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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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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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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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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 2012-13 年度) 

 

主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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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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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職員 

義工團 

剛過去的一年，是本會穩步發展的一年，承蒙滙豐銀行慈善基金捐助，新舊單位裝修工程陸續

完成，裝修後的服務單位，分為維修中心及培訓中心。維修中心擁有設備齊全的維修工場，能處理

更多輪椅個案訴求，提升服務。培訓中心則有多用途室提供能夠場地，讓義工及輪椅照顧者，能參

與本會定期舉辦的輪椅知識講座課程。 

 

本年度服務數字持續上升，共處理個案逾 4,200 多個，累積受助人記錄逾 8,800，累積轉介機

構逾 780 間。由香港公益金資助三年經費的首創服務「流動輪椅服務站」，本年度於全港停泊點增

至 14 個，為各區居民提供鄰近住處的輪椅檢查維修站，共服務 1084 人次。基於計劃的成功，本會

擬再向公益金申請資助，以延續此有意義的服務。 

 

在此感謝本會所有緊守崗位的同工，秉承服務社會的專業精神，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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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本會

能不斷向前，服務更多有需要人士。 

 

歐耀佳醫生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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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服務記錄 

本年度共處理 4,200 多宗個案，每月平均 350 多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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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服務記錄 

 

累積受助人記錄，逾 8,800 人。 

累積轉介機構記錄，逾 780 個。 

累積總服務人次逾 3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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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椅相關課程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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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中心名稱 對象 

2012 年 5 月 嗇色園主辦可平耆英鄰舍中心 區內長者 

2012 年 7 月 馬鞍山聖若瑟中學 中學生 

2012 年 7 月 基督教播道會福安堂長者中心 區內長者 

2012 年 8 月 香港紅十字會醫護服務部 中心義工 

2012 年 8 月 九龍城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 (龍翔) 區內長者 

2012 年 9 月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彩虹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區內長者 

2012 年 10 月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區內長者 

2012 年 11 月 本會義工訓練 中心義工 

2012 年 11 月 本會義工訓練 中心義工 

2012 年 12 月 本會義工訓練 中心義工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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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2 月 本會義工訓練 中心義工 

2013 年 2 月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松鶴老人中心 區內長者 

2013 年 3 月 青衣社區健康中心 區內長者 

2013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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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3 月 本會中心 服務使用者 

2013 年 3 月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愛民長者鄰舍中心 區內長者 

2013 年 3 月 本會中心 服務使用者 

2013 年 3 月 馬鞍山聖若瑟中學 中學生 

本年度共完成輪椅相關課程講座 19 個，參與人數共 288 人。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docid=PtH0EF0eMVSniM&tbnid=tZLx0MPwk6YVFM:&ved=0CAUQjRw&url=http%3A%2F%2Fgb.123rf.com%2Fphoto_3102882_a-a-sa-e-a-a-i-saoe-a-a-sc-a.html&ei=NCEcUtmqM-aWiAe1m4HICQ&psig=AFQ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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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隊訓練及檢查服務 

本會積極培訓輪椅維修義工隊，本年度合作機構包括有金門建築義工隊及馬鞍山聖若瑟中學合作，

培訓有志人士參與社區服務。 

金門建築義工隊 

香港輪椅輔助隊有限公司                                                                   2012-2013 年報 

馬鞍山聖若瑟中學 

 

賽馬會屯門盲人安老院 

基督教播道會福安堂長者中心 

東華三院黃祖棠長者地區中心 

聖公會聖匠堂長者地區中心 

九龍城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 (龍翔)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彩虹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救世軍白普理慈愛長者之家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明儒松栢社區服務中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興田村道真堂愛禮信長者中心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松鶴老人中心 

青衣社區健康中心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關啟明紀念松鶴老人中心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愛民長者鄰舍中心 

檢查義工隊本年度共出勤 17 次，曾

到訪以下機構提供輪椅檢查維修服

務，受惠人次共 2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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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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共收到捐贈手

推輪椅 230 部、電動輪椅 7 部、輔助工具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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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次轉讓物資服務及

提供 1187 次免費借用及租用服務合共借出 1381 件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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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刊 

年度活動報告  

 活動於 2013 年 3 月 17 日 (星期日)在沙田源禾路體

育館(龍舟看台)舉行，步行路線沿城門河畔繞一圈。當

日參加人數逾 400。所謂遠親不如近鄰，我們期望藉此

活動，鼓勵巿民多關心身邊左鄰右里，建立互愛、互信

及互助的精神，推廣和諧共融的訊息。 

感謝主禮嘉賓 : 劉千石太平紳士、馬正興醫生、方國珊區

議員、林翠蓮區議員、吳昆英先生、葉湛溪先生、暨美燕

女士、丘國雄先生、羅偉祥先生。(排名不分先後) 

