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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2020 幹事名單 
   社長  陳偉雄    副社長  鄧群英 
   秘書  王婉平    司庫   柯潔貞 
   文宣  孟慧玲    總務  古燕美 
   訓練幹事 邵諾文    康樂幹事 梁林 
   社會服務幹事  鍾志明   資訉科技幹事  張漢光

同社年年報

社⻑⾧長的話

2019-2020

在過去⼀一年年, ⾹香港經歷歷反修例例運動及新冠狀狀肺炎兩
⼤大事件, 同社各項活動受到極⼤大影響, 過往多項同社
有參參與協助, 協辦的及社內活動相繼取消, 如圖騰, 
雷雷利利, ⽔水⾜足印, 定向賽, 保良局定期活動, 新春團拜, 
還有新辦的多項活動計劃或擱置或取消, 幹事會也
數數度取消, 改為視像會議後才得以恢復復. 活動停頓及
限聚意味減少社員社友共事⾒見見⾯面的機會, 同時也減
少社員社友使⽤用⼩小屋的時間. 感謝有⼼心社員們仍定
時到⼩小屋維修保養, 保守著⼩小屋. 本年年度同社申請得兩筆撥款, "戴麟趾爵
⼠士康樂樂樂樂基⾦金金"及"華永⼯工程及購置慈善基⾦金金"共$31,690元, 已全數數購買申
請項⽬目的設施及⽤用品, ⼤大家可參參閱同社"facebook"專⾴頁的公告. 在四⽉月中
疫情尚嚴重期間, 同社申請到ATV捐贈的⼝口罩及酒精搓⼿手液, 分發給社員
社友⽤用以防疫. 今年年新社員有七位, 是近年年⼊入社社員最多的⼀一年年. 過去的⼀一
年年, 我們的⽣生活與意志多少受兩⼤大事件影響, 期望來來年年在⺠民⽣生, 經濟, 政治
種種消⻑⾧長下, 我們得以安身及成⻑⾧長, 相砥的意⾒見見不不損情誼. 

陳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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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Billy

  社會服務活動 / 定向、⼭山藝活動

從2018年9⽉起每隔⼀個⽉  保良局恆常活動 — 同⼼心童⾏行行

活動⽬目的: 局內兒童組 6 歲⾄至 8 歲的局童是最被⼈人遺忘的⼀一群,所以希望可以恆常地 (如
每⼀一⾄至兩個⽉月⼀一次)帶他們出外活動,如⾏行行家樂樂樂樂徑、公園內跑跑跳跳,使他們能活動⼀一下。

2019年年9⽉月7⽇日                第六次活動 — ⾹香港仔⽔水塘進⾏行行定向活動

各組先回答IQ題作靜態熱身，之後就派發地圖及打咭器器進⾏行行定向⽐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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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服務活動 / 定向、⼭山藝活動

保良局恆常活動 — 同⼼心童⾏行行

2019年年11⽉月10⽇日                第七次活動 — ⻄西貢糧糧船灣萬宜⽔水庫東壩地質公園活動

由於本港新冠狀狀病毒疫情持續，

2020年年2⽉月及5⽉月的活動暫停。

感謝導賞員Feon及林齊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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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梁梁林林

  社會服務活動 / 定向、⼭山藝活動

從2018年4⽉起每個⽉最後的星期六  ⻑⾧長者眼⼿手協調運動

同社利利⽤用定向點簽器器材, 作為⻑⾧長者眼⼿手協調運動的活動, ⾃自2018年年4⽉月在鑽⽯石⼭山鳳德
邨黛鳳樓樓地下的⽵竹園區神召會鳳德護⽼老老健康中⼼心舉⾏行行，藉此開展⻑⾧長者服務。過去⼀一
年年舉⾏行行過的活動⽇日期: 2019年年11⽉月23⽇日和12⽉月21⽇日。⻑⾧長者⼿手眼協調運動服務由於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3及4⽉月的「⻑⾧長者⼿手眼協調運動服務」應⽵竹園神召會鳳
德護⽼老老健康中⼼心及鳳德邨黛鳳樓樓鳳德護⽼老老健康中⼼心要求暫停⾄至另⾏行行通知。

2019下半年年受到社會運動影響及各種不不確定因素, 2020上半年年因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 協辦的活動相繼取消, 如圖騰跑、雷雷利利衛徑⻑⾧長征、愛護動物協會辦的⼈人狗定向
賽、⼼心理理衛⽣生會定向慈善賽和⽔水⾜足印城市定向賽。原於2020年年2⽉月2⽇日協助定向
總會在屯⾨門⻁虎地舉⾏行行的排名定向賽會延期⾄至9⽉月27⽇日舉⾏行行。

2020年年3⽉月27⽇日 和 年年4⽉月1⽇日

包裝抗疫包

⾯面對疫情持續，⼤大部分同社參參

予的活動都已取消。不不過同社

仍然維持社會服務。部份社員

協助社企和富包裝抗疫包，和

富會送去不不同NGO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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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樂樂樂活動
2019年7⽉27⽇ 

同社攀⽯石同樂樂樂樂⽇日 地點: 上水保榮路體育館 

              由駱志偉及廖曉瑩為教練，12位社員及社友帶同小朋友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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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樂樂樂活動
    2019年8⽉17⽇ 

