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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耆望成真·长者微心愿”
服务简介

一、“耆望成真” 微心愿服务简介

广州公益“时间银行”的“耆望成真·长者微心愿” 服务

旨在整合爱心资源和社会力量，为全广州市有需要的老年人

实现愿望，通过建立“群众点单—平台派单—志愿者接单—

群众评单”的服务流程，实现老年人需求与社区志愿服务资

源的供需对接，为其提供一系列发展增能和支援服务，提升

老年人生活质量，帮助他们安享晚年。

二、平台功能简介

1.“耆望成真·长者微心愿”模块

时间银行平台的“耆望成真·长者微心愿”是老年人的

专属模块，在模块主页可点击查看“耆望成真·长者微心愿”

项目简介、服务类型，以及可以通过“耆望成真·长者微心

愿”模块进行发单、捐分、接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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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望成真·长者微心愿”的服务类型包括专业服务类

和志愿服务类。专业服务类由专业服务机构提供服务，上门

服务人员具备专业资格资质；志愿服务类由平台志愿者提供

服务。

服务类别 服务名称 服务内容 申请要求

专业服务类

安心包：

家居环境消毒

1.擦拭消毒：使用国家规定疫情

标准含氯消毒剂，对室内常接触

门窗把手的物体进行擦拭消毒杀

菌，适用于中小件物品；

2.喷雾消毒：使用喷雾器进行大

面积的物表消毒，实现均匀、高

效消毒，用于大面积物表，如地

面、墙面；

3.空间消毒：使用超低容量喷雾

器对室内空间进行雾化消毒，颗

粒度极小。

1.每人仅限申请 1次；

2.消毒范围仅限 100

平方米以内；

3.视实际情况而定，每

次 2-3 小时。

放心包：

居家清洁

1.家居清洁：对客厅、卧室、厨

房、洗浴间、卫生间等居家环境

进行清扫、清洁；整理床铺〔铺

床、叠被子）及其他物品；

2.洗涤服务：清洗与晾晒衣物、

床上用品（床单、被套、枕套）、

窗帘、毛巾等。大件、贵重衣物

可采用集中送洗方式。

1.每人仅限申请 1次；

2.视实际情况而定，每

次 2-3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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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包：

居家照护

1.助餐配餐：代买食材、清洗烹

饪、协助进食、协助做餐、餐后

卫生等；

2.个人护理：协助洗头、洗澡(温

水擦浴、沐浴)、床上浴，协助穿

脱衣、洗脸、梳头、剃须、刷牙、

修剪指甲等。

1.每人仅限申请 1 次；

2.视实际情况而定，每

次 2-3 小时。

健康包：

中医理疗

根据服务对象的身体情况及个人

意愿，提供以下理疗服务：1.全身

按摩；2.艾灸；3.刮痧；4.拔火罐；

5.针灸理疗；6.足部理疗；7.器械

按摩；8.颈肩推拿；9.中药封包；

10.预防保健。

1.每人仅限申请 1次；

2.视实际情况而定，每

次 1.5-2小时；

3.需要在订单中中备

注需要选择哪一项服

务，可选 1-3 项。

健康包：

帕金森/失智症/

中风患者居家护

理

基础照护、被动\主动康复训练、

理疗治疗、器具指导、尿管/胃管

等管道管理、压疮护理、语言训

练、吞咽训练、精细康复训练、

心理关怀等综合护理。

1.每人仅限申请 1次；

2.视实际情况而定，每

次 1.5-2小时。

健康包：

肿瘤康复患者居

家护理

基础照护、恢复训练、伤口护理、

造口/造瘘口护理、尿管/导管等管

道管理、压疮护理、心理关怀、

营养调理、理疗治疗等综合护理。

1.每人仅限申请 1次；

2.视实际情况而定，每

次 1.5-2小时。

健康包：

术后患者居家护

基础照护、恢复训练、伤口护理、

造口/造瘘口护理、尿管/导管等管

1.每人仅限申请 1次；

2.视实际情况而定，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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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道管理、压疮护理、心理关怀、

营养调理、理疗治疗等综合护理。

次 1.5-2小时。

健康包：

骨科疾病康复护

理

基础照护、康复训练、康复治疗、

康复仪器指导、饮食指导、用药

指导、心理关怀等综合护理。

1.每人仅限申请 1次；

2.视实际情况而定，每

次 1.5-2小时。

健康包：

个别医疗患者护

理

鼻饲、物理降温、导尿、压疮护

理、创口换药、吸氧、造口护理

等专业护理。

1.每人仅限申请 1次；

2.视实际情况而定，每

次 1.5-2小时。

暖心包：

线上问诊

1.疫情咨询：各地疫情数据统计分

析更新、疫情谣言辟谣。

2.防护指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自

测评估、感染者同乘查询、防护

常识指导。

3.常慢病咨询：专科医生提供各种

常、慢病在线咨询问诊。

1.不限申请次数；

2.视实际情况而定，每

次 30-45分钟。

暖心包：

线上咨询

1.营养咨询：由专业营养师

2.护理咨询：由专业护士提供线上

护理指引或咨询。

1.不限申请次数；

2.视实际情况而定，每

次 30-45分钟。

暖心包：

线上心理慰藉

心理咨询：为有需要的困难群众

提供专业的线上心理辅导服务。

1.不限申请次数；

2.视实际情况而定，每

次 30-45分钟。

志愿服务类

常规志愿服务：

探访关怀

入户探访，提供陪伴、支持、疏

导等关怀服务。
不限次数。

常规志愿服务： 定期定点电话访问，提供安慰、 不限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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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访关怀 支持、疏导等关怀服务。

