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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年度：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財務報告

HOK YAU CLUB
(incorporated in Hong Kong and limited by guarantee)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ENDED 30TH JUNE 2015

2015 2014
HK$ HK$

INCOME

Activities charges received 4,195,216 3,573,964

Advertising income 3,926,070 3,811,540

Donations received 956,283 447,970

Dividend income 55,310 48,971

Fund raising from Flag Days - 830,382

Interest received 619 739

Membership subscriptions 28,520 40,900

Sundry income 20,402 -

9,182,420 8,754,466

LESS: EXPENDITURES

Staff costs 4,308,263 3,726,130

Depreciation 37,013 42,417

Land lease payments 10,833 10,833

Other operating expenses 4,942,110 4,589,228

9,298,219 8,368,608

(DEFICIT)/SURPLUS FOR THE YEAR (115,799) 385,858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Fair value gain on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328,075 15,284

TOTAL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212,276 40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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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K YAU CLUB
(incorporated in Hong Kong and limited by guarante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S AT 30TH JUNE 2015

2015 2014
HK$ HK$

NON-CURRENT ASSETS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1,063,376 1,084,389

Prepaid lease payments 314,170 325,003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1,450,798 1,122,723

2,828,344 2,532,115

CURRENT ASSETS

Utility and other deposits 15,770 14,270

Accounts and other receivable 2,637,017 2,145,440

Prepayment 235,377 260,218

Prepaid lease payments 10,833 10,833

Cash at banks and in hand 4,626,066 4,882,166

7,525,063 7,312,927

CURRENT LIABILITIES

Receipts in advance 2,748,639 2,356,209

Accounts, other payable and accruals 403,983 211,438

3,152,622 2,567,647

NET CURRENT ASSETS 4,372,441 4,745,280

7,200,785 7,277,395

Represented by:-

FOUNDATION FUND 2,000,000 2,000,000

CAPITAL RESERVE 1,880,000 1,880,000

INVESTMENT REVALUATION RESERVE 239,656 (88,419)

LEASEHOLD IMPROVEMENT RESERVE 124,480 413,366

GENERAL FUND 2,956,649 3,072,448

7,200,785 7,277,395

Approved and authorised for issue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3rd Octob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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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組織架構

名譽社長

李綺玲、陳潤根、鍾樹根

社　　長（2013-2015年度）

伍德基、謝劍明

監察委員會成員（2014-2016年度）

李綺玲、伍德基、陳潤根、謝劍明

執行總監

陳凱茵

常務委員會成員（2013-2015年度）

主　　席 ： 陳穎文（兼人事管理）

副 主 席 ： 梁銘言（兼社員發展）

委　　員 ： 江奕謙（司庫）

吳寶城（資源拓展、社會事務）

梁麗嬋（社會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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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幹事名單

潛能發展中心幹事會﹙2014-2015年度﹚
總 幹 事 ︰ 周頴進
副總幹事 ︰ 李嘉莉（兼財政）
幹　　事 ︰ 包添隆、何樂文、田芷蓓、林詠欣、

盧寶珠、李曉晴、周嘉祺、羅嘉誠、
林庭峯、李穎珊

大專部幹事會﹙2014-2015年度﹚
總 幹 事 ︰ 林敬庭

內務副總幹事 ︰ 陳愷瑩
外務副總幹事 ︰ 吳家詠

財　　政 ︰ 邱艷靖
幹事 ( 資訊科技 ) ︰ 江文富

幹　　事 ︰ 蔡育衡、李珮詩、周咏詩

 公民視域幹事會﹙2013-2015年度﹚
總 幹 事 ︰ 余明慧
副總幹事 ︰ 吳學東
財　　政 ︰ 陳永裕
文　　書 ︰ 江重豪
幹　　事 ︰ 徐梓傑、李智迪、吳穎欣、陳慶鵬

