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1—3月  JAN—MAR 2023                 歡迎取閱 

本會獲香港公益金撥款資助，推行「流動輪椅支援站」，由貨車改裝成流動輪椅支援站，車內配以

充足維修設備，定期停泊全港各區，為有需要市民提供輪椅免費檢查服務，及即時處理各樣維修問

題，同時提供輪椅檢查保養正確訊息，提升輪椅使用者的輪椅安全度及耐用度。 

有限公司 

流動輪椅支援站    服務全港各區巿民 

輪椅安全勿忽視‧ 

定期檢查你要知  

 如果你的輪椅從未檢查過 

         如果你的輪椅有部件鬆脫 

                  如果你的輪椅胎開始損耗 

 為市民提供免費輪椅檢查服務 (更換零件需自費) 

 停泊地點如下，請參閱背面各站停泊時間表，敬請預約！ 

 

 

本計劃由香港公益金資助 

This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Community Chest 

停泊地點及時間有可能臨時修改，恕不另行通知。歡迎致電預約查詢！ 

停泊時間：上午 10:30—1:00 / 下午 2:30—5:00 

網址 : www.hkwheelchair.org.hk  

歡迎致電 ２１９４９６６６ 預約查詢   

九龍區 新界區 港島區 

藍田德田邨德禮樓側橋底空地 將軍澳貿業路 (寶林港鐵站) 大坑勵德邨邨榮樓閘口平台

車場(停車場御貨區) 牛頭角花園大廈百靈樓 (正門) 沙田馬鞍山錦龍苑龍欣閣側 

黃大仙上邨 (詠善樓側) 粉嶺聯和墟 (御庭軒對出) 鴨脷洲邨利寧樓與國際學校 

(中間空地) 青衣長安邨安泊樓側 粉嶺祥華邨 (祥景樓側) 

何文田樂民新邨 G 座地下 

(靠背壟道升降機大堂側) 

天水圍天悅邨悅泰樓地下 堅尼地城 觀龍樓 

(停車場御貨區) 屯門兆麟苑兆麟商場對開 

荃灣滿樂大廈 (沙咀道141號) 

(福至樓與安寧樓中間空地) 

沙田車公廟站單車停泊處對出 

(車公廟站A出口，橋底馬路邊) 

堅尼地城 科士街 

(港鐵C出口，樹牆位置) 

慈雲山慈康村康德樓對出 大埔大元邨泰民樓對出空地 

  

小西灣邨瑞益樓側 

(圓形廣場對出) 

離島區大嶼山  富東健康中心對出富東街     筲箕灣愛東邨 東旭樓側 

http://www.hkwheelchair.org.hk


MON 週一 WED 週三 THU 週四 FRI 週五 TUE 週二 

上午 / 下午 上午 / 下午 上午 / 下午 上午 / 下午 上午 / 下午 

 
1 土瓜灣 
    樂民新邨 

2 將軍澳寶林站 
 

3 黃大仙上邨 / 
   慈雲山慈康邨 

 
                    

6 8 天水圍天悅邨 9 小西灣邨 10 屯門兆麟苑 7 富東 / 青衣 

13 15 觀龍樓 / 科士街 16 大埔大元村 17 藍田德田邨 14 荃灣滿樂大廈 

20 
22 車公廟站 
 

23 牛頭角花園大廈 24 鴨脷洲邨 
21 筲箕灣愛東邨 
     /大坑勵德邨 

27 錦龍苑    
28 粉嶺聯和墟 / 
    粉嶺祥華邨 

 TUE 週二 WED 週三 THU 週四 FRI 週五 

上午 / 下午 上午 / 下午 上午 / 下午 上午 / 下午 上午 / 下午 

2 元旦假期 3 富東 / 青衣 4 天水圍天悅邨 5 小西灣邨 6 屯門兆麟苑 

9 10 荃灣滿樂大廈 11 觀龍樓 / 科士街 12 大埔大元村 13 藍田德田邨 

16 
17 筲箕灣愛東邨 
     /大坑勵德邨 

18 車公廟站 19 牛頭角花園大廈 20 鴨脷洲邨 

23  新春假期 24   新春假期 25  新春假期 26  新春假期 27 新春假期 

30 
31 粉嶺聯和墟 
      /祥華邨    

   

 

23

年 

 3

月 

               ※ 如服務時間及地點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流動輪椅支援站時間表 
停泊時間：上午10:30—1:00 /  下午2:30—5:00 

MON 週一 WED 週三 THU 週四 FRI 週五 TUE 週二 

上午 / 下午 上午 / 下午 上午 / 下午 上午 / 下午 上午 / 下午 

 
1 土瓜灣 
    樂民新邨 

2 將軍澳寶林站 
 

3 黃大仙上邨 / 
   慈雲山慈康邨 

 
                    

6 8 天水圍天悅邨 9 小西灣邨 10 屯門兆麟苑 7 富東 / 青衣 

13 15 觀龍樓 / 科士街 16 大埔大元村 17 藍田德田邨 14 荃灣滿樂大廈 

20 
22 車公廟站 
 

23 牛頭角花園大廈 24 鴨脷洲邨 
21 筲箕灣愛東邨 
     /大坑勵德邨 

27  
29 土瓜灣 
    樂民新邨 

30 將軍澳寶林站 
31 黃大仙上邨 / 
   慈雲山慈康邨 

28 粉嶺聯和墟 / 
    粉嶺祥華邨 

 

23

年 

 1

月 

 

23

年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