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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成員

神師：林勝文神父

會長：蔡筱敏女士

副會長：梁錦榮先生

義務會計師：李健康先生

義務秘書：熊嘉榮先生

總幹事：岑康遠註冊中醫師

宗旨與使命

「仁德之光」是由一群熱心社會服務的

基督徒所註冊成立的中醫醫療慈善機構

（稅局檔案編號：91/10267），致力為窮

困無依、年老傷殘、長期病患者，提供

免費中醫醫療援助，贈醫施藥予急需的

貧苦大眾。

香港醫療費用日益攀升，對饔餐不繼的

患者來說，更是百上加斤，難以應付高

昂的醫療費用，最後只能讓病情惡化下

去。「仁德之光」的成立希望能協助他們

緩解未能適時就醫的困境，避免受貧病

煎熬，以致身心痛苦。

我們抱著「危有所濟，病有所醫」的服

務理念，希望藉著「仁德之光」提供適

切的醫療支援給經濟有困難的病人，讓

他們得到適當治療，早日康復，不因貧

窮而延誤病情；更希望透過關懷和傾

訴，使病患的身體和心靈同時得到天父

的關顧，重拾生活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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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圖表

義診活動及健康講座

董事會

總幹事

醫護人員及義工天使

醫療服務
‧ 柴灣仁德之光
 中醫診所
‧ 外展服務

心靈服務
‧ 派發食物
‧ 探訪
‧ 發掘隱蔽長者

行政工作
‧ 一般行政工作
‧ 籌募部
‧ 宣傳及拓展部
‧ 義工小組

神師



會長的話
蔡筱敏　仁德之光董事會主席

懷著卑微的意念，我們一行五人於2009

年展開籌辦仁德之光中醫診所的計劃。

由初步構思到診所正式啓用，我們花了

不消兩年的時間。一所特別為貧病者而

設的慈善診所能得以實現，除了需要我

們行動上的實際執行外，一群默默地給

予幫忙的朋友，確在功不可沒。不管是

任何形式的幫助，是捐款、是祈禱、是

設計、是裝修、是時間、是意見，都是

莫大的支時，我們實在不勝感激。在

此，我向每一位曾給予我們協助和關愛

的人，由衷地說聲「謝謝」。

我們希望貧病者能感受到的，不只是藉

治療帶給身體上的輕省，能減輕身體上

的病痛，亦能因我們的照顧，心靈上可

因而得到一點溫暖。

願仁德之光為那些最小的兄弟所做的，

都為上主所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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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周年會務報告
前言

感謝天父，仁德之光因著天父的看顧下，

這一年多來，我們由零開始，逐步奠

定基礎，漸漸地發展至今天的形態和 

定位，受助的貧困病患者也越來越多。

首先我們要多謝天父給予我們的護佑，

讓仁德之光在各方面事情上都發展 

順利，得到很多方面的幫助及支援。 

還要多謝診所一眾天使同工，使病人得

到非常優質和全人的醫療照顧，不單使

病者身體更健康，讓他們的病況和生活

得到良好的改善，心靈更能在此得到體

貼的關顧，我最滿足是見到很多病人在

這裡能夠歡笑，這都全靠所有天使同工

對他們的支持和鼓舞。診所的日常運作

和各項行政會務工作，也因著得到她們

的努力，使一切都能暢順地進行，得到

妥當的策劃和安排，我在此再一次讚賞

她們對侍奉貧困病患者的熱誠，多謝大

家所付出的努力與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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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德之光的工作主要可分
為三大類：包括提供醫療 
服務，為患者提供心靈上的 
關 顧， 以 及 機 構 的 行 政 
工作。

醫療服務 — 
身體上的醫治工作

仁德之光中醫診所

2009年9月本機構成立，並開展了

籌備中醫診所的計劃，四處尋找合

適的地點。終於，在2010年9月，

仁德之光於柴灣興華二村開設了第

一所中醫門診診所 —“仁德之光中

醫診所”。經註冊社工進行入息審

查的貧困病患者，證實為低收入人

士或家庭後，可在診所獲得最多12

個月的免費中醫醫療援助，包括： 

診金、藥費、針灸等所有醫療費用

均獲全免援助。由於私人醫療市場

收費不菲，公營醫療服務輪候時間

太長，給予低收入人士的免費名額

實在太少，仁德之光是項免費中醫

醫療計劃，可為低收入病患者提供

更及時和更適切的醫療照顧，避免

延誤病情，使貧困患者也能及早獲

得適當的醫治。

仁德之光以提供免費中醫醫療援助

計劃為主要工作。於2010年9月至

2011年8月期間，仁德之光的總求

診人次為1607人次。當中受惠於免

費中醫醫療援助計劃的人數合共為

1466人次，佔總人次的91.2%，為

我們的主要服務對象，其餘為自費

的求診者（圖一）。

2010年9月至2011年8月

求診類別

自費

8.8%

醫療緩助計劃

91.2%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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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訪診所求醫的人次，由2010年9

