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1年至今，卫理福利服务（MWS）不分年
龄、种族与宗教，持续为弱势及贫困者服务。多
年来，我们逐渐扩大照护范围，以满足弱势年
长者、家庭及青少年的特定与不同需求。 

我们协助人们摆脱贫困，赋权于他们，使他们
的人生圆满。除了缓解财务上的贫困，我们还
协助受益者面对社会心理、身理及情感上的问
题。对于每一个前来求助的人士，我们都努力
提供综合与整体性帮助，以实现上述目标。 

历经多年，我们的角色已不局限于提供补救
服务，而是凭借所积累的经验，赋予受益者各
种资源和力量，维护他们的利益，并培养服务
受益者的人才。我们也与社区密切合作，期待
有一天能让所有以新加坡为家的人都能真正
拥有圆满人生。 

愿景  
以基督为中心， 让弱势及贫困者拥有
圆满的人生。

使命  
通过与卫理公会及社区的综合及
全面的服务，丰富弱势及贫困者的
人生。 

关于我们 

价值观  
信任 

价值与尊严 

诚信至上 

服务优先 

团队合作 

优良管治 

卫理福利服务为国家社会服务委员会的成员 
国际专利分类注册号码：IPC000360 

慈善注册号码：00166 
独特实体号码：S81SS0088H 

银行: The Development Bank of Singapore Limited 
核数师: Baker Tilly TFW LLP 

义务法律服务提供人: Drew & Napier LLC 

欲阅读完整版财政年度报
告，请扫描二维码或浏览
https://mws.sg/annual-
governance-reports/ 

减少贫穷 帮助年长者
在地养老 

改造边缘
少年 

缓解现代家
庭生活压力

培养儿童
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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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能赋权, 活出圆满人生 

STRATEGY STRATEGY

复杂问题需要全面性介入 
我们不仅仅是解决当前的问题, 并考
量人们的愿望、价值 观、生活方式、社
会环境、对社会包容度的需要，以及
可能触 发创伤的潜在行为。 

原则 支柱 

弱势群体拥有可依仗 
我们相信受益者不是无助的‘受害
者’。他们可以有能力利用优势和资
源来创造更积极和可持续的变革。 

卫理福利服务的策略建立在两大关键原则上，包括四个主要支柱： 

重组以提供全面
照护 
协同资源并改进
流程以提高决策
和服务交付。 

采取以洞察为本
的有效介入方法 
确保我们的护理
方法和干预措施
以深入的受益者
见解为基础。 

赋予受益者各种
资源，帮助他们
更好地应对 
生活挑战和防止
问题扩大，让他
们有机会为 
社区奉献 
培养受益者及其
社区，以提升社
区中的弱势群
体，并创建一个
更可持续的支持
网络。 

为员工提供培
训，满足日后需
求 
确保可扩展和响
应社区需求的标
准具有更大的一
致性。 

在未来三至五年，卫理福利服务将持续加强运
营能力。即将推行的计划包括： 
-  为应对新加坡人口老化趋势，将MWS疗养

院数量增加至5家； 
-  推出一项加强家庭关系与结构的计划，避免

相关家庭陷入困境； 
-  在卫理福利服务组建一支专门研究团队，以

支持创伤知情护理与循证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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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 

播下种子。 
1981 | 卫理福利服务由新加坡
卫 理 公 会 总 议 会 创 立 于 1 9 8 0
年。1981年，卫理福利服务章程
草拟并通过。   1983 | 位于圣乔
治巷（St George’s Lane）的卫
理公会年长病患之家，接收首批
6名院民。   1986 | 向第一批学生
发放助学金。   1987 | 首家家庭
服务中心设立于罗威路（Rowell 
Road）。   1989 | 首届MWS高尔
夫球友会由已故Tay Eng Soon
博士与已故Edwin Chan先生发
起，旨在为卫理福利服务筹款。 

1990年代 

快速扩张
时期，
以服务社会上被边缘
化、迷失和弱势的人群。 
1990 | 志愿者发起-慈怀事工——
爱加倍团契，以推广一种居家形式
的慈怀护理。   1991 | 第二家家庭
服务中心设立在淡滨尼。   1994 | 
颂恩学生中心开幕。   1994 | 卫理
福利服务公布新标志，表达了高举
耶稣十字架的使命，以及对有需要
人群的关注。   1996-1997 | 卫理
福利服务与其他教会合作，设立誓
约家庭服务中心和基督之光卫理
关怀院。 

