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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義工日」快樂 

聯合國訂定每年 12 月 5 日為「國際義工日」，旨在向全球義工致意，並呼籲各地政府及組織於當天嘉許及表揚無私奉獻

的義工，並鼓勵更多人士參與義務工作。自 1992 年起，義務工作發展局﹙義工局﹚響應國際義工日，每年在港舉辦國際

義工日慶祝活動，向全港義工致敬及鼓勵市民齊行義。 

12.5 國際義工日  人人行義 

本局是年以「人人行義」為主題，並上載 101

種行義方式於大會網站，與眾同享，藉此推動

市民積極行義助人，使義務工作精神成為我們

的社會文化。歡迎市民於 12 月 5 日及前後的

兩星期內，透過文字、相片或短片分享各種

「義行」，標註#125 IVD 並上載至社交平台，

讓義工助人為樂的故事，感染他人，為社會增

添正能量。 

香港義工團(個人)會員申領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嘉許獎狀 

服務時數紀錄及證明收集通知 

本局將向社會福利署之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遞交「香港義工團」會員於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間參與的義工

服務紀錄。由於本局只持有會員參與本局舉辦或經本局轉介的服務紀錄，如您未經本局安排，在其他機構參與義工服務，

敬請通知本局，本局將協助綜合您所有服務時數，按照委員會的嘉許準則推薦您申領嘉許獎狀。請您按照以下時限匯報服

務紀錄： 

1. 如您於 2020 年曾參與本局安排的服務，仍未向本局申報出席情況及時數，敬請於 2021 年 1 月 15 日或之前傳真或

電郵向本局義工服務中心申報時數紀錄。您亦可自行到本局義工網絡 http://www.volunteering.org.hk 或致電義工服務

中心查閱時數紀錄。 

2. 如您於 2020 年未經本局安排，曾在其他機構參與義工服務，亦敬請將服務紀錄及時數証明於 2021 年 1 月 15 日或

之前以傳真(傳真﹕2559-5142)或電郵 hkcv@avs.org.hk 向本局義工服務中心申報。由於委員會會抽查義工的時數紀

錄，請保存有關資料證明，以備委員會隨時查核。 

服務速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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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轉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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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14 
耆義聖誕 

同樂日 
葵涌 19-12-2020(六) 10:00-13:00 

需要義工：30 位，14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製作天鵝串珠及包裝

福袋，到戶探訪獨居長者或雙老

家庭以表關懷(不入屋) 

備註： 

1. 收費：本局香港義工團會員

免費；非會員$50(贈送兩年

香港義工團會籍) 

2. 本局提供備用口罩及搓手液 

3. 本局將於 9/12(三)或之前通知

申請結果，青年會員優先考

慮 

長者 08-12-2020 

29181 

「粵義共融賀

新年」敬老 

義工服務日 

西營盤 02-01-2021(六) 10:30-16:30 

需要義工：30 位，6 歲或以上(未

滿 14 歲需家長陪同) 

義工職責：製作小手工、協助攤

位遊戲及接待長者欣賞粵曲表演  

備註： 

1. 收費(包午膳)：本局香港義工

團會員$20；非會員$70(贈送

兩年香港義工團會籍) 

2. 本局提供備用口罩及搓手液 

3. 本局將於 1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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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 10-12-2020 

29216 

第七屆 

觸感藝術節 

導師小助手 

/導賞 

石硤尾 

29-01-2021 至 07-02-2021 

10:00-14:00/ 

15:00-19:00/ 

19:00-21:15 

(可選擇) 

需要義工：3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導賞、前台接待及支

援導師 

備註： 

1. 需出席簡介會：29/1(五) 

16:00-17:30 石硤尾社區文化

發展中心 

2. 大會每節提供膳食及交通津

貼 

3. 需有愛心及耐性，每日有三

場導賞時段(12:00/16:00/20:00) 

4. 合適或有相關經驗者可獲邀

成為導賞員 

視障

或 

聽障 

人士 

28-12-2020 

29232 

熱食飯盒派發 

葵涌 

01-01-2020 至 31-12-2021 

(星期一至五) 

11:00-13:00 

需要義工：各 5 位，20 歲或以

上；能操流利廣東話及有責任心 

義工職責：派發熱食飯盒予有需

要人士 

市民

大眾 
20-12-2020 

29227 土瓜灣 

29228 旺角 

29229 深水埗 

29230 大角嘴 

29231 西營盤 

29232 屯門 

29221 

循理會 

新界區賣旗日 

旗站義工 

屯門/藍田 

/黃大仙 

(可商議) 

27-03-2021(六) 07:00-12:30 

需要義工：5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擔任旗站義工，支援旗

站運作 

備註： 

1. 具相關經驗者更佳 

2. 需出席簡介會：13/3(六) 

