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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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73 
濃情秋意 
天秀墟 

天水圍 13-09-2019(五) 18:00-23:30 

需要義工：20 位，14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攤位遊戲、手工
藝工作坊及地攤 
備註：大會提供小食 

市民大眾 06-09-2019 

27754 

中秋晚會 

葵涌 13-09-2019(五) 19:30-22:30 
需要義工：各 10 位，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攤位遊戲 

市民大眾 06-09-2019 27758 牛池灣 13-09-2019(五) 19:00-22:30 

27759 鴨脷洲 14-09-2019(五) 19:00-21:00 

27875 認知障礙症日 藍田 21-09-2019(六) 11:30-17:00 
需要義工：1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攤位遊戲 
備註：大會提供水及小食 

長者 14-09-2019 

27730 
智樂 

民政處遊戲日 

旺角 21-09-2019(六) 11:45-18:30 
需要義工：各 6 位，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推廣遊戲、佈置
及清理場地 
備註：大會提供小食及水 

兒童 
16-09-2019 

27731 大埔 28-09-2019(六) 10:00-18:00 23-09-2019 

27642 
社區義工訓練
及體驗小組 

大埔 
01-10-2019 至 30-09-2020 

(星期一至六：待定) 
時間：待定 

需要義工：1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帶領殘疾人士參與小
組活動 
備註： 
1. 有愛心及耐性，願意接觸殘疾
人士，能定期出席活動； 
2. 訓練：2/10(三)、16/10(三)及
30/10(三) 14:00-15:30 大埔 

弱能/肢體
傷殘人士 

20-09-2019 

27867 

愛鄰舍室外三
人籃球賽 

觀塘 

01-10-2019(二) 09:00-13:00 

需要義工：各 1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比賽安排、隊伍
報到及支援活動進行 
備註：需有熱誠及有禮貌 

青年 

24-09-2019 27868 01-10-2019(二) 13:00-17:00 

27869 01-10-2019(二) 17:00-21:00 

27870 07-10-2019(一) 09:00-13:00 

30-09-2019 27871 07-10-2019(一) 13:00-17:00 

27872 07-10-2019(一) 17:00-21:00 

27653 
屯門虎鯊欖球

會比賽日 
場地支援 

屯門 13-10-2019(日) 07:30-14:00 

需要義工：15 位，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場地佈置及支援活動
進行 
備註：需體力勞動 

兒童 30-09-2019 

27878 
2019 攜手慈善

步行日 
太平山 13-10-2019(日) 13:30-17:00 

需要義工：2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水站、汽球、場
地佈置及支援傷健人士完成活動  
備註：大會提供支裝水 

兒童 30-09-2019 

27470 

全人教室 
喜動健樂 

將軍澳 

09-09-2019(一) 10:00-13:00 
需要義工：各 2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輕中度智障人士
參與健體運動，舒展筋骨 
備註：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智障人士 

02-09-2019 

27471 16-09-2019(一) 10:00-13:00 09-09-2019 

27472 23-09-2019(一) 10:00-13:00 16-09-2019 

27473 30-09-2019(一) 10:00-13:00 23-0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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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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35 
AVS 

義跑義行 2019 
打氣隊 

將軍澳 20-10-2019(日) 08:00-12:30 

需要義工：2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為沿途義跑參加者打
氣，邀請沿途義行參加者拍照留
念 

市民大眾 27-09-2019 

27756 
青少年 

戒煙宣傳 
將軍澳 17-09-2019(二) 11:00-14:00 

需要義工：3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到各區學校向青少年
介紹吸煙害處，宣傳戒煙及問卷
調查 
備註： 
1. 大會提供交通津貼$50； 
2. 需要長時間於戶外站立及走路  

青年 10-09-2019 

27218 
夏日水上 
嘉年華 

將軍澳 07-09-2019(六) 08:15-14:30 

需要義工：3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輕中度智障人士
學習游泳 
備註： 
1. 必須懂游泳； 
2. 懂拯溺及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
更佳 

智障人士 02-09-2019 

27467 

全人教室 
全人藝術坊 

將軍澳 

11-09-2019(三) 10:00-13:00 需要義工：各 3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輕中度智障人士
發揮創意，進行藝術創作 
備註：有服務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智障人士 

04-09-2019 

27468 18-09-2019(三) 10:00-13:00 11-09-2019 

27469 25-09-2019(三) 10:00-13:00 18-09-2019 

27340 
DSC 田徑組 

夏日版 
將軍澳 20-09-2019(五) 17:45-20:00 

需要義工：3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輕中度智障人士
透過機能、肌肉協調及跑步訓
練，培養運動的興趣 
備註：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智障人士 13-09-2019 

27302 乒來乓往 將軍澳 28-09-2019(六) 12:45-15:30 

需要義工：2 位，18 歲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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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智障人士 21-09-2019 