2000 | 伯大尼卫理疗养院开始在
蔡厝港运营。   2006 | 加强组织
管理。   2010 | 配合新加坡基督
教卫理公会创立125周年，为贫
困人士筹集了超过$170万善款；
透过设立卫斯理乐龄活动中心，
开始对惹兰白锡一带的年长者进
行外展工作。 

2000年代 

卫理福利
服务扩大
对年长者的社会影响。 

2011 | 设立新加披首家边缘少女宿舍。   2015 | 为纪念新
加坡金禧年而推出一次性债务清偿活动，为受益者筹集近
$340万。   2016 | 建立更多乐龄活动中心，以接触被社会孤
立者；推出债务管理和资产建立计划。   2017 | 将各项服务
整合为主品牌“卫理福利服务”；位于油池的MWS疗养院开
幕。   2018 | 卫理福利服务进行组织结构调整，也为旗下疗
养院引入新护理理念。   2020 | 圣光学生托管中心归卫理
福利服务管理；卫理福利服务赢得招标，在友诺士运营新
结合乐龄护理中心与疗养院。   2021 | 卫理福利服务欢庆
增能赋权40周年，帮助各社群实现圆满人生。 

2010年代至2021年 
卫理福利服务持续精进
慈善工作，

迈入成长与
审视时期。 



4.8%

2020/21财政年度最关键数据摘要 

8,786
名服务总人数

（数据包括直接客户和服务人数）
+5%

名处于困境的家庭 +5%5,831

2,096 名社区中被社会孤立者及 
体虚的年长者 +1%

名接受院居照护的长期病患、
体虚及贫困者 +5%750

名边缘少年及弱势儿童 +106%*109

在2020/21财政年度中，卫理福利服务接获了
总值$1,380万的捐赠款项及赞助。卫理福利服
务把筹款费用维持在总筹款额的4.8%，比慈善

理事会所制定的30%最高限度低了许多。 

筹款 

4.8% 筹款费用 
筹款比例提升71% 

95¢ 每筹到的1块钱当中，
就有95¢ 直接用于卫理福利服务中心和计划 

筹得

$1,380
+8%

营运开支 

任何计划所带来的亏损由卫理福利服务承担。 

接受院居照护的长期病患、
体虚及贫困者：57%

困境家庭：18% 

社区中的被社会孤立者及
体虚年长者：10% 

边缘少年及弱势儿童：3% 

管理费及共享服务：12% 
+10%

10%

57%

12%

3%

18%

*增加主要来自新的MWS圣光学生托管中心。 

$1,979,056
发放给全岛低收入家庭

主要亮点 

主要亮点 主要亮点 

万

$4,99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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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志愿工作 

聚焦志愿工作 聚焦志愿工作 

4,781
志愿者总人数

10,797
总共参与活动次数

 跟进志愿者反馈 
 
共有246人参与2021年4月17日至5月16日期间进行的MWS年度志愿者满意度调查。 
 
勾选“强烈同意”和“同意”选项者，被计入认同陈述的百分比当中。 
 “其他”指的是“既不同意也不反对”，“不同意”及“强烈反对”。 

来年还会继续参与卫理福利服务志愿服务 
91%

觉得他们为受益者带来积极改变 
82%

觉得受到MWS中心或相关计划职员重视 
93%

对参与MWS中心活动或计划所付出的时间感到
满意 

84%

对卫理福利服务职员的适时帮助感到满意 
90%

觉得MWS中心经常与他们进行交流 
79%

觉得自身价值观和卫理福利服务的使命感及
奋斗目标相一致 

88%
觉得志愿服务培训很有帮助
76%

觉得与MWS中心的沟通简单明了 
85%

对于针对自身角色的培训次数感到满意
67%

并非一帆风顺。起初，我们无法
用院民的母语或方言进行沟
通，有些志愿者因而感到自己
有不足之处。我们的一些活动

志愿服务滋润心灵, 施与受皆获益 

“我们一起练习弹乌克丽丽大
约8个月。经过多次祷告后，我
们决定放胆一试，将学到的弹
拨技巧用来为院民祈福。过程

陈清芳（62岁） 
赞美浸信教会乌克丽丽小组组长 
自2018年起成为MWS疗养院—油池
团体志愿者 

志愿者的话 

年轻也能做出
贡献 

“我是在参与一次海外社区服
务之行后，萌生参与卫理福利
服务志愿服务的念头。当时我
带着一颗沉重的心回国，下定
决心为社群做出更持久的贡
献。我和父亲一同参与卫理福
利服务家庭发展计划，这个活

