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審計署署長報告  

  
 
 
 
 
 
 
 
獨立審計報告  
 
致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  
 
茲證明我已審計列載於第 3至 19頁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的財務報

表，該等財務報表包括於 2016年 3月 31日的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

日止年度的收支帳目，以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及其他附註解釋資

料。  

 
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就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須負責按照《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條例》(第

1044章 )第 10(3)及 10(4)條擬備該等財務報表，及落實其認為必

要的內部控制，以使財務報表不存有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

大錯誤陳述。  

 
審計師的責任  

 
我的責任是根據我的審計對該等財務報表作出意見。我已按照

《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條例》第 10(5)條及審計署的審計準則進

行審計。這些準則要求我遵守道德規範，並規劃及執行審計，以

合理確定財務報表是否不存有任何重大錯誤陳述。  

 

審計涉及執行程序以獲取有關財務報表所載金額及披露資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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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憑證。所選定的程序取決於審計師的判斷，包括評估由於欺

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有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在評估該等

風險時，審計師考慮與該基金擬備財務報表有關的內部控制，以

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但並非為對基金的內部控制的效能發表意

見。審計亦包括評價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所採用的會計政策的合

適性，以及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  

 

我相信，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是充足和適當地為我的審計意見提

供基礎。  

 
意見  
 
我認為，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止年度的財務

報表在各重大方面已按照《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條例》第 10(3)

及 10(4)條擬備。  

 
 
 
 
 
 
 
 
 
審計署署長   審計署  

(審計署首席審計師張永安代行 )  香港灣仔  

  告士打道 7 號  

2016 年 9 月 27 日   入境事務大樓 2 6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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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表 

 

 
附註 2016  2015 

 
 港元  港元 

資產   

 

  

前華人公眾醫局基金     

投資 2(b) 1,007,996  1,007,996 
定期存款  307,122  306,978 
銀行存款  1,288,705  656,458 
存庫務署署長現金  20,311  20,711 
  2,624,134 

 
 1,992,143 

 
姬達爵士獎學基金     

定期存款  4,602,404  4,740,458 
銀行存款  103,187  103,362 
  4,705,591 

 
 4,843,820 

衛奕信勳爵聯合世界書院獎學基金     
投資 2(b) 44,840,635  42,311,119 
定期存款  7,552,349  10,903,444 
銀行存款  1,780,323  949,307 
  54,173,307 

 
 54,163,870 

供福利及社區計劃用途的公眾捐款     
銀行存款  1,177,230  667,504 
存庫務署署長現金  1,856,384  2,102,876 
  3,033,614 

 
 2,770,380 

平和基金     
銀行存款  24,373,037  7,615,782 
   

 
  

粵劇發展基金     
投資 2(b) -  13,946,397 
定期存款  49,447,155  36,556,383 
銀行存款  3,952,921  9,124,857 
  53,400,076 

 
 59,627,637 

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     
定期存款  240,691,477  801,433,171 
銀行存款  44,823,763  103,959,583 
  285,515,240 

  
905,392,754 

關愛基金     
外匯基金存款 2(d) 17,420,066,880  16,511,911,734 
定期存款  2,892,000,000  4,463,300,000 
銀行存款  1,340,327  973,427 
存庫務署署長現金  1,376,854  1,229,297 
  20,314,784,061 

 
 20,977,41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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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2016  2015 

 
 港元  港元 

     
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     
外匯基金存款 2(d) 6,692,548,911  6,679,705,818 
定期存款  68,703,555  127,387,598 
銀行存款  15,748  7,882 
  6,761,268,214  6,807,101,298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定期存款  55,800,000  95,000,000 
銀行存款  30,782,574  3,433,807 
  86,582,574  98,433,807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27,590,459,848  28,919,355,94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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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項目代表︰ 

附註 2016  2015 

 
 港元  港元 

 
    

前華人公眾醫局基金     

累積基金 3 2,624,134  1,992,143 
     
姬達爵士獎學基金     
資本  4,563,470  4,563,470 
累積盈餘 3 142,121  280,350 
  4,705,591  4,843,820 
     
衛奕信勳爵聯合世界書院獎學基金     
資本  45,275,000  45,275,000 
累積盈餘 3 8,898,307  8,888,870 
  54,173,307  54,163,870 
     
