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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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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轉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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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733-1 
功課輔導 

安達邨 
觀塘安達邨 

2022-08-29 

至 

2022-11-30 

09:00-21:0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大專或以上程度 

義工職責：為 1 名就讀中二的男童

提供功課輔導及協助溫習 

備註： 

1. 服務時間待商議，每星期 1 次 

2. 服務要求男性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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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 2022-08-22 

服務速遞 

 



REF032722-1 

Friday Tuition 

in Chinese 

Tutor 

網絡會議形式

(Zoom) 

2022-09-02 

至 

2023-01-31 

19:00-20:00 

需要義工：12 位，18 歲或以上，

中學或以上程度 

義工職責：為 6-12 歲少數族裔學

童進行功課輔導 

簡介會/訓練日期：2022-09-02，時

間：19:00-20:00，地點：網絡會議

形式(Zoom) 

備註： 

1. 能操流利英語及廣東話，並懂使

用 Zoom 軟件進行授課 

2. 服務日期為逢星期五 

兒童 2022-08-19 

 

探訪/友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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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606-5 

第六屆 

「樂齡友里」

義工招募 

深水埗 

2022-09-05 

至 

2023-04-18 

09:00-17:00 

需要義工：30 位，50 歲或以上樂

齡義工 

義工職責：於培訓中認識長者常見

的精神健康疾病/急救知識/技巧，

完成培訓後成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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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19/9、26/9、3/10、10/10 (共 5 節) 

時間：10:00-13:00 地點：深水埗 

備註： 

1. 因計劃需要，服務機構要求 50

歲或以上義工，能讀寫中文 

2. 服務機構安排面試及甄選，通過

甄選後需出席 5 節培訓及 6 小時

義工實習，完成培訓及實習可獲

發證書 

長者 2022-08-20 

REF032629-5 

「守護．老友

記」 -  

新常態下的 

照顧者計劃 

觀塘 

2022-10-01 

至 

2023-12-31 

08:00-23:00 

需要義工：40 位，18 歲或以上，

中學或以上程度 

義工職責：定期進行家訪，關懷認

知障礙症患者及其照顧者 

簡介會/訓練日期：待定 

備註： 

1. 服務機構提供義工津貼 

2. 服務時間可商議，每次約 1 小時 

認知 

障礙症

患者 

2022-09-26 

REF032705-1 
健樂友里 

互聯網大使 
黃大仙 

2022-09-05 

至 

2022-12-31 

10:00-21:00 

需要義工：15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學習不同康樂、運動及

身心靈健康的知識，完成培訓後為

配對長者提供上門到戶康樂服務 

簡介會/訓練日期：5/9、7/9、

13/9、20/9、21/9、27/9、28/9、3/10 

(共八節)，時間：10:00-11:15，地

點：黃大仙 

備註： 

1. 需完成八節培訓 

2. 服務時間待商議，每星期 1 次 

社區 

人士 
2022-08-29 



REF032706-1 

健樂友里 

互聯網 

團長 

黃大仙 

2022-08-16 

至 

2022-12-31 

09:00-21:00 

需要義工：15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學習不同熱身及伸展運

動，如毛巾、橡筋帶操等等，完成

培訓後定期帶領長者參與早晨運動

班 

簡介會/訓練日期：16/8、23/8、

30/8、31/8(共 4 節) 時間：10:00-

11:30 地點：黃大仙 

備註： 

1. 需完成四節培訓 

2. 服務時間待商議，每星期 1 次 

社區 

人士 
2022-08-15 

REF032727-1 
A-Life 

Academy 

尖沙咀 

及 

九龍區 

2022-09-15 

至 

2023-08-31 

09:00-21:00 

需要義工：20 位，24 歲或以上，

大學或以上程度 

義工職責：協助基層家庭之中四及

中五學生確立個人學業及未來工作

方向 

簡介會/訓練日期：待定 

備註： 

1. 服務時間待商議，一年最少與學

生會面四次 

2. 對青少年服務有熱誠 

3. 初投身社會青年及應屆畢業生較

佳 

4. 服務機構安排面試 

青少年 2022-08-31 

REF032734-1 
鄰里支援 

幼兒照顧計劃 
深水埗區 

2022-09-14 

至 

2022-10-20 

07:00-23:00 

需要義工：2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為深水埗區內家庭提供

彈性託兒服務 

簡介會/訓練日期：14/9 ，時間：

09:30-12:00，地點：深水埗 

備註： 

1. 服務機構安排面試 

2. 服務時間待商議，每星期 5 次，

每次 1 小時 

兒童 2022-09-07 

REF032731-1 
精神及理財 

健康推廣計劃 
灣仔 

2022-08-12 

至 

2023-09-30 

09:00-21:00 

 

需要義工：30 位，18 歲或以上，

中學或以上程度 

義工職責：推廣關注理財及精神健

康分享、提供理財及精神健康教育

予有需要人士、支援長者科技應

用、義工嘉許暨服務總結及分享 

簡介會/訓練日期：3/9，時間：

10:00-17:00，地點：灣仔 

備註： 

1. 須富責任心、成熟及對關心服務

對象有熱誠 

2. 服務機構安排面試；面試日期：

2022-08-12，時間：待定， 

形式：Zoom 

3. 須完成三個階段的培訓及實習 

4. 培訓日期為 2022 年 8 月至 10

月；實習日期為 2022 年 10 月至

12 月 

 

精神 

病患 

及 

康復者 

2022-08-05 



REF032695-4 
舞出快樂小組 

I 
荃灣 

2022-10-12 

13: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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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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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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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704-1 

國際熱愛 

大自然促進會 

賣旗日 

新界區 
2022-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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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8-31 

REF032743-1 

地中海貧血 

兒童基金 

愛心賣旗日 

九龍區 
2022-09-17 

07:3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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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9-12 

REF032723-1 
安徒生會童話

新界賣旗日 
新界區 

2022-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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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須於 12/10 至 15/10 到九龍黃大仙

竹園道 11 號竹園社區中心 5 樓

領取旗袋及物資本 

市民 

大眾 
2022-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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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出版 –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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