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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財政年度：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第36至37頁的財務報告乃節錄自本社截至2020年12月31日年度的審核財務報告，此報告應與審核財務報告
中的附註一起閱讀。

附錄∣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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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DECEMBER 2020

2020 2019
HK$ HK$

INCOME

 Activities charges received 2,625,405 996,862

 Advertising income 4,447,651 4,187,853

 Donations received 5,960,624 4,164,668

 Dividend income 86,899 117,300

 Fund raising from Flag Day 344,150 626,813

 Interest received 22 8,528

 Membership subscriptions 6,190 11,931

13,470,941 10,113,955

LESS: EXPENDITURES

 Staff costs 5,205,131 5,247,635

 Depreciation 33,885 37,085

 Land lease payments 10,833 10,833

 Other operating expenses 5,480,233 6,175,365

10,730,082 11,470,918

SURPLUS/(DEFICIT) FOR THE YEAR 2,740,859 (1,356,963)

OTHER COMPREHENSIVE LOSS FOR THE YEAR

Fair value loss on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296,252) (32,688)

TOTAL COMPREHENSIVE LOSS FOR THE YEAR 2,444,607 (1,389,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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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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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S AT 31ST DECEMBER 2020

2020 2019
HK$ HK$

NON-CURRENT ASSETS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879,810 913,695

Prepaid lease payments 254,589 265,422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1,181,861 1,457,980

2,316,260 2,637,097

CURRENT ASSETS

Utility and other deposits 51,876 70,176

Accounts and other receivable 1,309,592 1,414,895

Prepayment 100,419 1,236,450

Prepaid lease payments 10,833 10,833

Cash at banks and in hand 4,348,697 2,060,406

5,821,417 4,792,760

CURRENT LIABILITIES

Receipts in advance 2,585,673 4,347,132

Accounts, other payable and accruals 245,135 220,463

2,830,808 4,567,595

NET CURRENT ASSETS 2,990,609 225,165

5,306,869 2,862,262

Represen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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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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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MENT REVALUATION RESERVE (1,220) 295,032

GENERAL FUND 1,428,089 (1,312,770)

5,306,869 2,862,262

Approved�and�authorised�for�issue�by�the�Standing�Committee�on�31st�May�2021.



38

學友社年報  Hok Yau Club Annual Report  2020

附錄∣組織架構及主要管治人員

主要管治人員

伍德基先生丶列豪章先生丶陳潤根先生丶謝劍明先生

2020-22年度監察委員會成員

名譽社長 ︰ 鍾樹根先生，SBS，BBS，MH，JP、李綺玲女士、陳潤根先生

社　　長�︰ 伍德基校長、謝劍明先生

主　　席 ︰ 李浩然博士，MH，�JP

副�主�席 ︰ 陳穎文女士

司　　庫 ︰ 許季明先生

理　　事 ︰ 方永康先生、王漢良先生、包添隆先生、梁麗嬋博士

2019-21年度理事會成員

�陳凱茵女士

執行總監

理事會

名譽社長、社長

媒體出版部

行政及財務部

傳訊及資源拓展部

學生輔導中心
學生輔導
常設委員會

全人發展
常設委員會

義工培訓及發展
常設委員會

全人發展部

義工培訓及發展部

監察委員會
學友智庫

財務及投資委員會
顧問、贊助人

執行總監

社員大會

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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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設委員會成員名單∣附錄

召�集�人 ︰ 執行總監陳凱茵女士

成　　員 ︰ 陳海慈女士
鄭元豪先生
許雅影女士
李芝恩女士
呂駿輝先生
吳寶城先生

召�集�人 ︰ 全人發展部主管方富正先生

成　　員 ︰ 周頴進先生
林庭峯先生
杜翠盈女士
余明慧女士

召�集�人 ︰（兼任）義工培訓及發展部主管方富正先生

成　　員 ︰ 陳永裕先生
鄒港進先生
林沛庭女士

學生輔導常設委員會�

全人發展常設委員會

義工培訓及發展常設委員會

2020-21年常設委員會成員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常設委員會成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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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職員名單

執行總監 ： 陳凱茵

 

 

 

單位主管 ： 周燕如�

高級行政助理 ： 鄺嘉欣��( 於2020年10月31�日止 )

行政助理�I ： 方韻姿�( 由2020年11月16�日起 )

行政助理�II ： 黃翠明

( 兼職 )�會計 ： 錢本剛

( 兼職 )�庶務員 ： 宋愛金

單位主管 ： 梁兆南

高級傳訊及資源拓展主任 ： 林梓茵

助理傳訊及資源拓展主任 ： 何美怡�

資訊科技員 ： 鄭偉基�( 於2020年10月31�日止 )

 

單位主管 ： 朱振宏

編輯 ： 曾頴慈、王崇德

編輯助理 ： 鍾志民

行政助理�II ： 吳鳳娟

單位主管 ： 方富正

項目幹事 ： 周韶暉�( 於2020年2月12�日止 )、張加力�( 於2020年8月31�日止 )