常规志愿服务：

上门送餐

配合养老大配餐，提供送餐上门

服务。
不限次数。

专才志愿服务：

上门义剪
提供上门理发服务。 不限次数。

专才志愿服务：

上门义修

提供上门维修电器设备及物品的

服务。
不限次数。

代办志愿服务：

代购物资
提供代买生活必需品的服务。 不限次数。

代办志愿服务：

代领/代送物品

提供代收、取、寄、送物品的服

务。
不限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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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功能介绍

（1）服务对象录入：根据服务对象提供的信息，如姓

名联系方式、证件号码、政治面貌、户籍信息、居住地址等，

为服务对象完成信息录入。服务对象录入可以为他人录入信

息，也可以为自己录入信息，服务对象信息录入是服务订单

发布的前提。

（2）我要发单：根据服务对象/自己个人的需要，为服

务对象/自己申请订单服务，订单服务包括专业类服务及志愿

类服务。订单服务申请后需要社工站及广州市志愿者协会完

成审核后方能成功发布。

（3）我要捐分：志愿者可以为平台上发布的订单捐赠

时间积分。

（4）我要接单：志愿者可以根据订单服务需求进行接

单，申请接单后需要社工站完成审核后才能成功接单。志愿

者只能接取志愿类服务的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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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耆望成真·长者微心愿”服务
志愿者操作指引

志愿者下载广州公益“时间银行”APP并注册登录，点

击【首页】-【微心愿】可进入微心愿平台，进行服务对象录

入、发单、捐分、接单等操作。

一、服务对象录入指引

第一步：点击【首页】-【微心愿】，进入“微心愿”页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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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点击【服务对象录入】，再点击右上角“添加”

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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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根据提示填写服务对象信息，点击“录入”即

完成录入操作。

第四步：耐心等待服务对象户籍所在街道社工服务站的

审核。审核通过后，服务对象标签显示为“启用中”，即服

务对象资料正式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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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单指引

服务对象资料成功入库后，方能为服务对象发单。

第一步：点击【首页】-【微心愿】，进入“微心愿”页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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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在“微心愿”页面中点击【我要发单】，进入

发单页面，再次点击【我要发单】。

第三步：根据提示填写服务对象和需求信息等，点击【添

加】即可提交发单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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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等待辖区社工站以及广州市志愿者协会完成初

审及终审。终审通过后即成功发单。

备注：在【我的-我的 v订单】中，在“我发出的订单”

即可查看订单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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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捐分指引

第一步：点击【首页】-【微心愿】，进入“微心愿”页

面。

第二步：点击【我要捐分】进入捐分页面，选择相应的

订单，点击【立即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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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在订单详情页面点击【我要捐分】，则会显示

个人账户拥有的积分以及订单目前仍需募集的积分，点击固

定积分金额或在“其他”栏输入积分数额，点击捐赠积分，

即可为该订单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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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出现“捐赠成功”页面即成功为订单捐分。点

击【分享】可将捐分信息分享至微信好友或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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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单指引

第一步：点击【首页】-【微心愿】，进入“微心愿”页

面。

第二步：点击【我要接单】-【立即接单】，进入订单详

情，选择相应的订单并查看订单信息，点击【我要接单】即

可完成接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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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若只显示【我要捐分】按钮，原因为：

1.订单尚未完成积分募集，订单需要募集一定的积分才

能启动接单；

2.由于该订单服务类型属于专业服务类，仅限于专业服

务机构接单。

第三步：耐心等待社工站的审核。志愿者可在【我的-

我的 v 订单】中查看审核结果。审核通过后即完成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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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签到签退指引

1.打卡签到

点击【我的】打开个人中心，然后点击【签到】-【订单】，

找到相应的订单，点击【打卡签到】即完成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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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打卡签退

点击【我的】打开个人中心，然后点击【签到】-【订单】，

找到相应的订单，点击【打卡签退】后上传服务照片，再点

击【提交】即可完成签退。

六、时数认证

服务结束后，APP将根据签到、签退时间记录志愿者个

人的服务时数，经活动主办方确认以及平台认证后，方能生

成个人服务时数。若订单服务时数一直处于“待认证”状态，

请及时联系相应的社工站，提醒其进行订单时数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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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耆望成真·长者微心愿”服务
团队操作指引

志愿服务团队可通过广州公益“时间银行”APP进行服

务对象录入、发单等操作。

一、服务对象录入指引

第一步：点击【首页】-【微心愿】，进入“微心愿”页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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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点击【服务对象录入】，再点击右上角“添加”

