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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輪椅輔助隊有限公司            2010-2011 年報 

簡史及宗旨簡史及宗旨簡史及宗旨簡史及宗旨    

香港輪椅輔助隊於 1997 年由一群熱心義工發起成立，目的為社會上貧窮而又得不到現行社會支援的老弱傷

殘輪椅使用者，提供緊急及廉宜的支援服務。主要為輪椅使用者提供上門緊急輪椅維修、家居輔助設施維

修及特殊個案護送及轉介等服務。 

 

2001 年起租用南昌邨會址，開始提供免費輪椅及輔助工具短期借用服務，為行動不便人士提供支援，同時

出售七成新二手輪椅及輔助工具，讓經濟困難人士可以廉宜的價錢購買合適復康用品。 

 

2003 年本會開展輪椅相關課程講座，為義工、殘疾人士及其家人提供有關輪椅使用、保養及維修知識。 

 

2005 年成為公益金會員機構。開始提供電動輪椅及多功能輪椅租用服務。 

 

2006 年註冊為「香港輪椅輔助隊有限公司」，轉為以有限公司形式運作。同年組成檢查輪椅義工隊，為居

於院舍的長者定期檢查輪椅。 

 

2007 年開展社區推廣工作，舉辦活動及學校講座，讓更多巿民了解輪椅使用者的困難及能力，推動社區和

諧、傷健共融精神。 

 

現時本會為全港老弱傷殘提供以下支援服務： 

1. 上門緊急輪椅維修 

2. 家居輔助設施維修及改建 

3. 特殊個案轉介 

4. 免費輪椅、輔助工具短期借用 

5. 多功能輪椅及電動輪椅租用 

6. 二手輪椅轉讓 

7. 提供相關的訓練課程予義工、殘疾人士及其家人 

使命及理想使命及理想使命及理想使命及理想    
 

本會使命 

令輪椅使用者及其照顧者免受不必要的傷害。 

令輪椅使用者上班、上學及日常活動不因輪椅損壞受影響。 

 

本會理想 

沒有輪椅使用者及其照顧者因輪椅損害而受傷。 

沒有輪椅使用者因輪椅損壞而影響上班、上學及日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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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輪椅輔助隊有限公司            2010-2011 年報 

組織架構組織架構組織架構組織架構 ( 2010 ( 2010 ( 2010 ( 2010----111111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報行委員會 

主席 歐耀佳醫生 

副主席 / 內務監督 盧榮初先生 

外務監督 鍾沛才先生  

財務 陳乙青小姐 

執行委員 陳桂榮先生 

執行委員 曾綺文小姐 

榮譽顧問 關國樂先生  

義務法律顧問  司徒維新律師  

義務核數師  張坤先生  

顧問團 

榮譽顧問 林鉅成醫生 

榮譽顧問 劉千石先生  

榮譽顧問 鍾沛林先生  

會務顧問  麥翠賢小姐  

中心職員 

義工團 

主席的話主席的話主席的話主席的話    

近年香港社會對輪椅相關服務的需求持續增加，本會於本年度共處理個案逾 3,700 多個，累積

受助人記錄逾 6,000，累積轉介機構逾 630 間。但受制於人力資源，本年度服務增長放緩，相應的

輪候服務時間亦增加，為服務更多有需要人士，本會已計劃增聘人手，同時亦成功向香港房屋委員

會申請多租用南昌邨地舖單位，以擴展中心工場、辦公室及課程講座課室等設施。 

 

另一方面，本會今年再度以「輪里關愛」為主題，舉辦全港中小學生聖誕心意咭設計比賽，鼓

勵青少年關心身邊的長者及殘疾人士，藉聖誕佳節送上祝福，發揚鄰里守望相助的精神，共建和諧

社會。同年 12 月舉辦「輪里關愛」步行籌款，為本會籌得港幣 15 萬多元，以支持本會繼續提供廉

宜的服務予受眾。 

 

展望來年，本會同工可繼續發揮專業精神，為全港巿民提供更完善的支援服務。最後，衷心感

謝過去一直熱心支持本會的義工、慷慨捐助本會的善長及緊守崗位的同工，讓本會能繼續服務更多

有需要人士。 

 

主席 

歐耀佳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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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輪椅輔助隊有限公司            2010-2011 年報 