供福利及社區計劃用途的公眾捐款     
累積基金 3 3,033,614  2,770,380 
     
平和基金     
累積基金 3 24,373,037  7,615,782 
     
粵劇發展基金     
累積基金 3 53,400,076  59,627,637 
     
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     
累積基金 3 285,515,240  905,392,754 
     
關愛基金     
累積基金 3 20,314,784,061  20,977,414,458 
     
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     
資本  7,000,000,000  7,000,000,000 
累積虧損 3 (238,731,786)  (192,898,702) 
  6,761,268,214  6,807,101,298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累積基金 3 86,582,574  98,433,807 
     
  27,590,459,848  28,919,355,949 
  ===============  =============== 
 
 
 
隨附附註 1 至 7 亦為上述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 劉 江 華 ）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法 團 

 
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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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支帳目 

 

 
附註 2016  2015 

 
 港元  港元 

前華人公眾醫局基金     
年初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  677,169  633,570 
收入 4 632,441  144,220 
支出 5 (450)  (100,550) 
年度盈餘  631,991  43,670 
資金調動：     
  淨付款 6 (144)  (71)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年終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  1,309,016  677,169 
  ============== 

 
 ============== 

 
姬達爵士獎學基金     
年初銀行存款結餘  103,362  103,516 
收入 4 175,971  154,965 
支出 5 (314,200)  (120,165) 
年度(虧損)/盈餘  (138,229)  34,800 
資金調動：     
  淨收/(付)款 6 138,054  (34,954)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年終銀行存款結餘  103,187  103,362 
  ============== 

 
 ============== 

 
衛奕信勳爵聯合世界書院獎學基金     

年初銀行存款結餘  949,307  2,059,191 
收入 4 1,996,077  1,839,011 
支出 5 (1,986,640)  (3,166,953) 
年度盈餘/(虧損)  9,437  (1,327,942) 
資金調動：     
  淨收款 6 821,579  218,058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年終銀行存款結餘  1,780,323  949,307 
  ============== 

 
 ============== 

 
供福利及社區計劃用途的公眾捐款     
年初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  2,770,380  4,340,274 
收入 4 23,933,308  24,722,966 
支出 5 (23,670,074)  (26,292,860) 
年度盈餘/(虧損)  263,234  (1,569,894)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年終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  3,033,614  2,770,380 
  

 
==============  ============== 

 

平和基金 
    

年初銀行存款結餘  7,615,782  13,774,465 
收入 4 37,531,303  24,500,013 
支出 5 (20,774,048)  (30,658,696) 
年度盈餘/(虧損)  16,757,255  (6,158,683)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年終銀行存款結餘  24,373,037  7,615,78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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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2016  2015 

 
 港元  港元 

粤劇發展基金     
年初銀行存款結餘  9,124,857  6,256,778 
收入 4 3,187,479  2,714,409 
支出 5 (9,415,040)  (9,578,962) 
年度虧損  (6,227,561)  (6,864,553) 
資金調動：     
  淨收款 6 1,055,625  9,732,632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年終銀行存款結餘  3,952,921  9,124,857 
  ============= 

 
 ============== 

 
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     
年初銀行存款結餘  103,959,583  383,227,919 
收入 4 26,073,194  51,818,700 
支出 5 (645,950,708)  (1,105,747,295) 
年度虧損  (619,877,514)  (1,053,928,595) 
資金調動：     
  淨收款 6 560,741,694  774,660,259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年終銀行存款結餘  44,823,763  103,959,583 
  ============= 

 
 ============== 

 
關愛基金     
年初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  2,202,724  2,846,216 
收入 4 961,844,764  869,510,604 
支出 5 (1,624,475,161)  (1,003,738,187) 
年度虧損  (662,630,397)  (134,227,583) 
資金調動：     
  淨收款 6 663,144,854  133,584,091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年終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  2,717,181  2,202,724 
  ============= 

 
 ============== 

 
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     
年初銀行存款結餘  7,882  120,347 
收入 4 363,866,916  242,117,097 
支出 5 (409,700,000)  (376,100,080) 
年度虧損  (45,833,084)  (133,982,983) 
資金調動：     
  淨收款 6 45,840,950  133,870,518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年終銀行存款結餘  15,748  7,882 
  ============= 

 
 ==============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年初銀行存款結餘  3,433,807  - 
收入 4 1,008,523  100,368,212 
支出 5 (12,859,756)  (1,934,405) 
年度(虧損)/盈餘  (11,851,233)  98,433,807 
資金調動：     
  淨收/(付)款 6 39,200,000  (95,000,000)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年終銀行存款結餘  30,782,574  3,433,807 
  =============  ============== 
     