蔡正敏（23岁） 
自2019年起成为MWS家庭
发展计划志愿者 

动很棒也很有意义。自此之后，
我完成了志愿者培训计划，并
为家庭发展计划制作了一个视
频，还主持了一次分享会，让志
愿者交流经验，提升知识与技
能。我很期待尽快与受益者再
次会面，更深入了解他们！” 

有幸陪伴与温暖
他人 

“刚开始，我们只是进行简单
的外展活动，引导年长者做些
运动。后来我们参与了社区亲
善之友服务，探访体虚的居家
年长者。有的年长者已经忘了
快乐的滋味。他们失去行动能
力，或随着日子过去，社交圈子
越来越小，因而感到孤独和与
世隔绝。当我们前去慰问时，可
以清楚看到他们的脸上洋溢着

高传义先生和邢美仁女士（83岁
与74岁） 
自2014年起成为MWS颂恩乐龄活
动中心 - Geylang East志愿者 喜悦。即使在疫情期间，我们也

通过电话和Zoom，与其中一名

年长者Anne保持联系。她已经
70多岁了，之前得了癌症、骨关
节炎和忧郁症，目前正在康复
当中。她也参与我们的声乐课
程，转成网课后仍在继续。慢慢
地，她的身心健康都改善了！我
们很庆幸，能陪伴像Anne这样
的年长者，为她们带来温暖。”

也不太适合坐轮椅的年长者参
与。无论如何，我们对院民的爱
以及我们想为他们带来欢乐的
决心，最终战胜了这些困难，连
疫情也阻挡不了我们。看着他
们开怀地笑，积极参与，我们也
很感动。这段友谊滋润了心灵，
我们和院民都获益良多！” 

2%

1%

3.5%

21%

24%

1%

1%

1%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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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年长者照护： 被社会孤立者及体虚者 

MWS社区年长者护理服务群组，由
7家MWS乐龄活动中心和一个整
合的MWS居家护理与慈怀疗护网
络组成。我们所提供的照护进程，
为生活如常、体虚前期及慢性病患
年长者增能赋权，使他们能在地养
老、有尊严地生活及安详离世。 

为年长者
增能赋权 

以有意义的方式

+1%
名居家及社区年长者接受照护 
2,096
协助对象

1,049-7%
名被社会孤立的年长者，受邀参与社区
中的社交与保健活动 

1,047+10%
名体虚与患病年长者接受居家照护

协助方式 

健康生活 
年长者可使用
为他们而设的
运动设备，也
能参与保健
活动。 

鼓励支持 
协助年长者更
自如地掌控身
体、情感、精神
及社交等生活
面向。 

回馈奉献 
年长者发挥所
长，关怀被孤
立的友邻，从
中找到方向。 

社区支援 

居家照护 
为生命垂危病
患提供全天候
照护。 

协调照护 
为年长者提
供医疗、护理
及个人照护，
并给予财务援
助。 

支援看护者 
给予看护者相关
训练，协助他们抽
离、喘息，并在他
们的至亲逝世后
帮助他们走出丧
亲之痛。 

全面照护 
为病患提供居
家个人照护，
并助其处理家
务、外出办事
及进行日常
活动。 

居家支援 

提供温暖的社区 
年长者通过共同
的回忆、达到重
要目标以及庆祝
时刻建立了牢固
的联系。 

现年65岁的郭郭俐俐，是
MWS乐龄活动中心 - Teck 
Ghee Vista的志愿领导者。有
人鼓励她善用自身兴趣，积极
响应活跃老化的倡议，这也和
卫理福利服务的强项为本取
向不谋而合。这一理念视年长
者为具有能力的个体，也能为
自身的健康快乐做主。 

