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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轉介服務 

重點推介：聖誕頌歌節 2021 - 義工招募 

地點 日期／時間 需要義工／義工職責 截止日期 

愉景新城 

D-Park Tree 

2021-12-15 

12:00-15:00 

需要義工：各 2 位，15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每場頌歌表演皆會有本局的義工組長帶領，而義工主要為協助組

長工作，確保活動順利進行。義工可能需協助的工作如下（實際工作由當天

組長安排）： 

1. 於每天表演開始前向公眾宣佈活動正式開始（講辭由大會提供） 

2. 協助大會拍攝頌歌隊表演及活動花絮，以供大會作新聞發佈及記錄之用 

3. 表演前或散隊前，再次核對頌歌隊的名稱及出席人數和名單，如有必要

需作出修改，確保頌歌隊的名單準確 

4. 協助表演前的場地佈置，每天表演後，如場地有物品（例如譜架）需要

收拾，請義工代為收拾暫存場地（如場地許可），盡量保持場地清潔 

2021-12-05 

M88 
2021-12-16 

14:3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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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504-1 

星夢傳奇 

「全幸有你」 

幸運星指導員 

九龍灣 

國際展貿中心 

2021-12-11 

11:00-18:00 

需要義工：10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指導參加者摺幸運星 

備註： 

1. 服務機構提供線上培訓，教授摺

幸運星的技巧 

2. 申請結果會於 6/12(星期一)或之

前通知，新入會或較少參與服務

會員優先考慮 

市民 

大眾 
2021-12-05 

REF032495-5 

「挺直之旅」

體驗天地 

活動支援 

九龍城 

2021-12-18 

10:00-13:30 

需要義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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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05 

REF032495-6 
2021-12-18 

14:00-16:30 

REF032495-7 
2022-01-08 

10:00-13:30 

REF032495-8 
2022-01-08 

14:00-16:30 

REF032495-9 
2022-01-15 

10:00-13:30 

REF032495-10 
2022-01-15 

14: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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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495-11 

「挺直之旅」

體驗天地 

活動支援 

九龍城 

2022-01-22 

10:00-13:30 

需要義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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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05 

REF032495-12 
2022-01-22 

14:00-16:30 

REF032495-13 
2022-01-29 

10:00-13:30 

REF032495-14 
2022-01-29 

14:00-16:30 

REF032495-15 
2022-02-05 

10:00-13:30 

REF032495-16 
2022-02-05 

14:00-16:30 

REF032495-17 
2022-02-12 

10:00-13:30 

REF032495-18 
2022-02-12 

14:00-16:30 

REF032495-19 
2022-02-19 

10:00-13:30 

REF032495-20 
2022-02-19 

14:00-16:30 

REF032212-13 

Go Green 

Keep Clean 

快閃服務 

清水灣 

第二灣泳灘 

2022-01-07 

09:00-13:00 

需要義工：14 位，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清潔郊野及海岸垃圾，

以減少垃圾對環境及海洋生物的傷

害，及宣揚保護環境的訊息 

備註： 

1. 未滿 14 歲需家長陪同參與 

2. 服務機構提供手套、垃圾袋、備

用口罩及搓手液 

3. 請自備充足食水、毛巾、雨具、

帽、防曬用品及驅蚊用品 

4. 服務機構將於 31/12(星期五)或之

前通知申請結果，新入會或較少

參與服務者優先考慮 

市民 

大眾 
2021-12-24 

REF032479-2 
賽馬會跨代學

習與閱讀計劃 

本地幼稚園 

或小學 

2021-12-14 

至 

2022-07-20 

 

09:00-18:00 

需要義工：100 位，55 歲或以上，

中學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帶領 5-7 歲兒童進行一

連串教育與趣味兼具的跨代活動，

包括閱讀、寫作、說故事、詩歌朗

誦、唱遊及戲劇等 

備註： 
1. 為配合計劃需要，要求 55 歲或
以上義工 

2. 能操流利廣東話，能操英語及普
通話更佳 

3. 必須出席簡介會及培訓 
4. 完成培訓後，2022-03-01 至 2022-

06-30 期間到訪本地幼稚園/小學
進行活動 

5. 服務日期及時間待定，共 12 節
服務，每節 1 小時，主要於星期
一至五課餘時間進行 

6. 服務機構提供津貼，若完成 6 個
月服務提供感謝狀 

兒童 2021-12-12 



籌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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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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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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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455-1 
香港神託會 

賣旗日 
全港 

2022-01-29 

07:30-12:00 
2021-12-31 

REF032437-1 
香港復康聯盟 

賣旗日 
九龍區 

2022-02-12 

07:00-12:30 
2022-01-12 

探訪/友伴 

REF032467-5 

「黑暗中的驕

傲」 香港盲

人管弦樂團樂

器及樂團訓練 

馬鞍山 

2022-01-09 

16:00-21:30 需要義工：各 4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負責於港鐵站帶領視障

人士前往馬鞍山青年會書院，協助

少量場務工作(如：整理樂器及物

資)，並於晚上訓練完結時帶領視

障人士返回各港鐵站 

備註： 
1. 服務機構提供證書 
2. 需體力勞動 

視障 

人士 

2022-01-02 

REF032467-6 
2022-01-23 

16:00-21:30 
2022-01-16 

REF032467-7 
2022-02-13 

16:00-21:30 
2022-02-06 

REF032467-8 
2022-02-27 

16:00-21:30 
2022-02-20 

REF032422-4 
2021-2022 年

度破繭行動 

II - 護送服務 

荃灣荃景圍 

202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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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2 

REF032422-5 
2022-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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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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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463-1 
護送獨居雙老

服務 
深水埗 

2021-12-15 

至 

2022-05-14 

 

09:00-18:00 

需要義工：2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護送有需要的獨居雙老

前往醫院覆診或到政府部門處理個

人事務 

簡介會/訓練日期：2021-12-14，時

間：14:30，地點：深水埗 

備註： 
1. 服務日期主要為星期一至五，每
月 1-2 次，每次大約 2-3 小時 

2. 義工或需要護送需輪椅助行長
者，簡介會將講解護送和推輪椅
技巧 

長者 2021-12-06 



功課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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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500-1 中文功課輔導 沙田 

2022-01-01 

至 

2022-12-31 

 

09:00-21:00 

需要義工：1 位，21 歲或以上，大

專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為一名 14 歲就讀中四

的男生功課輔導，主要中文科 

備註： 

1. 有耐性，具相關補習經驗 

2. 服務日期可商議，每星期 1-2

次，每次 1-2 小時，課餘時間進

行 

3. 服務地點可選擇於家中、外出或

網上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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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 2021-12-19 

REF032488-1 功課輔導 沙田隆亨邨 

2022-01-01 

至 

2022-12-31 

 

16:00-20:00 

需要義工：1 位男性義工，21 歲或

以上，中學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為一名 10 歲就讀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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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時間待商議，每星期 1-2

次，每次 1-2 小時 

3. 服務地點可商議，可於家中或較

安靜之場所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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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18 

其他服務 

REF032503-1 
視障人士演唱

會司儀 
待定 

2022-02-24 

至 

2023-01-31 

 

09:00-23:00 

需要義工：1 位義工，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定期於每年公開音樂會

上擔任司儀 

備註： 

1. 有自信及良好表達能力，具演唱

會司儀經驗為佳 

2. 服務機構安排面見及甄選 

3. 服務日期及時間待定 

視障 

人士 
2022-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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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出版 –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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