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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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212-8 

Go Green Keep 

Clean快閃服

務 - 香港仔

上下水塘 

香港仔 
2021-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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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星期一)或之

前通知申請結果，新入會或較少

參與服務者優先考慮 

5. 參加義工將會得到由漁農自然護

理署贈送的「自己垃圾自己帶

走」口罩套乙個 

市民 

大眾 
2021-09-09 

REF032343-2 
「流浪貓出

沒．注意」 
屯門 

2021-09-25 

12:00-17:30 

需要義工：10 位，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清潔場地(室外及室內)

及與流浪貓進行互動 

備註： 

1. 由於要參與室內清潔工作，請穿

不怕污糟的衣物及水鞋，並多帶

一套衣物替換 

2. 服務機構提供手套及垃圾袋等清

潔物資 

3. 請自備水及乾糧 

4. 服務機構將於 17/9(星期五)或之

前通知申請結果，新入會或青年

會員優先考慮 

動物 2021-09-15 

REF032368-1 
綠領「救膠」

義工大召集 

葵涌 

(近石蔭村) 

2021-09-11 

班 

2022-08-31 

 

14:00-18:00 

需要義工：30 位，10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分揀及整理塑膠回

收物，主要為工業類塑膠如保鮮紙

(包膠)及膠袋 

備註： 

1. 服務日期可商議，時間為星期一

至六下午 14:00-18:00 之間，滿 40

小時可獲服務機構提供證書 

2. 服務機構安排面見 

3. 未滿 16 歲需家長陪同 

市民 

大眾 
2021-09-02 

服務速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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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375-1 
福餅贈老 

傳溫情 2021 
慈雲山 

2021-09-12 

10:30-12:00 

需要義工：10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上門探訪慈雲山區內獨

居或雙老同住長者(不入屋)，送上

月餅及禮物，以表關懷 

備註： 

4. 服務機構提供防疫包(內含替換口

罩及酒精搓手液) 

5. 由於疫情所限，會於門外進行短

時間慰問，不會入屋 

長者 2021-09-03 

REF032376-1 
福米展關懷

2021 
慈雲山 

2021-10-10 

10:30-12:00 

需要義工：50 位，20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上門探訪慈雲山區內獨

居或雙老同住長者(不入屋)，送上

1 公斤福米，以表關懷 

備註： 

1. 服務機構提供防疫包(內含替換口

罩及酒精搓手液) 

2. 由於疫情所限，會於門外進行短

時間慰問，不會入屋 

長者 2021-09-17 

REF032360-1 

賽馬會樂齡 

同行計劃 

「樂齡友里」 

義工計劃 

黃大仙 

2021-10-06 

至 

2022-09-30 

 

08:00-21:00 內 

需要義工：30 位，50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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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簡介會/訓練日期：2021-10-

06、2021-10-13、2021-10-20、2021-

10-27 及 2021-11-03，時間：13:00-

16:00，地點：黃大仙 

備註： 

1. 因計劃需要，大會要求 50 歲或

以上義工，能讀寫中文及有熱誠 

2. 服務機構安排面試及甄選，通過

甄選後需出席培訓 

3. 服務日期及時間可商議 

長者 2021-09-26 

REF032347-1 

第 65 期 

香港撒瑪利亞

防止自殺會 

義工招募 

彩虹 

2021-09-05 

至 

2022-11-30 

 

00:00-23:59 內 

需要義工：60 位，20 歲或以上，

中學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提供熱線服務、探訪及

網上傾談，舒緩來電者情緒，並維

持 24 小時服務 

備註：培訓費用$2,000，綜援受助

人只需繳付$250；通過三個階段訓

練甄選後，成為會員，並服務滿 2

年可獲發還$1,750，其他情況下，

所有已繳費用一律不予退回 

市民 

大眾 
2021-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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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352-1 
學前弱能兒童

家長會賣旗日 
新界區 

2021-10-02 

07: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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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22 

REF032341-1 
基督教更新會

賣旗日 
九龍區 

2021-10-16 

08:00-12:00 

市民 

大眾 
2021-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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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380-1 中五功課輔導  沙田區 

2021-10-01  

至 

2021-11-30 

 