月的10人，至2011年8月單月的人

數已超過240人。一年間仁德之光

已為超過1600病患者服務，治療身

體上的各種疾病。亦讓更多社福中

心認識仁德之光，轉介更多有需要

的病人到本診所求醫（圖二）。

1607的求診人次當中，以內科，骨

科和腫瘤科為主要求診科別，分別

佔總求診人數比例分別為63.1%，

15.2%和10% （圖三）。全年診所派

發藥物合共5367日次，提供針灸治

療服務合共1224人次。

在我們診所求診的病人，一般情況

下可獲派發3天藥。但部份行動不

便，或居住地方太偏遠，或病況嚴

重，身體已較體弱病患者（如：末

期癌症患者等），我們將有彈性地

派發更多天數（如：7天的藥物），

以減少病者的周車勞頓和體力的消

耗，他們便能更安心休息和得到更

佳的治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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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求診個案中，六成為女

士患者，而內科為主要的求診類

別，當中以鬱症為最多求診個案。

這是由於我們的患者都是低收入人

士/家庭，每天承受著生活所需的

壓力和居住環境欠佳等煎熬，故容

易形成這些疾患。對於有情緒病的

患者，我們除了予以常規的醫學

建議和治療外，還會延長個別有

需要患者的診症時間，與他們傾

訴，把心中的鬱結抒發出來，做到 

「身心同治」的治療模式，體現仁德

之光重視「身、心、靈全面」的全

人醫治，所以我們能和病者建立到

非常良好的醫患關係，進一步改善 

病情，使他們更趨康復。

區內外展服務

由於求診人士多屬長者，佔診所

總求診比例45%，故多身患不同 

疾病，很多兼有關節退化，行動 

艱難。我們有一位病人於診所旁

的興民村居住，我們步程只需約 

10分鐘，但她徒步走過來診所則需要 

1小時。我們了解到其實這類患者

的 數 目 不 少， 因 此 自2011年4月

起，仁德之光開始外展醫療服務，

為柴灣區行動不便的病者提供上門

中醫治療（圖四）。

2011年4月至8月期間，仁德之光

合共提供出診服務23次，受惠人

士主要為65歲以上長者兼患有嚴

2010年9月至2011年8月

診症類別

內科 63.1%

腫瘤科 10%

骨科 15.2%

五官 0.2%

兒科 7.6%

婦科 0.8%

外科 3.1%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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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膝關節退化的問題，經過中藥

和針灸治療後，現疼痛情況已得

到良好改善，從前她們舉步維艱， 

現在則舒緩很多了，長期疼痛為

病人帶來的痛苦是最為磨人的，

我 們 很 高 興 患 者 通 過 治 療 後， 

情況得到明顯改善。

外展服務中第二種主要服務疾患為

癌症病人，晚期癌症患者，不但有

長期疼痛，而且身體虛弱，對他們

來說，外出求診所需要的體力和精

神實在不能應付，所以他們亦是我

們的其一主要外展服務對象。雖然

外展服務所花費的時間和人力物力

較多，成本效益也較低，但我們認

為行善工作的本質並不應該這樣計

算「效益」，為這些一直以來寸步難

行的患者來說，能有醫護人員上門

為他們治療及傾談，是最大的喜樂

和安慰，亦是仁德之光希望滿足病

患者的目標，要把愛和光明帶到黑

暗的地方。

2010年9月至2011年8月

年齡組別

65歲以上 
45.0%

0-18歲

7.5%

19-40歲

16.6%

41-65歲

30.9%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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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三伏天灸治療