年度服務記錄年度服務記錄年度服務記錄年度服務記錄    

本年度共處理 3,700 多宗個案，每月平均 310 宗。 

2010201020102010 ----11111111年度服務個案分析圖表年度服務個案分析圖表年度服務個案分析圖表年度服務個案分析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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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輪椅輔助隊有限公司            2010-2011 年報 

年度服務記錄年度服務記錄年度服務記錄年度服務記錄    

累積受助人記錄，逾 6,000 人。 

累積轉介機構記錄，近 630 個。 

累積總服務人次逾 22,500。 

累積受助人記錄累積受助人記錄累積受助人記錄累積受助人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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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輪椅輔助隊有限公司            2010-2011 年報 

輪椅相關課程講座輪椅相關課程講座輪椅相關課程講座輪椅相關課程講座    

本年度共完成輪椅相關課程講座 25 個，參與人數共 405 人。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中心名稱中心名稱中心名稱中心名稱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2010 年 4 月 
香港傷健協會照顧者專線 輪椅使用者及照顧者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愛民長者鄰舍中心 輪椅使用者及照顧者 

2010 年 5 月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雲華護理安老苑 中心職員 

基督教播道會美孚長者中心 區內長者及義工 

2010 年 6 月 

香港輪椅輔助隊 中心義工 

基督教播道會福安堂長者中心 區內長者 

循道衞理楊震社會服務處彩虹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區內長者 

2010 年 8 月 

聖公會聖匠堂長者地區中心 中心職員 

信義會沙田多元化老人社區服務中心 區內長者 

禮賢會沙田長者鄰舍中心 中心義工 

2010 年 9 月 
九龍城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 (樂富) 區內長者 

九龍城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 (龍翔) 區內長者 

2010 年 10 月 

春暉護老中心 中心職員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愛民長者鄰舍中心 區內長者 

聖雅各福群會真光護老之家 中心同工 

2010 年 11 月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愛鄰網絡 區內長者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區內長者 

2010 年 12 月 
香港家庭福利會(葵芳)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中心職員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興田村道真堂愛禮信長者中心 區內長者 

2011 年 1 月 
循道衞理楊震社會服務處彩虹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區內長者 

聖雅各福群會中西區長者地區中心 中心職員 

2011 年 3 月 

馬鞍山聖若瑟中學 中學生 

九龍城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 (龍翔) 區內長者 

九龍城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 (樂富) 區內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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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輪椅輔助隊有限公司           2010-2011 年報 

義工隊檢查服務義工隊檢查服務義工隊檢查服務義工隊檢查服務    

檢查義工隊本年度共出勤 37 次，曾到訪以下中心及機構提供輪椅檢查維修服務，受惠人次

共 355 人。 

九龍城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樂富〉 

九龍城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龍翔〉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興田村道真堂愛禮信長者中心 

仁愛堂胡忠長者地區中心 

方國珊議員辦事處 

本會中心 

志蓮日間護理中心 

東華三院黃祖棠長者地區中心 

信義會沙田多元化老人社區服務中心 

春暉護老中心 

基督教聖約教會康靜頤養院 

基督教播道會美孚長者中心 

基督教播道會福安堂長者中心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安定中心及宿舍 

將軍澳厚德商場東翼地下–方國珊議員辦事處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愛民長者鄰舍中心 

循道衞理楊震社會服務處彩虹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嗇色園主辦可聚耆英地區中心 

聖公會聖匠堂長者地區中心 

路德會富欣花園長者中心 

鄰舍輔導會白會督夫人康齡中心 

靠背壟護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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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活動報告年度活動報告年度活動報告年度活動報告    

2010 年 5 月 11 日     接受香港電台第五台 ─ 香江暖流節目電話訪問，介紹本會服務 

2010 年 6 月 2 日      12 屆長者及殘疾人士交通及運輸服務國際大會 

2010 年 6 月〝糉〞是有情顯愛心     及 9月  輪里關愛賀中秋   〈義工探訪活動〉  

2010 年 11 月 28 日  深水埗賀穗亞運暨社區和諧攜手創嘉年華活動  

出版會訊出版會訊出版會訊出版會訊((((半年刊半年刊半年刊半年刊))))    
 
 
 
 
 
 

2010 年 10 月  201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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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輪椅輔助隊有限公司            2010-2011 年報 

