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輪椅輔助隊有限公司                                                                   2014-2015 年報 

本會簡史及宗旨 2 

組織架構及主席的話 3 

年度服務記錄 4-5 

服務報告—義工隊訓練及檢查服務 6 

服務報告—輪椅相關課程講座 7 

服務報告—流動輪椅服務站 8 

服務報告—租借及轉讓服務 9 

服務使用者感想 10 

年度工作報告 11-12 

年度義工嘉許 13 

鳴謝專輯 14-16 

財務報告 17-23 

捐款表格 24 

目錄 



香港輪椅輔助隊有限公司                                                                   2014-2015 年報 

簡史及宗旨 

香港輪椅輔助隊於 1997 年由一群熱心義工自發組織，目的為社會上貧窮而又得不到現行社會支援的

輪椅使用者/長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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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轉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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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開創全港獨有服務「流動輪椅服務站」，定時定點停泊全港各區，為各區居民提供鄰近住

處的輪椅檢查維修站。 

2012 年重新裝修單位以擴展中心，設立輪椅維修中心及培訓中心，全面提升服務質素。 

現時本會為全港巿民提供以下服務： 

1. 上門輪椅及輔助工具維修 

2. 家居輔助設施維修 

3. 流動輪椅服務站 

4. 免費短期借用輪椅及輔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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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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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 2014-15 年度) 

 

義工團 

執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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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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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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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務顧問  麥翠賢小姐  

主席的話 

本會多年來為全港輪椅使用者提供各式支援服務，包括輪椅維修、輪椅及輔助工具免費借用、

二手輪椅轉讓等，近年更開辦全港獨有服務「流動輪椅服務站」，積極將服務推廣到不同地區，讓

更多巿民受惠。 

 

本年度服務數字仍持續上升，全年共處理個案逾 5,400 多個，累積受助人記錄逾 12,800，累積

轉介機構逾 880 間，達雙位數字升幅。「流動輪椅服務站」全港停泊點已增至 17 個，定時定點為

附近居民提供免費輪椅檢查服務，同時解決輪椅損壞問題，共服務 1,704 人次。 

  

在此感謝本會全體職員，一直秉承服務社會的專業精神，為全港巿民提供完善的支援服務。同

時，衷心感謝過去一直以行動支持本會的熱心義工們、慷慨捐助本會的善長們，推動本會繼續發

展，服務更多有需要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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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服務紀錄 

本年度共處理 5,400 多宗個案，每月平均 450 多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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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服務紀錄 

累積受助人記錄，逾 12,813 人。 

累積轉介機構記錄，逾 885 個 

累積總服務人次逾 41,1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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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地點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美孚長者中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福安堂長者中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興田村道真堂愛禮信長者中心 

白普理盲人護理安老院 

竹園區神召會彩雲長者鄰舍中心 

東華三院黃祖棠長者地區中心 

保良局劉陳小寶耆暉中心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松鶴老人中心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關啟明紀念松鶴老人中心 

香港盲人輔導會賽馬會屯門盲人安老院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樂暉長者地區中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頌安長者鄰舍中心 

循理會竹園耆樂會所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彩虹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愛民長者鄰舍中心 

嗇色園可旺耆英鄰舍中心 

嗇色園可榮耆英鄰舍中心 

聖公會聖匠堂長者地區中心 

鄰舍輔導會馬鞍山鄰里康齡中心 

興華耆樂中心 

禮賢會沙田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輪椅輔助隊維修中心 

義工隊訓練及檢查服務 

本年度不同機構合辦義工隊，培訓有志人士參與義務工作。包括有金門建築義工隊、入境處義工隊

及馬鞍山聖若瑟中學義工隊。 

本年度義工隊共出勤 26 次，曾到訪以上機構提供

輪椅檢查維修服務，受惠人次共 30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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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椅相關課程講座 

