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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莊地址：錦田水盞田村

成立年份

基本資料

2017

註冊證書編號 2478772

老友記慈善農莊有限公司是依據香港稅務條例88條，

獲稅務局認可的慈善團體。

機構地址 Room 1506, 15/F, Tower 2, Metroplaza, 223 Hing Fong Road, Kwai Fong, N.T.

電話 5490 6842

電郵

網址

info@charityfarm.com.hk

www.charityfarm.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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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董事會成員

機構組織架構

機構管治

「敬老」，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是一個社會風氣。隨著香港人口不斷老化，跟據政府推算，在2040年，65

歲以上的長者將會佔香港總人口的30%，換句話說每三個人中就有一位65歲以上的長者，人口老化問題為香

港未來帶來各方面的挑戰不容忽視，雖然政府一直不斷討論應付人口老化的政策，但我們認為每位香港人亦有

義務共同承擔起這個社會責任。

農莊希望透過有機種植，鼓勵年青人身體力行，把親手種植的農作物與長者分享，藉此推動大家對長者的關懷

及支援，更希望老友記能食得健康。農莊的義工種植不只是一天的活動，種植義工們所接受的任務是為期一年

的社會貢獻。以有機種植表達敬老，愛心種植成為義工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份。

農莊委員會

人力資源委員會

 

 

孫永樂先生

賴俊宇先生

Mr. Boulios Georgios

慈善活動委員會

  莊樹人先生

黃錦華先生

黃江偉先生

農莊管理及發展委員會

陳靈傑先生

周偉業先生

孫永樂

香港執業會計師

許寶湖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

國麗慈善基金有限公司董事

老友記慈善農莊主管

何景勳
邦仁置業有限公司股東

邦仁興業有限公司股東

邦仁創建有限公司股東

邦仁發展有限公司股東

邦仁創富有限公司股東

蔡漢華
迎金有限公司董事

好運(亞洲)有限公司董事

福華興業有限公司董事

東怡有限公司董事

峰祥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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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服務及活動簡報

年度主要會務及活動

在200名義工的努力下，在2018/19年度農莊共辦了35次派菜活動，受惠長者人數達到3846人，農莊計劃增

設教學區，推廣環保及有機耕種。

一) 派菜活動

我們義工所出產的農作物，由合作單位協助，派發至地方長者中心。

年份 日期 合作單位 地點 受惠長者人數 派發

2017 8月20日 八鄉牛徑村村委會 牛徑村村公所 100 100條栗米,100斤通菜,100條茄子

9月16日 KPP義工團 葵涌循道衛理社會服務處 100 150斤莧菜及生菜

10月7日 KPP義工團 竹園社區中心 50 200斤生菜及蕃薯苗

10月14日 仁愛堂 屯門仁愛堂胡忠長者中心 97 蕃薯苗200斤，生菜60斤
11月4日 仁愛堂 屯門仁愛堂胡忠長者中心 119 粟米200條,油麥菜200斤
11月18日 KPP義工團 華豐護老中心，和宜合道1號葵星中心 200 蕃薯苗60斤
11月25日 勞聯智康協會 麗閣地區服務中心 50 芥菜100斤, 油麥菜60斤
12月14日 仁愛堂 屯門仁愛堂胡忠長者中心 72 油麥菜200斤
12月16日 勞聯智康協會 麗閣地區服務中心 200 油麥菜150斤, 蕃薯苗450斤
12月23日 仁愛堂 仁愛堂香港台山商會長者鄰舍中心 50 油麥菜100斤

572

2018 1月6日 勞聯智康協會 麗閣地區服務中心 200 油麥菜150斤, 生菜150斤,蕃薯苗100斤
1月13日 KPP義工團 潮陽百欣小學 140 油麥菜300斤
1月19日 仁愛堂 仁愛堂香港台山商會長者鄰舍中心 50 茼萵100斤
1月20日 明愛 明愛牛頭角長者中心 150 蕃薯苗200斤
1月24日 仁愛堂 屯門仁愛堂胡忠長者中心 157 蕃薯300斤,蘿蔔200斤
2月3日 勞聯智康協會 麗閣地區服務中心 200 蕃薯苗150斤,油麥菜150斤

蕃薯苗150斤,油麥菜150斤
蕃薯苗150斤,油麥菜150斤

3月3日 勞聯智康協會 麗閣地區服務中心 200
4月7日 勞聯智康協會 麗閣地區服務中心 200
4月13日 仁愛堂 屯門仁愛堂胡忠長者中心 108 生菜300斤
4月18日 仁愛堂 仁愛堂香港台山商會長者鄰舍中心 100 生菜300斤