天灸是中醫針灸療法中的一種藥物

灸，又稱發泡灸，是通過藥物對穴

位的刺激，使局部皮膚發紅充血，

甚至起泡，從而激發經絡、調整氣

血而防治疾病的一種方法。天灸療

法是針對冬天易發的病證，根據辨

證，選取特定的腧穴貼藥，以減低

下一個冬天的發病率。 

仁德之光中醫診所為減輕弱勢社群

的醫療負擔，在本年的三伏天陽

氣最盛的日子，免費為低收入受

助人提供此治療服務，同時亦為

區內65歲以上長者提供特惠低收

費的天灸貼藥治療，藉此減低他們

的患病機會，降低長期病患在寒冬

期間的發病率。 2011年「三伏天」 

日期為：初伏：7月14日（星期四）， 

中伏：7月23日（星期六），末伏：

8月13日（星期六）。是次計劃合共

81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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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診活動及健康講座

仁 德 之 光 於2011年5月 參 與 了 天

主教海星堂舉辦的「家樂福嘉年 

華會」，於活動當中舉行了中醫義診

及健康講座，目的是向區內長者講

授他們最常見的膝關節疾患以提高

預防意識。另一方面，我們希望藉

著是次活動，發掘區內隱閉長者，

讓他們有病痛又不能應付醫療開支

時，懂得向仁德之光尋求醫療援助。

食物福袋派發

要有健康的身體，除了準時服用藥

物外，充足和富營養的飲食同樣重

要。仁德之光所服務的病人均為低

收入人士，對他們來說，要有均衡

和營養飲食是很有難處的一件事，

就連是否吃得飽也是他們所面對的

困難。仁德之光於今年2011年1月

及6月，安排了派發2次愛心食物

福袋予我們已登記的低收入家庭， 

希望能略為幫助他們在飲食及生活

方面的壓力，有助他們較輕鬆地面

對生活，從而身體更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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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上的醫治工作

