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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洶，更漸趨嚴峻。雖然大家要盡量減少外出及與外界接觸，但大家

絕對可以好好善用這段在家裏的時間，藉著這次機會「在家行義」，透過電話/短訊/WhatsApp

等方式主動慰問關心及幫助身邊有需要人士，特別是獨居、高齡、體弱長者及長期病患人士。

於疫境下發揮守望相助的關愛義工精神，實踐「行義我生活」，攜手同心抗疫。 

服務内容：每週透過電話/短訊/WhatsApp 等方式慰問最少 2 位親友，為期兩週；我們鼓勵大家可

持續關懷行動。凡完成服務及關懷 5 人或以上的義工更有機會獲贈「義工多謝您」手

帕乙條。 

義工時數計算：完成 2 週服務及交回服務心得即可計算義工服務時數 

(每週至少關懷兩位親友 2-3 次，為期兩週，將紀錄 4 小時義工服務時數) 

我們誠意邀請您以行動支持! 

即時網上報名：https://forms.gle/fnV6Mb75weLbTBnd6 或掃瞄旁邊的 QR Code 

服務速遞 

 

https://forms.gle/fnV6Mb75weLbTBnd6


籌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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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92 
兒童脊科基金 
金旗愛心大使 

自行安排 
12-08-2020 至 31-08-2020 

時間：自行安排 

需要義工：50 位，未滿 14 歲需
家長陪同 
義工職責：透過通訊軟件邀請身
邊親友認捐金旗，並宣揚脊骨神經
健康 

市民
大眾 

09-08-2020 

29090 
仁濟慈善雙週

2020 
獎券義賣 

全港 
12-09-2020 至 06-11-2020 

(可商議) 
11:00-18:00 

需要義工：50 位，未滿 14 歲需
家長陪同 
義工職責：義賣獎券 

市民
大眾 

02-09-2020 

29012 
博愛醫院 

新界區賣旗日 
新界區 26-09-2020(六) 07:00-12:30 

需要義工：各 50 位，未滿 14 歲
需家長陪同 
義工職責：賣旗籌款 

市民
大眾 

12-09-2020 

29038 
生命熱線 

九龍區賣旗日 
九龍區 26-09-2020(六)07:00-12:00 13-09-2020 

28898 
香港弱能兒童

護助會 
慈善獎券 

瑪麗醫院 
17-08-2020 至 21-08-2020 

09:30-16:30 
(最少服務 4 小時) 

需要義工：每日各 12 位，16 歲
或以上 
義工職責：義賣獎券 
備註：主動及樂意與人溝通為佳 

市民
大眾 

09-08-2020 

友伴／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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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93 

多元智能系列

「登登對對」 

荃灣 

01-08-2020 至 31-07-2021 

(每星期 2 日) 

17:00-21:00 

(每次 1-2 小時) 

需要義工：各 1 位，18 歲或以

上；高中或以上程度 

義工職責：與一名就讀小學及學

習有困難的孩子功課輔導和陪伴

成長，成為孩子的大哥哥、大姐

姐 

備註：需喜歡孩子，有愛心 

小五

女童 

31-10-2020 

29094 長沙灣 
小五

男童 

29095 長沙灣 
小四

女童 

29096 石硤尾 
小一

女童 

29097 屯門 
小二

男童 

29098 葵涌 
小一

女童 

29022 

盤石協會 

《體育》 

課堂支援 

灣仔 

01-09-2020 至 31-08-2021 

(星期一至五內) 

上午或下午 

需要義工：3 位，20 歲或以上；

大專或以上程度 

義工職責：協助及陪伴智障青年

參與體育訓練(例如：跑步、拉筋

及伸展) 

