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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轉介服務 

友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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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287-1 

2021-2022 年

度破繭行動 I 

護送服務 

荃灣 
2021-07-02 

14:30-16:00 

需要義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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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6-20 

REF032285-2 

「護老無憂． 

長者好心情」 

之晴空 

展關懷行動 

荃灣 
2021-07-17 

12:30-14:30 

需要義工：1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探訪隱蔽/體弱/認知障

礙症長者及其照顧者 

備註：有耐性及有熱誠，善於聆

聽及溝通 

長者 202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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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282-2 

 策劃大未來

生涯規劃活動 

葵青 
2021-07-05 

08:30-13:00 
需要義工：各 8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活動分站主持，帶領

小組參與討論，讓學生體驗人生

及作抉擇 

備註：商界或退休人士更佳 

青少年 

2021-06-21 

REF032282-3 九龍城 
2021-07-06 

08:30-13:00 
2021-06-21 

REF032282-4 天水圍 
2021-07-07 

08:30-13:00 
2021-06-21 

REF032282-5 深水埗 
2021-07-13 

08:15-12:45 
2021-06-29 

REF032279-1 

第十二屆 

「愛鄰舍室外 

三人籃球賽」 

場地支援 

觀塘區運動場 

2021-06-12 

09:00-13:30 

需要義工：各 10 位，18 歲或以

上 

義工職責：安排球隊出賽、處理

球隊報到及支援活動進行 

備註： 

1. 有熱誠及有禮貌 

2. 戶外工作，需體力勞動 

青少年 2021-06-07 

REF032279-2 
2021-06-12 

13:00-17:30 

REF032279-3 
2021-06-12 

17:00-21:00 

REF032279-4 
2021-06-14 

09:00-13:30 

REF032279-5 
2021-06-14 

13: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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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269-5 

第三屆 

「社創‧社創

4.0」比賽 

公眾展覽  

場地支援 

上水 

2021-07-12 

10:00-14:00 

需要義工：各 1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人流管制、解答查

詢、看管展品及執行防疫措施 

簡介會/訓練：2021-07-02，時間

待定，地點：網絡會議形式

(Zoom) 

備註： 

1. 同日服務只限參加其中一節 

2. 需體力勞動 

 

市民 

大眾 

2021-06-20 

REF032269-6 
2021-07-12 

14:00-18:00 

REF032269-8 
2021-07-13 

14:00-18:00 

REF032269-9 
2021-07-14 

10:00-14:00 

REF032269-10 
2021-07-14 

14:00-18:00 

REF032269-12 
2021-07-15 

14:00-18:00 

REF032269-13 
2021-07-16 

10:0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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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249-1 

兒童脊科基金

讓孩子挺直賣

旗日 

全港 
2021-07-14 

08:00-12:30 

需要義工：各 50 位，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賣旗籌款 

備註：未滿 14 歲需家長陪同 

市民 

大眾 

2021-06-25 

REF032240-1 
香港視網膜病

變協會賣旗日 
九龍區 

2021-07-21 

07:00-12:30 
2021-06-30 

REF032239-1 
防止虐待 

兒童會賣旗日 
新界區 

2021-07-24 

07:00-12:30 
2021-06-11 

REF032284-1 
康馨婦女會 

港島區賣旗日 
港島區 

2021-06-26 

07: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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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機構將為所有賣旗義工

投保意外保險，屆時須收集

基本個人資料作投保意外保

險之用 

市民 

大眾 
2021-06-16 

REF032271-1 
耆康會 

賣旗日 
葵興 / 葵芳 

2021-06-19 

09:00-12:00 

需要義工：50 位，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賣旗籌款 

簡介會/訓練：2021-06-17，時

間：15:30-16:30，地點：葵涌 

備註： 

1. 未滿 14 歲需家長陪同 

2. 服務機構提供出席證書 

3. 是次招募之服務地點只限葵

興或葵芳區 

4. 必須出席服務前簡介會 

市民 

大眾 
2021-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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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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