聆聽及傾訴

仁德之光除了希望照顧病人身體上

的疾病外，另一個同樣重要的任務

是照顧病人心靈上的需要。因此，

我們有別於其他一般診所，以診症

數量為目標，反而，我們希望利

用多些時間，耹聽病人的心聲及不

快的事。醫護人員們會於病人等候

期間主動與病人建立關係，由其很

多獨居的病人都希望與人交談，傾

聽他們的需要。很多時候，有需要

時醫師診症時甚至會用上一小時去

細心傾聽及安慰病人，我們亦會與

一些情緒激動的病患者和家屬一起

祈禱，教他們嘗試向天父祈求，保

守他們有份平安的心，把憂慮和盼

望都交託給主。對病人來說，心靈

上的照顧比起身體上的不適更為重

要。我們亦會特別照顧及關懷離世

患者的家人，希望能支持他們渡過

最困難的時刻。

另外於外展服務中，醫師與護士們

亦會多與長者傾談他們生活上所遇

到的困難，並會協助一些獨居長者

在起居上的需要，如在出診期間順

便為他們維修簡單家電或添置家庭

用品或食物，都為病患者帶來不少

的溫暖。

仁德之光與病人所建立的關係有

別於一般診所，有些區內的病人， 

會經常買些水果或糖水答謝診所 

天使們，於節日例如聖誕會收到 

賀卡，新年更會煎年糕予我們吃。

看 到 病 人 能 精 神 地 笑 著 到 訪， 

已經是診所工作者的最大回報。 

有些病人每每遇到困難時亦會主動

到診所與我們傾談，我們亦會儘

量提供方法幫助他們。始終，身體

上的疾病可以康復，都有賴其他 

心靈上的配合，才是本診所全面的

治療計劃。

探訪顯關懷

另一方面，我們希望藉著愛心食物

福袋的派發，把我們的愛心和關

懷帶給他們。每次活動仁德之光都

會廣召義工，分組探訪住於不同區

域的診所病患家庭。除了派送探訪

禮物外，義工們會細心與家庭成員

14



傾談。每每聽到那些獨居長者和住

在板間房的家庭，呻訴著長期的孤

獨和擠逼感，使他們心靈上每天都

受著折磨，我們都反醒到自己現在

所擁有的幸福，並同時對他們予以

安慰和積極的鼓勵，讓他們知道生

命並不孤單，會有人和天父一起和

他前行。其中一次我們安排義工去

探望一板間房的獨居老人，她感動

落淚，事後還親筆寫了封感謝信給 

我們以示多謝我們和義工的探望。

仁德之光神師— 林勝文神父

感 謝 天 主， 在2011年1月 送 給 了 

仁德之光一份大禮物，一份很大的

恩寵。林勝文神父加入仁德之光，

成為我們的神師，為我們的慈善 

工作，帶來另一份動力。讓大家再

次記起工作背後的那份使命和目

標，還有甚麼才是真的重要，使我

們的發展路向和視野更加清晰明

確，並為我們的心靈加油，支持

我們，向標桿直奔。感謝林勝文 

神父，感謝天主的大禮。

行政及會務發展工作

善用捐款

仁德之光的所有捐款來源自公眾

募捐，仁德之光的行政開支得到

熱心人事撥款支持，使從公眾慕

捐到來的善款100%用於貧困病人 

身上，包括購買藥物，針灸治療器

具等等。希望各位能繼續支持仁德 

之光，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與其他慈善機構合辦活動

本年，仁德之光得到多間公司、 

機 構 和 團 體（包 括 西 門 子 有 限 

公司、鴻福堂集團、耀陽行動等）

在人力和物力上的支持，使一眾低

收入病患者及家庭除了受惠醫療援

助外，還得到了更多方面的全人

的照顧，包括日用的食糧和精神上

的鼓舞安慰。此特別鳴謝耀陽行動

由2011年5月起，長期贊助仁德之

光每月部份藥費和食物派發。未來

我們亦會繼續與更多機構和團體合

作，讓仁德之光能侍奉更多有需要

的貧困人士。

行政及宣傳工作

診所的行政人員及義工們會協助執

行仁德之光的每天及定期的行政 

工 作， 以 便 診 所 能 順 利 營 運。 

另外，亦會定期聯繫不同的社福 

機構，向更多團體及註冊社工們介

紹及推廣仁德之光的工作，以便他

們能更適切地轉介有需要的低收入

人士到仁德之光求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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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拓展更多醫療點

在仁德之光中醫診所工作以來，經

常見有不少病人跨區，甚至是由新

界區前來香港柴灣求診，為了減輕

低收入病者的負擔，以及希望讓更

多人得到適切的醫療援助，未來一

年，仁德之光除了會繼續運作於柴

灣的仁德之光中醫診所外，亦計劃

逐步與更多團體合作，於更多區域

設立醫療點，及進行外展服務，令

更多身處不同地區的低收入病患者

得以受助。

延續出診服務

由於本年度上門出診服務廣受病患

者及社福機構歡迎，柴灣區的行動

不便病者對出診健康服務的需求量

亦相對較高，故來年我們會繼續提

供出診服務，特別是為興華村和興

民村的低收入且行動不便的患者服

務，使他們能繼續獲得妥善的醫療

照顧。

骨科推拿

骨科是我們三大主要診症類別之

一，未來一年我們希望能招募義工

骨科中醫師，為病人提供更好和進

一步的全面治療。

招募義工

隨著仁德之光的工作逐漸成長及擴

大，我們需要更多人手協助診所

運作，以及參與各項不同的活動。

未來一年我們會積極招募義工，也

會和更多企業的義工隊部門聯繫， 

共同舉辦義務工作，如探訪，派發

食物包等活動予有需要家庭。

食物派發

由 於 低 收 入 家 庭 多 三 餐 不 飽， 

長期營養不足是大部份引致病患的 

根本。為針對此因由，未來一年我

們將計劃派發更多次食物福袋，

並且為部份嚴重缺乏食物的病人

家庭，協助他們申請定期的食物 

援助，使他們能夠有充足的營養，

減低患病及舒緩病發的機會。

增加探訪次數

大部份仁德之光所照顧的病人，

心靈上均缺乏滿足和未能得到適

當的照顧。這是因為經濟壓力， 

生活困逼，又或者是獨居患者，缺

乏家人或朋友的關愛，都令人生活

得沮喪和陷入低潮，阻礙身體的康

復。未來一年我們會增加探訪次數，

讓病患者能得到更多的關愛，心靈

得到更大的照顧和滿足，這對他們

的病情及人生都能帶來良好的改善

和正面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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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德之光總幹事—岑康遠

未來一年將是仁德之光需要做更多

工作的一年，全球經濟環境不穩

定以及通脹等問題，將令更多人失

業和就業不足，仁德之光更需要好

好裝備，以應付更多需要醫療援助

的低收入病患者。祈求天父繼續眷

顧仁德之光的工作，把祢的這份大

愛和關懷之情，繼續透過我們發

放出去，發亮發光，照耀黑暗，溫

暖人間。 “愛必須付諸行動，而具

體行動就是服務” 將繼續和永遠是

我們仁德之光眾天使的使命精神， 

主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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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德之光於2011年1月29日舉行了