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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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根据提示填写服务对象信息，点击“录入”即

完成录入操作。

第四步：耐心等待服务对象户籍所在街道社工服务站的

审核。审核通过后，服务对象标签显示为“启用中”，即服

务对象资料正式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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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单指引

服务对象资料成功入库后，方能为服务对象发单。。

第一步：点击【首页】-【微心愿】，进入“微心愿”页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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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在“微心愿”页面中点击【我要发单】，进入

发单页面，再次点击【我要发单】。

第三步：根据提示填写服务对象和需求信息等，点击【添

加】即可提交发单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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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等待辖区社工站以及广州市志愿者协会完成初

审及终审。终审通过后即成功发单。

备注：在【我的-我的 v订单】中，在“我发出的订单”

即可查看订单进度。



26-

第四章：“耆望成真·长者微心愿”服务
社工站操作指引

社工服务站可通过广州公益“时间银行”APP进行服务

对象录入、发单等操作；通过广州公益“时间银行”后台进

行服务对象录入、发单、审核（包括服务对象入库审核、发

单审核、志愿者/服务对象接单审核等）订单时数认证等操作。

一、APP操作指引

（一）服务对象录入指引

第一步：点击【首页】-【微心愿】，进入“微心愿”页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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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点击【服务对象录入】，再点击右上角“添加”

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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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根据提示填写服务对象信息，点击“录入”即

完成录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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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在后台登录社工站账号，在【工作台】-【服

务对象审核】处找到相应的服务对象，在【操作】栏中点击

【审核通过】即完成服务对象信息入库。

（二）发单指引

第一步：点击【首页】-【微心愿】，进入“微心愿”页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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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在“微心愿”页面中点击【我要发单】，进入

发单页面，再次点击【我要发单】。

第三步：点击【我要发单】，填妥相关资料后，点击“添

加”即可提交发单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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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等待广州市志愿者协会完成审核。审核通过后

即成功发单。

备注：在【我的-我的 v 订单】中，在“我发出的订单”

即可查看订单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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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台操作指引

（一）服务对象录入指引

第一步：点击【服务对象库】-【服务对象添加】。

第二步：填写服务对象信息，点击“保存”即完成服务

对象信息入库。

（二）发单指引

第一步：点击【v 订单管理】-【v 订单记录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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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填写订单基本信息及服务对象信息，点击【保

存】后即完成发单申请。

第三步：等待广州市志愿者协会完成审核。审核通过后

即成功发单。

备注：在【v 订单管理】-【v 订单记录列表】查看订单

进度。

（三）审核操作指引

社工站接收到辖区内的服务对象入库申请、订单发布申

请、接单申请等，需要进行审核的操作，具体操作如下：

1.服务对象入库审核

第一步：在【工作台】-【服务对象审核】，找到【待审

核】列表中，点击服务对象姓名进入服务对象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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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根据社工站掌握的服务对象资料，查看并核实

服务对象信息。

第三步：在服务对象列表【操作】栏中进行审核。

2.订单发布审核

第一步：在【工作台】-【v订单审核】，找到【待审核】

列表，点击【操作】中的“前往审核”。

第二步，查看订单信息并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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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查看并核实订单信息，进行审核。

说明：社工站是订单信息的初审单位，订单的成功发布

还需要广州市志愿者协会完成终审。

3.接单人/接单服务商审核

第一步：在【工作台】-【v 订单审核】-【全部】列表

中或【v 订单管理】-【v 订单记录列表】中，点击【订单号】

进入【订单跟踪】页面。

第二步：在【操作】栏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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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服务商是指专业服务机构，专业类服务由专业服务机

构接单；

2.社工站需要审核辖区内发布的所有订单的接单人/接

单服务商信息，并且需要跟进订单服务的过程。

（四）时数认证操作指引

社工站需要为辖区内发布的所有订单进行时数认证，具

体操作如下：

第一步：在【工作台】-【v 订单审核】-【全部】列表

中或【v 订单管理】-【v 订单记录列表】中，点击【操作】

栏中“认证”按钮。

第二步：填写时数认证信息并完成服务评价，点击【保

存】即完成时数认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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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耐心等待广州市志愿者协会的审核。审核通过

即完成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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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联系我们

用户在使用广州公益“时间银行”平台过程中，如有任

何疑问或建议，可联系广州公益“时间银行”平台服务团队，

具体方式如下：

一、平台客服电话

通过平台客服电话进行咨询，平台客服电话为：

020-81566074,18688874961。

二、广州公益“时间银行”官方微信

通过官方微信进行咨询，广州公益“时间银行”官方微

信号为：GZTimeBank。

三、现场咨询

现场咨询，地址为：广州市荔湾区环市西路 68号 603

室。

交通指引：

地铁前往：地铁 5号线西村站 B出口，出站后过斑马线

顺着车流方向直走 200 米即可到达；

公交前往：公交站克山站或富力环市西苑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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