年度活動報告年度活動報告年度活動報告年度活動報告    

2010 年 12 月 19 日 「輪里關愛」步行籌款日暨聖誕心意咭設計比賽頒獎禮 

  

服務使用者感想服務使用者感想服務使用者感想服務使用者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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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里關愛輪里關愛輪里關愛輪里關愛」」」」聖聖聖聖誔誔誔誔心意咭設計比賽心意咭設計比賽心意咭設計比賽心意咭設計比賽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鼓勵巿民關心身邊的長者及殘疾人士，藉聖誕佳節送上祝福，發揚鄰里守望相助的精

神，共建和諧社會。 比賽反應熱烈，共收到餘千份參加作品，由評審團水禾田先生、廖仕強先

生及本會主席歐耀佳醫生選出以下優秀得獎作品。 

小學組冠軍 

何宗南 

中學組冠軍 

李珮文 

中學組冠軍 

葉艷芬 

優秀作品於 

將軍澳港鐵站展覽 

頒獎禮盛況 

優秀作品於 

深水埗港鐵站展覽 

作品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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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輪椅輔助隊有限公司            2010-2011 年報 

義工嘉許義工嘉許義工嘉許義工嘉許    

本會的服務一直依靠義工的支援，過去一年義工無私的獻出時間及心思，為全港的老弱傷殘提

供支援服務，總服務時數超過 2,830 小時。為了嘉許各義工的努力，本會於第十三屆週年大會上

頒發以下獎項：〈以 2010-11 年度計算〉  

愛心天使金翅膀獎〈服務時數達 200 小時或以上〉： 

        黎蘇、林家明、許智祥、葉永祥、鄭惠華、林淑清 
 

愛心天使銀翅膀獎〈服務時數達 100 小時或以上〉： 

        甘志祥 
 

愛心天使銅翅膀獎〈服務時數達 50 小時或以上〉： 

        霍偉民、鄧超漢 
 

積極參與愛心獎〈服務時數達 20 小時或以上〉： 

         陳嘉民、陳志傑、盧德聲 

 

除此之外，本會亦代表一眾受助對象衷心感謝曾參與本會服務的義工們： (排名不分前後) 

黃耀華、莫劍鳴、張均棠、黃圻鋒、曾    威、梁億偉、蘇    浚、陳宗瀚、梁志強、余建文、黃漢強、

李炳均、梁嘉儀、黃永康、周芷欣、沈建玲、陳碧蓮、黎江蘭、李立健、陳國敏、麥超任、司徒子

燊、陳詠賢、黃小平、黃安芝、蔡正謙、黃潔心、陳少娟、伍錦鴻、陳廣南、何家雨、何思雅、李

振傑、陳萍芳、張文浩、何耀華、劉金富、李奕德、梁沛明、李輝平、唐康年、林文博、李    強、

賴若洪、葉小健、徐偉斌、林德通、周才華、王浩祥、陳志華、陳嘉寶、蕭展恆、鄭改珠、Rebecca, 

Teresa, Nam, Winnie, Connie, Joan, Stephen, Eric, Jackson, Oscar Lam, Edmond Wong, Renee, Kit, Suki Hon 

本會衷心感謝各界熱心人士及機構過去一年的支持〈排名不分先後，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鳴謝專輯鳴謝專輯鳴謝專輯鳴謝專輯    

Panda 温暖人間 衛向華醫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ZURIA 方國珊小姐 鄭明銓醫生 曉光(土瓜灣)護老中心 

UA Cinema 伍杏修先生 鄺潤德醫生 天主教明德學校舊生會 

海天堂 吳永基先生 飛雪礦物質水 昌興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商燦行 東井圓佛會 寶運有限公司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新健社 林鉅成醫生 香港復康力量 音樂人娛樂製作有限公司 

胡楓先生 胡渭康先生 樂高印刷公司 基督教播道會美孚長者中心 

宏億置業 健康易素食 香港迪士尼樂園 盧榮初、方玉英骨傷科醫館 

林東先生 梁世昌先生 新麗聲製作公司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寶康公園 

美億公司 梁家騮醫生 威信國際升學中心 亞太國際娛樂(香港)有限公司 

瑪浩洋行 葉湛溪先生 馬鞍山聖若瑟中學 香港女童軍總會東九龍地域 

福德學校 廖仕強先生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北葵涌區第十

三旅 權威廣告 劉修華醫生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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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輪椅二手輪椅二手輪椅二手輪椅、、、、輔助工具租借及出售服務輔助工具租借及出售服務輔助工具租借及出售服務輔助工具租借及出售服務    