新春食物福袋派發活動，我們一行

13位「仁德天使」，把這份小小心

意和關懷，帶到19個位於港九新界

各區的低收入家庭，義工們派發福

袋之餘，亦同時與每個家庭的成員

分享生活上點滴，藉此加深了解他

們生活上的困難，並希望他們心靈

上所受的抑壓得到片刻的舒緩。

是次短暫的探訪雖不能為他們帶來

甚麼改變，但我們仍能感受到每個

受訪家庭的欣慰和喜悅，因為義工

們的親切關懷與聆聽，在彼此分享

的過程中，帶出人間有情，希望他

們在這寒冬中，仍可感受到絲絲的

暖意，暫且忘卻生活的壓力和背負

已久的心靈重擔。

以 下 是 其 中 一 位「仁 德 天 使」— 

陳偉樂先生的探訪後感，與大家一

同分享：

基層市民生活的境況

2011年1月29日下午，晴天，我和

阿嵐與其他教友一起參與仁德之光

義工服務，在來臨新年當中，我們

帶備了一上食用物品，（油，米，及

一些日常物資）讓基層的朋友感到

天主的關愛及送上我們的祝福。

在探訪不同的家庭，深深感受到基層

家庭生活的苦況。其中一個家庭兩母

女居住一個單位，只有一百呎在右，

媽媽因病一雙手掌不能動彈，連緊

緊握實拳頭都不可能，所以不能夠 

工作。只是靠踪緩為生，當我們探望

她們，送上一些普通物品，她非常 

高興。可能為一些中產家庭及富有 

家庭，都不算是甚麼東西。

搬運物資在與女士說話當中，她喜

悅地談論到女兒參與打羽毛球運動

時，拿了不少獎牌，感到自豪，亦

提及到女兒非常孝順，讓她感到安

慰，可是在提到生活當中，對生活

亦感到徬徨，在言談當中，經常眼

有淚光，亦為女兒的課外活動的經

費，讀書的書薄費用傷神。她們經

常不斷地重覆多謝我們，不要多謝 

我們，只要多謝天主。我心中說

道：奴僕只做主人（天主）命令我們

做的事情。沒有甚麼好多謝的！

當 我 們 探 望 另 一 位 中 年 女 士， 

巳經來港太約7年在右，她身體有

很多毛病，個性非常樂觀，雖然

仁德之光 — 義工心聲

2011新春食物福袋派發活動及義工服務後感  
(2011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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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居住只有一個床位及內附一個

洗手間，地方非常狹窄，仍然快樂

地面對生活，真是令我感到震撼，

她經常感謝，醫師，醫師的員工

用心的關愛及治療她的身體。在她

的口中，常常聽到感謝。或許從她

的身上學懂感謝，如果不懂得每天 

感謝，感恩，我怎樣看見到天主的

慈顏。我亦從她身上經驗到天主的

慈顏。起初，我以為自己送祝福給

別人，相反地，她給我送上天主的

祝福，一個莫大的祝福。

翌 日，2010年1月30日（星 期 日）

常年期第四主日，我參與感恩祭， 

活 潑 的 天 主 透 過 自 己 聖 言 向 我 

說話。食物福袋不單有食物，也有

賀年揮春，與大家分享新春及主恩

的喜悅索。

2:3;3:12-13

地上所有遵守衪法律的卑微人！ 

你們應求上主，你們要尋求公義，

要尋求謙和，也許你們在上主忿

怒的日子能藏身免禍。但我必在你

中間留下謙遜和貧苦的百姓，他們

必依賴上主的名號。以色列的遺民

不再行邪惡，也不再說謊言；在他

們的口裏再也找不到欺詐的吞頭； 

的確，他們或是牧放，或是休息，

沒有人來恐嚇。                     

隨後福音是真福八端，讓我們想

起天國的承繼人。就是真福八端。 

耶穌基督提及的八類擁有天國素質

的人。他們一生走向真理，如果

我們一生的渴求及終向都沒有指向 

八端的素質，我們就沒有資格成為

天國的一份子。

主佑

偉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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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食物福袋傳愛心 
（2011年6月18日）

2011年6月18日， 仁 德 之 光 安 排 了 本 年 度

第 二 次 的 食 物 福 袋 傳 愛 心 活 動， 把 身 體

所需要的食物和心靈所需要的人情關懷， 

送到我們的低收入病患者家庭中，共同分享這

份人間溫暖。

是日由耀陽行動贊助食物包及鴻福堂集團有限

公司捐贈健康飲料，我們又邀請到西門子有

限公司派出義工隊伍，將這份暖意帶到患者

的手上。我們代表受惠的一眾低收入家庭，感謝以上三家機構，給十多位 

義工的支持，多謝你們。

以下是西門子有限公司的義工成員的活動後感與大家分享：

Siemens Volunteer Team (SVT) brings love and care to less-privileged 

families in the community.

