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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時代：善用資源？還是「糖衣毒藥」？

社會房屋共享計劃 ：
                 「友里同行」計劃

共行一段的同路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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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起加入此音樂串流平台的家庭計劃嗎？
                  可邀請最多6人共享帳戶，收費相對划算！」
一位朋友問道。隔天又有另一位朋友問道：「今個月的電話流動數據快用完了，既然我們的電訊

商有『數據P2P功能』，你可以分享給我嗎？」共享經濟理念近年在香港冒起，正逐漸改變你我

的消費模式。早於2010年，美國《時代週刊》已將上述理念列入「十大將會改變世界的主

意」之一，透過人們互相分享資源，各取所需，延續閒置資源的壽命，減少不必要的花費及浪

費。雖然部份共享經濟產業引起法律及道德上的爭議，但無可否認他們已於全球遍地開花。

 其實共享經濟概念一點也不陌生。早在香港經濟起飛前，鄰里之間一同聚集看電視劇、互相幫忙帶孩子、借醬

油等均屬平常事。後來生活質素大幅改善，大家漸漸習慣各自添置用品，消費主義成為主流，共享概念日漸淡化。

直至2008年爆發金融海嘯，人們反思日常過度的消費模式，開始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善用閒置資源，減少不必要的浪

費，加上智能電話及互聯網的普及，人們能隨時隨地共享及交易，再次掀起共享經濟浪潮。研究共享經濟的著名學

者瑞秋˙波茲蔓 (Rachel Botsman)在著作《何為我的就是你的：協作消費的興起》中，把共享經濟行為分為「市場再

分配」(Redistribution)、「協作生活模式」(Collaborative lifestyles)及「產品服務」(Product Service Systems)3大系統。

「市場再分配」(Redistribution)可利用平台將閒置的資源轉移到被需要的地方。資本主義社會大力鼓吹消費，產品每

分每秒推陳出新，都市人努力追趕潮流；結果，被「淘汰」的舊產品便囤積家中。現時香港樓價冠絕全球，人們開

始思考如何減少閒置資源，以善用寸金尺土的空間。當然，直接丟進垃圾筒是最快捷不過的方法，但市民每天丟棄

數以千噸計的垃圾，堆填區日漸飽和，香港土地有限，源頭減廢及循環再用才是治本之道。因此，二手貨品或以物

易物的買賣平台成為潮流，不僅能減少人們購買新產品的意慾，亦令舊物用得其所。本會社會企業悠閒坊是其中的

例子，店內出售由社區人士捐贈的二手或全新的閒置物品，亦會定期與地區團體合辦「二手物品回收行動」，延長

物品的生命週期。

 「協作生活模式」(Collaborative lifestyles) 讓有相同興趣或需要的人共享空間、技能、知識及時間等。香港持續高

企的樓價令普羅大眾難以負擔，於是不少初創或小型企業以共享辦公室的模式，共同分擔租金及辦公室設施。而近

年新興的共居模式，則為未能支付高昂租金或輪候公屋的人士提供了避風港。本會社區中心由2018年8月起於華富

閣推行為期3年之「友里同行計劃」正是其中例子。計劃配對及安排兩個家庭同住一個單位，在互相分享空間的過

程中拉近他們之間的關係，並連結其他租戶，建立一個互惠互利的社區網絡，改善鄰里「各家自掃門前雪」的疏離

情況。

全球盛行的新興消費模式

南區聚焦

文：陳樂詩、溫澤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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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傳統，遊走法律邊緣

