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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DECEMBER 2017

2017（1月至12月）2016（7月至12月）
HK$ HK$

INCOME

Activities charges received 3,239,135 708,563

Advertising income 4,303,688 2,896,178

Donations received 2,114,044 957,812

Dividend income 63,473 51,288

Fund raising from Flag Day 645,951 -

Gain on disposal of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25,550 -

Interest received 255 218

Membership subscriptions 14,065 11,895

10,406,161 4,625,954

LESS: EXPENDITURES

Staff costs 5,303,892 2,827,369

Depreciation 37,085 17,895

Land lease payments 10,833 5,416

Other operating expenses 5,135,329 2,907,287

10,487,139 5,757,967

DEFICIT FOR THE YEAR/PERIOD (80,978) (1,132,013)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PERIOD

Fair value gain on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319,835 109,173

TOTAL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PERIOD 238,857 (1,022,840)

財務報告
財政年度：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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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K YAU CLUB
(incorporated in Hong Kong and limited by guarante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S AT 31ST DECEMBER 2017

2017 2016
HK$ HK$

NON-CURRENT ASSETS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987,865 1,018,472

Prepaid lease payments 287,088 297,921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1,461,476 1,252,791

2,736,429 2,569,184

CURRENT ASSETS

Utility and other deposits 14,270 14,270

Accounts and other receivable 1,135,835 1,013,785

Prepayment 508,441 489,858

Prepaid lease payments 10,833 10,833

Cash at banks and in hand 4,334,923 4,341,163

6,004,302 5,869,909

CURRENT LIABILITIES

Receipts in advance 3,125,523 2,984,882

Accounts, other payable and accruals 50,528 120,761

3,176,051 3,105,643

NET CURRENT ASSETS 2,828,251 2,764,266

5,564,680 5,333,450

Represen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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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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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MENT REVALUATION RESERVE 361,484 41,649

LEASEHOLD IMPROVEMENT RESERVE - 7,627

GENERAL FUND 1,323,196 1,404,174

5,564,680 5,333,450

Approved	and	authorised	for	issue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20th	March	2018.

41財務報告∣附錄



名譽社長

李綺玲、陳潤根、鍾樹根

社長 （2017-2019年度）

伍德基、謝劍明

2016-2018年度監察委員會成員

李綺玲、伍德基、陳潤根、謝劍明

執行總監

陳凱茵

2017-2019年度常務委員會成員

主　　席： 李浩然

副	主	席 ： 陳穎文

司　　庫： 許季明

委　　員： 包添隆、江奕謙、梁麗嬋、梁銘言

常務委員會

職員組別 義工區部

監察委員會

社 長
顧 問

執行總監

行政及財務組 學生輔導中心

出版及 
資訊科技組

大專部

學校服務組 潛能發展中心

青年發展組 公民視域

組織架構

主要管治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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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幹	事 ︰ 周頴進
財　　政 ︰ 李	 鶯
幹　　事 ︰ 田芷蓓、蔡永耀、張峻銘、方琮瑋、

郁曉彤、石毅俊、劉嘉欣、勞震雲、
袁駿峰、陳宗懷、葉銘恩、馬瀚津、
鄧福謙、吳家詠

總	幹	事 ︰ 吳寶城
副總幹事 ︰ 陳倩雯
財　　政 ︰ 徐兆恆
幹　　事 ︰ 譚志聰、余淑芬、郭鍵樂、李	 翠、	

呂駿輝、黃進彥、吳應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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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柏源

2016-2017年度潛能發展中心 幹事會 

2016-2017年度學生輔導中心 幹事會

2016-2017年度公民視域 幹事會

義工幹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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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總監 ： 陳凱茵

 

 

 
行政及財務組

統籌主任 ( 行政及財務 ) ： 周燕如	

行政助理 ： 謝玉亭、黃淑娟、鄭冠鋒	( 於2017年12月29日止 )	

