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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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95 
週末閒情天地 

春季生日派對 
將軍澳 23-03-2019(六) 13:00-16:45 

需要義工：20 位，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與輕中度智障人士一

同製作簡單食物及 DIY 樂器，使

他們有個難忘的生日會 

備註： 

1. 費用：會員$20；非會員$70，

並贈送 2 年香港義工團會籍 

2. 本局將於 8/3(五)或之前以電郵

通知申請報名情況 (青年會員／

新會員／較少參與服務之會員可

優先取錄) 

智障人士 08-03-2019 

26357 

牙科健康 

嘉年華 

活動支援 

粉嶺 09-03-2019(六) 09:00-18:00 

需要義工：23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人群控制、問卷調查、

佈置場地、派發單張及支援活動

進行 

備註： 

1. 需體力勞動 

2. 大會提供午膳及交通津貼$70 

市民大眾 02-03-2019 

26397 

青少年 

戒煙宣傳 

葵涌 05-03-2019(二) 11:00-14:00 需要義工：各 1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向青少年宣傳戒煙，

點算市民人數 

備註： 

1. 大會提供交通津貼$50 

2. 需要長時間站立及走路，需要

戶外工作及準時 

青年 

01-03-2019 

26398 將軍澳 11-03-2019(一) 11:00-14:00 04-03-2019 

26401 屯門 03-04-2019(三) 11:00-14:00 27-03-2019 

26402 荔枝角 08-04-2019(一) 11:00-14:00 01-04-2019 

26338 
香港水足印 

定向 2019 
天水圍 14-04-2019(日) 07:30-14:30 

需要義工：5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城市定向，維持秩序

及支援活動進行 

市民大眾 01-03-2019 

26232 

綠匯互助市集 (大埔) 

10-03-2019(日) 08:45-17:30 
需要義工：各 6 位，18-64 歲 

義工職責：場地佈置，管理攤位、

工作坊，物資運送，教導參加者

製作環保手作及支援活動進行  

備註： 

1. 戶外服務；2. 熱衷低碳生活，

對歷史及自然保育感興趣；3. 樂

於與人溝通；4. 大會提供綠匯學

苑$100 優惠券(可在苑內購買環保

產品或食品) 

市民大眾 

01-03-2019 

26233 17-03-2019(日) 08:45-17:30 08-03-2019 

26234 24-03-2019(日) 08:45-17:30 15-03-2019 

26235 31-03-2019(日) 08:45-17:30 22-03-2019 

26407 
香港西部 50 

香港 50 系列賽 

城門水塘/

大帽山郊

野公園 

23-03-2019(六) 07:15-21:30 

其中的 9 個小時 

需要義工：20 位，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負責行李站、水站、
計時及指導方向，協助活動順利
進行 

市民大眾 04-03-2019 

義工服務中心 
中心電話：2546-0694 

傳真號碼：2559-5142 

電子郵箱：vac@avs.org.hk 

本局網址：http://www.av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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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91 
智樂 - 維園 

花展遊戲日 

維多利亞

公園 

12-03-2019(二) 10:30-18:00 需要義工：各 2 位，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推動遊戲、佈置
及清理場地 
備註：大會提供午膳 

兒童 

05-03-2019 

26392 13-03-2019(三) 10:30-18:00 05-03-2019 

26393 14-03-2019(四) 10:30-18:00 05-03-2019 

26394 

智樂 - 維園 

花展遊戲日 

維多利亞

公園 

16-03-2019(六) 08:30-18:30 需要義工：各 12 位，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推動遊戲、佈置
及清理場地 
備註：大會提供午膳 