出版會訊(半年刊) 

2012 年 11 月刊 

2013 年 3 月 11 日  16:30-17:00  

甜心家族 — 愛心家族 
2012 年 12 月 6 日  14:00-14:30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剛」 

平等機會多元共融行動 訪問 

有興趣收聽人士可到香港電台

第二台網頁重溫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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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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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滙豐銀行慈善基金慷慨撥款資助中心裝修工程，於

2012 年 10 月 27 日中心舉行開幕禮，感謝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高永文醫生及滙豐香港區總裁馮婉媚女士主持開

幕典禮，同時感謝香港公益金入會、預算及分配委員會

主席張永銳先生主持流動輪椅服務站啟動禮。衷心感謝

所有莅臨嘉賓、友好機構、義工團體及工作人員，一同

見證香港輪椅輔助隊的成長！。 

 

2012 年 10 月 27 日，於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八

號龍堡國際酒店地下〈景逸軒〉舉行，感謝所

有嘉賓及參加者的莅臨參加，贊助商、各支持

友好機構、義工團體及工作人員。每個人的參

與付出，都代表對香港輪椅輔助隊的認同與肯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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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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1 小時。為了嘉許各義工的努力，本會於第十五屆週年大會

上頒發以下獎項：〈以 2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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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天使銀翅膀獎〈服務時數達 100 小時或以上〉： 

        甘志祥、林穎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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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厚鍵、鄧超漢、黎啟華、黃耀華、李建文、余建文、張鈞棠、王錦波、陳志傑、莫志賢、陳美莉、游

惠敏、黃永謙、嚴秀芳、胡婉玲、李懿蘭、羅敏儀、劉燕穎、羅惠斯、梁詠心、陳潔美、黃錦萍、李東

明、沈家亮、羅慧雅、黎江蘭、陳詠賢、黃小平、黃安芝、蔡正謙、吳永棋、黃潔心、伍錦鴻、林秀

英、廖俊宇、陳嘉康、梁倩宜、何思雅、陳萍芳、張文浩、劉金富、林文博、林德通、周才華、陳志

華、陳國傑、陳嘉寶、葉海生、Chris Yeung, Ng Hoi Kei, Isabel Pang, Ida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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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耳 香港公益金 衛向華醫生 龍騰傢俬供應公司 

海天堂 東井圓佛會 林鉅成醫生 Market Pro Associates 

棕櫚島 盧佩雲醫生 香港醫護學會 西貢將軍澳環保會 

商燦行 梁子微女士 香港復康力量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新健社 葉湛溪先生 香港傷健協會 新界第 115 女童軍隊 

再生會 吳昆英先生 傑出生命計劃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慧進會 羅偉祥先生 香港商業電台 宣道會觀塘堂靈望團 

VV Group 劉千石先生  平等機會委員會 Champion Machine Tools  

香港電台 方國珊議員  黃棣珊紀念中學 Dr. Chen Min Chuen, Peter 

温暖人間 林翠蓮議員  Berkin Lighting Ltd.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 

宏億置業 衛煥南議員 Eric Cheung & Co Dr. Kong 健康鞋專門店 

林東先生 UA Cinemas 滙豐銀行慈善基金 中大印刷(中國)有限公司 

義工力量 馬正興醫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西貢將軍澳蕙蘭婦女會 

開心頻道  廖仕強先生  馬鞍山聖若瑟中學 音樂人娛樂製作有限公司 

昌泓家電 健康易素食 宏科廣告策劃公司 盧榮初、方玉英中醫骨傷科 

共融網絡 伍杏修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源禾路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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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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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太 梁生 何惠梅 李偉雄 容家俊 無名氏 明愛中區長者中心   

鄭方 梁顏 何德成 李健雯 徐海祥 陳小姐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簡悅 梁蘭 何麗冰 李雪明 徐國柱 樊家玲 德禮樓互助委員會   

方好 郭明 余小姐 李惠英 徐雙蘭 歐永康 蘇冠聰議員辦事處   

鄭生 陳生 余秀珍 李斯達 張三云 歐惠珍 香港聖公會恩慈長者之家  

陳耀 馮彬 余金妹 李愛蓮 張小姐 歐陽嬋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   

何生 馮太 余金愛 李瑞芳 張金鳳 霍文健 明愛香港仔長者中心   

羅福 陳芳 余冠珊 李達榮 張家碧 潘杏貴 黃大仙癌協服務中心   

陸生 陳妙清 余翠萍 李鳳珠 張彩玲 潘美娟 靈實家居照顧隊(觀塘)   