學生輔導中心幹事會﹙2014-2015年度﹚
總 幹 事 ︰ 列豪章
副總幹事 ︰ 吳寶城
財　　政 ︰ 何嘉雯
幹　　事 ︰ 徐兆恆、陳倩雯、譚志聰、黃嘉豪、

梁仲康、李　翠、蕭君寧、郭鍵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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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主任（行政及財務）
（由2015年7月20日起更改職稱）

: 周燕如

項目助理 : 謝玉亭、余惠琼、

黃淑娟（由2015年7月6日起）、

嚴雅藍（於2015年5月26日止）

會計﹙兼職﹚ : 錢本剛

行
政
及
財
務
組

統籌主任（學校服務） : 曹春生、許雅影（兼職）

（兼職）項目主任 : 何婉薇（於2015年7月31日止）

社工 : 余淑芬、陳衍宗、陳曉君、

陳泳聰（由2015年3月10 日起）、

鄒港進（由2015年3月16 日起）、

石展邦（由2015年4月20 日起）、

周芷楓（由2015年5月26 日起）、

陳天惠（於2015年3月31 日止）、

鍾家恩（於2015年5月31 日止）

項目助理 : 黎家韻、許敏喬

青年工作員 : 林海紅

行政助理 : 李婉雯 （由2015年8月3日起）

統籌主任（出版及資訊科技） : 梁兆南

高級市場及傳訊主任 : 林梓茵

編　　輯 : 黃曉彤

編輯助理 : 黃思婷、尹孝賢（由2015年1月5日起）

傳訊助理 : 劉嘉欣

系統管理員 : 黃志虎

行政助理 : 葉雅絲

統籌主任（青年發展） : 方富正

項目主任 : 雷詩琪

項目幹事 : 周韶暉

社　　工 : 施能熊

青年工作員 : 陳朗梃

職員名單

出
版
及
資
訊
科
技
組

學
校
服
務
組

青
年
發
展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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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社員

吳學東、陳曉玲、杜翠盈、蘇慧賢、何嘉雯、
黎詠恩、林芷欣、陳椅華、林沚欣、吳穎欣、

葉基威、陳康然、李向榮　

 （個人）全社最優秀服務獎

黃嘉豪

（集體）全社最優秀服務獎

潛能發展中心幹事會

傑出幹事

田芷蓓、吳寶城、林敬庭、陳慶鵬

獎學金

林敬庭、蔡曉珊

長期服務獎

曹春生、錢本剛

義工時數獎 

全社 - 最高義工時數獎  林敬庭
潛能發展中心 - 最高義工時數獎 林庭峯
學生輔導中心 - 最高義工時數獎 郭鍵樂
大專部 - 最高義工時數獎 林敬庭
公民視域 - 最高義工時數獎 余明慧

（集體）貢獻獎

V-ACT深水埗區優秀義工培訓計劃籌委會

 （集體）榮譽獎

潛能發展中心幹事會

 （集體）優秀服務獎

潛能發展中心幹事會
放榜輔導熱線籌委會
拉闊大學2015籌委會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籌委會

（個人）優秀服務獎  

李　鶯、周凱雯、吳家詠、方琮瑋、林庭峯、
周頴進、李曉晴、盧寶珠、何樂文、包添隆、
鄧小儀、列豪章、徐兆恆、陳倩雯、黃嘉豪、
蕭君寧、譚志聰、何嘉雯、郭鍵樂、梁仲康、
李　翠、林敬庭、余明慧、江重豪、吳學東、