本年度共完成輪椅相關課程講座 23 次，參與人數共 432 人。 

2014 年 4 月 竹園區神召會彩雲長者鄰舍中心 區內長者 

2014 年 6 月 嗇色園可榮耆英鄰舍中心 區內長者 

2014 年 6 月 香港復康會鄭德炎日間復護理中心 中心同工 

2014 年 6 月 嗇色園可旺耆英鄰舍中心 區內長者 

2014 年 7 月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關啟明紀念松鶴

老人中心 
區內長者 

2014 年 8 月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樂暉長者地區中心 區內長者 

2014 年 8 月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頌安長者鄰舍中心 區內長者 

2014 年 8 月 聖雅各福群會 - 灣仔長者地區中心 護老者/ 義工 

2014 年 8 月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松鶴老人中心 區內長者 

2014 年 9 月 香港紅十字會醫護服務部 中心義工/職員 

2014 年 9 月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美孚長者中心 區內長者 

2014 年 9 月 鄰舍輔導會富泰鄰里康齡中心 區內長者 

2014 年 9 月 鄰舍輔導會馬鞍山鄰里康齡中心 區內長者 

2014 年 10 月 香港家庭福利會 - 上環分會 中心職員 

2014 年 10 月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福安堂長者中心 區內長者 

2014 年 10 月 本會中心 護老者/ 長者 

2014 年 11 月 禮賢會沙田長者鄰舍中心 區內長者 

2014 年 11 月 保良局劉陳小寶耆暉中心 區內長者 

2014 年 11 月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長者地區中

心 
區內長者 

2014 年 12 月 興華耆樂中心 區內長者 

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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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2 月 明愛將軍澳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區內長者 

2015 年 3 月 循理會竹園耆樂會所 區內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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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服務記錄 

東涌富東邨 

天水圍天悅邨 

東涌逸東邨 

屯門兆麟苑 

大埔大元邨 

沙田沙角邨 

香港小西灣邨 

香港鴨脷洲邨 

將軍澳貿業路
(寶林站) 

藍田德田邨 

觀塘翠屏南邨 

慈雲山慈康邨 

西環科士街 

流動輪椅服務站 

大坑勵德邨 

九龍灣啟業邨 

將軍澳健明邨 

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3 月流動輪椅服務站年度總服務人次，合共 1704 次。 

荃灣滿樂大廈 

 

本計劃由香港公益金資助 

This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Community Chest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Nov14-
Mar15

Apr14-
Oct14



香港輪椅輔助隊有限公司                                                                   2014-2015 年報 

二手輪椅、輔助工具租借及轉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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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5)共收到捐贈物資 317

件、〈包括手推輪椅、電動輪椅及輔助工具沖涼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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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用或轉讓，讓有需要

人士可以廉宜的價錢獲得適切的服務。本年度提供 392 次轉讓物資服務及提供 1,866 次租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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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使用者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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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工作報告 

 

 

2014 中秋滿愛心月餅送贈活動 

 

本會於二零一四年九月，獲善長人翁慷慨捐贈美味

月餅一百個，於中秋佳節與服務使用者分享，歡度

佳節，為中秋佳節送上祝福 。 

「樂聚關愛共天輪 耆‧中‧幼‧里樂同行」  

於 2015 年 3 月 22 日 (星期日) 下午 2 時正，在沙田公園露天劇場舉行。感謝當日參與的表演團

體、義工及學生們，讓社區人士渡過了一個快樂的下午 。 

  2015 無障礙網頁嘉許計劃銀獎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聯同平等機會委員會推出一

年一度的「無障礙網頁嘉許計劃」，表彰採用無障礙

設計的網站，推動更多企業和機構採用無障礙網頁設

計，方便社會上不同人士，包括殘疾人士使用。 

十分榮幸本會網站，連續 3 年獲頒「無障礙網頁嘉許

計劃」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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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年大會晚宴 