本會得社會上各界人士慷慨捐贈二手輪椅及輔助工具等物資，於本年度(2010-11)共收到捐贈手推

輪椅 119 部、電動輪椅 8 部、輔助工具 64 件〈包括沖涼椅、助行架、手扙等等。〉這些物資經

本會技師檢測後，損壞的輪椅物資可分拆成有用的零件，而性能良好的則可以作借用、租用或出

售，讓有需要人士可以廉宜的價錢獲得適切的服務。  

 本會衷心感謝各界人士慷慨捐贈物資〈排名不分先後，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鳴謝專輯鳴謝專輯鳴謝專輯鳴謝專輯    

2010201020102010----2011201120112011年度轉售輔助工具類別年度轉售輔助工具類別年度轉售輔助工具類別年度轉售輔助工具類別

手推輪椅

59%

大便椅

10%

步行架

13%

四腳手叉

9%

手杖

4%

其他

5%

2010201020102010 ---- 2011201120112011年度租借物資種類年度租借物資種類年度租借物資種類年度租借物資種類

其他

0.5%

電動輪椅

4.7%

充電器

0.7%

步行架

4.3%

高背椅

0.3%

大便椅

3.4%

手义/扙

7.8%

輪椅

78.3%

余新 李潤嬌 莫群合 劉文美 江鎮添 張春杏 植亞二 盧展敏 夏女士 楊愛萍 愛寶公司 

李太 李學文 郭先生 劉卓炳 米萬華 張清儀 游群英 錢正求 陳韻靜 楊緒寶 司徒秋珍 

林芸 車惠嫻 陳小姐 劉泳兒 何小姐 張智昌 無名氏 謝淑珍 葉偉雄 柯嘉春 Daniel Tam 

莊太 周晶瑩 陳月霞 劉崇新 何偉強 張榮正 黃立勳 謝慧英 鄭錫君 倪永強 Knight Frank 

葉生 周燕葵 陳木清 劉碧珊 何瑞華 張燕雲 黃明珠 謝錦倫 關婆婆 陳梅珍 Kong Kwok Wai 

鄧蘭 林子良 陳永興 劉慧筠 吳玉棠 張錦偉 黃展程 鍾春蓮 葉文龍 陳獅雄 Lau Ho Lan 

謝太 林月興 陳安娜 劉興傑 余華霖 梁仕蘭 黃惠瓊 鍾潤娣 葉詠蘭 廖艷華 Leung Ngai Wah 

謝倩 林志華 陳色球 樊寶祥 吳石龍 梁正益 黃葵卿 鍾潤煌 關后祥 鄭承瑞 Michael Ng 

譚堯 林兩漢 陳志龍 潘安盛 吳伯駒 梁先生 黃嘉儀 瞿素珍 允美蘭 吳錦波 Regina Wong 

譚蘭 林健德 陳俊傑 蔣國雄 吳妙蘭 梁劍明 黃慧玲 李翠芳 孔小姐 岑慧經 Tang Sai Keung 

關細 林惠珍 陳美美 蔡惠康 吳惠蘭 梁麗珍 黃寶有 李妹棠 唐倩薇 楊小姐 Tang Siu Mei 

黃玉 林慧玲 陳美蘭 蔡順萍 容美玲 梁惠芳 鄧泳天 李慧萍 唐梓華 楊惠珊 Tom Reywold 

趙好 邱敏儀 陳根田 王先生 高韻雯 梁惠珍 鄧偉鈞 李兆君 陳碧娥 顏莊然 Wong Pui Ling 

劉麗 洪大妹 陳偉雄 王美珍 區漢姬 陳寶笑 鄧嫻芝 李君浩 陳樹漢 羅偉堅 頌恩護理院 

高全 韋金卿 葉鏡森 王傑慶 區鳳珍 麥潔玲 鄧錦芳 梁慧蘭 鄭國樑 黎日鋒 陸榮泰夫婦 

Benny 譚漢森 詹美美 王漢添 張永強 曾月萍 黎淑雅 梁炳明 鄭漢成 何郭少萍 圓玄護老院 

B.Lee 梁麗霞 鄒紹鴻 江啟良 張先生 曾華兒 黎細嫻 梁現娣 羅樹嬌 歐陽燕琼 仁愛堂 (元朗)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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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衷心感謝各善長慷慨捐助本會〈排名不分先後，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本會衷心感謝各界人士慷慨捐贈物資〈排名不分先後，如有錯漏，敬請指正〉...續上頁 