陳慶鵬　

（個人）服務獎 

張家標、陳展鈞、李焯男、楊凱盈、石毅俊、
杜翠盈、張峻銘、楊詩彤、周智健、鄧福謙、
吳浚傑、石匡怡、羅采欣、戴雪凝、黃世昌、
趙奕斯、陳芷婷、官嘉怡、葉銘恩、盧展鴻、
畢善庭、勞震雲、陳家傑、方富正、陳椅華、
鍾皓俊、袁駿峰、馬瀚津、石穎姍、徐文偉、
趙梓樂、曾秀慧、石采穎、黃詠芝、周嘉祺、
羅嘉誠、李嘉莉、蔡永耀、楊凱婷、陳欣婷、
陳韻姿、梁嘉穎、何嘉儀、田芷蓓、林國鏗、
曾綺雯、余惜彤、蕭翠芝、廖坤怡、葉浩楊、
莊英儀、譚勵程、王開傑、丘婷婷、屈欣愷、
吳應懽、李向邦、李景鉦、劉慧瑩、黎穎嘉、
江奕謙、林瀚元、盧海泓、黃進彥、陳愷瑩、
江文富、李珮詩、蔡育衡、周咏詩、邱豔靖、
張立君、李肇雯、安金玲、施建康、陳子偉、
周子亮、李采穎、洪永瀧、鄒　晴、溫嘉敏、

徐梓傑、歐陽佩欣、陳雅媛、吳柏源、蔡曉珊、
李慧妍、何泳詩

 （集體）服務獎

• 潛能發展中心幹事會小組 ─ 社員發展
• 潛能發展中心幹事會小組 ─ 社會事務小組
• 潛能發展中心幹事會小組 ─ 興趣小組
•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籌委會
• 明日領航者計劃籌委會
• V-ACT 深水埗區優秀義工培訓計劃籌委會
• 學友所承籌委會
• 學生專線籌委會
• 大學聯招講座籌委會
• 第十九屆大專部幹事會
• 拉闊大學2015籌委會

個人獎項及集體獎項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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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模擬文憑試
 支持機構︰香港會計師公會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比賽評判團

 楊玉峰博士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

 陳景祥先生　  資深傳媒工作者

 馮應謙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

 曹　虹教授　  恒生管理學院協理副校長（公共關係）
    兼傳播學院院長

 皇甫河旺教授  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系主任

 呂秉權先生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客席高級導師

 Prof. Wilson Wo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r. Sherman Lee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Dr. Judith Clarke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Prof. Angel Li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 Literacy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網絡人間」專題探究比賽　賽前工作坊講者

 余家輝先生　  前主場新聞總編輯

本社衷心感謝於 2014 至 2015 年度，與本社同心同
行開展各種服務的合作團體及人士。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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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領航者計劃
支持機構︰   香港定向總會

    同社

提供實習之機構：  

• 鄺俊宇議員辦事處 • 周永勤議員辦事處

• 劉佩玉議員辦事處 • 鄭泳舜議員辦事處

•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有限公司 • 九龍婦女聯會慧妍雅集互助幼兒服務中心

• 九龍婦女聯會劉舜雯富昌婦女服務中心 • 扶弱舒困協會

• 元朗民生服務處 • 天水圍婦聯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
支持機構︰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

V-ACT 深水埗區優秀義工培訓計劃
支持機構︰   香港傑出青年義工協會

    IDEAL DESIGN

合作進行社會服務之機構： 

• 明愛麗閣長者中心 • 社區組織協會

•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長沙灣中心 •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培訓及就業─開飯服務  

• 嗇色園可健長者中心 • 新創建集團義工隊

（排名不分先後）

啟夢伙伴──生涯規劃合作計劃

電訊盈科及
其集團成員香港電訊

• 元富科技 • 凸版印刷（香港）

• 微軟香港 • 施特偉科技（中國） • 拉斐特婚禮協會

九龍巴士
( 一九三三 ) 有限公司

• 通域存網 • 香港會計師公會

• 中國飛機服務有限公司 • ONYX 酒店集團 • 香港話劇團

• 建造業議會 • 星晨旅遊 • 香港警察

• 機電工程署 • 諾富特世紀酒店 • 嘉雯美容集團

• Riot Games • 麗思卡爾頓酒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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