 
友伴／探訪 

27435 
智友醫社同行

計劃 
黃大仙 

01-07-2019 至 31-03-2020 
(星期一至六：待定) 

09:30-12:00/14:30-17:00 

需要義工：12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協助看顧及接送患有
認知障礙症的長者參與小組或戶
外活動 

長者 30-09-2019 

27747 外展長者服務 全港 01-09-2019 至 31-08-2020 
需要義工：5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上門探訪及電話慰
問，給予長者情緒紓緩 

長者 27-09-2019 

27290 

行街
SHOPPING 

黃大仙 

10-09-2019(二) 14:45-16:30 
需要義工：各 12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陪伴及照顧需輪椅助
行長者到鄰近商場或超市購物  
備註： 
1. 懂輪椅操作(體力能應付) 
2. 樂意與長者溝通 

長者 

03-09-2019 

27291 17-09-2019(二) 14:45-16:30 10-09-2019 

27292 24-09-2019(二) 14:45-16:30 17-09-2019 

27517 

結伴同遊 旺角 

11-09-2019(三) 14:00-16:00 
需要義工：各 8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陪同及照顧需輪椅助
行長者外出活動 
備註：懂輪椅操作 

長者 

04-09-2019 

27518 18-09-2019(三) 14:00-16:00 11-09-2019 

27519 25-09-2019(三) 14:00-16:00 18-09-2019 

27520 02-10-2019(三) 14:00-16:00 25-09-2019 

27263 

衝出院舍 香港仔 

12-09-2019(四) 10:00-14:30 需要義工：各 4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陪伴需輪椅助行弱能
人士外出活動 
備註：懂輪椅操作 

弱能/肢體
傷殘人士 

05-09-2019 

27264 19-09-2019(四) 10:00-14:30 12-09-2019 

27266 26-09-2019(四) 10:00-14:30 19-09-2019 

27741 中秋賞燈 香港仔 12-09-2019(四) 18:00-21:00 

需要義工：3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陪同弱能/肢體傷殘人
士外出賞月及賞花燈 
備註：懂輪椅操作 

傷殘人士 07-09-2019 

27223 

怡閒樂相聚 香港仔 

12-09-2019(四) 15:00-17:00 需要義工：各 3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陪伴需輪椅助行弱能
人士參與小組活動 
備註：懂輪椅操作 

弱能/肢體
傷殘人士 

05-09-2019 

27224 19-09-2019(四) 15:00-17:00 12-09-2019 

27225 26-09-2019(四) 15:00-17:00 19-09-2019 



27767 
耆伴同行計劃 

耆伴大使 
將軍澳 

28-09-2019 至 31-03-2020 

(星期一至五為主) 
時間：待定 

需要義工：15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透過學習護老課程，
裝備護老知識，為長者提供陪診
及外出活動 
備註：護老課程 28/9 至 26/10(逢
星期六) 09:30-11:30 將軍澳 

長者 21-09-2019 

27849 
頌恩香港懲教
博物館大旅行 

九龍塘、新
蒲崗酒

樓、香港懲
教博物館 

20-09-2019(五) 09:15-16:00 

需要義工：4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護送及陪伴院友品茗
及參觀香港懲教博物館 
備註： 
1. 懂輪椅操作及喜歡與長者傾談  
2. 集散地點為九龍塘 

長者 13-09-2019 

27752 全義信望愛 將軍澳 13-09-2019(五) 09:45-13:00 

需要義工：6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陪同輕中度智障人士
進行探訪活動 
備註：有接觸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智障人士 06-09-2019 

27746 
假日活動 
預埋你 

北區 

08-09-2019(日) 10:00-12:00 需要義工：各 4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帶領並照顧輕中度智
障人士外出玩樂，然後返回中心  
備註：有服務智障人士經驗更佳 

智障人士 

02-09-2019 

27749 15-09-2019(日) 10:00-12:00 09-09-2019 

27750 29-09-2019(日) 10:00-12:00 23-09-2019 

27778 

大笪地 牛頭角 

20-09-2019(五) 10:15-11:30 需要義工：各 4 位，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陪同需輪椅助行長者
遊公園及商場 
備註：懂輪椅操作 

長者 

13-09-2019 

27779 27-09-2019(五) 10:15-11:30 20-09-2019 

27781 04-10-2019(五) 10:15-11:30 27-09-2019 

27848 郊遊野餐樂 大埔 20-09-2019(五) 09:30-14:30 

需要義工：4 位，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帶領中度至嚴重智障
人士遊覽海濱公園及照顧進食 
備註： 
1. 集散地點為粉嶺； 
2. 須支付$30 膳食費用 

智障人士 09-09-2019 

27743 關懷探訪 荃灣 21-09-2019(六) 10:00-13:00 

需要義工：30 位，未滿 14 歲需家
長陪同 
義工職責：攜同心意包上門探訪
行動不便長者 
備註：請衡量身體狀況能否攜同
心意包 

長者 13-09-2019 

 
籌款服務 

27586 
香港國際社會
服務社賣旗日 

全港 14-09-2019(六) 07:0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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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9-2019 