需與時並進的國際都會

南區聚焦

 產品服務(Product Service Systems)即與他人共享同一產品，共同付費使用某產品，而不

完全擁有。市面上部份音樂串流軟件、電話網絡供應商、影視串流平台推出家庭共享計劃，

用家只需申請一個「主帳戶」，然後發放「子帳戶」予其他使用者，即可共享這些產品。相較以

往的「個人服務」，這些共享服務收費相宜，亦能促進使用者之間的交流。共享產業盛行，人們分

享長期閒置的物品。免費手機應用程式「Gaifong」(其名取自廣東話「街坊」的譯音)，提供了一個讓用

家互相租用家中物品的平台，供租用的物品無所不有，包括旅行用品、攝影器材、書籍等，建立「以租代

買」的新思維，減少社區浪費。

 共享經濟是近年冒起的經濟產業模式，故未有完善的法律保障及相關監管制度。以全球知名的旅行住宿配對平

台Airbnb為例，平台不僅為旅遊人士提供價廉物美、能體驗當地風土民情的住宿服務，業主亦可將閒置單位或房間租

借出去賺取收入。可是，Airbnb涉及潛在風險，例如業主及用家的安全問題以及對鄰居造成的滋擾等，加上傳統業界

的抗議，「打擊」還是「開綠燈」，均是政府需要解決的難題。

 為迎接2020年的東京奧運及隨之而來的大量外國遊客，日本政府遂於2018年6月15日起針對民宿實施「住宅宿

泊事業法」，業主通過政府審查後，符合條件便可繼續合法經營。與此同時，當局規管民宿業主，每年放租不得超

過180日，如有鄰居投訴有噪音、垃圾隨意棄置等問題時，便有機會被吊銷牌照及罰款。此舉讓違規民宿「下架」，

使用家、屋主及鄰居均得到法律保障。

 反觀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對新興的共享經濟產業的態度卻有所保留。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執行總幹事李漢城先

生認為，以共享經濟美化違法行為是糖衣毒藥，更令業界面臨難以計算的損失，希望政府加強執法。同時，政府提

出收緊《旅館牌照條例》，更考慮把環境證供納入檢控，打擊行業發展。自2014年起，Airbnb已開始與政府商討

「住家共享」法例的可能性，並指出酒店及民宿的客源不同，難以讓酒店行業招致巨額經濟損失，期望傳統業界及

政府能以開放的態度面對新興共享經濟產業。

 羅兵咸永道(PwC)會計事務所於2015年估算，共享經濟帶來的經濟效益

將於2025年達3,350億美元；而《中國分享經濟發展報告2017》中預計內地

共享經濟將穩定增長，直至2025年更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0%，可見共享經

濟將成主流。香港被譽為國際都會，Uber及Airbnb尚未獲合法規管，甚至是

Gobee.bike單車共享平台的結業，均顯示出無論是文化、思維及法律上均尚

未緊貼時代的脈搏。政府在推動智

慧城市的同時，應以創新思維，檢

討及更新現行相關法例，並且與市民及業界多加溝通，讓他們與新興的共享

經濟產業得以共存，形成健康的競爭環境，讓共享經濟的概念持續發酵。

參考資料：

1. 《共享經濟》，香港電台「通識網」通識教案
 - 2017年9月5日

2. 《何為我的就是你的：協作消費的興起》，瑞秋˙波茲蔓(Rachel Botsman)，哈珀科林斯出版
 - 2010年

3. 「共享經濟模式能落地生根嗎?」，《PCM》
 - 2017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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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香港基層房屋需求甚殷，據香港房屋署截至2018年3月公佈的最新資料顯示，輪候公屋人數已達

27.23萬，平均輪候時間長達5.5年，遠遠超過3年配屋的承諾，並有不斷延長之趨勢。然而，私

人住宅租金不斷飊升，令基層市民只能租住昂貴、面積狹小且環境惡劣的分間樓宇單位(劏房)。

 《2017年施政報告》提到政府會協助和促成各項由民間主導和推行的短期措施，增加過渡性住屋供應，以舒緩

輪候公共租住房屋家庭和其他居住於惡劣環境人士的生活困難。其中，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於2017年9月開

始試行「社會房屋共享計劃」，透過募集「良心業主」以低於市價租出單位，為輪候公屋逾3年而仍未上樓的基層

住戶提供過渡性房屋，計劃開展初期提供500個單位予1,000戶家庭入住至少兩年。

 本會社會服務社區中心於2018年8月開展為期3年之「友里同行計劃」(下稱「計劃」)，該計劃為社聯主辦的

「社會房屋共享計劃」項目之一，由華懋集團提供薄扶林華富閣16個單位，並獲香港公益金資助營運開支，以低於

市價的可負擔租金供24戶居於惡劣環境及有緊急需要的家庭申請入住，以助改善其居住環境。本機構透過推行不同

形式的活動為參與計劃之住戶建立鄰里互助、支援網絡，並集結社區內不同持份者參與及支持，與住戶共同建設一

個和諧友善、互惠互助、共住共生的社區。

 然而「共住共生」之概念對居民來說較為陌生，家庭對於與陌生人「共住」難免會產生憂慮。有見及此，計劃

社工會向申請人進行一系列的評估及支援工作，包括詳細了解個別申請者的生活習慣及喜好並作初步評估，以配對

合適的家庭；同時亦安排配對家庭先作面見，讓彼此分享及交流日常生活細節、作息時間、「廚廁廳」的使用習慣

等，並在社工協助下釐定共住協議，協調共用空間的使用時間及模式。入住初期，兩戶家庭在生活上互相磨合，經

社工介入及定期安排共住會議，讓共住家庭就著共住情況作

討論及協調，以預防共住時可能出現的「相見好同住難」的

問題。

蝸居
劏房

  根據統計處

《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居於分間樓宇單位人士》

全港約

住戶均表示
      便可融洽相處，

共同生活！多包容及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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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友」心有情

