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義工團(個人 / 團體會員)續會及新入會優惠 

 

2020 年為本局 50 周年金禧誌慶，為答謝香港義工團

會員一直的支持，由 2020 年 2 月起辦理續會及新入

會的個人及團體會員，可獲贈 50 周年版精美環保

袋，而個人會員於會籍有效期內完成 30 小時或以上

的義工服務可享免費自動續會兩年，*未滿 30 小時個

人會員亦可享有半費續會兩年的優惠，萬勿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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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22 

清明節 

人流管制 
粉嶺 

28-03-2020(六) 09:00-16:00 

需要義工：各 1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人流管制，維持跌序，

路線指示 

備註：大會提供膳食及$50 交通津

貼  

市民大眾 

19-03-2020 

28823 29-03-2020(日) 09:00-16:00 19-03-2020 

28824 04-04-2020(六) 09:00-16:00 26-03-2020 

28825 05-04-2020(日) 09:00-16:00 26-03-2020 

28489 
全人教室 

全人藝術坊 
將軍澳 

18-03-2020(三) 10:00-13:00 
需要義工：各 3 位，18 歲或以上； 

曾接觸智障人士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輕中度智障人士

發揮創意，進行藝術創作 

智障人士 

04-03-2020 

28490 25-03-2020(三) 10:00-13:00 11-03-2020 

28476 
全人教室 

喜動健樂 
將軍澳 

23-03-2020(一) 13:45-16:00 需要義工：各 2 位，18 歲或以上； 

曾接觸智障人士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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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3-2020 

28477 30-03-2020(一) 13:45-16:00 16-03-2020 

28531 劍球體驗 將軍澳 26-03-2020(四) 16:00-18:30 

需要義工：2 位，18 歲或以上； 

曾接觸智障人士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輕中度智障人士

學習及訓練劍球 

智障人士 12-03-2020 

28532 

乒來乓往 將軍澳 

14-03-2020(六) 12:45-15:30 
需要義工：各 2 位，18 歲或以上； 

曾接觸智障人士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輕中度智障人士

參與乒乓球體驗及訓練 

智障人士 

08-03-2020 

28533 21-03-2020(六) 12:45-15:30 08-03-2020 

28534 28-03-2020(六) 12:45-15:30 15-0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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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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速遞 



28573 DSC 田徑組 將軍澳 20-03-2020(五) 17:45-20:00 

需要義工：4 位，18 歲或以上； 

曾接觸智障人士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輕中度智障人士

進行田徑訓練 

智障人士 08-03-2020 

28566 畫出色 將軍澳 28-03-2020(六) 10:00-12:00 

需要義工：5 位，18 歲或以上； 

曾接觸智障人士更佳 

義工職責：協助輕中度智障人士

學習繪畫技巧 

智障人士 15-03-2020 

 

友伴／探訪 

28584 

衝出院舍 香港仔 

12-03-2020(四) 10:00-14:30 需要義工：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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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3-2020 

28585 19-03-2020(四) 10:00-14:30 12-03-2020 

28586 26-03-2020(四) 10:00-14:30 19-03-2020 

 

籌款服務 

28678 

2020 復康券義

賣戶外籌款 

屯門 

啟豐商場 
21-03-2020(六) 14:00-18:00 

需要義工：5 位，未滿 14 歲需家

長陪同；需有耐性及友善 

義工職責：義賣復康券 

市民大眾 

13-03-2020 

28679 
天水圍 

銀座廣場 
21-03-2020(六) 14:30-18:00 13-03-2020 

28680 
元朗洪水

橋田心路 
21-03-2020(六) 13:30-17:00 13-03-2020 

28681 
天水圍 

嘉湖山莊 
28-03-2020(六) 14:00-18:00 20-03-2020 

28682 
天水圍 

天耀 
28-03-2020(六) 14:00-18:00 20-03-2020 

 

導師服務 

28831 

2020-2021 年度 

山水墨班 

導師 

佐敦 

01-04-2020 至 30-06-2020 

(逢星期一) 

10:00-11:0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教導長者山水畫技巧 
長者 23-03-2020 

28832 

2020-2021 年度 

彩色素描班 

導師 

佐敦 

01-04-2020 至 30-06-2020 

(逢星期六) 

10:00-11:0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教導長者彩色素描技

巧 

長者 23-03-2020 

28833 

2020-2021 年度 

普拉提班 

導師 

佐敦 

01-04-2020 至 30-06-2020 

(逢星期六) 

11:30-12:3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具普拉提教練證書 

義工職責：教導長者普拉提技巧 

長者 23-03-2020 

28747 
流行舞蹈 

導師 
馬頭圍 

01-03-2020 至 31-05-2020 

(待商議) 

 16:30-17:30 

需要義工：1 位，22 歲或以上；

具舞蹈或話劇經驗 

義工職責：教授弱能及智障人士

舞蹈技巧 

弱能/肢體

傷殘人士 
31-0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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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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義防疫攻略】 

 

 

【義工局緊急呼籲  支持「一人一金旗」認捐行動】 

義務工作發展局（本局）原訂於 3月 7日（星期六）舉行全港賣旗日，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

持續，為保障義工、職員及市民大眾的安全，現決定取消戶外賣旗。本局在此衷心感謝各登記參與賣

旗的義工、學校及團體。 

 

為籌募港幣 120萬元，本局現推出「一人一金旗」認捐行動，懇請您積極支持，認捐金旗或捐款，期

望集結各界善長及義工的力量，以推動及發展持續的義務工作。 

 

如欲認捐金旗／電子金旗，請填妥認捐金旗表格，或登入網上認捐平台。本局極需您的鼎力支持，慷

慨捐助及通過您的網絡宣傳本局賣旗籌款！ 

 

活動網頁：https://www.avs.org.hk/tc/flagday 或掃描旁邊的 QR code 

查詢：2527 3825 / frpevent@avs.org.hk 

 

mailto:frpevent@avs.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