隨附附註 1 至 7 亦為上述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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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 

帳目附註 
 
1. 概況 
 
 財務報表是根據《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條例》(第 1044 章)第 10(3)和 10(4)條的規定擬備。在民政事務局局

長法團條例下，各項基金運作的用途如下： 

 
基金 用途 

 

前華人公眾醫局基金 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以其認為最有利的方法，把這基金運用

在公眾福利事務上。 

 

 

姬達爵士獎學基金 這基金主要用作提供獎學金予學生就讀聯合世界書院。 

 

 

衛奕信勳爵聯合世界書院獎學基金 這基金是供下列用途之用： 

 

(a) 提供獎學金、大學獎學金或獎品予就讀於李寶椿聯合世

界書院的學生； 

 

(b) 提供獎學金、大學獎學金或獎品予就讀於其他聯合世界

書院的香港學生；及 

 

(c) 當基金無須提供上述獎學金時，由行政長官指定的其他

教育用途。 

 

 

供福利及社區計劃用途的公眾捐款 捐款是用於捐款人指定的福利或社區計劃上。為青年發展活

動所籌募得的捐款只用於由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政府各部

門，社區組織和志願團體舉辦的暑期一般活動、青年發展活

動和馬術體驗活動上。為四川重建所籌得的捐款則撥入支援

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 

 

 

平和基金 平和基金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四日正式成立，主要用作下列用

途： 

 

(a) 就有關賭博所產生的社會和其他問題進行研究； 

 

(b) 支持和資助預防及緩減與賭博有關問題的公眾教育和

其他措施；及 

 

(c) 支持和資助為問題和病態賭徒及其他受影響人士而設

的輔導、治療和其他支援服務。 

 

 

粵劇發展基金 粵劇發展基金於二零零五年三月十日正式成立，主要用作下

列用途： 

 

(a) 支持和資助有關粵劇發展的研究；及 

 

(b) 支持和資助推廣和延續粵劇發展的計劃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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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用途 

 

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 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在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八

日成立，用以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以賑濟災民和協

助災民復康。支援工作如下： 

 

(a) 重建公共服務設施，例如學校、醫院、殘疾人復康中心、

敬老院、孤兒院、婦幼保健院、文化體育設施； 

 

(b) 四川省災區特定的基建項目，例如道路、橋樑； 

 

(c) 重建四川臥龍大熊貓保育區； 

 

(d) 香港可參與的其他四川地震災後支援服務，例如醫療和

復康服務、情緒支援和輔導服務，以及其他專業培訓，

包括教師培訓；及 

 

(e) 經香港特區支援四川災區重建督導委員會同意的任何

與四川地震災區重建事宜相關的工作。 

 

信託基金援建項目的整體實施和監督由相關政策局(發展

局、教育局、食物及衛生局、民政事務局和勞工及福利局)分

別負責。在工程的實施方面，發展局向相關政策局提供建設

技術支援。 

 

 

關愛基金 

 
關愛基金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正式成立，主要是為經

濟上有困難的市民提供援助，特別是那些未被納入社會安全

網，或身處安全網卻又有一些特殊需要未能受到照顧的人。 

 

 

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 

 
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成立，旨在

向香港體育學院有限公司提供撥款作其日常運作，以及開展

推動本港精英體育和精英運動員發展的項目。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成立，

旨在建立和支持能吸引、啟發和培育社會創業精神的計劃和

試驗項目，透過社會創新，冀能產生社會效益，建立社會資

本，以推動香港的扶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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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 

 

(a) 帳目是以現金記帳法擬備。 

 

(b) 投資包括上市股本證券、上市債務證券和非上市債券基金。上市股本證券擬作為長期持有的投

資，其成本列於資產負債表。上市債務證券則擬一直持有至到期日，其成本在資產負債表內入

帳。非上市債券基金擬作為長期持有的投資，其成本列於資產負債表。投資成本包括購入投資

時所涉及的一切費用，如佣金、經紀費、印花稅及交易徵費等。年終的投資成本及市值為： 

 

 2016  2015 
 港元  港元 

 前華人公眾醫局基金    
  
 投資成本： 
 

   

 股本證券 1,007,996  1,007,996 
 ==========  ========== 
 投資市值： 
 

   