2014 年 10 月 25 日假西九龍中心龍庭酒家舉行，當日邀請

本會義工、友好團體代表及持份者出席聚餐，席間簡報本

會過去一年的會務及財務報告，感謝一眾長期服務本會義

工及同工，以及多謝各界友好一直支持。 

支持輪椅劍擊國際賽事 

本會輪椅維修技師及義工，於 2014 年 12 月期間，為「香港殘疾人奧委會」舉辦的國際輪椅劍擊

比賽，提供駐場輪椅緊急維修支援服務。 

「輪里‧關愛」填色比賽 

本會於 2014 年 11 月至 12 月舉辦「輪里‧關愛」全港小學生

填色比賽，共 56 間學校，逾 5 千多位同學參與，一同發揮

創意，運用無限想像力，為共融社會添上繽紛色彩！恭喜各

得獎同學！ 

無障礙社區推廣計劃 

本會於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間，推行無障礙

社區共融計劃，計劃通過展示『流動輪椅服務站』展覽

車，再配以一系列適合 4 至 6 年級同學參加的活動，當

中包括：講解、小遊戲、體驗活動及展覽等。推廣社區

共融信息。 

年度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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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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港的輪椅使用者提

供支援服務，總服務時數超過 2,500 小時。為了嘉許各義工的努力，本會於第十七屆週年大會上

頒發以下獎項：〈以 2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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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義工隊 

 

愛心天使銀翅膀獎〈服務時數達 100 小時或以上〉： 

        甘志祥、梁厚鍵、入境處義工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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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超漢、黎啟華、黃耀華、李建文、余建文、陳志傑、羅逹文、李浩然、陳乃全、莫志賢、楊偉君、

鄭麗雯、何有娣、黃曉彤、黃安芝、蔡正謙、吳永棋、黃潔心、伍錦鴻、何思雅、陳萍芳、程租成、

劉金富、李奕德、林文博、林德通、周才華、陳志華、陳嘉寶、劉振東、程志雄、鍾梁秋、江蕙燀、

劉俊明、湯泳琳、尹兆峯、張繼光、劉桂昌、關輝輝、張嘉玲、陳鳳嫺、邵振威、郭以蓁、周詠藍、

文喜華、陳幗儀、蕭增霖、歐陽永源、Clarina Lo, Chris Yeung, Keith Lee, Sunny Szeto, Ryan Mak, Fung, 

David Yu, Man Chan, Michelle Li, Edmond Wong, Anna Wong, Franky Chan 

出版會訊 (半年刊) 

第二十一期會訊 

2014 年 12 月 

第二十期會訊 

201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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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氏 席惠霞小姐 黃國釗先生 Mr. Chan Tsz Wai  Ms. Lee Pik Hang Betty 