 
“我从2017年起就开始参与

MWS志愿服务，每周办一次
排舞课。开课不仅让我有机会
教自己的所爱所学，也体会到
成为领导者应有的担当。” 俐
俐说道。 
 
俐俐也再接再厉，与排舞小组
共同协调，在一些庆祝活动中
进行演出。“每当年长者们学
到新的舞蹈，他们的笑容和成
就感让我很开心。我发现教舞
蹈很有意义，不但能帮助年长
者保持活跃，也能增强他们的
信心！” 俐俐分享道。 

社区年长者照护： 被社会孤立者及体虚者 

MWS颂恩乐龄活动中心 
– GEYLANG EAST 
253 名年长者 
 
MWS卫斯理乐龄活动中心 
– JALAN BERSEH 
166 名年长者 
 
MWS乐龄活动中心 
– FERNVALE RIVERGROVE 
123 名年长者 
 
MWS乐龄活动中心 
– GOLDEN LILY @PASIR RIS 
120 名年长者 
 
MWS乐龄活动中心 
– GREENTOPS@SIMS 
PLACE 
137 名年长者 
 
MWS乐龄活动中心 
– KEBUN BARU 
84 名年长者 
 
MWS乐龄活动中心 
– TECK GHEE VISTA 
166 名年长者 
 
MWS居家护理与慈怀疗护 
1,047 名病患 
11,735 次家访 

中心 

郭俐俐

排舞热爱者 
教师 

志愿者 

“排舞让我快乐，感
觉也很棒。我常听
说跳舞能刺激思维，
提升记忆力、身体平
衡与协调，并降低跌
倒的风险。当我们年
龄越来越大，这一点
真的很重要。所以我
说，让我们继续舞蹈
吧！” 俐俐说道。 

为年长者
增能赋权 

以有意义的方式

此外，MWS乐龄活动中心也
一直在加强社区亲善之友服
务，培训中心成员和志愿者接
触邻里的居家年长者，即使是
疫情期间也不中断。由于在社
区积极进行外展活动，各大中
心得以迅速发现体虚及长期
病患，及时给予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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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S院居服务群组由2家疗养院
和一家收留贫困者及无家可归者
的福利院组成。院民多为有慢性病
和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需求的低
收入年长者，他们需要全天候的支
持。为满足院民的整体需求，我们
提供医疗、护理及复建服务，并给
予院民、其家属及看护者社会心理
与精神层面的支持。 

协助对象 

*包括去世和已出院的院民 
名长期病患、体虚及贫困者接受照护

750*
+5%

+7%
578
名院民在
旗下两家
疗养院接
受照护 

-1%
名贫困和
无家可归
者获得栖
身处和
照顾 

172
+1%
名院民接
受物理
治疗 

697
+50%
名院民接
受失智症
治疗 

147

协助方式 

全面照护 
提供医药与护
理，复健与治
疗，社交、康乐
活动及看护者
支援，满足受
益者的各种
需求。 

医疗护理 
由老年保健及
慈怀疗护专业
医生提供。 

护理及复健 
由护士和专职医
疗人员提供。 

日常生活照护 
为贫困者及病
患提供住所、
三餐及安全的
避风港。 

“你好！要不要来杯咖啡或
茶？” 吕柔莉 女士问道。她现
年50岁，是MWS伯大尼疗养
院 - 蔡厝港的院民。 

她也会在疗养院内的Café 
Joy担任收银员，每两周一次。 

“疗养院职员教我如何招呼
顾客、记下订单及使用收银
机。我真的很喜欢在这里接触
人群、服务他们。有时，我还能
为其他院民带来欢笑。” 柔莉
分享道。 

柔莉是在6年前住进疗养院
的。当时,她中风了，刚从长
达3个月的昏迷中苏醒。面对
婚姻失败的打击，她开始自
我封闭。 

MWS伯大尼疗养院 – 蔡厝港 
361 名院民* 
 
MWS 疗养院 – 油池 
217 名院民* 
 
MWS基督之光卫理关怀院 
172 名院民^ 
 
*包括已出院院民 

^包括无家可归者、贫困者及 
遭受遗弃者，以及已出院个案 

中心 

吕柔莉 

获得赋权的
中风病患 

柔莉是众多受惠的院民之一，
卫理福利服务所秉持的增能
赋权和以院民为本的护理理
念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不仅
要营造集体归属感，也希望
通过综合与全方位方案，满足
院民的护理需求，改善整体生
活品质。 

