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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推介
「香港義工團會訊」義務記者
服務編號：

REF032258-1

日期／日期：

2021-05 至 2021-07 (日期及時間待商議)

需要義工：

-

15 位，16 歲或以上

-

主動及樂意與人溝通，對採訪及寫作有興趣，對拍攝及影片剪輯有基本知識

義工職責：

備註：

截止日期：

擔任「香港義工團會訊」義務記者：
1.

親身前往義工活動或義工培訓，拍攝花絮及採訪參加者，撰寫義工活動專題故事

2.

專訪本局傑出義工/資深義工/義務職員，撰寫行義故事

3.

將義工活動或專訪的過程剪輯成短片

-

需提交不少於 500 字的個人作品作參考

-

本局安排甄選，並於 5 月中旬通知甄選結果

-

每次義工活動專題或行義故事採訪，本局提供交通津貼$30

-

義工須自備拍攝工具進行採訪

-

本局可提供剪片軟件協助影片剪輯

2021-05-07

節日送暖關懷行動

Go Green Keep Clean 快閃服務

服務編號：

REF032259-1

服務編號： REF032212-3

REF032212-4

日期：

2021-05-29

日期：

2021-05-22

2021-05-22

時間：

12:00-16:00

時間：

09:00-13:00

09:00-13:00

地點：

葵涌麗瑤邨

地點：

西貢上窰家樂徑

鰂魚涌樹木研習徑

需要義工：

25 位，6 歲或以上

需要義工： 各 14 位，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

包裝物資及上門探訪長者(不入屋)

義工職責： 清潔郊野及海岸垃圾

備註：

未滿 14 歲需家長陪同

備註：

截止日期：

2021-05-23

1.

未滿 14 歲需家長陪同參與

2.

本局提供手套、垃圾袋、備用口罩及搓手液

3.

請自備水樽及充足食水、毛巾、雨具、帽、防曬

主辦機構：
香港義工團「義工天地」小組
合作機構：

用品及驅蚊用品
4.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麗瑤長者鄰舍中心

本局將於 1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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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日期： 2021-05-13

香港義工團迎新會
本局特別為新加入的「香港義工團」會員舉行迎新會，提供義
務工作基礎培訓，並安排資深義工分享服務心得，讓新會員認
識本局服務，在服務前有更好的裝備。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仍然持續，為保障義工的安全，
香港義工團迎新會現只提供網上版本，以減低感染風險。如從
未參與迎新會的會員或有興趣再次參與者，均可參與。

服務編號

日期

時間

形式

截止日期

5 月迎新會

REF032207-2

2021-05-29

10:30-11:30

網絡會議形式(Zoom)

2021-05-16

6 月迎新會

REF032207-3

2021-06-25

20:00-21:00

網絡會議形式(Zoom)

2021-06-13

義工轉介服務
友伴服務
服務編號

服務名稱

REF032250-1

風中傳情之電
話關懷計劃
2021-2022

REF032248-2

護老無憂
長者好心情
香薰治療小組

REF032246-1

REF032247-1

定期探訪輪椅
助行長者

利民會
<即時通>
精神健康
支援計劃

地點

荃灣荃景圍

荃灣荃景圍

鰂魚涌

待定

日期／時間

需要義工／義工職責

服務
對象

截止日期

2021-06-16 至
2022-02-16
14:00-16:30

需要義工：6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每月定期電話關懷隱
蔽長者，並鼓勵長者到中心參加
活動
簡介會/訓練：2021-05-15，10:0012:00，荃灣荃景圍
備註：
1. 服務日期為每月第 2 或第 3
個星期三
2. 良好聆聽及溝通技巧
3. 服務機構安排面試

長者

2021-05-04

2021-05-26
14:30-16:00

需要義工：4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照顧需輪椅助行長者
參與小組活動
備註：懂輪椅操作

長者

2021-05-16

01-06-2021 至
31-05-2022

需要義工：2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定期探訪輪椅助行長
者，關心近況及護送長者外出購
物
備註：
1. 服務日期及時間可商議，每
星期一次，每次約 2 小時
2. 懂輪椅操作

長者

23-05-2021

2021-05-15 至
2022-04-30

需要義工：5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透過訓練成為「Not
Just Care」熱線義工，進行電話輔
導工作，支援來電者精神健康
簡介會/訓練：2021-05-15，14:3016:30，網絡會議形式(Zoom)
備註：培訓費用$300，不設退款
(詳情請瀏覽本局「行義香港」網
絡系統)