27125 
基督教巴拿巴
愛心服務團賣

旗日 
港島區 21-09-2019(六) 07:00-12:30 市民大眾 13-09-2019 

27538 
香港基督教更
新會賣旗日 

港島區 05-10-2019(六) 08:00-12:00 市民大眾 13-09-2019 

 
導師服務 

27643 

4C 青年義工領
袖計劃

2019-2020 團隊
導師 

待定 
01-09-2019 至 31-08-2020 

日期及時間：待定 

需要義工：1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擔任團隊導師，與青
少年義工開會，分享經驗，支援
策劃社區服務，定期匯報進度  

青年 05-09-2019 

27761 
方型踏步 
運動班 
導師 

中區 
15-10-2019 至 26-11-2019 

(逢星期二) 
10:30-11:30  

需要義工：2 位，20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教導長者方型踏步技
巧，訓練平衡力 
備註：具方型踏步訓練證書 

長者 08-09-2019 

27475 
義工話劇團 

導師 
鰂魚涌 

03-10-2019 至 05-12-2019 
(逢星期四) 
10:30-12:0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教授長者話劇技巧 
備註：需具相關經驗 

長者 30-09-2019 

27766 
英文入門班 

導師 
香港仔 

10-10-2019 至 28-11-2019 

(逢星期四) 
10:30-11:3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教授長者基本英語知
識 
備註：如退休教師更佳 

長者 10-09-2019 



27765 
手語班 
導師 

香港仔 
08-10-2019 至 26-11-2019 

(逢星期二) 
11:30-12:3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教授長者手語 
備註：具超過一年教授經驗 

長者 30-09-2019 

27764 
中文研習班 

導師 
香港仔 

08-10-2019 至 26-11-2019 

(逢星期二) 
10:30-11:3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教授漢字知識及歷史 
備註：如退休教師更佳 

長者 08-09-2019 

27637 
多元創意 

手工藝班 A 班 
導師 

牛頭角 
21-09-2019 至 14-12-2019 

(逢星期六) 
14:30-15:3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指導 6-8 歲兒童創作手
工藝技巧 
備註：能操流利廣東話，曾接受
繪畫訓練 

兒童 06-09-2019 

27638 
多元創意 

手工藝班 B 班 
導師 

牛頭角 
21-09-2019 至 14-12-2019 

(逢星期六) 
14:30-15:3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指導 9-11 歲兒童創作
手工藝技巧 
備註：能操流利廣東話，曾接受
繪畫訓練 

兒童 06-09-2019 

27639 
兒童畫藝展 
才能 A 班 

導師 
牛頭角 

21-09-2019 至 14-12-2019 
(逢星期六) 
14:30-15:3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指導 6-8 歲兒童繪畫技
巧 
備註：能操流利廣東話，曾接受
繪畫訓練 

兒童 06-09-2019 

27640 
兒童畫藝展 
才能 B 班 

導師 
牛頭角 

21-09-2019 至 14-12-2019 
(逢星期六) 
14:30-15:30 

需要義工：1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指導 9-11 歲兒童繪畫
技巧 
備註：能操流利廣東話，曾接受
繪畫訓練 

兒童 06-09-2019 

 
其他 

27476 
視障之星樂團 
結他手/鼓手 

/編曲 
深水埗 

01-08-2019 至 31-07-2020 

(每月第 2 及第 4 個星期
五) 

18:00-21:00(可商議) 

需要義工：4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擔任視障之星樂團的
結他手或鼓手，與團員一起演奏
流行音樂；或將流行音樂重新編
曲，發揮視障人士的音樂潛能  

視障人士 30-09-2019 

27853 
認識香港 

海上文化交流
活動 

維多利亞
港 

15-09-2019 至 31-10-2019 
(服務時間待定) 

需要義工：80 位，18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在帆船上協助一般操
作，向外國人介紹香港沿岸景點
及歷史 
備註： 
1. 具良好英語能力； 
2. 對水上活動有基本認識，認識
維港兩岸景點及歷史 

家庭 15-09-2019 

27832 
「信望同行」 

步行籌款 
錄影 

西貢 12-10-2019(六) 08:15-13:30 

需要義工：2 位，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錄影步行籌款、舞台、
攤位花絮 
備註： 
1. 自備器材； 
2. 擅於拍攝戶外場境； 
3. 大會提供小食及水 

長者 20-09-2019 

27739 
保羅 

35 周年院慶 
錄影 

沙田 19-10-2019(六) 10:30-15:00 

需要義工：2 位，16 歲或以上 
義工職責：錄影院慶活動 
備註： 
1. 懂錄影技能，需自備器材； 
2. 提供膳食 

成人 30-0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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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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volunteering.org.hk/
http://www.immd.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