16:00-20:00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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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歲就讀中五

的基層家庭青少年功課輔導，主要

中文、英文、化學或生物科(最少

其中兩科) 

備註： 

1. 具高中中文、英文、化學或生物

科的知識，有導師經驗更佳 

2. 服務日期為週六或週日，每星期

1 至 2 次，每次 1 至 1.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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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歲 

青少年 
2021-09-22 

REF032332-1 
多元智能系列

「登登對對」 
長沙灣 

2021-10-01 

至 

2021-12-31 

 

17:00-21:00 內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中

學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為一名 12 歲就讀小六

學習緩慢的基層家庭男童功課輔導 

備註： 

1. 需喜歡與孩子接觸，有愛心 

2. 服務時間為每星期任擇兩日，每

次 1-2 小時，服務次數約 24 次，

日期可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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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歲 

兒童 
2021-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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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373-1 

Zoom 教授長

者 Instagram

課程導師 

網絡會議形式

(Zoom) 

2021-10-04 

至 

2021-10-25 

 

14:30-16:0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大

專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教授長者使用 Instagram 

備註： 

1. 服務機構提供證書 

2. 服務日期為逢星期一 

3. 善於與長者溝通，懂使用網絡會

議軟件 Zoom 進行授課 

4. 熟悉 Instagram 的功能和設定，並

需要製作 PowerPoint 格式的教學 

長者 2021-09-27 

REF032355-1 

快樂學英文文

法[Grammar] 

導師 

牛頭角 

2021-09-18 

至 

2021-11-27 

 

14:00-15:30 

需要義工：各 1 位，18 歲或以上，

大專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教授新來港兒童英文文

法(Grammar)或英語自然拼讀法

(Phonics) 

備註： 

1. 服務日期為逢星期六(2021-10-02

除外) 

2. 能操流利廣東話，曾接受英語教

學訓練或具相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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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歲 

兒童 
2021-09-12 

REF032354-1 

開心英語拼讀

班[Phonics] 

導師 

牛頭角 

2021-09-18 

至 

2021-11-27 

 

14:00-15:30 

7-9 歲 

兒童 
2021-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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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379-1 
活力椅上舞 

導師 
旺角 

2021-10-23 

至 

2021-10-30 

 

10:30-11:3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大

專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與行動不便及有早期認

知障礙症長者分享及教授椅子舞 

備註： 

1. 服務次數為 1 次，確實日期待商

議 

2. 具體適能教練或跳舞導師相關資

格 

長者 2021-09-13 

REF032333-1 
長者水墨畫班 

導師 
大窩口 

2021-10-01 

至 

2021-12-31 

 

14:30-16:0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教授長者中國水墨畫技

巧 

備註： 

1. 服務日期為逢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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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服務機構提供交通津貼 

長者 2021-09-15 

REF032377-1 
兒童畫藝展才 

導師 
牛頭角 

2021-09-18 

至 

2021-11-27 

 

14:00-15:3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中

學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教授兒童繪畫技巧 

備註： 

1. 服務日期為逢星期六 

2. 能操流利廣東話，曾受繪畫訓練 

3. 服務機構提供粉彩及圖畫紙 

6-9 歲 

兒童 
2021-09-11 

其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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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371-2 

Global Light of 

Peace 2021 

錄影 

銅鑼灣 
2021-09-18 

16:00-21:0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中

學程度或以上 

義工職責：為活動進行錄影 

備註： 

1. 需自備器材 

2. 具相關技能及經驗 

3. 因疫情關係服務期間不設飲食，

服務前請先進食豐富午/晚餐 

青少年 2021-09-10 

REF032378-1 
視障之星樂團 

樂手 
石硤尾 

2021-10-01 

至 

2022-09-30 

 

18:00-21:00 

需要義工：2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擔任視障之星樂團的結

他手或琴手，與團員一起練習演奏

流行音樂，於演唱會及社康活動演

出 

備註： 

1. 服務日期為逢每月第二及第四個

星期五 

2. 懂結他、鋼琴或電子琴，具演奏

流行曲及樂隊經驗 

3. 服務機構安排面見及甄選，主動

及樂意與人溝通為佳 

視障 

人士 
202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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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出版 –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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