 計劃推行至今已成功協助16戶家庭改善居住環境，大部

份成功入住的家庭過往長期居於空氣不流通、環境惡劣、擠

迫及樓宇安全度低的劏房，他們輪候公屋的年期介乎3至7

年，甚或有五人家庭多年來蝸居於90呎的劏房，擠迫程度實

在難以想像。他們長期擔心被業主加租或迫遷，飽受精神壓

力，終日難以安枕。因此本會「友里同行計劃」以「生活．

新活」為主題，透過不同的活動支援入住「友里居」的家

庭，實踐「共住共生」的理念，包括：

計劃讓家庭入住後即時改善居住環境，同

時建立其與共住家庭之間的關係，更動員

地區團體及左鄰右里主動關心新入住家

庭，使他們在新的居住環境感受社區的

「友」心有情。

戶「里」互惠
計劃建立住戶之間的支援網絡，家庭互相介紹社區資源、轉贈傢具，

建立「遠親不如近鄰」的鄰里關係。

安「居」樂活
入住家庭除了改善居住環境及緊張的家庭關係外，亦會主動接觸社區、貢獻專長，

他們積極組成「鄰里義工隊」，關心區內有需要的社群。

整體而言，計劃的核心理念並非只集中處理居於惡劣環境家庭的房屋需要，更重要的是連繫住戶間及住戶與社

區內各持份者之關係，藉此建立跨界別的協作網絡，協助計劃的住戶發揮所長，在社區獨立生活，凝聚社區互

助共融的氣氛。在入住短短8個月的時間，住戶更組織了鄰里義工隊，走訪及關懷區內長者及劏房家庭，

貢獻專長以回饋社會，有效積聚社會資本。

友

里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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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心聲

面前的阿芳、彩鳳、蘇女士和林女士，熱絡健談，

談起子女的淘氣事蹟，爽朗的笑聲更是盈滿一室。

誰知道，不久之前，幾位還素不相識，直至搬進

「友里居」成為鄰居，才讓幾個家庭結緣。

但當時住的劏房只有90呎，環境惡劣，鄰居的小孩更常趁我不注意，欺負兒子，偷他的玩具，把他的手捏出瘀痕

……我希望兒子能在更好的環境成長，於是鼓起勇氣申請。」阿芳的勇氣，讓她帶着兩歲的兒子從大角嘴搬到人生

路不熟的華富閣，更讓她認識同屋租客彩鳳和她7歲的兒子。兩家人，從此過上互相包容、互相照顧的生活。知道

阿芳兒子年幼「困身」，彩鳳下班回家會替阿芳買菜，兩家的小朋友又會一同玩耍。談到新生活，彩鳳笑得開懷：

「在舊居，前夫經常威嚇我和兒子，每天擔驚受怕，睡着也常驚醒。搬到這裏後，終於『有覺好瞓』！」

 與家人住在其他樓層的蘇女士和林女士，入住「友里居」前分別居於區內劏房，住處不同，環境卻同樣擠擁壓

迫。獨力照顧3個女兒的林女士，回想從前不禁皺眉：「住在劏房，孩子吃飯、玩耍、學習都窩在床上。做功課

時，3人擠在一張小桌子，心情難免煩躁，只要其中一個寫字的動作稍大，撞到其他人，就會開始一輪爭執……」

至於蘇女士一家4口之前居住的「板間房」，除了昏暗殘舊，更要十多人共用一個廚房和洗手間，爭用洗手間的情

況每早上演――這樣的生活，他們過了6年。

文：梁凱文

蝸居下的困頓

「起初知道要與另一家庭共居，除了身邊朋友勸我不要參加，
                                                             自己都擔心『相見好同住難』。