“直到2019年，我
都不愿接受中风和
婚姻失败的现实。但
是MWS伯大尼的团
队真的很关心我。慢
慢地，我开始接受基
督教信仰，在医疗与
牧师团队的帮助下，
我重新感受到希望。
或许未来我还能回
到职场工作。” 柔莉
说道。 

 院居服务： 长期病患、 体虚及贫困者  院居服务： 长期病患、 体虚及贫困者 

有尊严地
生活 

为院民增能赋权，

有尊严地
生活 

为院民增能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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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S家庭服务群组设有4家MWS
家庭服务中心（包括一家附属中
心），以帮助困境家庭。MWS家庭
发展计划聚焦债务管理和资产建
立；MWS家庭辅助计划则为前青春
期孩子与青少年的家长提供培训
与指导。此外，我们也推出一项以
社区为本的改造计划，给予边缘少
年改过自新的机会；针对儿童，我
们则提供课后托管服务。 

协助对象 

5,831*
+5%

名面对复杂挑战的困境家庭人士接受援助

最常见问题 
育儿问题 
财务问题  
家庭暴力 
住宿/住所 
情绪问题/心理健康 
家庭问题 
婚姻问题 

33% (+25%)
32% (+3%)
25% (+9%)
12% (+7%)
11% (-3%)

6% (No change)
3% (-2%)

受益家庭每月收入 
无收入 
$2,500或以下 
超过$2,500 

45% (+5%)
37% (-2%)
18% (-3%)

影响 

-7%

处于困境的
家庭和人士
通过信息和
转介，辅导
和个案处
理，团体工
作和社区
工作，接受
MWS家庭服
务中心援助 

4,182
+35%

处于低收
入家庭获
得财务援
助和用以
建立资产
的资源 

218
通过 
MCS135 
Donate 
to Bless 
筹款活
动，每个
家庭获得
了 1,350 
元的经济
援助 

1,019
-54%

家庭透
过育儿
指导计
划受益 

412

受益家庭及个人在结案时的福利状况*
89% 有能力满足自

身需求和/或能
管理风险

88% 降低了风险及
需求的复杂性

71% 较能自力更生并
提高适应能力

78% 达到一半或以
上的目标 

目标因人而异，是由社工和受益家庭共同制
定的，其中包括提高家庭安全、财务稳定、就
业能力和看护者能力。 

* MWS 家庭服务中心服务的受益家庭及个人中

协助方式 

支援  
专业个案处

理及辅导 

赋能  
传授知识和
技能，并提

供选择 

重建  
正面及健康 

的关系

困境家庭经常面对各式各样
的复杂问题，其根源在于财务
困难。成因包括低薪、教育水
平不高、家庭冲突、家人入狱
及患有慢性病。对此，现年44
岁的刘心仪最清楚不过。 

“我的先生在2018年抛弃了
我们。我得尽快找工作，照顾
3个孩子和家公家婆。当时既
没工作，又没储蓄，还欠了很
多钱，我因此陷入忧郁。” 心
仪回忆道。后来她听从朋友
的建议，联系MWS家庭发展
计划负责人，并认识了志愿者
林佩芬。 

中心 

MWS誓约家庭服务中心 ‒ 后
港与万国 
1,557  家庭和人士 

MWS家庭服务中心 ‒ 淡滨尼 
1,043  家庭和人士 

MWS家庭服务中心 ‒ 义顺 
1,582 家庭和人士  

MWS家庭发展计划 
218 家庭 

MWS家庭辅助计划 
412 家庭 

“过去心仪很害怕看到账单，
因为还不了。我和她一起面对
这些账单，厘清偿还的优先顺
序，尽可能寻求减免。” 佩芬
分享道。在这一计划下，心仪
所偿还的每一块钱债务，都会
得到卫理福利服务$2的匹配。
渐渐地，心仪在7个月内偿还
了$2,000债务。 

刘心仪 

慈爱的母亲 
家庭支柱 
放眼未来 

“有了这笔应急基
金，我现在感到轻松
许多，也开始能看到
未来了，特别是孩子
们的未来。” 心仪分
享道。 
现在，她主动记录账单情况，
并找到了一份薪水较高的接
待员工作。心仪的经历，正好
说明了增能赋权如何为受益
者带来持久改变。 