單位主管�( 兼任 ) ： 方富正

項目幹事 ： 陳鯉圖

中心主任 ： 莊栢基�( 由2020年12月14�日起 )

隊長 ( 註冊社工 ) ： 陳衍宗、周芷楓�

註冊社工 ： 麥鍵鴻、何啟志、張煒瑜、何雩晴、梁頌妍

行政助理 I ： 劉海玲、劉倩琪

行政助理 II ： 黃淑瑩

項目經理 ： 曹春生�( 於2020年10月31�日止 )、王翠蘭�( 於2020年3月31�日止 )

項目幹事 ： 陳得自�( 於2020年3月10日止 )、朱浩然

項目助理 ： 何雅瑩

行政助理 II ： 張穎兒�( 於2020年3月9�日止 )

( 兼職 ) 項目幹事 ： 施能熊

行政及財務部

傳訊及 
資源拓展部

大中華升學及 
發展中心/

項目組
(2020年4月15
日起架構改革)

職員名單

媒體
出版部

全人
發展部

義工培訓
及發展部

學生輔導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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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獎項名單∣附錄

義務參與金獎

馬詠芯、謝文昕、徐文琳、韓宇翹、陳永裕、
吳俊玲、何卓琳、李沚叡、鄭善文、王游瀧、

李灝

義務參與銀獎

許偉鏗、劉晧光、劉俊浩、林曉培、陳家樂、
毛珮淇、黃煒琳、黃子希、許諾玲、鄧睿哲、
梁佩詩、朱倩婷、蔡沚蔚、陳展鈞、蔡梓瑩、

蕭翠芝、譚仁皓 

義工長期服務獎

服務滿十年（2010-2020） ： 林庭峯 
服務滿五年（2015-2020） ： 范美儀
  鄭善文

積極服務獎

全社 ― 積極服務獎 ： 陳永裕
全人發展部 ― 積極服務獎 ： 馬詠芯
學生輔導中心 ― 積極服務獎 ： 蕭翠芝
義工培訓及發展部 ― 積極服務獎 ： 李灝瑜

員工長期服務獎

服務滿十五年（2005-2020） ：（兼職）會計錢本剛  
服務滿五年（2015-2020）      ： 執行總監陳凱茵
   隊長（註冊社工）周芷楓

義務參與銅獎

周祉延、曾恩勺、徐子軒、吳嘉薇、吳家詠、陳劭馨、關漢華、劉嘉怡、任卓陽、鄧福謙、
李灝瑜、陳愷瑩、顏凱瀅、石巧宜、嚴筠程、林鍵豪、徐子浩、彭芷瑩、梁冠希、駱俊亦、
蔡永耀、陳子怡、蔡喨研、盧敬超、關樂瑤、郭鍵樂、謝文渙、莫可瑜、林卓姸、林信創、
譚海軍、范美儀、李珮詩、黃蕙心、陳梓榮、林敬庭、余明慧、陳澤榮、李海鋒、歐景禧、
張加力、陳儀瑩、李嘉霖、林暐晴、袁嘉賦、巫凱晴、丁敏婷、石毅俊、何詠軒、廖藝婕、
王煒綸、何嘉駿、凌雪儀、崔德興、何藴翹、李宛霖、陳宗懷、丘家寶、黃建華、鄺峻煒、
葉嘉玟、廖珮言、勞震雲、陳貝珊、鄒港進、劉梓君、莊靜芝、張梓謙、陳逸恆、何美姍、
張民豪、張峻銘、黎鐥婷、曾澧晴、馬葆盈、梁譽仁、譚志聰、郁曉彤、萬鈞揚、蔡佩詩、
譚玉華、文紀喬、盧展鴻、李鈺瑩、陳康然、陳天惠、盧嘉潁、何慶輝、孔曉詠、黃進彥、
溫婉儀、陳浚濠、魏逸戈、蒙穎珊、梅婉君、張立君、周思諾、吳學東、溫卓諭、陳海慈、
梁靈楓、曾展庭、吳焯然、林依靜、陳昱均、馮小燕、鄭灼仁、譚靜霞、陸冰溢、李慆皚、

麥浿枬、高政、李鶯

社員獎項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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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同行伙伴

第二十八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排名不分先後）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2019-20

比賽評審團
曹　虹教授 香港恒生大學協理副校長�

（傳訊及公共事務）兼傳播學院院長

陳景祥先生 香港文化產業聯合總會行政總裁
陳智傑博士 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馮應謙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潘錦全先生 珠海學院新聞與傳播學系首席講師
林靜潔高級講師 珠海學院新聞與傳播學系高級講師
楊健興先生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

眾新聞主筆
Dr�Fairbrother,�Gregory�Paul�
方睿明博士

Associate�Professor,�Department�of�Social�Sciences,��
The�Education�University�of�Hong�Kong�

贊助機構（獎學金）
榮發吊機租賃有限公司

贊助機構（場地）
東華學院

支持機構（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

協辦機構
傑出青年協會

香港政策研究所

同行伙伴

　　本社衷心感謝於2020年度，與本社同心同行開展各種服務的合作團體及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