( 兼職 )	會計 ： 錢本剛

( 兼職 )	庶務員 ： 宋愛金

 
 

 

 

 
出版及 

資訊科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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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主任 ： 黃曉彤

編輯助理 ： 尹孝賢、黃韻盈

助理傳訊主任 ： 彭嘉怡	( 於2017年11月1日止 )

市場助理 ： 麥凱珊	( 於2017年8月25日止 )

資訊科技員 ：	 譚凱峯	

行政助理 ： 葉雅絲	

 

 

 

學校服務組

統籌主任 ( 學校服務 ) ： 曹春生

社工 ：

陳衍宗、周芷楓	、李婉薇	、文嘉如	( 由2017年2月6日起 )

鄧渝楓	( 由2017年7月3日起 )	 陳芷平	( 由2017年7月6日起 )

魏佩琪	( 由2017年10月18日起 )	 倫慧宜	( 於2017年6月20日止 )

鄒港進	( 於2017年7月31日止 )	 石展邦	( 於2017年9月30日止 )

項目幹事 ： 許敏喬	( 於2017年10月30日止 )

項目助理 ：

李志浩	( 由2017年9月4日起 )

陳美琳	( 由2017年10月23日起 )

林海紅	( 於2017年1月13日止 )

盧慧姍	( 於2017年6月30日止 )

行政助理 ： 李婉雯、余惠琼	( 於2017年5月31日止 )

活動工作員 ： 鄧浩然、周芷其	( 由2017年8月1日起 )

 

 

 

青年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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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助理 ： 陳朗梃	( 於2017年10月5日止 )

職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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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社員

程健琳、任青駿、包添隆、潘浩昌、
	 何旭華、江重豪、蔡靖雯、黃嘉豪	

 （個人）全社最優秀服務獎

李	 鶯

（集體）全社最優秀服務獎

學友所承籌委會

傑出幹事

陳永裕、李	 鶯、陳倩雯

義工時數獎 

全社	-	最高義工時數獎	 	 周頴進
潛能發展中心	-	最高義工時數獎	 周頴進
學生輔導中心	-	最高義工時數獎	 郭鍵樂
公民視域	-	最高義工時數獎	 余明慧

（個人） 榮譽獎

林敬庭、郁曉彤

 （集體）優秀服務獎

學友所承籌委會

第二十六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籌委會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籌委會2016-2017

