紙藝創作，發揮才能 

智障人士 18-04-2019 

26603 
全人教室 

喜動健樂 
將軍澳 

15-04-2019(一) 10:00-13:00 需要義工：各 2 位，18 歲或以上； 

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輕中度智障人士

參與健體運動，舒展筋骨 

智障人士 

08-04-2019 

26604 29-04-2019(一) 10:00-13:00 15-04-2019 

26605 06-05-2019(一) 10:00-13:00 29-04-2019 

26630 

足球及高球 

體驗 
將軍澳 

16-04-2019(二) 16:30-18:30 

需要義工：各 2 位，18 歲或以上； 

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輕中度智障人士

學習足球及高球的基本傳球技

巧，進行小遊戲及手眼協調的練

習 

智障人士 

09-04-2019 

26631 30-04-2019(二) 16:30-18:30 23-04-2019 

26593 

週未閒情天地 

雞肉漢堡包 

配暑條 

將軍澳 04-05-2019(六) 12:45-16:00 

需要義工：15 位，18 歲或以上； 

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輕中度智障人士

製作食物，透過互動擴闊社交圈

子 

智障人士 30-04-2019 

26618 自理人生 將軍澳 10-04-2019(三) 16:45-19:30 

需要義工：2 位，18 歲或以上； 

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輕中度智障人士

學習生活技能及購物技巧 

智障人士 03-04-2019 

26652 
復活節 

假期活動 
將軍澳 

18-04-2019(四) 09:15-17:00 需要義工：各 2 位，18 歲或以上； 

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輕中度智障人士
參與節日活動 

智障人士 

11-04-2019 

26653 25-04-2019(四) 09:15-17:00 18-04-2019 

26621 

童遊社區 將軍澳 

12-04-2019(五) 17:15-20:15 
需要義工：各 2 位，18 歲或以上； 

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輕中度智障人士

參與遊戲 

智障人士 

04-04-2019 

26622 03-05-2019(五) 17:15-20:15 26-04-2019 

26612 

畫出色 將軍澳 

27-04-2019(六) 10:00-12:00 需要義工：各 5 位，18 歲或以上； 

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輕中度智障人士
學習繪畫技巧 

智障人士 

18-04-2019 

26613 04-05-2019(六) 10:00-12:00 26-04-2019 



26638 

全人教室 

全人藝術坊 
將軍澳 

10-04-2019(三) 10:00-13:00 
需要義工：各 3 位，18 歲或以上； 

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輕中度智障人士

發揮創意，進行藝術創作  

智障人士 

03-04-2019 

26639 17-04-2019(三) 10:00-13:00 10-04-2019 

26640 24-04-2019(三) 10:00-13:00 17-04-2019 

26641 08-05-2019(三) 10:00-13:00 30-04-2019 

友伴／探訪 

26628 
「智友伴」 

義工大使計劃 
香港仔 

27-04-2019 至 31-12-2019 

待商議 

需要義工：15 位，21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擔任到戶認知訓練大

使，與認知障礙症長者共聚交流 

備註： 

1. 訓練：27/4-1/6(逢六，共 6 堂) 

14:30-17:00 香港仔；收費：$100 

(6 堂)或$20(單堂)，不設退款 

2. 出席 5 堂或以上訓練及於 22/6

前完成 3 小時實習可獲證書 

3. 通過實習後擔任到戶認知訓練

大使，每次服務津貼$50 

長者 18-04-2019 

26585 

2019 復活節 

湖南愛心 

交流團 

湖南 

21-04-2019 至 23-04-2019 

星期日至星期二 

09:00-21:00 

需要義工：25 位，10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在導師帶領下，教授
英文及協助創意活動 
備註： 
1. 需略懂英語 
2. 收費$2300(包括高鐵、旅遊
巴、保險、食宿、禮物及教材等，
(中學生及教師可獲半價優惠) 
3. 簡介會：15/4(一) 19:00-21:00 
尖沙嘴 

兒童 08-04-2019 

26583 

兒童發展基金

青豐計劃 

師友同行 

荃灣 

01-04-2019 至 31-03-2020 

每月第 3 或第 4 個星期日 

13:30-15:00 

需要義工：3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向基層學生提供師友
同行服務，關心近況，每月定期
出席 1 次星期日小組活動 

青年 30-04-2019 

26589 

假日活動 

預埋你 

上水購物樂 

粉嶺/上水 21-04-2019(日) 10:00-12:00 

需要義工：4 位，18 歲或以上； 

有服務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陪同並照顧輕中度智

障人士步行到上水購買日用品，

及後返回中心午膳 

智障人士 15-04-2019 

26590 

假日活動 

預埋你 

北區運動日 

粉嶺 28-04-2019(日) 10:00-12:00 

需要義工：4 位，18 歲或以上； 

有服務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陪同並照顧智障人士

由復康中心步行到聯和墟打波，

及後返回中心午膳 

智障人士 23-04-2019 

26578 
傳承愛「深」  

關懷探訪計劃 
深水埗 

18-05-2019(六) 09:30-12:00 
需要義工：各 5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上門探訪有需要長者 
長者 23-04-2019 26579 25-05-2019(六) 09:30-12:00 