王志雄先生 徐詠儀小姐 黃雅信醫生 Mr. Chan Wing Hong Mr. Ho Yiu Tai Gallant 

任愛麗女士 馬志南醫生 黃楚宣小姐 Ms. Lau Sui Lan Mr. Ho Kai Shun Andrew 

伍杏修先生 高慧美小姐 黃鈺庭小姐 Ms. Li Yuen Ping Ms. Lai Suk Fan Angela 

伍嘉勵小姐 張文標先生 黃德泰先生 Mr. Kam Wai Man Ms. Chan Wei Fun Rebecca  

朱台蘋女士 張月華女士 楊家麗小姐 Mr. Lai Ping Sum Mrs. Au Ho Shing Tai Cindy 

老綺嫦女士 張綺雯小姐 楊澍基先生 Mr. Li Wai Man Ms. Munira Mossdeen 

何蓮玉小姐 梁子微小姐 葉榮根醫生 Mr. Liu Hung  Ms. Poon Ting Wai  

余惠民先生 梁炳林先生 趙庭泉先生 Mr. Lo Kwok Chuen Ms. Tai Yuk Hing  

余燕華女士 梁惜嫻小姐 劉世傑醫生 Mr. Tong Man Pui Bill Ms. Tang Lai Yi 

吳凱傑先生 莫嘉明醫生 劉敏兒女士 Mr. Tuen Yin Ha Ms. Wong Fong 

李玉芳小姐 郭子文先生 劉雅媚女士 Mr. Wan Chi Wah Eric Ms. Woo Lau Chen 

李美英女士 郭文鳳先生 劉達聪先生 Mr. Wong Kwan Hang Ms. Yip Pui Sim, Twinkle 

李浩然小姐 郭苑霞女士 劉慶先生 Mr. Yeung Chong Pui Dr. Chan Ka Soon Belinda 

李珮銘小姐 郭偉珊女士 樂静静女士 Mr. Yung Wai  Hung   Dr. Chien Ping, Eric 

李偉星先生 陳仕昀先生 蔡得嬌女仕 Ms. Au Po Chu  Dr. Choi Si Hung 

李婉珊女士 陳俊偉先生 蔡蕙貞女士 Ms. Chan Mei Seung Dr. Kwan Ching Sam David 

李章先生 陳恭偉先生 衛向華醫生 Ms. Liu Chun Ling  Dr. Lau Kwok Kwong, Dominic 

李達超先生 陳偉基先生 鄭國洲先生 Ms. Miao Fung Mei Dr. Law Chi Lim  

李綺霜女士 陳維昀先生 盧榮初先生 Ms. Mok Beatrice Dr. Lui Cho Ze, Joseph 

李慧儀小姐 陳錦華先生 盧譚潤先生 Ms. Chiu Tze Fong Dr. Or Hing Chuen 

李賢雲小姐 陳蕾小姐 蕭婷婷女士 Ms. Leung Man Kuen Dr. Poon On Shing  

杜伯禧先生 陸正綱醫生 衞煥南先生 Ms. Fung Yee Man Dr .Pun Ting Chung  

冼天賜先生 麥淑賢女士 駱兆雄先生 Ms. Ho Nga Yin, Amy  Dr. Wong Chow Ming 

周健安先生 彭培輝先生 薛俏玉女士 Ms. Ho Wing Yee Dr. Wong Yiu Wah 

周蓓女士 曾康華小姐 謝詩聰先生 Ms. Ip Lai Sheung Sealy Asia (Hong Kong) Limited 

易鋆灝先生 曾漢強醫生 羅騰祥先生 Ms. Kan Yuk Ting The Shamdasani Foundation 

林祚興醫生 馮永溢先生 關浩明先生 Ms. Ko Ching Han 王冠方會計師樓 

林順寧小姐 馮玉清女士 蘇國生先生 Ms. Lai Wai Chu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林楚芬女士 馮錦康先生 岑宅 Ms. Lam Sin Yin 黃廷方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邱順娟小姐 黃宇鍾先生 江蘭服飾設計 Ms. Lau Bik Shan 基督教銘恩堂大埔堂(微沙團) 

倫麗芬女士 黃金城先生 EBT LTD Ms. Lau Lai King  專業動力有限公司 

鳴謝專輯  本會衷心感謝各界人士慷慨捐助〈排名不分先後，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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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an Chi 尹鉅祥 吳均靗 明建初 張翠嬋 陳佩金 黃志昌 劉玉清 盧宅 

