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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義工好好善用這段在家抗疫的時間，主動慰問關心及幫助身邊有需要人士，本局推出「在
家行義 同心抗疫」關懷行動。第一期義工反應非常熱烈，截至十月底，已有近 500 位義工參與，
包括 9 間團體會員。而第二期關懷行動已於 10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舉行！冀望更多義工加入「在
家行義」及持續實踐「行義我生活」。
服務内容：每週透過電話/短訊/WhatsApp 等方式慰問最少 2 位親友，為期兩週；我們鼓勵大家可
持續關懷行動。凡完成服務及關懷 5 人或以上的義工更有機會獲贈「義工多謝您」手帕乙條。
義工時數：完成 2 週服務及交回服務心得即可計算義工服務時數 (每週至少關懷兩位親友 2-3 次，
為期兩週，將紀錄 4 小時義工服務時數) 。
即時報名：請登入本局網頁 http://www.avs.org.hk/tc/event/102 或掃瞄旁邊
的 QR Code 報名及查詢請電義工服務中心 2546-0694 與職員聯絡。

2020 國際義工日嘉許
聯合國訂定每年 12 月 5 日為「國際義工日」，旨在向全球義工致意，嘉許及表揚無私奉獻的義
工。本局原訂於 12 月舉行國際義工日嘉許禮，嘉許本局「香港義工團」在過去一年表現優秀及
長期服務的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惟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本年度的嘉許禮活動將會取消。
如您於 2019/20 年度榮獲嘉許，本局將於 11 月中發信通知有關嘉許狀發放安排。本局謹此向助
人不懈、積極參與的義工們送上謝意。
任何查詢，歡迎賜電義工服務中心 2546-0694 與本局職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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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者之戰
馬拉松 2020
活動支援

Online Tutoring
Service(Math)
Tutor

地點

馬鞍山

自行安排

日期／時間

需要義工／義工職責

服務
對象

截止日期

13-12-2020(日) 06:00-12:30

需要義工：5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行李寄存、維持秩
序、物流管理、清潔和收拾場地
備註：
1. 需要長時間站立及走動
2. 大會提供簡單早餐及制服

市民
大眾

10-11-2020

26-11-2020 至 25-11-2021
(期間)
時間可商議

需要義工：80 位，20 歲或以上；
大專學歷或以上
義工職責：透過網絡視像會議(如
Zoom)形式，為 12-15 歲就讀中一
至中三低收入家庭學生提供線上
數學功課輔導
備註：
1. 有耐心，具相關學歷或經驗為佳
2. 大會安排甄選
3. 需出席簡介會(日期及時間待定)

青少
年

15-11-2020

29175

29179

賽馬會樂齡
同行計劃

義務工作
發展局
文書處理

29170

兒童脊科基金
文書處理

29121

香港視網膜
病變協會
賣旗日

29152

29088

2020
黑暗中音樂會
錄影

視障之星樂團
樂手

全港

灣仔

九龍城

港島區

西灣河

石硤尾

30-11-2020 至 31-12-2021
(期間)
13:00-16:00

需要義工：36 位，50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成為「樂齡之友」，
向抑鬱長者宣揚精神健康信息及
做情緒檢測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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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安排面試及甄選，通過甄
選後需出席簡介會及培訓
3. 簡介會：30/11(一) 13:00-16:00
黃大仙
4. 培訓：7-28/12/2020(逢星期一)
13:00-16:00 黃大仙

長者

22-11-2020

01-12-2020 至 30-11-2021
(星期一至五)
09:00-13:00/14:00-17:0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文書處理及資料整理
備註：
1. 需細心及有責任感
2. 熟悉一般電腦操作(Windows 及
MS Office)，懂中英文輸入法

市民
大眾

23-11-2020

26-11-2020 至 25-11-2021
(星期一至五)
10:30-13:30 或 14:30-17:30
(每星期 1-2 次)

需要義工：2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文書工作及資料整理
備註：
1. 熟悉一般電腦操作(Windows 及
MS Office)，懂中英文輸入法
2. 大會安排面試

市民
大眾

10-11-2020

21-11-2020(六) 07:00-12:00

需要義工：50 位，未滿 14 歲需
家長陪同
義工職責：賣旗籌款

市民
大眾

10-11-2020

21-11-2020(六) 18:00-23:00

需要義工：2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錄影視障人士音樂會當
晚活動情況
備註：
1. 有耐性、主動、善於聆聽及與人
溝通為佳
2. 大會安排面見及甄選
3. 需自備錄影器材

視障
人士

10-11-2020

01-12-2020 至 01-12-2020
(每月第二及第四個星期
五)
18:00-21:00

需要義工：3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擔任視障之星樂團的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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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結他(低音結他更佳)/打鼓/電
子琴/鋼琴
2. 大會安排面見及甄選，主動及樂
意與人溝通為佳

視障
人士

21-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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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義工團(個人)會員申領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嘉許獎狀
服務時數紀錄及證明收集通知
本局將向社會福利署之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遞交「香港義工團」會員於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間參與的義工服務紀錄。由於本局只持有會員參與本局舉辦或經本局轉介的服務紀
錄，如您未經本局安排，在其他機構參與義工服務，敬請通知本局，使本局能綜合您所有服務時
數，按照委員會的嘉許準則推薦您申領嘉許獎狀。請您按照以下時限匯報服務紀錄：
1. 如您於 2020 年曾參與本局安排的服務，仍未向本局申報出席情況及時數，敬請於 2021 年
1 月 15 日或之前傳真或電郵向本局義工服務中心申報時數紀錄。您亦可自行到本局義工
網絡 http://www.volunteering.org.hk 或致電義工服務中心查閱時數紀錄。
2. 如您於 2020 年未經本局安排，曾在其他機構參與義工服務，亦敬請將服務紀錄及時數証
明於 2021 年 1 月 15 日或之前以傳真(傳真﹕2559-5142)或電郵 hkcv@avs.org.hk 向本局義工
服務中心申報。由於委員會會抽查義工的時數紀錄，請保存有關資料證明，以備委員會隨
時查核。

金禧誌慶 「5」、
「0」優惠同慶賀
本局藉著行義 50 金禧誌慶，鼓勵更多人士加入行義行列。凡手提電話號碼有「5」及「0」字的
香港市民，可享義工會籍及課程優惠，並附送限量禮品。

中心地址：香港西營盤西源里 6 號源輝閣 1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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