 股本證券 1,833,916  2,528,035 
 ==========  ========== 

 衛奕信勳爵聯合世界書院獎學基金    
  
 投資成本： 
 

   

 股本證券 40,760,235  36,964,503 
 債務證券    
 –1 年內到期 -  1,266,216 
  債券基金 4,080,400  4,080,400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44,840,635 

========== 
 42,311,119 

========== 
 投資市值： 
 

   

 股本證券 25,142,530  26,290,144 
 債務證券 -  1,236,609 
 債券基金 3,565,738  4,052,456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28,708,268 

========== 
 31,579,209 

========== 
 粤劇發展基金    
  
 投資成本： 
 

   

 股本證券 -  13,946,397 
 ==========  ========== 

 投資市值： 
 

   

 股本證券 -  16,571,500 
 ==========  ========== 
    

 

 
 

-  10  - 
 



 
 

(c) 出售投資的盈虧計入收支帳目內。 

 

(d) 外匯基金存款是指投資成本連該年度終結時已入賬但尚未提取的利息。關愛基金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和二零一三年七月分別存放 50 億港元和 100 億港元作外匯基金存款，而精英運動員發展

 基金則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存放 60 億港元作外匯基金存款。每項存款的年期均為六年（由存款

 日起計），期內不能提取原有存款。在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之前，息率為外匯基金的投資組合

 在過去六年的平均年度投資回報率，或三年期外匯基金債券在上一個年度的平均年度收益率，

 以 0%為下限，並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由於三年或以上年期的外匯基金債券在二零一五年一

 月已停止發行，因此，以上計算息率的算式亦已由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修訂，由三年期政府

 債券取代三年期外匯基金債券。 

 
(e) 外幣交易以交易當日的兌換率換算港幣。而以外幣為計值單位的資產則按報告日的收市匯率折

算為港元。兌換差額計入收支帳目內。 

 

 
 2016  2015 
 港元  港元 

3. 累積基金/累積結餘    

 前華人公眾醫局基金    
 年初結餘 1,992,143  1,948,473 
 年度盈餘 631,991  43,670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年終結餘 2,624,134 

========== 
 1,992,143 

========== 
 

 姬達爵士獎學基金    
 年初結餘 280,350  245,550 
 年度(虧損)/盈餘 (138,229)  34,800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年終結餘 142,121 

========== 
 280,350 

========== 
 

 衛奕信勳爵聯合世界書院獎學基金    
 年初結餘 8,888,870  10,216,812 
 年度盈餘/(虧損) 9,437  (1,327,942)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年終結餘 8,898,307 

========== 
 

 8,888,870 
========== 

 

 供福利及社區計劃用途的公眾捐款    
 年初結餘 2,770,380  4,340,274 
 年度盈餘/(虧損) 263,234  (1,569,894)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年終結餘 3,033,614 

========== 
 
 
 
 
 

 2,770,3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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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15 

 港元  港元 

 平和基金    
 年初結餘 7,615,782  13,774,465 
 年度盈餘/(虧損) 16,757,255  (6,158,683)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年終結餘 24,373,037 

========== 
 
 

 7,615,782 
========== 

 
 

 粵劇發展基金    
 年初結餘 59,627,637  66,492,190 
 年度虧損 (6,227,561)  (6,864,553)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年終結餘 53,400,076 

=========== 
 
 

 59,627,637 
=========== 

 
 

 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    
 年初結餘 905,392,754  1,959,321,349 
 年度虧損 (619,877,514)  (1,053,928,595)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年終結餘 285,515,240 

=========== 
 
 

 905,392,754 
=========== 

 
 

 關愛基金    
 年初結餘 20,977,414,458  21,111,642,041 
 年度虧損 (662,630,397)  (134,227,583)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年終結餘* 20,314,784,061 

=========== 
 
 

 20,977,414,458 
=========== 

 
 

 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    
 年初結餘 (192,898,702)  (58,915,719) 
 年度虧損 (45,833,084)  (133,982,983)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年終結餘 (238,731,786) 

=========== 
 
 

 (192,898,702) 
===========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年初結餘 98,433,807  - 
 年度(虧損)/盈餘 (11,851,233)  98,433,807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年終結餘 86,582,574 

=========== 
 
 

 98,433,807 
=========== 

 
 

 
 
 
 
* 於 2016 年 3 月 31 日，基金的年終結餘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特別就推行向低收入家庭的新