10:00-12:00 Zoom 

長者 01-03-2021 



29223 

聖誕大笪地 

活動 

活動支援 

觀塘 

(有蓋戶外

埸地) 

25-12-2020(五) 11:00-19:00 

需要義工：各 12 位，18 歲或以

上 

義工職責：為入場人士登記健康

申報表、派籌、統計入場人數及

維持秩序 

備註： 

1. 能連續服務三日優先考慮 

2. 因疫情關係，服務時必須佩

戴口罩 

3. 大會安排小休時段並提供小

食，另建議義工於服務前先

進食豐富早午餐 

市民

大眾 
11-12-2020 29224 26-12-2020(六) 11:00-19:00 

29225 27-12-2020(日) 11:00-19:00 

 

籌款服務 

29205 

基督教巴拿巴

愛心服務團賣

旗日 

港島區 

(中環或太

古城) 

06-02-2021(六) 07:00-12:30 

需要義工：各 50 位，未滿 14 歲須

家長陪同 

義工職責：賣旗籌款 

市民

大眾 

26-01-2021 

29202 
香港唐氏綜合

症協會賣旗日 
新界區 06-02-2021(六) 07:00-12:15 15-01-2021 

29220 循理會賣旗日 新界區 27-03-2021(六) 08:00-12:00 13-03-2021 

 

功課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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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15 英文功課輔導 觀塘 

01-01-2021 至 31-12-2021 

(星期一至五) 

17:00-18:00 

(每星期 1 次)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大

學程度或以上；具良好英文能力及

有耐心 

義工職責：為一名 17 歲就讀中五

的男學生功課輔導，主要英文科 

青年 20-12-2020 

29201 功課輔導 順安邨 

23-12-2020 至 22-12-2021 

星期一至五 17:00 後或 

星期六日 14:00 後 

(自行商議) 

需要義工：2 位，18 歲或以上；大

會要求女性義工；大專程度或以

上，學業成績良好，有耐性和愛心

教導學習基礎薄弱之兒童 

義工職責：為兩名分別 6 歲就讀小

二及 11 歲就讀小四學習遲緩的女

學生上門功課輔導 

兒童 13-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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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07 

「安寧在家」

居家照顧 

支援服務 

第三十三屆 

元朗、屯

門、天水

圍 

06-01-2021 至 13-04-2021 

09:00-18:00(彈性安排) 

需要義工：15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臨終與哀傷支援服務 

備註： 

1. 可於星期一至五下午服務者

優先考慮 

2. 大會安排面見及甄選 

3. 必須出席最少 80%課堂，遲

到或早退超過 30 分鐘亦當缺

席計 

(詳細訓練日期及時間請瀏覽本局

義工網絡系統) 

家庭 22-12-2020 



29184 
情緒支援 

熱線電話服務 
新蒲崗 

21-12-2020 至 31-12-2021 

10:00-13:00 或 14:00-17:00 

需要義工：25 位，25 歲或以上；

初中或以上程度 

義工職責：為情緒困擾的人士提供

情緒支援及資訊轉介服務 

備註： 

1. 願意聆聽、接納及關懷情緒受

影響困擾的人士 

2. 願意參加「基礎訓練」及日後

參與定期「在職訓練」 

3. 願意每月付出寶貴的時間定期

當值 

4. 費用：$1000(如第一階段出席

率達 80%，第二階段出席率

100%，並在指定時間內完成第

三及第四階段的訓練，可獲退

還費用及出席證書) 

(詳細訓練日期及時間請瀏覽本局

義工網絡系統) 

情緒

困擾

人士 

16-12-2020 

29189 

賽馬會躍動啟

航計劃 - 傲齡

「智義配」 

待定 
01-01-2021 至 14-02-2022 

待定 

需要義工：200 位，50 歲或以上；

初中或以上程度 

義工職責：接受一系列的認知障礙

症專業培訓後，經社工配對服務，

服務認知障礙症患者及其照顧者 

備註： 

1. 因計劃需要，大會要求 50 歲或

以上義工，以宣揚「活躍晚

年」及「持續貢獻」的概念 

2. 大會安排面試及培訓，日期時

間待定 

認知

障礙

症患

者及

其照

顧者 

20-12-2020 

 

其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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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13 
視障之星樂團 

助理 
石硤尾 

01-02-2021 至 31-0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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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處理樂團的一般行

政工作，包括聯絡、文書處理及外

勤，並協助籌辦及安排演唱會或表

演活動 

備註： 

1. 熟悉一般電腦操作(Windows 及

MS Office)，懂中英文輸入法，懂

使用 Whatsapp 

2. 有耐性及細心，行動自如(間中

需外勤) 

3. 大會安排面見及甄選 

視障

人士 
28-0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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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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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響應環保，如 閣下欲以電郵收取通訊，請通知本中心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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