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9年度（第三期） 1月 - 3月活動             出版日期：2018年 1月 7日 

1. 「人人有利事」新春籌款活動宣傳大使 截止登記：1月 27日(日) 

義工對象 
已成為希望小天使計劃之成員 
＊適合任何年齡成員參加 

「人人有利事」 

活動簡介 

本處於每年農曆新年均舉行「人人有利事」活動，支持本處的服務發展。 

2019 年的活動將於 1 月 28 日至 2 月 28 日舉行，邀請各界熱心人士每人捐出  

一封「利是」，攜手幫助弱勢社群，同時透過活動提醒大眾在這充滿祝福和關懷

的中國重要傳統節日，不忘以行動關心社會上有需要的人，發揮仁愛精神。 

善款用途：支持本處的「服務發展專款」，用以維持及發展各項非政府資助   

服務，讓更多弱勢社群受惠。 

支持方法：將捐贈的「利是」交到本處總部（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33 號     

6樓）或轄下的各服務單位之捐款收集箱。 

推廣大使使命 
呼籲身邊的朋友一起支持「人人有利事」活動，在新春喜氣洋洋的日子，一同 

感受施比受更為有福的喜悅。 

成為推廣大使

方法 

1. 請於 2019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15 日期間，在希望小天使或家長的個人臉書

(Facebook)上載小天使手持「利是」或活動單張的照片，貼文介紹本活動*，

分享對象為朋友或公開，並標註照片(Tag)為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貼文完成後，請把屏幕截圖(Screen Capture)電郵給 

我們。 

2. *貼文的文字包括：我是「希望小天使」計劃成員，現誠邀您與我一起支持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人人有利事」籌款活動，捐出一封「利是」，攜手幫助 

弱勢社群。 

3. #所提交的屏幕截圖 (Screen Capture)及推廣大使等資料，將有機會用作  

本處公開宣傳「人人有利事」活動之用，恕不另行通知，敬請留意。 

提交屏幕截圖

及限期 

於 2019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15 日期間，將貼文的截圖及個人臉書帳號名稱，  

連同小天使中文姓名電郵至 angelofhope.hkcs@gmail.com「希望小天使計劃」

秘書處。 

＃逾期遞交作品者將不獲義工時數 

義工時數 0.5小時 

報名程序及須知： 

1. 名額不設上限，但仍須預先登記。 

2. 是次義工服務截止報名日期為 1月 27日(星期日) 

3. 請於連結登記成員資料 https://goo.gl/forms/Kbm6SsNCWlqOVcd73 

4. 已登記的成員將於 1月 28 日(星期一)中午前收到我們的電郵確認。 

如遞交登記後沒有收到我們的確認通知，請最遲於 1月 28日(星期一)下午 4時前致電秘書處。 

mailto:angelofhope.hkcs@gmail.com
https://goo.gl/forms/Kbm6SsNCWlqOVcd73


 

 

2. 華康共融樂                        截止登記：1 月 20 日(日) 

義工對象 

只限已成為希望小天使計劃成員與家長以親子形式一同參與 
＊適合 K2或以上 

＊活動以廣東話進行 

＊由於場地所限，為讓更多成員及長者參與，是次活動只限一位家長陪同，敬請合作。 

日期 2019年 2月 16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 2:00至 4:30 

地點 香港華富邨(本處服務單位-華康安老院) 

義工服務目的 

1. 促進長幼共融 

2. 提升與長者溝通技巧 

3. 發揮創造力與動手實踐能力 

4. 發揮潛能，增加自信心 

義工服務內容 

1. 與長者一起玩遊戲及聊天分享，提升長者的正能量。 

2. 發揮小天使的演藝潛能(如歌唱、跳舞、演奏樂器、功夫示範等)，為長者 

表演，傳揚歡樂氣氛。(表演建議包含中國傳統元素或以賀新年為主題。) 

3. 由導師帶領一同製作賀年小手工，歡歡樂樂同慶新年。 

4. 小天使們必須準時出席及參與整節時段，包括服務前簡介、與長者共樂及 

服務後總結經驗分享。 

出席前預備 

1. 有意表演的小天使，必須預先報名及填寫表演項目，表演時間約 1-3 分鐘。

鼓勵自由創作，發揮小天使潛能，最重要是小天使亦能樂在其中。 

活動當日不設綵排時間，如需播放音樂、器材及道具請自備。 

請留意是次活動場地表演的空間較為狹窄。 

2. 小天使及家長們請穿著輕便衣服出席。 

3. 建議家長預先向小天使說明參與的活動性質及意義，令小天使能投入地 

參與及幫助加強學習效果。 

義工時數 2.5小時 

報名程序及須知： 

1. 名額有限，參加名額將以抽籤形式分配，而非先到先得。 

2. 是次義工服務截止登記日期為 1月 20日(星期日) 

3. 請於連結登記成員資料 https://goo.gl/forms/lfilJcoi4UP5zr7Y2  

4. 已登記的成員將於 1 月 21 日(星期一)中午前收到我們的電郵確認。如遞交登記後沒有收到 

我們的確認通知，請最遲於 1月 21日(星期一)下午 4時前致電秘書處。 

5. 經抽籤後，各已登記的成員將於 1月 23日(星期三)中午前收到電郵通知名額分配結果。 

6. 獲分配名額之成員，請依電郵上的連結於限期內回覆確認參加，若逾期未有回覆者，則視同 

放棄參加資格，我們將安排候補者補上。 

7. 首次參加及未曾因個別事故(包括病假或退出)缺席活動者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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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希望小天使壁報製作義工隊 截止報名：2月 24日(日) 