兒童 

09-03-2019 

26408 17-03-2019(日) 08:30-18:30 10-03-2019 

26409 23-03-2019(六) 08:30-18:30 11-03-2019 

26410 24-03-2019(日) 08:30-18:30 12-03-2019 

26411 
智樂 - 賽馬會

沙田遊戲日 
沙田公園 30-03-2019(六) 13:00-17:00 

需要義工：5 位，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推動遊戲、佈置

及清理場地 

兒童 23-03-2019 

26298 
策劃大未來生

涯規劃活動 
深水埗 

15-04-2019(一) 08:15-12:30 需要義工：各 15 位，18 歲或以上； 
商界或退休人士更佳 
義工職責：活動分站主持，帶領
小組參與討論 

青年 

03-04-2019 

26299 30-04-2019(二) 12:15-16:45 17-04-2019 

26356 展館導賞員 將軍澳 

01-04-2019 至 31-07-2019 

星期二至日：可商議 

09:00-16:00：可商議 

需要義工：10 位，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景點、生態導賞及介
紹展品 
備註：簡介會 1/4(一) 10:00-12:00 
將軍澳 

市民大眾 30-03-2019 

26355 
資料檔案 

處理員 
將軍澳 

01-03-2019 至 31-07-2019 

星期一至五：可商議 

09:00-12:00 

需要義工：2 位，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剪報、網上資料搜集
及電腦文書 
備註： 
1. 懂網絡搜尋及基本電腦操作 
2. 細心及耐性 

市民大眾 30-03-2019 

26259 

乒來乓往 將軍澳 

16-03-2019(六) 12:45-15:30 
需要義工：各 2 位，18 歲或以上； 

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輕中度智障人士

透過學習乒乓球技巧，令其培養

不同興趣發展 

智障人士 

06-03-2019 

26260 23-03-2019(六) 12:45-15:30 13-03-2019 

26212 
全人教室 

全人藝術坊 
將軍澳 

15-03-2019(五) 10:00-13:00 需要義工：各 3 位，18 歲或以上； 

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輕中度智障人士

發揮創意 

智障人士 

05-03-2019 

26213 22-03-2019(五) 10:00-13:00 12-03-2019 

26214 29-03-2019(五) 10:00-13:00 19-03-2019 

26207 
全人教室 

喜動健樂 
將軍澳 

12-03-2019(二) 10:15-13:00 需要義工：各 2 位，18 歲或以上； 

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輕中度智障人士

參與健體運動，舒展筋骨 

智障人士 

02-03-2019 

26208 19-03-2019(二) 10:15-13:00 09-03-2019 

26209 26-03-2019(二) 10:15-13:00 16-03-2019 

26273 自理人生 將軍澳 20-03-2019(三) 16:45-19:30 

需要義工：2 位，18 歲或以上； 

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輕中度智障人士

學習摺衫及清潔等生活技能訓練  

智障人士 10-03-2019 

26218 
活力教室 

好煮意 
將軍澳 

14-03-2019(四) 13:45-15:30 需要義工：各 2 位，18 歲或以上； 

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輕中度智障人士

學習煮食技巧 

智障人士 

04-03-2019 

26219 21-03-2019(四) 13:45-15:30 11-03-2019 

26220 28-03-2019(四) 13:45-15:30 18-03-2019 

26245 

畫出色 將軍澳 

16-03-2019(六) 10:00-12:00 
需要義工：各 5 位，18 歲或以上； 

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輕中度智障人士

透過學習繪畫技巧，令其培養不

同興趣發展 

智障人士 

08-03-2019 

26246 30-03-2019(六) 10:00-12:00 22-03-2019 

26264 童遊社區 將軍澳 22-03-2019(五) 17:15-20:15 

需要義工：2 位，18 歲或以上； 

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輕中度智障人士

外出，認識附近之社區設施，運

用金錢並理解社會規範能力 

智障人士 12-03-2019 

26267 美麗人生 將軍澳 19-03-2019(二) 12:45-14:30 

需要義工：2 位，18 歲或以上； 
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輕中度智障人士
製作美食和外出，學習基本生活
技能 

智障人士 09-03-2019 



26177 樂動網球 
將軍澳/ 

藍田 
26-03-2019(二) 16:30-18:3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輕中度智障人士
學習網球 

