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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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543-1 
平和新春 

獻愛心 2022 
九龍彩虹邨 

2022-01-30 

08:30-13:00 

需要義工：100 位，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分組上門為一戶長者進

行簡單家居清潔(掃地、拖地或抹

室內窗)，關懷與了解長者的生活

近況，及後陪同長者到學校參與新

春活動及派發福袋 

備註： 

1. 服務機構提供感謝狀、手套及清

潔用品 

2. 有責任感、守時、成熟有禮、溝

通技巧及團體合作精神 

長者 2022-01-14 

REF032495-38 

「挺直之旅」

體驗天地 

活動支援 

九龍城 

2022-02-11 

16:00-18:30 

需要義工：各 5-10 位，16 歲或以

上，中學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遊戲攤位及場地支

援 

備註： 

1. 需少量體力勞動，請自行衡量身

體狀況 

2. 喜愛與兒童及家庭相處，並能帶

動活動氣氛為佳 

3. 服務機構提供津貼及制服 

家庭 2022-01-16 

REF032495-17 
2022-02-12 

10:00-13:30 

REF032495-18 
2022-02-12 

14:00-16:30 

REF032495-39 
2022-02-18 

16:00-18:30 

REF032495-19 
2022-02-19 

10:00-13:30 

REF032495-20 
2022-02-19 

14:00-16:30 

REF032495-40 
2022-02-25 

16:00-18:30 

REF032495-21 
2022-02-26 

10:00-13:30 

REF032495-22 
2022-02-26 

14:00-16:30 

REF032495-41 
2022-03-04 

16:00-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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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495-23 

「挺直之旅」

體驗天地 

活動支援 

九龍城 

2022-03-05 

10:00-13:30 

需要義工：各 5-10 位，16 歲或以

上，中學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遊戲攤位及場地支

援 

備註： 

4. 需少量體力勞動，請自行衡量身

體狀況 

5. 喜愛與兒童及家庭相處，並能帶

動活動氣氛為佳 

6. 服務機構提供津貼及制服 

家庭 2022-01-16 

REF032495-24 
2022-03-05 

14:00-16:30 

REF032495-42 
2022-03-11 

16:00-18:30 

REF032495-25 
2022-03-12 

10:00-13:30 

REF032495-26 
2022-03-12 

14:00-16:30 

REF032495-43 
2022-03-18 

16:00-18:30 

REF032495-27 
2022-03-19 

10:00-13:30 

REF032495-28 
2022-03-19 

14:00-16:30 

REF032495-44 
2022-03-25 

16:00-18:30 

REF032495-29 
2022-03-26 

10:00-13:30 

REF032495-30 
2022-03-26 

14:00-16:30 

探訪/友伴 

REF032364-4 

節日送暖 

關懷行動 

新春探訪(I) 

火炭駿洋邨 
2022-01-16  

09:30-13:00 

需要義工：5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探訪獨居或雙老人士，

送贈福袋禮物，以表心意 

長者 2022-01-07 

REF032364-5 

節日送暖 

關懷行動 

新春探訪(II) 

佐敦 
2022-01-20  

09:30-12:00 

需要義工：8 位，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包裝及派發福袋予長

者，以表心意 

長者 2022-01-07 

籌款服務 

REF032501-1 

基督教 

靈實協會 

賣旗日 

全港 
202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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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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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522-1 
學友社 

賣旗日 
港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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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為賣旗義

工購買意外保險 

市民 

大眾 
202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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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513-1 

香港撒瑪利亞

防止自殺會 

賣旗日 

九龍區 
202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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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21 

REF032535-1 
國際四方 

福音會賣旗日 
新界區 

202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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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21 

REF032417-1 

進食失調 

康復會 

「健康就是美 

讓自信起飛」 

賣旗日 

沙田/將軍澳/

元朗/馬鞍山 

2022-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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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機構提供證書及紀念品，並

為賣旗義工購買意外保險 

市民 

大眾 
2022-02-21 

REF032506-1 
博愛醫院 

賣旗日 
全港 

2022-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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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3-20 

功課輔導 

REF032507-1 
功課輔導 

九龍灣 

九龍灣 

彩德邨 

2022-01-01 

至 

2022-12-31 

 

14: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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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歲就讀小二患

有自閉症的男童全科功課輔導 

備註： 

1. 有耐性，具相關補習經驗 

2. 服務日期及時間待商議，每星期

3 次，每次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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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28 

REF032429-1 
功課輔導 

彩虹 

彩虹 

坪石邨 

202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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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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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 服務日期及時間待商議，每星期

2-3 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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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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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534-1 
長者書法班 

導師 
大窩口 

2022-04-01 

至 

2022-06-01 

 

09:00-17:0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中

學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教授長者書法及運筆技

巧 

備註： 

1. 具相關知識及經驗 

2. 服務日期及時間待商議，共 10

節服務，每次 1 小時 

3. 服務機構提供交通津貼 

長者 2022-02-28 

其他服務 

REF032542-1 

葵青區長者 

新冠疫苗接種 

鼓勵計劃 

文書工作 

荔景邨 

日景樓 

2022-01-08 

至 

2022-02-28 

 

09:00-18:00 

需要義工：8 位，18 歲或以上，中

學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登記、接聽電話、

解答查詢及資料輸入 

備註： 

1. 需體力勞動 

2. 熟悉一般電腦操作(Windows 及

MS Office)，懂中英文輸入法，具

良好溝通技巧 

長者 2022-01-02 

REF032541-1 

健康推廣 

當值義工 

(逢星期一) 

荔景邨 

安景樓 

2022-01-24 

至 

2023-01-23 

 

10: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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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士面見及

量血糖) 

備註： 

1. 服務日期為逢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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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2 

REF032540-1 

健康推廣 

當值義工 

(逢星期二) 

荔景邨 

安景樓 

2022-01-25 

至 

2023-01-24 

 

10: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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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士面見及

量血糖) 

備註： 

1. 服務日期為逢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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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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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出版 –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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