余太 王文芸 余積尚 李麗明 張萬裕 潘國柱 葵芳光愛長者服務中心   

吳太 丁小姐 余蘊芳 李寶珠 梁小姐 關順華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   

李容 丁如璧 利金堂 杜寶珍 梁木根 葉小姐 伸手助人肇慶護老頤養院  

周太 王水娟 吳以平 沈佩琼 梁克信 陳雙燕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黎太 王佩文 吳煥珍 卓愛玉 梁杏群 曾炳權  明愛慈雲山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廖文 王振中 吳潤哲 周水金 梁秋好 龍柏成 耆康會啟業長者鄰舍中心  

劉岳 王醫生 吳燕明 周綺慧 梁翠珊 司徒榮興 聖公會李嘉誠護理安老院  

陳太 甘偉琼 呂耀榮 周鳳慶 梁蔭滔 聖馬可堂 靈實長者日間暨復康中心  

葉群 朱惠敏 李小姐 房屋署 梁澤祥 瑪麗醫院 嗇色園主辦可泰耆英鄰舍中心  

吳生 江武岳 李正光 林次新 翁燕芳 梁郭慧娣 仁濟醫院尹成紀念老人中心  

姜洪 江貞黎 李石蓮 林俊延 張玉英 愉景灣航運 香港聖公會李嘉誠護理安老院  

夏生 何少勤 李兆文 林轉好 梁寶珍 長者安居協會 香港傷健協會 港島傷健中心  

張太 何玉貞 李志雄 邱瑞芝 許寶琼 兒童癌病基金 九龍城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龍翔)  

黃英 何有通 李沛琳 洪偉然 莊愛麗 香港傷健協會 鄰舍輔導會富泰鄰里康齡中心  

黃生 何思怡 李佩嫻 凌愛容 莫本云 伸手助人協會 鄰舍輔導會何文田護理安老院  

張生 何富棉 李金鐸 唐思敏 許育基 妙法寺護老院 東華三院龐永紹長者鄰舍中心  

龍港強 馮玉嬋 甄艷芳 嚴金玉 葉俊強 華瑞護老中心 四方福音會沙田隆亨堂耆年中心  

應漢鏘 馮美玉 趙淑蘭 蘇澤宏 葉容娣 CHAN SHIAO AU 東華三院賽馬會頤安護理安老院  

戴繼光 馮庭光 劉小姐 陳耀洪 雷艷華 ALBERT CHAN 仁濟醫院鄧碧雲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謝小姐 馮淑佳 劉志強 陸月桂 廖小姐 JOEY TO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長者鄰舍中心  

謝智斌 黃小妹 劉姑娘 麥燕萍 廖潤銀 TSANG LIN 香港聖公會黃大仙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鍾佩珍 黃小姐 劉家珍 蔡少姬 鄭婉儀 LAM TIN HOI 仁濟醫院尹成紀念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鍾健明 黃玉玲 劉善美 蔡雪梅 黎沛森 LEE KING KAI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白普理田景中心及宿舍  

鍾勝義 黃志文 劉達安 蔡碧英 黎肖娟 POON CHAK FAI 鄰舍輔導會怡康居中度智障人士宿舍服務  

鍾錦秀 黃定禮 劉瑾蘭 蔣麗詩 黎美施 SHIRLEY WONG 匯豐銀行慈善基金匡智鳳德中心暨智東頭宿舍  

鍾麗卿 黃美華 劉錦儀 鄧姑娘 黎啟陽 YU CHUN YIP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興田村道真堂愛禮信長者中心 

簡小姐 黃國樑 陳少洪 鄧英蘭 黎慧蘭 WONG SIU KONG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彩虹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鄺淑儀 黃漢強 陳月成 鄧超漢 黎樹祥 YENI KAMIPAN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真光苑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鄺達明 黃慧玲 陳偉敏 鄧廣榮 盧小姐 香港肌健協會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愛民長者鄰舍中心 

羅山英 黃潔虹 陳啟源 鄧錦培 盧煥嬋 源秀華 香港耆康會 

羅志勤 黃寶芳 陳彩琪 鄭月貞 蕭明德 陳裕君 國際天糧事工 

羅映桐 楊美珠 陳敏華 曾智華 蕭偉明 曾小姐 啟業社區協進會 

羅運琴 楊華日 陳惠卿 陳麗貞 錢榮龍 譚詠堅 方國珊議員辦事處  

譚景華 楊錦業 陳開健 曾子傳 錦志健      

          

http://www.siksikyuen.org.hk/public/contents/article?ha=&wc=0&hb=&hc=&revision_id=3181&item_id=1550
http://document.yang.org.hk/CHCC/chcc.pdf
http://www.plkdecc.hk/html/de/de5.htm