智障人士 16-03-2019 

26275 
跳繩強心 

樂滿 FUN 
將軍澳 

14-03-2019(四) 17:30-19:00 
需要義工：各 2 位，18 歲或以上； 
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輕中度智障人士
學習跳繩，增強心肺功能、反應
及耐力 

智障人士 

04-03-2019 

26276 28-03-2019(四) 17:30-19:00 18-03-2019 

籌款 

26056 

復和綜合 

服務中心 

賣旗日 

港島區 23-03-2019(六) 07:00-12:00 

需要義工：各 50 位，未滿 14 歲

需家長陪同 

義工職責：賣旗籌款 

市民大眾 

08-03-2019 

25961 循理會賣旗日 新界區 23-03-2019(六) 07:00-12:00 10-03-2019 

26296 

香港撒瑪利亞

防止自殺會 

賣旗日 

九龍區 06-04-2019(六) 07:00-12:30 11-03-2019 

友伴／探訪 

26373 

假日活動 

預埋你 

粉嶺圖書館 

之旅 

粉嶺 10-03-2019(日) 10:00-12:00 

需要義工：4 位，18 歲或以上； 
有服務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陪同並照顧輕中度智
障人士由復康中心步行到聯和墟
公共圖書館看書，及後返回中心
午膳 

智障人士 04-03-2019 

26386 

假日活動 

預埋你  

上水購物樂 

粉嶺/上水 24-03-2019(日) 10:00-12:00 

需要義工：4 位，18 歲或以上； 
有服務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陪同並照顧輕中度智
障人士步行到上水廣場購買日用
品，及後返回中心午膳 

智障人士 18-03-2019 

26387 

假日活動 

預埋你 

北區運動日 

粉嶺 31-03-2019(日) 10:00-12:00 

需要義工：4 位，18 歲或以上； 
有服務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義工職責：陪同並照顧智障人士
由復康中心步行到聯和墟打波，
及後返回中心午膳 

智障人士 25-03-2019 

26406 
上門探訪及 

提供照顧 
小西灣邨 

01-03-2019 至 31-12-2019 

日期及時間：可商議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要求女性義工；具愛心及性格隨
和 
義工職責：上門探訪提供慰問及
簡單照顧癌症病患者(包括協助餵
食及換尿片) 

癌症 

病患者 
31-03-2019 

26072 

怡閒樂相聚 香港仔 

11-03-2019(一) 15:00-17:00 

需要義工：各 3 位，18 歲或以上； 

懂輪椅操作 

義工職責：陪伴需輪椅助行弱能

人士參與小組活動 

弱能/肢體

傷殘人士 

04-03-2019 

26094 13-03-2019(三) 15:00-17:00 06-03-2019 

26073 18-03-2019(一) 15:00-17:00 11-03-2019 

26095 20-03-2019(三) 15:00-17:00 13-03-2019 

26074 25-03-2019(一) 15:00-17:00 18-03-2019 

26096 27-03-2019(三) 15:00-17:00 20-03-2019 

26364 
元州長協 

樂共融 - 探訪 
深水埗 29-03-2019(五) 13:30-17:00 

需要義工：3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探訪獨居或兩老長
者，以表關懷暖意 

長者 18-03-2019 

26415 

兒童發展基金 

「同心同行」 

生命工程計劃 

何文田/ 

紅磡 

01-03-2019 至 28-02-2022 

日期及時間：可商議 

需要義工：50 位，21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青少年訂立個人
發展計劃及陪伴他們成長 