侷促的空間、家人的磨擦、鄰里間的爭拗，

足以磨蝕心志精力，

影響家庭關係，讓人難以應付生活。

友里居
住客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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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心聲

 安定心神，調整人生，是「友里居」計劃對住客的承諾，更是期盼。計劃讓住客暫時脫離斗

室，也推動他們透過社工舉辦的定期鄰里會議、義工隊、生日會、各類興趣班和支援小組，分享空間，

分享生活，互相扶持，重新與社區連結。奇妙的是，原來只要換個環境，人就能站穩腳步，自我調適。蘇

女士感嘆：「簡單如一日3餐，從前的廚房連轉身也有困難，又要幾個家庭共用，煮食只求速戰速決，填飽一

家肚子。現在空間變得闊落，又可明火煮食，才有了研究味道和營養的心思。」當生活變得安穩，能夠弄一桌飯

菜，一家人端坐桌邊，仔細經營一個家，便有心力去擴闊圈子，建立人際關係，甚至幫助他人。

 除了到彼此的家串門子打邊爐，蘇女士幾位更開始積極參加「友里居」的活動，在華富的小園圃種菜心、韭

菜，再與其他租戶家庭將收成包成餃子，大人小孩一同分享。在計劃社工鼓勵下，她們又與其他租客組成義工隊：

協助鄰居搬家、搬運大型家具、進行小型維修；認真接受義工技巧訓練，探訪區內長者和劏房戶。從鄰里到社區，

住客都盡自己的能力，回饋之前受到的幫助。林女士說：「從前我們是接受探訪與幫助的人，現在稍有能力，當然

希望幫助和鼓勵其他人，貢獻社區！」

煮一桌飯菜的幸福

 計劃社工劉燕琼表示，負責職員會盡力做好前期配對工作，先了解雙方的作息、生活習慣、子女的年紀等，再

進行個別面談和共同面談，觀察雙方的交流和相處，才配對共住家庭。不過，實際入住後，生活習慣的差異、子女

相處的問題等，也會造成兩家人的磨擦。在開導調解以外，職員每季會舉辦鄰里會議，加深住客對彼此的了解，建

立鄰里關係。不同單位輪流召開會議，由「主人家」準備糖水小吃，在輕鬆的氣氛下討論居住問題。劉燕琼笑說：

「『討論』的問題可以是關於單位漏水、牆身剝落；關於區內的物價、日用品到哪裡買等，其實很家常。但在日常

對話中交換情報，就是建立鄰里感情和關係的最有效方法。當對彼此有一定了解，居住或適應上有任何問題，就較

易在會議上開心見誠解決。」會議中，又會深入講解共居共住的概念，以及了解住戶的需要。劉燕琼續說：「最近

我們請了專業人士在會議中教授簡單水電知識，又收集到住戶的意見及需要，將來可舉辦相關課程配合，支援住

戶。」在提供一個安穩的居住空間之外，「友里居」更希望締結一個「社群」，同時培養住客自助自立的能力。

鄰里會議 支援住戶

 「友里居」是過渡性房屋，3年後住戶均需遷出。訪問期間，提到計劃的完結期限，4位女士雖難掩擔憂，但仍

各有計劃和盼望：「總不會比以前差！」是的，面對生活，必須有自信和勇氣。在困頓中拉你一把，稍事休息、做

好準備後再出發，正是「友里居」及其他社會共享房屋的精神。

後記

當然，共居不總是只有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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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之賣旗籌款將於2019年12月28日(星期六)上午7時至下午12時30分在

港島區舉行，籌得之善款除用作本會轄下社會服務中心之發展及日常經費外，並會資助下列工作：

 (1) 為匱乏人士及長期病患者提供服務；

 (2) 津助本會為有需要學生所提供之書簿獎勵計劃；及 

 (3) 津助本會屬下單位服務及發展經費。

 籌款目標：港幣80萬元

 本會現誠邀14歲以上人士登記成為賣旗義工，或組成親子、長幼或跨齡義工隊，加入賣旗義工行列，襄助處於

困境的人士。參與賣旗之義工將於活動後獲發感謝狀，以表謝意。當日未能參與的熱心人士，亦歡迎支持本會「金

旗」募捐行動。您的點滴支持，將成為本會持續向前的推動力，燃亮更多生命！

 誠盼各位鼎力支持，祝願大家福有攸歸！

查詢電話

2553 6333 (賣旗活動統籌：曾憲鏜先生)