來港人士提供津貼計劃而額外注資，但在年終時尚未使用的餘款 61,273 元(2015: 61,238 元)。計劃完

成後，如有未用款額，基金會將全部餘款(連同利息)退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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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2015 
 港元  港元 

4. 收入    

 前華人公眾醫局基金    

 利息 155  77 
 股息 146,988  144,143 
 資助金退款 485,298  -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632,441 

========== 
 
 

 144,220 
========== 

 
 

 姬達爵士獎學基金    
 利息 175,971  153,313 
 兌換收益 -  1,652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175,971 

========== 
 
 

 154,965 
========== 

 
 

 衛奕信勳爵聯合世界書院獎學基金    
 利息 345,901  449,140 
 股息 1,650,176  1,389,871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1,996,077 

========== 
 
 

 1,839,011 
========== 

 
 

 供福利及社區計劃用途的公眾捐款    
 捐款作福利及社區計劃用途 23,900,652  24,580,038 
 捐款作四川重建用途 -  20,001 
 資助金退款 32,206  122,300 
 其他 450  627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23,933,308 

========== 
 
 

 24,722,966 
========== 

 
 

 平和基金    
 利息 23  13 
 捐款 37,500,000  20,000,000 
 民政事務局資助的公眾教育運動 -  4,500,000 
 未用退款 31,280  -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37,531,303 

========== 
 
 

 24,500,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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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2015 
 港元  港元 

 粵劇發展基金    
 利息 497,566  658,893 
 股息 -  767,077 
 出售投資收益 2,643,191  1,146,605 
 資助金退款 46,722  138,870 
 兌換收益 -  2,964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3,187,479 

========== 
 
 

 2,714,409 
========== 

 
 

 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    
 利息 25,680,212  50,715,870 
 轉入之捐款 -  2,304 
 備用金退款 392,982  1,100,526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26,073,194 

========== 
 
 

 51,818,700 
========== 

 
 

 關愛基金    
 捐款 1,045,441  200,035,224 
 外匯基金存款利息 908,155,145  573,772,995 
 銀行存款利息 52,644,178  95,702,385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961,844,764 

=========== 
 869,510,604 

========== 
 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    
 外匯基金存款利息 362,959,093  237,105,883 
 銀行存款利息 907,823  5,011,214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363,866,916 

=========== 
 
 

 242,117,097 
===========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獎券基金撥款 -  100,000,000 
 利息 859,523  368,212 
 其他 149,000  -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1,008,523 

=========== 
 
 

 100,368,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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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2015 
 港元  港元 

5. 支出    

 前華人公眾醫局基金    
 資助金 -  100,000 
 其他 450  550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450 
========== 

 

 100,550 
========== 

 
 姬達爵士獎學基金    
 資助金 120,000  120,000 
 兌換虧損 194,015  - 
 其他 185  165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314,200  120,165 
 ========== 

 
 

 ========== 
 
 

 衛奕信勳爵聯合世界書院獎學基金    
 資助金 1,100,000  2,268,879 
 實現債務證券購入溢價 84,753  35,720 
 購入債務證券利息 28,599  - 
 出售投資虧損 -  405,178 
 兌換虧損 273,243  667 
 其他 500,045  456,509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1,986,640 

========== 
 
 

 3,166,953 
========== 

 
 

 供福利及社區計劃用途的公眾捐款    
 用作福利及社區計劃用途的付款 22,948,504  23,796,430 
 捐款轉交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 -  22,304 
 餘額退回捐款人 721,570  2,474,126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23,670,074 

========== 
 
 

 26,292,860 
========== 

 
 

 平和基金    
 資助四所輔導及治療中心 15,302,500  14,555,000 
 調查和研究 591,981  - 
 公眾教育運動 320,000  13,605,700 
 資助計劃 4,490,719  2,379,381 
 學校資助項目 68,448  118,115 
 銀行收費 400  500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20,774,048 

========== 
 
 

 30,658,6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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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2015 
 港元  港元 

 粵劇發展基金    
 資助金 8,374,188  9,047,703 
 兌換虧損 209,698  - 
 其他 831,154  531,259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9,415,040 

=========== 
 
 

 9,578,962 
=========== 

 
 