 

14 

香港輪椅輔助隊有限公司                                                                   2012-2013 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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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國珊小姐   梁永豪先生  盧佩雲醫生  Ms. Choi Yan Chi  

方慧英小姐   梁展文小姐  霍偉民先生  Ms. Chong Woon Wah, Eileen 

王天美女士   梁惜嫻小姐  謝月華小姐  Ms. Christina Leung Man Kuen 

王志雄先生   莫孟茵女士  謝明慧小姐  Ms. Fung Yee Man 

王冠方會計師樓   莫嘉明醫生  韓俞慶先生  Ms. Joanne L. Chow 

丘沛霖先生   許由醫生  羅良福先生  Ms. Lam Oi Ling 

包愛華女士   郭文鳳先生  蘇子澄先生  Ms. Lam Sin Yin  

司徒志強先生   郭廸民先生  蘇耀生先生  Ms. Lau Bik Shan  

甘琴女仕合家   郭錦榮先生  余淑嫻 / 余淑儀小姐  Ms. Lau Lai King 

伍杏修先生   陳用棣女士  彭培輝先生 / 蕭婷婷女士  Ms. Lee Pik Hang Betty 

江蘭服飾設計   陳承緯先生  無名氏  Ms. Munira Mossdeen 

何仲平醫生   陳炳蘇先生  Ms.Chiu Sze Wai, Silena  Ms. Tam Yuk Oi 

余為康醫生   陳美嫦女士  Dr. Chan Ka Soon Belinda   Ms. Tang Lai Yi 

吳進坡先生   陳恭偉先生  Dr. Elvis Lee  Ms. Woo Lau Chen 

李少菁女士   陳業基先生  Dr. Ho Sheung Tung  Ms. YIP Pui sim, Twinkle 

李青倪小姐   陳慧珊小姐  Dr. Kwan Ching Sam David  Mr.Timothy Dean 

李浩然小姐   麥錦萍小姐  Dr. Li Kai Ming   Mr.Tony Chan  

李偉星先生   彭建强先生  Dr. Lui Cho Ze, Joseph  Chi Sun Properties Agents 

李啟明先生   曾國文先生  Dr. Ma Chi Nam Leo  Profits Consultant Company 

李國滔先生   馮宇漢先生  Dr. Pun Ting Chung  Shining Dynamic Ltd 

李婉珊女士   馮而鑫先生  Dr. Sabrina Ho Lai Ching  Berkin Lighting Limited 

李德威先生   黃小娟小姐  Dr. Tsoi Tak Hong  Champion Machine Tools (HK) Co Ltd 

李薇女士   黃木鎮醫生  Dr. Wong Kwok Kee  Chi Sun Properties Agents 

李麗明女士   黃深源先生  Dr. Wong Yiu Wah  香港義工力量 

周昕潼小姐   黃就明醫生  JP (HK)LTD  龍騰傢私供應公司 

周蓓女士   黃雅信醫生  Mr. Ma Yuk  Ming  Mattew  謝姑娘（妙法寺護老院） 

周銓行先生   黃鈺應先生  Mr. Chan Dik     

周德坤先生   楊芙蓉女士  Mr. Kam Wai Lun    

林子君先生   雷桂英女士  Mr. Lau Foo Ping    

林立名先生   劉千石先生  Mr. Lee Tat Chiu   

林汝杰先生   歐陽嬋女士  Mr. Lee Yiu Fai     

林祚興醫生   潘定中先生  Mr. Li Wai Man   

林務長先生   潘庭慰女士  Mr. Mok Ying Hung   

林順寧女士   禢焯深先生  Mr. Steven Liu   

林廣樂兜生   蔡士雄醫生  Mr. Wong Wai Sum   

侯祥德先生   蔡偉强先生  Mr. Wu Ho Mun   

徐楊玉群女士   蔡菊安先生  Mr. Yeung Chong Pui     

馬素芬醫生   衛向華醫生  Mr. Yip Heong Wing    

張健輝先生   鄧燦洪先生  Mr. Yung Wai Hung     

張萬成先生   鄭玉蘭女士  Ms. Au Po Chu    

梁子微小姐   鄭敏秀小姐  Ms. Cheung Oi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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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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您的捐款 Thank You for Your Don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