On 18th June, 20 Siemens volunteers gathered and experienced an eye-

opening, meaningful and unforgettable event. We cooperated with a charity 

clinic called the Raphael Hong Kong (www.rapael.org.hk) whom has a task to 

deliver the foodbag to their patients. SVT helped by providing a recycle bag 

and dot-it for each foodbag and delivering them to the need.

Our SVT team had separated into 2 big groups, one group in Chai Wan, 

another in Kowloon. We then split into smaller groups and was assigned to 

visit different families.

At first, it sounded like we are going to be a delivery person, but during the 

visit; the families are very welcoming, inviting us all into their tiny little flat, 

bringing us tea and water, chattering all the way. We spent at least half an 

hour with each family, listening to their stories, sharing their worries and 

they are showing us their appreciation of bringing them foodbag and coming 

along with smiling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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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ow are some sharings from our volunteers:

“My experience from the foodbag delivery 

event was a juiceful one. We helped a charity 

group to deliver the foodbag to some of the 

weakest people in the society. Most of the 

elderly we visited are old, poor and sick. Not 

only did the materials supported their daily 

need, throughout the visit, we spent about half 

an hour to discuss individually with the elderly 

and share their pain and frustration in they 

views. I can feel the appreciation they have 

towards our love and caring in this visit. This 

is definitely one of the best events I had ever 

participated with SVT and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more meaningful activities in the near future” – Andrew Lau

“It was raining early in the morning, however the weather turned better 

and the sun came out. This activity is not only about food bag delivering.  

Of course the materials could help those in need. But a chance for us to talk 

with them and understand what they think would be much more important. 

It was a good chance for us to share their joy of receiving the food bag and 

also their stories, sadness and worries.” – Natalie Cheung

“It was eye-opening,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Recalling one of them,  

an elderly has a public house allowance, but his flat was empty, there was 

only a bed to sleep with; the weather was hot n sticky, he does not even have 

a fan to cool himself down. He was lonely, but once we arrived, he could not 

stop talking. All he needs is love and care from others. Without joining this 

activity, I would never realize this.” – One of the volunteer

All volunteers enjoyed this activity very much as we could share the joy  

and happiness with the elderly during the visit and we all look forward to  

the next activities.

To bring your love and care to more needy people, please encourage your 

families and friends to join us in future Siemens volunteer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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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OF RAPHAEL LIMITED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S AT 31 MARCH 2011

Note      HK$

Non-current assets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7 204,683.00

Current assets
Accounts receivable 1,380.00
Rental and utility deposits 16,200.00
Cash in hand 3,120.00
Cash in bank 63,566.96

84,266.96

Current liabilities
Accrued charges 27,260.99

Net current assets 57,005.97
261,688.97

Represented by:
Surplus for the period 261.688.97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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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OF RAPHAEL LIMITED
DETAILED INCOME AND EXPENDITURE STATEMENT
FOR THE PERIOD ENDED 31 MARCH 2011

     HK$

Income
Donations received 597,216.90
Consultation income 37,020.00
Bank interest income 0.64

634,237.54

Less: Cost of Sales
Medicines 29,931.16
Consumables 20.445.20

50,376.36
583,861.18

Less: Operating Expenses
Audit fee 500.00
Bank charges 100.00
Cleaning 6,454.70
Depreciation 28,340.00
Electricity 5,616.00
Insurance 3,931.01
MPF contribution 9,900.00
Postage and courier 678.20
Printing and stationery 7,433.80
Rent 52,000.00
Repairs 637.00
Salaries 198,000.00
Stall welfare 237.20
Sundry expenses 3,135.00
Telecommunication 3,313.00
Transportation 1,576.00
Travelling 265.00
Water 55.30

322,172.21
Surplus Before Tax 261,68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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