義工對象 

只限已成為希望小天使計劃成員與家長以親子形式一同參與 

＊適合就讀小學的成員參加 

＊活動以廣東話進行 

＊鼓勵父母一同出席是次活動，尤其鼓勵父親參與 

日期 2019年 3月 16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 2:00至 4:30 

地點 九龍觀塘 (本處服務單位–展華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義工服務目的 

1. 發揮創造力與動手實踐能力 

2. 學習與他人相處及合作 

3. 親子共樂及溝通 

義工服務內容 

1. 協助中心翻新及美化壁報，分組預備壁報材料，包括填色及剪貼等。 

2. 由工作人員及家長張貼壁報材料，小天使從旁協助。 

3. 小天使們必須準時出席及參與整節時段，包括活動簡介、壁報製作分工及 

活動後總結經驗分享。 

出席前預備 

1. 活動當日，請小天使們穿著輕便衣服。 

2. 請帶備顏色筆(如木顏色、水筆)、文具(如剪刀、漿糊筆)，另如有需要    

請自備圍裙、手袖和濕毛巾等物品。 

3. 建議家長預先向小天使說明參與的活動性質及意義，令小天使能投入地參與

及幫助加強學習效果。 

義工時數 2.5小時 

報名程序及須知： 

1. 名額有限，參加名額將以抽籤形式分配，而非先到先得。 

2. 是次義工服務截止登記日期為 2月 24日(星期日)。 

3. 請於連結登記成員資料   https://goo.gl/forms/Rl3RKPvfAnmItk0t2 

4. 已登記的成員將於 2 月 25 日(星期一)中午前收到我們的電郵確認。如遞交登記後沒有收到 

我們的確認通知，請最遲於 2月 25日(星期一)下午 4時前致電秘書處。 

5. 經抽籤後，各已登記的成員將於 2月 27日(星期三)中午前收到電郵通知名額分配結果。 

6. 獲分配名額之成員，請依電郵上的連結於限期內回覆確認參加，若逾期未有回覆者，則視同  

放棄參加資格，我們將安排候補者補上。 

7. 首次參加及未曾因個別事故(包括病假或退出)缺席活動者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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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親子義工賣旗活動（尖沙咀區）                 截止登記：3月 3日(日) 

義工對象 

只限已成為「希望小天使」計劃之成員 

＊必須由家長陪同方可進行賣旗 

＊適合任何年齡成員參加 

義工服務性質 親身參與賣旗義工服務，為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出一分力，發揮仁愛精神。 

義工服務目的 
1. 增加接觸社群的機會 

2. 提升積極性及主動性 

日期 2018年 3月 30日(星期六) 

賣旗時段 
上午 9:00至中午 12:00 

＊可自行選定其中不少於 2小時進行實踐 

賣旗地區 尖沙咀區 

義工須知 

1. 於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舉辦之全港賣旗日，參與賣旗義工服務。 

2. 是次賣旗日主辦機構為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並不是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轄 下 或 相 關 的 機 構 ， 有 關 該 機 構 之 簡 介 可 瀏 覽 其 網 頁 

(http://www.hkcccc.org/index.php)。 

「希望小天使」計劃為其中一個協助招募義工參與賣旗服務的義工團體， 

本處需提交閣下的資料（包括參加者資料、聯絡人姓名及聯絡電話）予主辦

機構，敬請留意。報名一經確認，已代表閣下明白及同意希望小天使計劃將

閣下的資料轉交予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作 3月 30日賣旗活動之用。 

3. 領取旗袋： 

必須於賣旗日 3月 30日上午 10時或之前，自行前往指定旗站領取。 

*旗站地址︰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33號地下大堂 

4. 交還旗袋： 

必須於賣旗日 3月 30日中午 12時或之前，自行前往指定旗站交還。 

*旗站地址︰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33號地下大堂 

5. 按社會福利署規定，只限於 3 月 30 日在全港指定地點的公共場所進行賣旗

活動。 

義工時數 

2小時 

＊完成義工服務後，請將一幅小天使於服務當日在公共場所手持旗袋        

進行賣旗服務的相片，連同小天使姓名於 4月 3日 (三 )或之前電郵至 

angelofhope.hkcs@gmail.com，以便秘書處作記錄義工時數及整理服務花絮之用。 

報名程序及須知： 

1. 不設參加的小天使人數上限 

2. 是次義工服務截止登記日期為3月3日(星期日) 

3. 請於連結登記成員資料 https://goo.gl/forms/tffv4jyL86m6pVpw2 

4. 已登記的成員將於3月4日(星期一)中午前收到我們的電郵確認。 

5. 如遞交登記後沒有收到我們的確認通知，請最遲於3月4日(星期一)下午4時前致電秘書處。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希望小天使」計劃秘書處（2731-6369李小姐）。 

****************************************************************************************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希望小天使」計劃秘書處 
地址：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33號 6樓； 
電話：2731 6369；傳真：2731 6363； 
電郵：angelofhope@hkcs.org 

mailto:angelofhope.hkcs@gmail.com
https://goo.gl/forms/tffv4jyL86m6pVpw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