生菜

生菜

生菜

300斤
4月20日 惜食堂 九龍荔枝角瓊林街93號龍翔工業大廈四樓F室 80 生菜29.4kg
5月5日 勞聯智康協會 麗閣地區服務中心 200
5月19日 仁愛堂 屯門仁愛堂胡忠長者中心 58 莧菜300斤
5月26日 KPP義工團 東華三院許麗娟安老院 70 蕃薯苗和白瓜約40斤
6月2日 勞聯智康協會 麗閣地區服務中心 188 蕃薯苗,白瓜,油墨共8籃

蕃薯苗,白瓜,油墨共8籃6月8日 仁愛堂 仁愛堂香港台山商會長者鄰舍中心 80
6月15日 KPP義工團 陳歐陽麗嬋紀念日間老人護理中心   天水圍天耀邨耀隆樓地下 50 20斤
6月16日 仁愛堂 屯門仁愛堂胡忠長者中心 96 蕃薯苗,通菜,油墨共8籃
6月26日 仁愛堂 仁愛堂香港台山商會長者鄰舍中心 90 蕃薯苗,通菜,油墨共8籃
7月7日 勞聯智康協會 麗閣地區服務中心 135 蕃薯苗,通菜,油墨共8籃
7月13日 仁愛堂 屯門仁愛堂胡忠長者中心 100 蕃薯苗6籃

蕃薯苗6籃

蕃薯苗6籃

7月21日 小童群益會 屯門大興花園第二期第一座地下 40
8月4日 仁愛堂 仁愛堂香港台山商會長者鄰舍中心 70 騰菜8籃
8月12日 KPP義工團 觀塘秀茂坪邨服務設施大樓四樓 100 50斤
8月18日 仁愛堂 屯門仁愛堂胡忠長者中心 80 蕃薯苗,通菜,油墨共8籃

蕃薯苗,通菜,油墨共8籃
蕃薯苗,通菜,油墨共8籃

9月4日 惜食堂 九龍荔枝角瓊林街93號龍翔工業大廈四樓F室 80
9月22日 勞聯智康協會 麗閣地區服務中心 130
10月16日 仁愛堂 仁愛堂香港台山商會長者鄰舍中心 80
11月3日 勞聯智康協會 麗閣地區服務中心 40 3籃芥菜

3籃芥菜11月10日 勞聯智康協會 麗閣地區服務中心 80
11月13日 仁愛堂 仁愛堂香港台山商會長者鄰舍中心 134 生菜共8籃
11月24日 KPP義工團 順利安老院  九龍觀塘順利邨利富樓4樓 50 生菜,白菜各一籃

12月10日 仁愛堂 仁愛堂香港台山商會長者鄰舍中心 100 生菜,白菜共6籃
12月14日 勞聯智康協會 麗閣地區服務中心 130 生菜,白菜共6籃
12月28日 博愛醫院 博愛醫院郭興坤長者鄰舍中心 80 油墨共6籃

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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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義工典禯及長者午宴

為表揚各位農莊委員、義工、農夫既積極參與農莊活動，共同耕耘，以及答謝長者們對農莊的支持，農莊舉辦

了義工頒獎典禮暨長者午宴。藉以鼓勵各成員繼續用行動身體力行關懷長者，回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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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及活動成效

未來計劃及發展

農莊的義工種植不只是一天的活動，種植義工們所接受的任務是為期一年的社會貢獻。以有機種植表達敬老，

愛心種植成為義工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份。在2017/18年，老友記慈善農莊成立的年份，我們義工的數目只有

20人，產出的蔬菜數量並不多。在2018/19年度，我們義工的數目已達到200人，全年種植農田的面積約

10,000平方尺，年出產超過10,000棵巿值超過港幣200,000的有機蔬菜免費供應社區長者。我們展望在

2019/20年度，義工的數目和產出能夠增長一倍。

我們正籌備在農莊範圍增設教學區，使香港中、小學能夠參與農莊的活動。

我們展望在2019/20度年，增設農莊種植區，生產有機蔬菜出售，長遠可令慈善農莊收支平衡。

農莊計劃分三區

義工種植區
增設

教學區

增設

農莊種植區

由義工負責耕種，

收成捐贈長者機構。

種植不同農作物，

設有教室，開辦種植班，

邀請香港中、小學

參與合辦，教育環保，

推廣有機耕種。

種植有機蔬菜出售，

維持農莊日常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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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

 

農莊最新經核實之周年財務報表覆蓋年度為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

農莊的年度收入為 HKD500,000

農莊的年度支出為 HKD742,521

農莊最新的周年財務報表，包括核數師報告及董事報告已向公司註冊處提交

農莊最新經核實之周年財務報表沒有向公眾披露

農莊秘書姓名 歐瑞芬小姐

農莊名稱

簽署

日期

農莊印章

老友記慈善農莊

為讓公眾進一步瞭解農莊的會務及服務營運情況，農莊謹提供以下資料，以增進讀者對農莊財務狀況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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