本會再獲社會福利署批准於港島區賣旗，

誠邀您們加入義工及捐款行列，支持本會推展更多服務。

招募2,600名義工服務

義工招募
及金旗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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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及成人進修社區學院
「優Joy悠Join」課程 年滿50歲學員專享優惠

 香港人口老化問題日趨嚴重，越來越多長者

需要接受言語治療服務。本會獲社會福利署於去

年年底起增撥資源，於華貴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及改善長者家居及社

區照顧服務增設言語治療服務，以幫助經飲食吞

嚥評估，以及說話、口肌治療評估後有服務需要

之個案。

 言語治療師會按服務使用者的病情及吞嚥能

力而制定合適之餐膳，如採用「正、碎餐」、

「糊餐」或使用凝固粉；同時，亦會提供口肌

訓練，提升患者的吞嚥能力及食欲，使其攝取

足夠的水份和營養，以及避免進食時「嗆到

（Choking）」。此外，言語治療師亦會為口

肌協調問題導致口語表達能力較弱之服務使

用者，設計言語治療訓練，提升其表達能力

及自信心。

 言語治療師亦會與服務使用者的家人及護老者作緊密溝通，提供相關的教育及輔導服務，好讓患者於家中亦可

得到適切的照顧，從而提升其口語溝通表達及吞嚥的能力。截至2019年4月下旬，本會已為65位服務使用者提供相

關服務，總使用人次達109，可見有關服務需求相當殷切。

 本會持續及成人進修社區學院推出「優Joy悠Join」計劃，5項課程內容「有動、有靜」，讓學員培養及發掘不同

方面的興趣。課程採用小班教學，每班上限為8人。

 年滿50歲學員更可享「優Joy」優惠，有關課程內容可詳閱下表，如欲查詢詳情，歡迎致電 2518 0978，或親臨

香港仔舊大街64-70號海洋大廈地下報名。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專為邁向退休年齡的學員而設，透過藝術釋放壓力，消除迷網、

  焦慮，重新探索人生方向。學員無須藝術經驗。

 吳家鄭式太極班 適合有興趣學習太極及初學者報讀，教授吳家鄭式太極拳。

  式子以經絡循環路線而編排，令結締組織更柔軟，促進「氣」的

  流動，提升臟腑機能。

  適合有基礎瑜伽經驗的學員，教授基礎的體位法、拜日式及簡單

  呼吸法以平衡及放鬆身體。

  專為肌肉容易收緊、疲勞及有各種痛症的學員而設，透過不同

  訓練及運動令肌筋膜放鬆，修復傷患。

人生探索藝術工作坊

養生瑜伽

哈達瑜伽入門

痛症舒緩強化班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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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第27屆就職典禮晚宴

本會第27屆理事暨社會服務管理委員會、

第22屆委員就職典禮晚宴已於2019年5月10日，

假香港仔富臨皇宮圓滿舉行，

當晚筵開36席，賓客如雲，場面熱鬧！

 當晚大會特別安排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設有奏國歌及

「切蛋糕」等環節，讓與會者能一同慶祝這大日子。典禮由本會周其仲

理事長致歡迎辭揭開序幕後，主禮嘉賓分別頒授聘書予本會新一屆理

事、委員及名譽顧問，而出任者皆為專業及精英

人士。此外，本會今屆亦邀請了東羲控股有限

公司董事鄒華東先生新加入為當屆名譽會

長；並有港豐遠東有限公司常務董事何海

明先生、三奧有限公司首席策略及財務

官林坤初先生、前瑪麗醫院專科護士羅偉真女士、銀行電腦資訊科技主管陸華宇先

生、黃浩強先生、香港能仁書院社會科學學院院長顏文雄教授及香港學術及職業資

歷評審局秘書處副總幹事(職業專才教育)王景兒博士成為今屆名譽顧問，人才濟

濟。深信在各方人士之投入付出及緊密合作下，本會定能為坊眾提供更多優質服

務，惠及南區！ 

 又本會為感謝前任理事長，即現任永遠會長

楊翠珍女士在過去3屆理事會合共6年之領導及

熱心投入本會之工作，使本會在會務上有長足發展，

大會特別向楊女士致送紀念品以表心意。另外，大會亦安排服務該會逾

五年至二十年或以上的職員接受「長期服務獎」，以感謝他們的辛勤和

努力，出席領獎職員共有46位。而在歡宴期間，大會更安排奧菲斯音樂

中心的青年樂隊表演助興；另亦加插了「問誰領風騷」遊戲環節，介紹

本會個別理事委員的特質及機構服務內容，令台上台下打成一片；宴會

最後在歡愉氣氛中圓滿結束！

服務

本會第27屆就職典禮晚宴
經已圓滿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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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會長： 方潤華 陳理誠 楊建業 楊翠珍