「戚⾵風蛋糕」製作坊   地點: 沙田小屋 

               有10位社員社友參參加，並感謝社員陳惠芬作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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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樂樂樂活動
    2019年11⽉9⽇ 「細味⾃自然」⽣生態活動 — 螢⽕火蟲觀賞會             

地點: ⼤大埔滘 
由導賞員及本港螢⽕火蟲專家饒⼽戈帶領，有26位參參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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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22⽇ 
2019冬⾄至⻘青⼭山⾏行行

康樂樂樂樂活動

路路線: 良景邨, 良⽥田坳, ⻘青⼭山, ⻘青⼭山
寺⾄至⻘青雲路路, ⻑⾧長度: 7公⾥里里


感謝領隊林林⽟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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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樂樂樂活動
    2020年1⽉1⽇ 迎接2020元旦 — 尋找往⽇日的⾜足跡 

              路路線：⻘青⾐衣美景花園, 春花落, 三⽀支⾹香⼭山⾄至⻘青康路路    ⻑⾧長度: 4公⾥里里

    2020年1⽉24⽇           同社傳統節⽬目 — 守歲午夜場 

                地點：官塘apm百⽼老老匯戲院

**  送豬迎鼠同社⼤大團拜 — 新春團拜暨家際盆菜宴也因疾情消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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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活動

    2020年3⽉⾄4⽉ 冰雪攀登訓練班 

               活動負責⼈人: 陳偉雄   參參加⼈人數數: 5 位

原定於5/4⽇日⾄至12/4⽇日舉⾏行行的⽇日本海海外實習，因疫情⽽而取消，⽽而於⾹香港的理理論理理
論課堂3堂(共9⼩小時)已完成，⾹香港實習也完成，⽇日本海海外實習計劃延遲⾄至明年年
⼀一⽉月下旬舉⾏行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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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

• 於8月2日已設立了同社官方Whatsapp賬號 93306466 用作對外聯絡 

• 「義工獎勵計劃」紀錄義工出席服務時數繼續進行中 

• 同社壁報板，上載及更新同社各活動，增強溝通  

• 同社FB (https://www.facebook.com/akinalliance/) 及同社網頁 (https://
www.akinalliance.org) 也定期更新同社資料 — 負責人：Emily Mang

歡迎新社員
   本年年度歡迎下列列新社員加⼊入同社⼤大家庭 

               新社員簡介: (排名不不分先後)

1. 葉偉⽂文 ，運動攀登愛好者及攀總助理理教練 ，將加⼊入東
家。 

2. 薛⼩小⽂文 ，運動攀登愛好者及攀總助理理教練 ，將加⼊入南
家。 

3. 林林⼦子輝 ，運動攀登愛好者及攀總助理理教練 ，將加⼊入北北家。 

4. 劉劉⽇日初 ，是定向中堅份⼦子，現回歸同社，將返回北北家。 

5. 林林銘潘 ，94年年參參加同社社衝勁營、⼭山藝和定向活動，將是
南家家員。 

6. 劉劉⽉月玲 ，參參加同社義⼯工服務多年年，也是社會服務幹事鍾志
明太太，將加⼊入南家。 

7. 陳令桁 ，是最年年輕的⽣生⼒力力軍，他⾃自⼩小已跟隨⽗父⺟母親參參加同社活動⾄至今，是
陳偉雄和張惠娟兒⼦子，將加⼊入東家。

四家最新⼈人數數是：東家25⼈人；南家24⼈人；⻄西家28⼈人；北北家26⼈人，社員總數數增⾄至
103⼈人。四位家⻑⾧長是：東家 伍群；南家 何奇遠；⻄西家 何思銘；北北家 范炯棠，任

期兩年年⾄至2021年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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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V捐贈的⼝口罩及酒精搓⼿手液
感謝ATV捐贈，也謝謝⾹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協調安排，同社獲贈2000個KN95⼝口罩及192
⽀支酒精搓⼿手液，在此，同社全體義⼯工衷⼼心感謝。在這次派送⾏行行動中，有150⼈人受惠，
年年齡層介乎30歲⾄至70歲之間，全部都是同社社員及社友義⼯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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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社⼩小屋新貌

    2019年12⽉14⽇ ⼩小屋維修⼤大⾏行行動 — 第三撃 

多謝社員/社友來來⼩小屋清理理維修: 清理理雜草、修剪樹⽊木、戸外鋼櫃翻新、更更換花
園⽣生銹⽔水喉、清除⼤大⾨門鐵閘上的銹，重新上漆、鏟除細房⾨門及會議室⾨門上的陳
年年舊漆，重新上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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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 / 計劃
1. 同社獲沙⽥田區議會撥款在7-8⽉月舉辦「衝勁⾏行行動2019」因報名⼈人數數強差⼈人意，
幹事會決定取消衝勁⾏行行動2019活動。


2. 同社成功申請「華⼈人永遠墳場管理理委員會」(簡稱華永會) 基⾦金金撥款$25,950元作
購買筆記簿型電腦、印表機、MS Office、鋁梯、搬椅⾞車車、橡膠斜台、橡膠斜台圓
⻆角、地滑告示牌、洗⼿手間扶⼿手柄、電鑽、電動鋸和兩部窗⼝口式冷氣機。

3.「戴麟趾基⾦金金」撥款$5,750元給同社購置的野外煮⻝⾷食氣體爐爐、
指南針、地蓆及⽔水袋等物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