鳴謝專輯鳴謝專輯鳴謝專輯鳴謝專輯    

胡穎嫻(李慧芳) 九龍城浸信會

長者鄰舍中心 

東華三院唐永紹長

者中心 

循道衛理楊震愛民

長者鄰舍中心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 南

山中心 張淇 (盧帶娣) 

信義會恩頤居 香港家庭福利

會-坪洲分會 

東華三院黃祖棠長

者地區中心 

循道衛理楊震彩虹

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 寶

琳宿舍 兒童癌病基金 

香港肌健協會 基督教播道會

美孚長者中心 

東華三院賽馬會護

理安老院 

明愛北區綜合家居

照顧服務 

圓玄護養院暨長者日

間護理中心 (梨木樹村) 錦潤企業有限公司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聖雅各懷愛長

者鄰舍中心 

者康會東蓮覺苑護

理安老院 

明愛田灣綜合家居

照顧服務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HK) Ltd. 伍少梅安老護理院 

明愛麗閣長者中心 保良局劉陳小

寶者暉中心 

竹園區神召會鳳德

護老健康中心 

香港聖公會太和長

者鄰舍中心 

信義會沙田多元化老

人社區服務中心 保良局壬午年者樂居 

保良局癸未年樂頤居 耆康會荃灣長

者地區中心 

仁濟醫院鄧碧雲紀

念長者鄰舍中心 

嗇色園主辦可聚耆

英地區中心 

鄰舍輔導會利東鄰里

康齡中心 修女之家 (仁愛之家) 