精神
病患及
康復者

2021-05-04

活動支援
日期／時間

需要義工／義工職責

服務
對象

截止日期

藍田德田邨

2021-06-04 至
2021-06-25
10:00-13:00

需要義工：5 位，50-75 歲男士
義工職責：製作美食，並上門贈
予藍田區長者(不入屋)
備註：
1. 服務日期為逢星期五
2. 服務機構安排面試，具烹飪
經驗更佳
3. 因計劃需要，服務機構要求
50-75 歲男性義工

長者

2021-05-30

REF032237-2

粉嶺中華基督
教基新中學

2021-06-18
08:30-13:00

REF032237-3

旺角
伊利沙白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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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水圍
香島中學

2021-06-23
08:30-13:00

REF032237-5

天水圍賽馬會
毅智書院

2021-06-25
08:30-13:00

REF032237-6

摩星嶺
聖嘉勒女書院

2021-06-28
08:30-13:00

服務編號

REF032255-1

REF032237-4

服務名稱

「正向天賦
50+退休男士
支援計劃」
美食製作

策劃大未來
生涯規劃活動

地點

2021-06-04
需要義工：各 8 位，18 歲或以
上；大專學歷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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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6-07

青少年

2021-06-09
2021-06-11
2021-06-14

護送服務
服務編號

REF032229-1

服務名稱

護送學童
跨區上學

地點

大坑東
往返觀塘

日期／時間

需要義工／義工職責

服務
對象

截止日期

2021-05-17 至
2021-06-04
07:30-14:0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護送一名 7 歲女童由
大坑東住所往返位於觀塘彩盈邨
的小學上課
備註：
1. 由 07:30 大坑東出發，必須於
08:30 到達學校，13:00 放學後
護送回家
2. 服務機構提供交通費用(實報
實銷)
3. 服務機構要求女性義工及將
評估義工能否勝任有關工
作，並按需要進行相關查核
4. 服務日期由 1/5 至 7/5 及 17/5
至 4/6(逢星期一至五)

兒童

2021-05-09

服務
對象

截止日期

籌款服務
服務編號

服務名稱

地點

日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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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240-1

香港視網膜病
變協會賣旗日

九龍區

2021-07-21
07:00-12:30

需要義工／義工職責

2021-06-25

202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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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032239-1

防止虐待
兒童會賣旗日

新界區

2021-07-24
07:00-12:30

REF032202-1

明光社賣旗日

新界區

2021-05-15
07:00-12:30

2021-05-07

REF032223-1

香港失明人
協進會賣旗日

港島區

2021-05-29
07:00-12:30

2021-05-16

2021-06-11

服務編號

服務名稱

地點

日期／時間

REF032232-1

工業傷亡
權益會賣旗日

全港

2021-06-05
07:00-12:30

REF032244-1

香港萬國宣道
浸信會社會服
務賣旗日

新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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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義工／義工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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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機構提供出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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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機構提供出席證書及紀
念品

服務
對象

截止日期

市民
大眾

2021-05-25

市民
大眾

2021-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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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

2021-05-23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大專學歷或以上
義工職責：為一名 16 歲就讀中三
的單親家庭女童功課輔導
REF032253-1

功課輔導

長沙灣

2021-06-01 至
2022-05-31

備註：
1.

2.

REF032230-1

中文功課輔導

石硤尾

2021-06-01 至
2022-04-30

服務日期及時間可商議(課餘
時間)，地點可選擇上門、中
心活動室或網絡形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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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大專學歷或以上
義工職責：為一名 8 歲就讀小三
患有過度活躍症的男童中文功課
輔導
備註：
1. 服務日期及時間可商議(課餘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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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

2021-05-23

其他服務
REF032252-1

印尼語短片
翻譯

自行安排

2021-06-01 至
2021-06-30
(日期及
時間可商議)

需要義工：5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將「護老者技巧」短
片由中文翻譯為印尼語
備註：具良好印尼語讀寫能力

長者

2021-05-23

需要義工：3 位，24 歲或以上；
須曾修讀本地或海外訓犬課程並
2021-06-01 至
具 4 年或以上犬隻訓練經驗
狗公園
2022-05-31
義工職責：訓練犬隻，為基層青
REF032208-1
犬隻訓練師
或可供狗隻
2021-05-19
(日期及
少年及兒童提供情緒支援服務，
青少年
活動的場地
時間可商議)
並提供專業意見
備註：服務機構安排面見，喜愛
與青少年及兒童相處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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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