當屆會長： 許家驊 方文雄

理事長： 周其仲

副理事長： 許湧鐘 麥謝巧玲 杜增祥 周子軒 勞榮斌 張錫容 施春利 魏遠謀 羅桂蘭   

理事： 陳理誠 楊翠珍 鄭鎮柱 陳浩霖 黃文軒        

義務稽核： 許湧鐘   （兼任）

義務司庫： 楊翠珍   （兼任）

義務秘書： 黃文軒   （兼任）

當屆名譽會長： 黃戴宇 施明霞 施春利 魏遠謀 潘    明 關信強 黃文軒 黃靈新 林鎮標 林鎮海

 黃家和 伍凱誠 鄒華東  　    　　 　

名譽顧問： 鄧文傑 黃戴宙 潘順國 何顯貴 黃戴雷 許天福 劉    豹 許偉文 鄭鎮柱 許家驊 

 譚    金 嚴大維 陳漢威 張小燕 潘美英 黎志棠 方文雄 林鎮輝 

香港仔坊會
第27屆理事暨首長顧問名單

主　席： 陳理誠

副主席： 楊翠珍 勞榮斌

當然委員： 周其仲

委員： 許湧鐘 麥謝巧玲 杜增祥 周子軒 張錫容 施春利 魏遠謀 羅桂蘭 鄭鎮柱 陳浩霖　   

 黃文軒    

名譽顧問： 南區民政事務專員馬周佩芬　

 社會福利署中西南及離島區福利專員葉小明　

 關銳煊 黎福強 黃瑋君 何淑賢 周明德 馬月霞 江明熙 黎志棠 陳梁夢蓮 梁子東　  

 郭厚仁 符俊雄 羅鳳儀  林美凝 黎鑑棠 唐敏忠 王紹強 何海明 林坤初 羅偉真

 陸華宇 顏文雄 黃浩強 王景兒

香港仔坊會社會服務
第22屆管理委員會暨屬下委員會成員名單

主　席： 麥謝巧玲

副主席： 魏遠謀

社區中心及項目發展服務委員會

主　席： 周子軒

副主席： 張錫容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服務委員會

主　席： 杜增祥

副主席： 羅桂蘭

安老服務委員會

主　席： 許湧鐘

副主席： 陳浩霖

策略及發展委員會

服務

如欲了解更多，請掃瞄此QR Code瀏覽晚宴活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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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探秘

細說南區製造系列 - 2
 每逢乘坐巴士由香港仔駛進黃竹坑時，車內便會發出熟悉的廣播：

「下一站係：甄沾記大廈。」提起「甄沾記」，自然會想到老字號椰子

糖。創辦人甄倫立於1915年開始於街頭擺賣椰子糖及雪糕，食品大受歡

迎，故於1953年於黃竹坑開山填海，設廠大量生產。直至香港工業逐漸

沒落，政府於90年代將黃竹坑工業用地改劃成寫字樓，大力推動無煙工

業，擁有大型鍋爐的甄沾記唯有將廠房遷移至番禺，可惜失敗收場，

2006年更被停業。今天的甄沾記大廈其實屬於另一財團，更從昔日繁忙

的生產工場變成商業寫字樓。第三代後人甄賢賢不忍家業就此消失，決

定於2011年捲土重來，革新品牌形象，不斷推陳出新，繼續承傳此百年

傳統老字號。

如 台端不欲繼續收到/改以電郵收取本刊物，請在適當方格內

加上   號，並填妥有關資料，寄回香港仔大道180號B「南社之

音編輯委員會收」。

□ 本人不欲繼續收到《南社之音》，請日後停止寄發。

□ 本人選擇以電郵收取《南社之音》。

會員證編號/團體/公司名稱*：

姓名：                                  聯絡電話：

地址：

電郵地址：

簽署：                                  日期：

*請刪去不適用者

香港仔大道180號B

3550 5566

2580 3871

aka.org.hk

central@aka.org.hk (一般事宜)

LSG@aka.org.hk (整筆撥款津助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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