九龍主恩堂敬老之家 聖公會李嘉誠

護理安老院 

聖公會湖景綜合復

康服務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 

安定中心及宿舍 

鄰舍輔導會屯門區長

耆日間護理服務中心 佛教寶靜護理安老院 

明愛鄭承峰長者中心 香港房屋協會乙明村辦事處     

Ms Ng 林祚興醫生 曾俊傑先生 蔣曦光先生 Ms Fung Sau Lin Ms. Fung Yee Man 

無名氏 林務長先生 曾綺文小姐 蔡得嬌女士 Ms Lau Bik Shan Dr. Wong Kwok Kee 

莊興女士 林順寧女士 黃浩川先生 衛向華醫生 Ms Li Siu Ching Dr. Wong Yiu Wah 

周蓓女士 林澤松先生 黃就明醫生 鄭玉蘭小姐 Ms Li Yee Seung Ms Wong Yuk Kong 

美億公司 姚瑞華女士 黃雅信醫生 鄭仲傑醫生 Dr. Ho Sai Hang Au Mei Kuen Beryl 

王志雄先生 柯慶全醫生 黃鈺庭小姐 鄧泳天小姐 Mr Lee Tin Yan Ms Chan Mei Seung 

丘沛霖先生 柳昌如先生 黃鈺應先生 鄧炳光先生 Mr Tsui Hing Sum Dr. Pun Ting Chung 

石雅蓮女士 洪斯適先生 黃麗珊小姐 龍鳳英小姐 Mr Yu Chun Yip Dr Tang Chang Hung 

伍杏修先生 胡漢榮醫生 黃麗蟬小姐 羅良福先生 Mr. Lee Tat Chiu Ms.Wong Yee Sheung 

何蓮玉女士 徐興盛醫生 楊孝祥醫生 譚廣亨醫生 Mr. Li Wai Man Dr. Ma Chi Nam Leo 

吳國華先生 高永文醫生 葉榮根醫生 蘇小麗女士 Mr. Wu Ho Mun Mr Chan Cheung Pun 

吳鈞雄先生 張德康醫生 廖家儀小姐 黃秀芬小姐 Dr. Lo Pui Wan Miss Munira Mossdeen 

李少菁女士 梁子微小姐 劉千石先生 Dr. Hui Yau Ms. Tang Lai Yi Ms. Lee Pik Hang Betty 

李志毅先生 梁小麗小姐 劉世傑醫生 Dr Lo Siu Fai Ms Chan Tat Lee Prof. Chow Shew Ping 

李佩華小姐 莫嘉明醫生 劉國光醫生 Ms. Ng Wai Ha 王冠方會計師樓 Dr. Chung Kin Lai 

李英和女士 郭錦榮先生 劉雅敏小姐 寶運有限公司 Ms Chan Wai Yin Prof. Chow Ka Yee Susan 

李偉星先生 陳肖齡女士 劉榮武先生 鍾沛林律師行 Dr. Lam Lai Kun Dr. Chien Ping, Eric 

李婉珊女士 陳家馴醫生 劉碧珊女士 Ms Lau Sai Kit Dr. Chan Chi Wai Dr. Sabrina Ho Lai Ching 

周永雄先生 陳恭偉先生 歐耀佳醫生 Dr. Tse Hei Yee Ms Cheung Oi Wan Ms Chan Kam Wo Fan 

林典海先生 陸正綱醫生 潘以法醫生 Dr Ng Chun Bor Dr. Tsoi Tak Hong Ms Wong Sheung Fun Estella 

Ms. Chong Woon Wah, Eileen   奧迪聽力及言語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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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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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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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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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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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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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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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表格 捐款表格 捐款表格 捐款表格 Dontaion Form    

捐贈者資料捐贈者資料捐贈者資料捐贈者資料 Donor’s information (請用正楷書寫請用正楷書寫請用正楷書寫請用正楷書寫 Please write in block letters) 

本人願意提供以下資料予香港輪椅輔助隊有限公司以便聯絡，並同意在符合〈個人資料(私穩)條例〉的情況下，可持有

及使用本人的資料。 

I am willing to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below to the Hong Kong Wheelchair Aid Service Ltd. for future communication and 

agree them to keep and use my information subject to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捐款者個人 / 團體名稱: (*先生 / 小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 Group: (*Mr. / M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如與上列不同) 

Contact Person (If different from above): (*先生 Mr /小姐 M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Te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Fa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Mailing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款資料捐款資料捐款資料捐款資料 Donation Information 

本人 / 團體樂意捐助 I / We would like to donate 

� 一次過捐款 make a one-off donation 

   � HK$300   � HK$500  � HK$1,000   � HK$2,000   � 其他金額(Any amount)HK$__________ 

� 自動轉賬 (只適合每月定期捐款，有關表格將另函寄上) 

Autopay  (For regular donors only. Direct Debit Authorization Form will send by post.) 

 

※  捐款 HK$100 或以上，將獲發正式收據申請免稅  

※  An official tax deductible receipt will be provided for donations of HK$100 or above 

 

捐款方法捐款方法捐款方法捐款方法 Method of Donation  

� 劃線支票號碼： _________________ (抬頭請寫「香港輪椅輔助隊有限公司」，然後連同此表格寄回本會) 

Crossed cheque no: ______________ (Please make cheque payable to “Hong Kong Wheelchair Aid Service Ltd.” and send 

it to us with this donation form) 

� 直接存款予匯豐銀行「香港輪椅輔助隊有限公司」戶口，號碼: 191-896588-838 (請將存款收條連同此表格寄回) 

Direct deposit to the “Hong Kong Wheelchair Aid Service Ltd” HSBC Bank Account No ： 191-896588-838  

(Please return the deposit slip to us with this donation form) 

� BAR CODE 電腦條碼捐款，請攜同本會捐款單張到 7-ELEVEN 便利店以現金捐款〈最低捐款額為港幣一百元正〉。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Remarks:  

請把捐款或存款收據連同填妥表格寄回『九龍深水埗南昌村昌謙樓地下 1-3 號，香港輪椅輔助隊有限公司』收。若有

任何疑問，請致電 2194-9666 與我們聯絡。 

Please mail your donation or payment slip and this completed form to “Unit 1-3, G/F., Cheong Him House, Nam Cheong Estate, 

Shamshuipo, Kln - Hong Kong Wheelchair Aid Service Ltd”. If you have any queries, please contact us at 2194 9666. 
 

謝謝您的捐款謝謝您的捐款謝謝您的捐款謝謝您的捐款 Thank You for Your Don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