26580 25-05-2019(六) 14:30-17:00 

26166 暢遊度假中心 
西貢 

樟木頭 
12-04-2019(五) 10:15-11:15 

需要義工：10 位，18 歲或以上； 

懂輪椅操作 

義工職責：陪同並照顧需輪椅助
行長者暢遊花園 

長者 05-04-2019 

26662 

行街

SHOPPING 

黃大仙 

鳳德村 

09-04-2019(二)14:45-16:00 
需要義工：10 位，18 歲或以上； 

懂輪椅操作 

義工職責：陪伴及照顧需輪椅助

行長者到商場、超市、食肆購物 

備註：需體力勞動 

長者 

02-04-2019 

26665 16-04-2019(二)14:45-16:00 09-04-2019 

26667 23-04-2019(二)14:45-16:00 16-04-2019 

26668 30-04-2019(二)14:45-16:00 23-04-2019 

26669 07-05-2019(二)14:45-16:00 30-04-2019 

26458 
關懷長者 

同樂日 

荃灣 

石圍角 
18-05-2019(六) 08:30-12:30 

需要義工：2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運送福袋、場地佈置、
接待長者及清理場地等 
備註：需體力勞動 

長者 30-04-2019 



26574 

關懷新手電動

輪椅使用者 

服務計劃 

第二期 

全港 
11-05-2019 至 31-03-2020 

日期及時間：彈性 

需要義工：5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透過定期探訪及外
出，與體虛弱或有長期病患長者
建立關係，關注其使用電動輪椅
上的需要。按實際情況，提供相
關電動輪椅使用及保養資訊，舒
緩新手使用時的焦慮，並介紹適
合的社區資源，鼓勵善用社區資
源 
備註： 
1. 將以二人組合，分配探訪一戶
獨居長者，最少三次上門探訪  
2. 訓練：11/5、18/5、25/5、1/6(逢
六) 09:30–11:30 石硤尾 
3. 完成訓練及探訪，可獲發証書  

長者 30-04-2019 

26479 

結伴同遊 旺角 

10-04-2019(三) 14:00-16:00 需要義工：各 6 位，18 歲或以上； 

懂輪椅操作 

義工職責：陪同及照顧需輪椅助

行長者外出 

長者 

03-04-2019 

26480 17-04-2019(三) 14:00-16:00 10-04-2019 

26481 24-04-2019(三) 14:00-16:00 17-04-2019 

26564 護送服務 
由將軍澳

去觀塘 
10-05-2019(五) 12:00-16:0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要求女性義工 

義工職責：護送 1 名 12 歲女學童
由將軍澳去觀塘參與活動，並返
回兒童之家，確保其安全 
備註：交通費：自付 

兒童 14-04-2019 

功課輔導 / 導師服務 

26473 上門補習 慈雲山 
15-03-2019 至 30-06-2019 

日期及時間：可商議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良好中文基礎；大專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為 1 名 14 歲就讀中三

自閉症男生補習中文科 

青年 30-04-2019 

26471 

小二英語 

樂 FUN FUN 

導師 

牛頭角 

06-04-2019 至 29-06-2019 

(逢星期六) 

14:30-15:3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具相關經驗；大專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教授基層兒童聽、說

英語的技巧 

兒童 30-03-2019 

26469 
英語樂趣多 

導師 

九龍 

牛頭角 

06-04-2019 至 29-06-2019 

(逢星期六) 

14:30-15:3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能操流利廣東話，曾受英語教學

訓練；大專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教授基層兒童文法、

聽、說英語的技巧 

兒童 15-04-2019 

26535 輕鬆學習計劃 灣仔 

26-03-2019 至 18-06-2019 

日期：待定 

19:00-20:30 

需要義工：3 位，18 歲或以上； 

大學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教導學童功課 

兒童 30-04-2019 

26288 
數碼相機班 

導師 
美孚 

01-04-2019 至 30-06-2019 

(逢星期三，任擇三次) 

14:30-16:3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需具相關認識 
義工職責：教授長者數碼相機攝
影技巧 

長者 30-04-2019 

 

其他 

26566 
流行曲樂隊 

編曲 

深水埗/ 

自訂 

01-04-2019 至 31-03-2020 

日期及時間：自訂 

需要義工：3 位，18 歲或以上； 
需具相關認識 
義工職責：協助視障之星樂團將
流行曲重新編曲，推廣藝術表演
及社區教育 

視障人士 30-04-2019 

26565 

流行曲樂隊 

伴奏 

結他手或鼓手 

深水埗 

01-04-2019 至 31-03-2020 

(每月第 2 及第 4 個 

星期五) 

18:00-21:30(可商議) 

需要義工：3 位，18 歲或以上； 
必須懂彈結他或打鼓 
義工職責：陪同視障之星樂團彈
結他或打鼓，推廣藝術表演及社
區教育 

視障人士 30-0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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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地址：香港西營盤西源里 6 號源輝閣 1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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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volunteering.org.hk/
http://www.immd.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