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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行動器材租借服務
綜合恢復計劃

器材到戶服務
申請須知（經社工轉介）
一、

計劃背景及目標 :

香港紅十字會「綜合恢復計劃」是針對社會事件及 2019 新型冠狀病毒對香港造成的影響而推行之計
劃。「器材到戶服務」為「綜合恢復計劃」項目之一，透過豁免器材到戶運費及豁免部分租金（最多
三個月），為有需要而合資格人士提供適時的器材租借服務，以提升他們的活動能力及減輕申請人或
其照顧者之經濟負擔。
二、

計劃年期：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7 月
三、

服務對象及申請條件：

服務使用者或其家庭需符合以下條件：
對象

申請條件*

l
l

香港居民 及
60 歲或以上之獨居 或
兩老同住者

l

需要短期借用輪椅 / 輔助行
動器材

l
（行動不便人士 或 l
其照顧者）

香港居民 及
需要短期借用輪椅 / 輔助行
動器材之人士或其照顧者

長者

低收入家庭

l
l

正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
正領取長者生活津貼（普通/高額）

l
l

正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
每月家庭收入不超過「在職家庭津貼
計劃（全額津貼）」的住戶每月入息上
限 # （請參閲下表）

註: # 「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全額津貼）」將依據政府所公佈進行更新
註: * 未符合申請條件但有經濟困難者，也可申請，本會將按個別情況審理
家庭人數

每月家庭收入不超過「在職家庭津貼計
劃（全額津貼）」的住戶每月入息上限

1人

10,100 元

2人

14,700 元

3人

17,900 元

4人

22,400 元

5人

23,200 元

6 人或以上

24,300 元

1

MELIRP04 (修訂至 11/3/22)

四、

申請流程

1.

申請表可於本會總部、本會社區交收中心及本會網頁索取。如有需要，轉介機構可自行複印表格。

2.

申請人須經由社會福利署、社會服務聯會會員機構、醫院管理局轄下醫務社會服務單位或其他非
政府機構的註冊社工轉介。轉介社工須確定申請人符合資格才填寫申請表，並確保填寫的資料準
確和齊備。同時，轉介社工須將此申請須知後半部分轉交申請人或監護人細閲，以確保他們同意
遵守申請須知内所有内容。

3.

本會供租用之部分輔助行動器材，如高背輪椅、高背傾斜及後躺輪椅，及可傾斜沐浴便椅，必須
有醫護人員之轉介信，方可租用。

4.

轉介社工填妥申請表後，可將申請表，連同服務使用者之相關入息證明文件副本，如綜合社會保
障援助（綜援）申請獲准通知書、普通/ 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申請結果通知書，或同住家庭過去三
個月的每月收入證明，以及轉介信（如有），透過以下方式遞交至香港紅十字會：
Ø 郵寄至本會總部（西九龍海庭道 19 號香港紅十字會總部八樓 輔助行動器材租借服務收）；
Ø 電郵至 mel@redcross.org.hk；
Ø 傳真至本會社區關懷服務部 3103 4010。

5.

由收妥申請表格、入息證明文件副本及轉介信（如有）起計算，審批申請一般需時為兩個工作天。
若遞交之申請文件有所欠缺，本會有權要求轉介社工或申請人補交有關資料。如於遞交申請後一
個月內仍未能補回有關資料，本會將退回轉介社工，不作處理。

6.

申請一旦接納，綜援申領者可獲本會豁免器材到戶運費，惟未能豁免器材租金。申請人可憑租用
器材之收據，自行到社會福利署社會保障辦事處申領有關津貼。長者生活津貼申領者及低收入家
庭則可獲本會豁免器材到戶運費，以及豁免器材部分租金（最多三個月）。

7.

所有成功申請者均需繳付器材按金。申請人在歸還器材時，將獲發還按金。

8.

申請如獲接納，本會會以回條形式通知轉介機構，其後會致電聯絡申請人，通知申請結果，配對
適合器材及確認送貨細節（如日期、時間及住址）
，並會於通知後三個工作天内將器材運送到戶。
如遇公衆假期或惡劣天氣，器材到戶服務將會順延。

9.

如申請人不符合申請資格，本會將會以回條形式通知轉介機構，並會轉介申請人至恆常器材租借
程序。

10. 申請人之個人資料如有更改，請致電 2610 0515 與本會職員聯絡。
五、

修改條款

香港紅十字會對以上條款及細則保留最後解釋權，並可按服務需要而有所修改。最新版本之條款以本
會網站所公佈為準。
六、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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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計劃有任何查詢，請聯絡盧凱琦小姐（電話：2507 7134，電郵：kate.lo@redcross.org.hk）。

煩請將以下申請須知轉交申請人/ 監護人細閲，以確保他們同意遵守以下所有内容。

輔助行動器材租借服務
綜合恢復計劃

器材到戶服務
申請須知（供申請人/ 監護人閲讀）
一、

一般租借注意事項

1.