Ben Sze 文香 吳社威 林大 張蕊心 陳明珠 黃汶琛 劉亦界 盧金有 

Brenda Lau 方佩玲 吳敏儀 林小姐 張麗絲 陳金妹 黃秀貞 劉光蟬 盧翠琼 

Canny Law 方艷婷 吳嬈姬 林先生 張麗華 陳振華 黃金樹 劉思彤 盧銀叠 

Celia Chan 王小麗 吳寶雁 林秉招 張耀謙 陳偉雄 黃洪英 劉誠信 蕭子成 

Cheong Ching Yiu 王心子 呂瑞嬈 林偉祺 曹金華 陳常華 黃美蘭 劉鑫泉 蕭秀珠 

Chiang Sze Wing 王文光 李小姐 林琦 曹綺雲 陳淑怡 黃倩文 歐陽翠琪 褟少霞 

Chiu Lai Mei 王文義 李永雄 林意超 梁小姐 陳華盛 黃娟 潘八妹 錢耀芳 

Choy Yuk Fong 王志堅 李兆麟 林楚娟 梁小燕 陳萍 黃偉民 潘太 戴伯群 

Chui Wing Yee Phyills 古妙琼 李志民 林麗濱 梁太 陳雅珊 黃基明 練藩 繆知 

Fung Mei Chun 古金蓮 李坤霖 邱徽道 梁少霞 陳順光 黃梅芳 蔡小姐 謝小姐 

Grace Neursing Home 古俊浩 李南 侯曉晶 梁永生 陳愛霞 黃嘉儀 蔡佩珮 謝玉貞 

Ivan 司徒耀明 李恒基 姚品良 梁成 陳瑞祥 黃銘恆 蔡美英 謝淑媛 

Jankins Chan 甘桂梅 李秋明 姚容添 梁志明 陳葉 黃興祥 蔡潤美 鍾振江 

Kenny Hui 伍太 李美嫦 施美華 梁沛華 陳葵好 黃錦耀 鄧文悅 鍾曼妮 

Kitty Ching 伍佩麗 李桂芳 柯本偉 梁其湛 陳寧澤 黃麗琼 鄧佩琼 鍾穎茵 

Koo Yuk Ping Cammy 伍家慧 李偉安 胡太 梁明德 陳翠芬 楊文珍 鄧奔 簡悅 

Kwan Ling 伍翰樞 李偉祥 倪寶珠 梁亮寬 陳慧儀 楊任禮 鄧詠蘭 簡雁婷 

Kwong Dip 匡智會 李國華 容福沛 梁根華 陳潔珍 楊先生 鄧陽招 簡瑞芳 

Kwong Kam Fai 朱玉娟 李敏英 徐小群 梁晚珠 陳潤 楊瑞玲 鄧禮賢 藍建基 

Lai C K 朱麗珍 李淑璋 徐妹 梁淑霞 陳蕙蓮 楊達榮 鄭小姐 鄺秀玲 

Lai Oi Shan 江小姐 李雪英 徐詠儀 梁詠瑜 陳錕偉 楊慧華 鄭正中 鄺金霞 

Lam Ho Yin 何小姐 李惠文 馬志強 梁澄本 陸興 楊慶芳 鄭兆基 羅女士 

Lee Kwok Wing 何冠毅 李雲椅 高有光 梁蓮珍 麥玉嫦 溫凱思 鄭先生 羅月 

Leung Ka Wing 何珊 李勤君 高麗梅 梁顏 麥艮 葉振順 鄭依玲 羅安 

Leung Siu Lung 何美華 李綺玲 區永雄 梁歡霞 麥潤 葉笑娟 鄭英容 羅錫雄 

Mr. Hui Wing Hang 何桂英 李鳳儀 區珍 莊忠和 曾小姐 葉偉釗 鄭國洲 羅燦威 

Ng Ching Yi 何國梅 李潔玉 崔杏芳 莊耀宗 湯偉強 解杜玉華 鄭嬌 羅襯歡 

Ng Pak Ho 何帶 李蓮曉 崔祥 郭惜玉 童慧敏 鄔銓品 鄭毅文 譚淑菁 

Norman 何敏儀 李錫祥 張小姐 郭蘇 衛煥南 雷杏意 鄭賽銀 譚惠芬 

Patricia Wong 何燕文 沈煒庭 張文輝 陳三妹 馮玉玲 雷桂英 鄭寶俊 譚趙新英 

Peggy Leung 佘凱怡 沙麗儀 張玉蘭 陳太 馮英 雷鳳蓮 鄭觀偉 關湖澤 

So Lin Tai 余有 冼妹奴 張秀梅 陳少嫻 馮漢定 廖六根 黎小姐 嚴桂美 

Susanna Ng 余凱怡 周健安 張明恩 陳少權 馮綺萍 廖太 黎日初 蘇少英 

Tang Chiu Ho 余錦輝 周淑明 張素芳 陳文娟 馮劍寶 廖玉珊 黎玉彩 蘇黎祝君 

Tang Lai Fong 利國偉 周淑儀 張淑琼 陳玉嬌 黃女士 廖玉峰 黎玉儀 蘇襯歡 

Ting Chi Shing 吳文南 周惠儀 張貴樂 陳玉蘭 黃小姐 廖鴻昌 黎妙華 釋為觀 

Wong Siu Kuen 吳文龍 周韻瑩 張黃若蓮 陳先生 黃太 蒙小姐 黎振明 無名氏 

Yip Wing Tak 吳多穎 宗家明 張慇女士 陳老太 黃玉玲 趙小玲 盧少嫻   

孔小姐 吳有 屈堅 張翠芬 陳希達 黃汝藝 趙曉敏 盧少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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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 佛教李嘉誠安老院 國際四方福音會隆亨堂耆年中心 

復康力量 何漢文區議員辦事處 匯豐銀行慈善基金匡智鳳德中心 

瑪麗醫院 仁濟李衛少琦安老院 鄰舍輔導會上海總會護理安老院 

法性講堂 基督教懷智社會服務處 香港聖公會樂民郭鳳軒綜合服務中心 

華瑞護老中心 路德會黃鎮林抗儷老人院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頌安長者鄰舍中心 