困境家庭 困境家庭 

增能赋权，
带来持久改变 
增能赋权，
带来持久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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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有创伤经历，年龄介于
15至21岁的少女和年轻女子，卫
理福利服务设立了MWS女子之
家，透过改善她们的心理和情绪机
能，协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卫理
福利服务旗下的MWS圣光学生托
管中心，则为7至14岁的儿童提供
一个安全、良好的环境，让他们能
度过有意义的课后时光。 

协助对象 

协助方式 

创伤知情 以儿童为中心 

109
名儿童与少女

名接受弥合
创伤干预 

19

名重新融入社
区，其中1名回
校求学，而6名
找到工作 

7
名通过修复
关系，与家人
和解

5
名获得奖学
金/助学金

2

学生获得托管费补助 
* MWS圣光学生托管中心的儿童中26%*  

获得课后
支持

90

+106%

被送到MWS女子之
家的少女，曾经历4
至7次儿童期不良经
验；32%经历1至3次。

儿童期不良经验指的是会对一个人的
健康和心理造成永久负面影响的创伤
事件， 这些不良经验可分为虐待、父母
疏于照管 及家庭功能失调。儿童期不
良经验次数越 高，对一个人的性格、健
康及心理造成的影响越大。 

68%

和解 
家庭互动、建
立家庭纽带
与辅导

重新融入 
指导、教育
与就业协助 

治疗 
个性化创伤
知情护理
计划 

以童为本 
注重品格培
养，满足儿童
需求 

可负担 
确保受益家庭
儿童能获得妥
善课后照顾 

全面发展 
关注儿童的身
理、情感与社
会心理健康 

ANDREA 

创伤经历者 
崭露头角的
音乐创作人 

重拾自我，
勇于发声 

和其他MWS女子之家的边
缘少女一样，现年16岁的
Andrea有过多次儿童期不
良经历。“我的成长经历很坎
坷。那时上学压力很大，我常
被欺负，而妈妈总是忙着工
作。”Andrea坦言道。由于大
人疏于照看，受到性剥削的她
不仅坠入毒海，还开始偷窃、
逃学。转介至卫理福利服务
时，Andrea被诊断患有创伤
后应激障碍，经常出现过往遭
受暴力对待的闪回症状。 

为了帮助Andrea，卫理福利
服务运用创伤知情护理的原
则 — 安全感、诚信、选择权、
合作及赋权，并与她密切沟
通。院方也让Andrea参与讨
论自己的护理计划，她也因而
更加投入。 

在中心职员的持续关怀与监
督、理解与肯定下，Andrea开
始打开心房，大家也鼓励她发
掘自己的强项。有了MWS女
子之家的强力推荐，Andrea
得以参与艺术培育计划。返校
后，她为学校写了一首歌曲，
讲述如何克服2019 冠状病毒
的困境。 

卫理福利服务与合作伙伴、志
愿者及社群共同努力，以期在
社会心理与情绪层面，给予儿
童和青少年整体性帮助。 

MWS女子之家 
19 名院生 

MWS圣光学生托管中心 
90 名学生 

“除了改善女孩们
的心理与情绪机能，
我们也帮助她们重
新融入社会。”卫理
福利服务社工王琳
雁分享道。 

中心 

边缘少年及弱势儿童 边缘少年及弱势儿童 

增能赋权
为儿童少女

增能赋权
为儿童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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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 
a. Administering your donations to MWS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disclosing to IRAS for tax deduction purpose);
b. Communications pertaining to your donations; and
c. Communicating and updating you on other charity initiatives or related activities including soliciting donations and volunteers for activities or programmes organised by MWS or other charitable 

organisations.
• By submitting this form, you hereby consent to MWS collecting, using and disclosing your personal data for the purposes set out above.