備註： 

1. 需有相關體育訓練經驗 

2. 具資深經驗者可自薦成為導師  

3. 有服務特殊需要人士經驗更佳  

智障

人士 
24-08-2020 

28971 
翼下之風成長

導航計劃Ⅲ 

荃灣及葵

青區 

01-09-2020 至 31-08-2021 

每月最少一次 

需要義工：115 位，18 歲或以

上；初中或以上程度 

義工職責：成為兒童及青少年的

成長嚮導，與其分享生活經驗，

給予意見、支持和鼓勵，協助訂

立個人發展規劃，並在完結前利

用累積儲蓄實踐既定目標 

備註： 

1. 每月最少接觸學員一次，並每

年出席五節友師培訓活動及兩節

分享會 

2. 大會安排甄選，成熟、有責任

感及具良好溝通技巧為佳 

青年 26-0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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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59 A-Life Academy 
長沙灣 

為主 

01-10-2020 至 31-10-2021 

課後或週末 

需要義工：50 位，24 歲或以

上；大學或以上程度 

義工職責：協助就讀中四至中五

來自基層家庭的青少年建立正面

價值觀及自信，鼓勵完成 DSE 及

提升學習動力，確立個人學業或

工作方向 

備註： 

1. 每年需出席四次會議及二次分

享會，能參與兩年服務期為佳  

2. 大會安排甄選，在職及專業人

士優先考慮 

青年 15-08-2020 

 

導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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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31 小孩在弦上 深水埗 
01-09-2020 至 31-12-2020 

(逢星期六) 

需要義工：3 位，18 歲或以上；
大專或以上程度 
義工職責：教授 8 歲至 13 歲基
層兒童基礎小提琴技巧 
備註：具小提琴導師資格 

兒童 23-08-2020 

29078 

第二十九屆全
港中學生十大
新聞選舉傳媒
人計劃 2020 

深水埗 
19-08-2020 至 31-10-2020 

(待定) 

需要義工：3 位，18 歲或以上；
大專或以上程度 
義工職責：成為計劃的導師，協
助寫作文章、研究分析、多媒體
創作及行政支援 
備註： 
1. 大會要求義工就讀傳理學系或
相關學科的大專生/本科生/研究
生、傳媒工作者或其他有興趣傳
媒教育的人士 
2. 簡介會：16/9(三)晚上 深水埗 

青年 16-08-202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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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88 
視障之星樂團

樂手 
石硤尾 

01-09-2020 至 30-08-2021 
(每月第二及第四個星期

五) 
18:00-21:00 

需要義工：3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擔任視障之星樂團的
樂手，與團員一起練習演奏流行
音樂，於演唱會及社康活動演出  
備註： 
1. 懂結他/打鼓/電子琴/鋼琴 
2. 大會安排面見及甄選，主動及
樂意與人溝通為佳 

視障
人士 

31-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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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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禧誌慶 「5」、「0」優惠同慶賀 

 

本局藉著行義 50 金禧誌慶，鼓勵更多人士加入行義行列。凡手提電話號碼有「5」及「0」字的香港市民，可享

義工會籍及課程優惠，並附送限量禮品。詳情如下：  

 

 

優惠詳情  

 

香港義工團免費會籍及特別版冰巾優惠細則：  

➢ 此優惠只供持有效香港身份證的人士享用，每人限享一次優惠。  

➢ 優惠碼只適用於新登記的香港義工團個人會員會籍。  

➢ 合資格之人士須於辦理入會手續時提供該手提電話號碼作核實用途。  

➢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並不可作退款、轉讓及兌換現金或作現金使用。  

➢ 優惠由即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 50 周年冰巾將於 2021 年 1 月中旬前以郵寄形式送贈予幸運兒。  

➢ 請按此瀏覽本局香港義工團的詳情及有關義工服務資料。  

➢ 本局對上述優惠保留修訂及最終決定權。  

 

「VQ 持續培訓計劃」課程優惠細則：  

➢ 此優惠只供持有效香港身份證的人士享用，每人限享一次優惠。  

➢ 只適用於本局「VQ 持續培訓計劃」之指定課程。請按此瀏覽有關課程詳情。  

➢ 合資格人士須於報讀課程時提供該手提電話號碼作核實用途。  

➢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並不可作退款、轉讓、退換及兌換現金或作現金使用。  

➢ 優惠適用於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間舉辦之指定課程。  

➢ 本局對上述優惠保留修訂及最終決定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