循理會賜恩堂 麥當奴叔叔之家慈善基金 循道衛理楊震彩虹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伸手助人協會 耆康會啟業長者鄰舍中心 新界婦孺福利會屈柏雨紀念老人中心 

肺積塵互助會 馬鞍山信義會長者地區中心 鄰舍輔導會馬鞍山鄰天瑞鄰里康齡中心 

兒童癌病基金 香港家庭福利會(葵芳分會) 伸手助人協會匯豐銀行基金樂富護老院 

工業傷亡權益會 靈實長者地區服務尚德中心 香港聖公會黃大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保良局智障宿舍 仁愛堂彭鴻樟長者鄰舍中心 東華三院黃祖棠綜合職業復康中心暨宿舍 

榮美醫療用品公司 屯門醫院復康大樓護士宿舍 圓玄護養院暨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梨木樹邨) 

華富村潮人生命堂 香港傷健協會港島傷健中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循道愛華耆樂中心 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愛民長者鄰舍中心 

迦密大元邨福音堂 鄰舍輔導會天瑞鄰里康齡中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興田村道真堂愛禮信長者中心 

致愛社會服務中心 嗇色園主辦可健耆英地區中心   

伍少玫安老護理院 嗇色園主辦可泰耆英鄰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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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健社 香港公益金 林鉅成醫生 領匯管理有限公司 

光明小學 東井圓佛會 孫方中小學 黃大仙長者合唱團 

信和集團 水警義工隊 入境處義工隊 西貢將軍澳環保會 

宏億置業 鍾逸基醫生 香港復康力量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昌泓家電 葉湛溪先生 香港義工力量 馬鞍山聖若瑟中學 

專業動力 羅偉祥先生 香港房屋協會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胡楓先生 伍杏修先生 香港聾人協進會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高永文醫生 林翠蓮議員 香港迪士尼樂園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梁家騮醫生 衛煥南議員 紅十字會耆英團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 

馬正興醫生 葉國謙議員 Eric Cheung & Co 西貢將軍澳蕙蘭婦女會 

方國珊議員 何漢文議員 Training for Life 百本專業護理服務有限公司 

馮美雲議員 廖仕強先生 李鄭屋官立小學 盧榮初、方玉英中醫骨傷科 

陳學豐議員 姜志名先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香港女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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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表格 Dontaion Form 

捐贈者資料 Donor’s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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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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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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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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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