本會提供租借之輔助行動器材主要供成人使用，十八歲以下人士若要租用，為保障他們的安全，
建議由醫護人員作出轉介，並必須由十八歲或以上之親屬辦理租借手續。

2.

本會供租用之部分輔助行動器材，如高背輪椅、高背傾斜及後躺輪椅，及可傾斜沐浴便椅，必須
有醫護人員之轉介信，方可租用。

3.

由收妥申請表格、入息證明文件副本及轉介信（如有）起計算，審批申請一般需時為兩個工作天。
若遞交之申請文件有所欠缺，本會有權要求轉介社工或申請人補交有關資料。如於遞交申請後一
個月內仍未能補回有關資料，本會將退回轉介社工，不作處理。如需查詢有關申請進度，請聯絡
轉介社工。

4.

申請一旦接納，綜援申領者可獲本會豁免器材到戶運費，惟未能豁免器材租金。申請人可憑租用
器材之收據，自行到社會福利署社會保障辦事處申領有關津貼。長者生活津貼申領者及低收入家
庭則可獲本會豁免器材到戶運費，以及豁免器材部分租金（最多三個月）。

5.

所有成功申請者均需繳付器材按金。申請人在歸還器材時，將獲發還按金。

6.

申請如獲接納，本會會先通知轉介機構，其後會致電聯絡申請人，通知申請結果，配對適合器材
及確認送貨細節（如日期、時間及住址），並會於通知後三個工作天内將器材運送到戶。如遇公
衆假期或惡劣天氣，器材到戶服務將會順延。

7.

如申請者不符合申請資格，本會將會先通知轉介機構，並會轉介申請者至恆常器材租借程序。

8.

本會職員運送器材到戶後，申請人需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以作核對。另外，申請人需即場以現
金、網上過數或轉數快等方式繳付按金或/ 及租金（適用於綜援申領者）。

9.

租借日當天乃每月之起租日（例如：個案於 18 / 6 日租用器材，每月起租日以 18 號計算）
。器材
必須在收據上列明之到期日或之前歸還，有需要時可申請續租。

10. 如在到期日或以前歸還器材，有關按金將於歸還器材當日即時退還。否則，逾期交還者之逾期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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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將於按金中扣除，扣除逾期租金後的餘款將於歸還器材當日即時退還。如有關按金未能足夠繳
付逾期的租金，需即場補繳有關租金餘額。
11. 租借器材是以月租計算，租用期不足一個月亦會收取整個月費用。倘若申請人過期未繳付三個月
或以上之租金，本會或會發信追討有關款項，並會額外徵收一個月租金作為行政費用。
12. 申請人可透過以下方式續租：
Ø 親臨本會交收中心辦理；
Ø 郵寄支票至本會總部（地址：西九龍海庭道 19 號 香港紅十字會總部八樓 輔助行動器材租
『香港紅十字會』
借服務 收）
，劃線支票抬頭：
，支票背面必須寫上使用者姓名、檔案編號及
聯絡電話；
Ø 將租金直接存入香港紅十字會的中國銀行戶口：012-875-1-144458-5，並必須有銀行存款紙，
及將存款紙正本（背面寫上使用者姓名及檔案編號）寄回上述本會總部；
Ø 將租金透過網上銀行或轉數快存入香港紅十字會的中國銀行戶口：012-875-1-144458-5，並
將螢幕截圖（需清晰顯示轉賬日期及參考編號），電郵至 mel@redcross.org.hk。
13. 續租次數不限，惟於租借時因多繳付實際租用期所需之租金將不獲發還，敬請留意。
14. 如申請人希望歸還器材，請預先致電本會熱綫 2610 0515 與職員聯絡，以便安排上門收回器材。
二、

其他

1.

租用之器材嚴禁私下轉借予其他人士使用。

2.

如器材有所損毀，需要修理或更換，請立即聯絡輔助行動器材租借服務作檢查。如器材遭蓄意毀
壞、塗污、使用者遺失全部或部分器材零件等，按金會被即時扣起，並按情況收取修理/ 賠償費
用，以及涉及之一切所需行政費用。

3.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個別人士有權查閲和修正本會所貯存屬於他/她本人的個人資料。
本會因輔助行動器材租借服務收集之個人資料，將作為有關服務之通訊聯絡、跟進租借費用、家
訪檢查器材、統計、收集意見、籌款和推廣本會服務/ 活動等用途。

4.

個人資料如有更改，請聯絡本會交收中心或致電 2610 0515 聯絡職員作跟進。

5.

免責聲明：受規限於香港法律，香港紅十字會一概不就香港紅十字會輔助行動器材的應用
引起之事故、損失或損害對用戶或第三方負責。

三、

修改條款

香港紅十字會對以上條款及細則保留最後解釋權，並可按服務需要而有所修改。最新版本之條款以本
會網站所公佈為準。
四、

查詢

如對計劃有任何查詢，請瀏覽本會網頁或聯絡本會輔助行動器材租借服務。
電話： 2610 0515 / 2802 0021
傳真： 3103 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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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

mel@redcross.org.hk

網址：

www.redcros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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