  CREDIT CARD (Minimum S$10.00)    VISA / MASTERCARD *      Expiry Date (MM/YY)

Cardholder’s Name (as in credit card):         Signature (as in credit card):

       

DONATION FORM

Title:     Mr       Mdm      Ms      Mrs       Rev       Dr      Prof 

Full Name (as in NRIC/FIN):  

NRIC/FIN or UEN No.: Gender:    Male      Female         

Date of Birth:   /  /   (DD/MM/YYYY)  

Contact No:  (Home)  (Mobile)

Mailing Address: 

  Postal Code:  

Email:  

Occupation:    Company: 

Place of Worship (if any):  

DONATION AMOUNT

 

  

$30

$80

Other amount:

$50

$100
 

 

One-Time Donation (SGD)

Monthly Donation (SGD)

        

  

monthly 

 

  

$100

$200

Other amount:

$150

$250
 

 

  

All information is required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Please mail the completed form to METHODIST 
WELFARE SERVICES at 70 Barker Road, #05-01 Singapore 309936.  * Please delete where applicable.

Bank        Branch      MWS Account No.

 

Bank        Branch      Account No. To Be Debited

MWS Customer Reference No.

7 1 7 1  0 3 3  0 3 3 0 1 6 5 6 9 2

1. I/We* hereby hereby instruct you to process BO’s instructions to debit my/our* account.
2. You are entitled to reject the BO’s debit instruction if my/our* account does not have 

allow the debit even if this results in an overdraft on the account and impose charges 
accordingly.

3. This authorisation will remain in force until terminated by your written notice sent 
to my/our* address last known to you or upon receipt of my/our* written revocation 
through Methodist Welfare Services.

Company Stamp / Signature(s) / Thumbprint(s)* 
(as in bank’s record)

Date: 

For MWS’ Completion

For Bank’s Completion

To: Methodist Welfare Services
This application is hereby rejected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please indicate):

 Signature/Thumbprint* differs from  
the Bank’s records

 Amendments not countersigned by Customer
 Account operated by signature/thumbprint*
 Signature/Thumbprint* incomplete/unclear*
 Wrong account number
 Others: 

              
Authorised Signature         Date

For Donor’s Completion 

Full Name (as in bank account): 

NRIC / FIN* No:   Contact No (Tel/Fax*): 

Bank Account No: 

To (Name of Bank):  

Bank Branch: 

Monthly Donation (payment limit): S$ 

Name of Billing Organisation: Methodist Welfare Services

Your personal donation is eligible for 2.5 times tax deduction. Please provide your particulars, 
especially your NRIC/FIN or UEN No. for submission to the Inland Revenue Authority of Singapore for 
automatic tax deduction. 

DONOR DETAILS

DONATION METHOD

  GIRO 

  CHEQUE (Payable to: Methodist Welfare Services)   

Cheque No:        Bank: 

 /   

IMPORTANT: Please do not mail cash.

IMPORTANT: PLEASE DO NOT SEND CASH.

 

ARGD21

为资助工作坊，向年长者传授
新技能和知识 
我们的乐龄活动中心提供全
面性计划，主要通过鼓励年长
者持续学习，保持思维敏锐。
工作坊主题包括音乐、舞蹈、
科技、手作等，年长者可学习
这些新技能，保持思维活跃。 

$250
为边缘少年和儿童提供必要
上学用具 
我们中心所处理的青少年与
儿童个案，通常来自弱势家
庭。如果能为他们提供笔记
型电脑、课本及文具等必要上
学用具，就能让他们更专注学
业，安心与同学一同学习。

$50
为资助低收入家庭两周的债
务偿还和储蓄配对 
MWS家庭发展计划旨在通过
全面综合的介入措施 – 包括
传授财务管理技能，协助偿还
债务及建设资产 – 改善低收
入家庭的社会流动性。 

$100

为两户低收入家庭提供为期
一个月的财务援助 
在这一经济不景气和全球疫
情的艰难时期，低收入家庭亟
需财务援助。我们向他们提供
按需发放的现金援助，以应付
日常生活开支。 

$400
 为资助一名低收入院民在疗
养院的住宿 
我们疗养院的大部分院民都
来自低收入家庭，其中一些院
民难以负担最低费用。每一笔
捐款都至关重要，能帮助他们
获得长期照护。 

$500

有意通过手机银行
捐款者，请使用手机
应用中的PayNow
功能，直接捐款。欲
享免税，请于付款
时注明身份证号码。 

有意网上捐款者，
请浏览mws.sg/
give或扫描二维
码。欲享免税，请
于付款时注明身
份证号码。 



Postage will 
be paid by 
addressee. 

For posting in 
Singapore only.