青年 31-03-2019 

26416 麻雀治療 沙田 

01-04-2019 至 28-06-2019 

星期一至六：可商議 

09:30-11:00 或 14:30-16:00 

需要義工：2 位，18 歲或以上； 
懂基本廣東麻雀玩法 
義工職責：協助認知障礙症患者
進行麻雀活動或一起參與 

認知障礙

症患者 
18-03-2019 



26417 公園樂 沙田 

01-04-2019 至 28-06-2019 

星期一至五：可商議 

09:30-10:30 或 15:00-16:00 

需要義工：15 位，18 歲或以上； 
懂輪椅操作 
義工職責：幫助長者善用公園設
施及帶領運動 

長者 18-03-2019 

26389 
遊戲治療 

訓練計劃 
黃竹坑 

06-05-2019 至 31-12-2019 

日期及時間：待定 

需要義工：25 位，15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接受遊戲治療訓練，
以協助日後舉辦的遊戲日活動  
備註：訓練 6/5(一)及 20/5(一) 
10:00-13:00 黃竹坑 

弱能/肢體

傷殘人士 
07-04-2019 

26166 暢遊度假中心 

西貢 

樟木頭 

北年華路 

12-04-2019(五) 10:15-11:15 

需要義工：10 位，18 歲或以上； 

懂輪椅操作 

義工職責：陪同並照顧需輪椅助

行長者暢遊花園 

長者 05-04-2019 

26106 

衝出院舍 香港仔 

14-03-2019(四) 10:00-14:30 需要義工：各 3 位，18 歲或以上； 

懂輪椅操作 

義工職責：陪伴需輪椅助行弱能

人士外出活動 

弱能/肢體

傷殘人士 

07-03-2019 

26107 21-03-2019(四) 10:00-14:30 14-03-2019 

26108 28-03-2019(四) 10:00-14:30 21-03-2019 

26403 

關懷新手電動

輪椅使用者 

服務計劃 

全港 
16-03-2019 至 31-12-2019 

日期及時間：彈性 

需要義工：5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透過定期探訪及外
出，與體弱或有長期病患長者建
立關係，關注長者在使用電動輪
椅上的需要。按長者的實際情
況，提供相關電動輪椅使用及保
養資訊，舒緩新手使用時的焦
慮。為長者介紹適合的社區資
源，鼓勵長者善用社區資源 
備註： 
1. 將以二人組合，分配探訪一戶
獨居長者，最少三次上門探訪  
2. 訓練：16/3、30/3、6/4 及 13/4(逢
六) 09:30–11:30 石硤尾 
3. 完成訓練及探訪，可獲發証書  

長者 09-03-2019 

導師服務 

26412 
手語歌進階班 

導師 
旺角 

01-04-2019 至 30-06-2019 

星期一至五：可商議 

10:00-11:0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需具相關經驗 

義工職責：教授手語歌 

長者 02-03-2019 

26418 
醒腦教室 

導師 
沙田 

01-04-2019 至 28-06-2019 
星期一至五：可商議 

09:30-10:30 或 14:30-15:30 

需要義工：10 位，16 歲或以上； 

有耐性及喜歡教學 

義工職責：協助長者完成筆記或

學習知識 

長者 18-03-2019 

26288 
數碼相機班 

導師 
美孚 

01-04-2019 至 30-06-2019 

逢星期三，任擇三次 

14:30-16:3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需具相關經驗 

義工職責：教授長者數碼相機攝

影技巧 

長者 30-04-2019 

 

其他 

26336 
無臭狗舍試點

計劃 
粉嶺坪輋 

隨時開始 至 20-02-2019 

日期及時間：可商議 

每星期 1 次 

需要義工：10 位，18 歲或以上； 

要求男性義工 

義工職責：協助改良狗舍環境 

備註： 

1. 屬勞動服務 

2. 不怕狗並友善地接納牠們隨意

在近距離走動 

流浪狗舍

之狗隻 
15-03-2019 

26405 影片剪輯 灣仔 

01-03-2019 至 30-04-2019 

星期一至五：可商議 

10:00-16:30 

需要義工：3 位，16 歲或以上； 

需具相關經驗；中英文良好 

義工職責：剪輯影片 

白內障 

患者 
15-0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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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響應環保，如 閣下欲以電郵收取通訊，請通知本中心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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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地址：香港西營盤西源里 6 號源輝閣 1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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