（個人）優秀服務獎  

陳永裕、陳愷瑩、李珮詩、郭鍵樂

獎學金 

黃樂瑤

（個人）服務獎 

方琮瑋、譚芊睿、張峻銘、周頴進、林庭峯、

黃樂瑤、譚浩璟、林子君、陳展鈞、田芷蓓、

盧寶珠、鄧福謙、葉銘恩、勞震雲、吳家詠、

劉嘉欣、袁駿峰、陳宗懷、李沚叡、葉鑫灝、

葉建亨、曾秀慧、陳逸楓、周凱雯、鄭善文、

鍾言禧、范美儀、康頌怡、黃嘉怡、黎麗燕、

林敬庭、盧展鴻、馬穎瑜、包添隆、郁曉彤、

陳重熹、唐慧珊、李鈺瑩、趙敬唐、葉浩政、

趙仲文、梁卓瑤、熊嘉欣、陳晉康、凌雪儀、

唐家豪、鄒子康、王俊仁、林曉南、李佩恩、

廖敏婷、蔡麗婷、林子輝、譚若菲、陳梓榮、

林沛鎔、吳應懽、李嘉霖、楊永亮、陳德雄、

楊綺晴、謝明慧、曾皓楓、袁海朝、陳小靜、

尹啟欣、吳月婷、葉泰賢、石啟謙、李嘉浚、

黃苑琳、羅芷琪、何慶輝、鄧麗盈、何美姍、

羅孔亮、甘蔚茵、周苑瑩、陳佩晞、丘家寶、

徐倩儀、劉毅琛、何嘉欣、宋國安、李	 恩、

陳頌恩、李澄昕、萬鈞揚、譚志聰、陳倩雯、

黃進彥、楊雅茜、盧敬超、林瀚元、何泳詩、

黎鐥婷、張卓烜、余淑芬、吳寶城、呂守為、

江奕謙、張立君、曾子澄、吳柏源、吳學東、

梁啟盈、張鎮良、李舜寧、李蕙如

 （集體）服務獎

明日領航者計劃2017籌委會

V-ACT	深水埗區優秀義工培訓計劃2016-2017籌委會

潛能發展中心幹事會

潛能發展中心	-	訓練組

學生專線籌委會

放榜輔導熱線籌委會

個人獎項及集體獎項名單

員工長期服務獎

服務二十年（1997-2017）：	 統籌主任（行政及財務）	 周燕如
服務十年	 （2006-2016）：	 統籌主任（出版及資訊科技）	 梁兆南
服務十年	 （2007-2017）：	 項目主任	 雷詩琪
服務五年	 （2012-2017）：	 行政助理	 葉雅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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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伙伴
衷心感謝於2016/17年度，與學友社同心同行開展各種服務的合作團體及人士。

香港模擬文憑試

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科合辦機構︰	香港會計師公會

第二十五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第二十六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比賽評審團（名單更新至2016年12月31日） 比賽評審團（名單更新至2017年12月31日）

岑倚蘭女士　

麥嘉緯先生　

黃俊東教授

呂秉權先生

曹　虹教授

郭錦鴻先生

馮應謙教授

李立峯教授

陳智傑教授

Mr. Chris Yeung

Dr. Judith Clarke

Dr. Sherman LEE

Mr. Timothy Hamlett

資深傳媒工作者

傳媒工作者

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系主任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

高級講師

恒生管理學院協理副校長

（傳訊及公共事務兼傳播學院院長 )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系

高級導師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

Editor	of	the	Voice	of	Hong	Kong	

website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李立峯教授　

沈旭暉副教授

柯達群博士

曹 虹教授

郭錦鴻先生

陳景祥先生

陳智傑博士

馮應謙教授

Dr Fairbrother 

Gregory Paul

Dr Law Kam Yee

Prof Linda Chelan Li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

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研究社會科學學

士副課程主任

香港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

副教授

	恒生管理學院協理副校長

( 傳訊及公共事務 ) 兼傳播學院院長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系

一級導師

香港文化產業聯合總會行政總裁

	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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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

 支持機構︰	 	 香港定向總會、同社

 贊助機構︰	 	 民政事務局、公民教育委員會（本活動獲「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

 提供實習之機構：	 甘文鋒議員辦事處	 	 	 鄺俊宇議員辦事處

	 	 	 	 洪錦鉉議員辦事處	 	 	 惜食堂

	 	 	 	 天水圍婦聯	 	 	 	 Green	Ladies

 支持機構︰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

 協辦機構︰	 	 香港政策研究所

 支持機構︰	 	 黑暗中對話

    義工運動

•	 警察學院 •	 香港麗思卡爾頓酒店
•	 機電工程署 •	 蘋果日報
•	 香港迪士尼樂園 •	 國泰城
•	 旺角維景酒店 •	 科學園
•	 九龍巴士 ( 一九三三 ) 有限公司 •	 香港音樂人協會
•	 星晨旅遊有限公司 •	 	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有限公司
•	 東華學院 •	 國泰航空飲食服務 ( 香港 ) 有限公司
•	 	香港莎瑪炮台山 Shama	Fortress	Hill	
	 (ONYX 酒店集團 )	

•	 Beans	Café
•	 Deric	Wong	Studio	
•	 Steam	Café
•	 VTC 酒店及旅遊學院

•	 香港電車有限公司
•	 	HKT	Integrated	Surveillance	&	Operation	
Center	(ISOC)

明日領航者計劃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

V-ACT 深水埗區優秀義工培訓計劃

生涯規劃合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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