感谢您为
卫理福利服务捐款！

BUSINESS REPLY SERVICE
PERMIT NO. 02007

METHODIST WELFARE SERVICES
70 Barker Road  #05-01

Singapore 309936

予受益者力量，并丰富
他们的生命。 眼目慈善的， 就

必蒙福。 因他将
食物分给穷人。

箴言22：9

谢谢您协
助我们，



卫理福利服务
中心和计划 家庭服务

MWS企业服务 
卫理福利服务
70 Barker Road #05-01 
Singapore 309936
Tel: 6478 4700 Fax: 6478 4701
Email: admin@mws.sg
Website: www.mws.sg

MWS圣光学生托管中心
Blk 122 Geylang East Central 
#01-74 Singapore 380122
Tel: 6744 4296
Email: MWScscc@mws.sg

MWS女子之家 
600 Upper Thomson Road 
Blk A Singapore 574421
Tel: 6391 0567 Fax: 6296 0942
Email: MWSgr@mws.sg

MWS誓约家庭服务中心 – 后港
Blk 613 Hougang Ave 8 
#01-432 Singapore 530613
Tel: 6282 8558 Fax: 6283 6361
Email: MWScfsc@mws.sg 

MWS誓约家庭服务中心 – 万国
Blk 997B Buangkok Crescent 
#01-853 Singapore 532997
Tel: 6282 8558 Fax: 6283 6361
Email: MWScfsc@mws.sg

MWS家庭服务中心 – 淡滨尼
Blk 470 Tampines St 44
#01-194 Singapore 520470 
Tel: 6787 2001 Fax: 6787 4459
Email: MWSfsct@mws.sg 

MWS家庭服务中心 – 义顺
Blk 855 Yishun Ring Road 
#01-3539 Singapore 760855
Tel: 6756 4995 Fax: 6752 4709 
Email: MWSfscy@mws.sg

MWS家庭发展计划 
(由MWS企业服务管理)
Tel: 6478 4700
Email: MWSfdp@mws.sg

MWS家庭辅助计划
Blk 469 Tampines St 44 
#01-156 Singapore 520469
Tel: 6786 5635
Email: MWSfsp@mws.sg

社区年长者照护服务

MWS居家护理与居家慈怀疗护
2 Kallang Avenue 
CT Hub #08-14 
Singapore 339407 
Tel: 6435 0270 Fax: 6435 0274
Email: MWShh@mws.sg

MWS颂恩乐龄活动中心
– GEYLANG EAST
Blk 125 Geylang East Ave 1 
#01-05 Singapore 381125 
Tel: 6842 0497 Fax: 6842 0495

MWS卫斯理乐龄活动中心
 – JALAN BERSEH
Blk 25 Jalan Berseh #01-142  
Singapore 200025  
Tel: 6298 0195 Fax: 6298 0245

MWS乐龄活动中心
– FERNVALE RIVERGROVE
Blk 473A Fernvale Street #01-17 
Singapore 791473
Tel: 6481 7395

院居服务

MWS伯大尼疗养院 – 蔡厝港
9 Choa Chu Kang Ave 4 
Singapore 689815 
Tel: 6314 1580 Fax: 6314 1576
Email: MWSbnh@mws.sg

MWS疗养院 – 油池
51 Choa Chu Kang North 6 
Singapore 689581
Tel: 6568 9200 Fax: 6568 9250
Email: MWSnhyt@mws.sg

MWS基督之光卫理关怀院
51 Marsiling Drive 
Singapore 739297 
Tel: 6368 5179 Fax: 6368 7127
Email: MWScmh@mws.sg 

MWS乐龄活动中心
– GOLDEN LILY@PASIR RIS
Blk 212A Pasir Ris St 21 
#01-616 Singapore 511212
Tel: 6214 0119 

MWS乐龄活动中心
– GREENTOPS@SIMS PLACE
Blk 63 Sims Place #01-227 
Singapore 380063
Tel: 6747 1786

MWS活跃乐龄站  
– KEBUN BARU
Blk 180 Ang Mo Kio Ave 5 
#01-2980 Singapore 560180
Tel: 6238 4137

MWS乐龄活动中心
– TECK GHEE VISTA
Blk 307D Ang Mo Kio Ave 1 
#01-01 Singapore 564307 
Tel: 6684 0341

请电邮至MWS乐龄服务中心
（MWSsac@mws.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