 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    
 支付給四川省政府援建項目：    

 教育 13,238,264  2,455,208 
 醫療復康 49,519,917  40,466,517 
 公路基礎建設 403,795,150  1,042,782,050 
 臥龍保護區 120,593,954  - 
 社會福利 9,904,370  - 

 支付給非政府機構 3,352,500  1,206,986 
 其他支援工作的開支 9,820,584  9,635,925 
 兌換虧損 35,725,969  9,200,609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645,950,708 

=========== 
 

 1,105,747,295 
=========== 

 
 關愛基金    
 援助項目支出 (包括行政費用)    

-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 608,322,384  322,933,592 
-在「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實施前為「學校書簿津

貼計劃」下獲全額津貼的學生提供一次過特別津貼 
463,716,711  - 

-醫療援助計劃 (首階段) 119,237,649  52,510,667 
-長者牙科服務資助 86,852,660  6,489,681 
-向普通學校撥款以安排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62,994,784  - 
-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 55,524,509  18,480,225 
-為嚴重殘疾人士提供特別護理津貼 46,752,811  47,138,757 
-為租住私人樓宇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住戶提供津貼 46,678,348  46,809,471 
-增加「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的學習開支助學金 36,878,540  32,798,285 
-為清貧大學生提供「院校宿舍津貼」 35,159,724  16,110,706 
-課餘託管試驗計劃 27,137,675  35,436,066 
-為舊樓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津貼 10,070,208  5,844,535 
-校本基金(境外學習活動) 4,481,475  68,348,672 
-在校午膳津貼 (5,144) ^  (29,229,828) ^ 
-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 (3,455) ^  22,993,403 
-其他援助項目 5,936,704  21,113,314 

 援助項目以外的其他費用支出 14,739,553  13,702,804 
就推行向低收入家庭的新來港人士提供津貼計劃退還

予政府的未用款額 (包括利息及其他收入) 
-  301,029,632 

 兌換虧損 25  21,228,205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1,624,475,161  1,003,738,187 
 =========== 

 
 

 
=========== 

 
 ^ 該援助項目收到的退款較支出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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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2015 
 港元  港元 

 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    
 支付給香港體育學院有限公司 409,700,000  376,100,000 
 銀行收費 -  80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409,700,000  376,100,080 
 =========== 

 
 ===========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能力提升 9,344,802  1,450,065 
 創新計劃 2,856,269  126,000 
 其他 658,685  358,340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12,859,756  1,934,405 
 ===========  =========== 
 
 
 
 2016  2015 
 港元  港元 

6. 資金調動    

 前華人公眾醫局基金    
 定期存款淨增額 (144)  (71)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淨付款 (144)  (71) 
 ============= 

 
 

 ============ 
 
 

 姬達爵士獎學基金    
 定期存款淨減/(增)額 138,054  (34,954)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淨收/(付)款 138,054  (34,954) 
 ============= 

 
 

 ============ 
 
 

 衛奕信勳爵聯合世界書院獎學基金    
 投資淨(增)/減額 (2,529,516)  2,600,786 
 定期存款淨減/(增)額 3,351,095  (2,382,728)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淨收款 821,579  218,058 
 ============= 

 
 

 ============ 
 
 

 粵劇發展基金    
 投資淨減額 13,946,397  10,163,714 
 定期存款淨增額 (12,890,772)  (431,082)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淨收款 1,055,625  9,732,63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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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2015 
 港元  港元 

 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    
 定期存款淨減額 560,741,694  774,660,259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淨收款 560,741,694  774,660,259 
 ============= 

 
 

 =========== 
 
 

 關愛基金    
 外滙基金存款增額 (908,155,146)  (573,772,994) 
 定期存款淨減額 1,571,300,000  707,357,085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淨收款 663,144,854  133,584,091 
 ============= 

 
 

 ============ 
 
 

 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    
 外匯基金存款增額 (12,843,093)  (84,741,884) 
 定期存款淨減額 58,684,043  218,612,402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淨收款 45,840,950  133,870,518 
 ============= 

 
 

 ============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定期存款淨減/(增)額 39,200,000  (95,000,000)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淨收/(付)款 39,200,000  (95,0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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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承擔款項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沒有在財務報表提供的財務承擔款項為： 
 
 2016  2015 
 港元  港元 

    
 平和基金    
 四所輔導及治療中心 24,317,500  35,940,000 
 調查和研究 591,981  148,000 
 資助計劃 7,617,045  4,445,434 
 學校資助項目 190,000  116,000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32,716,526 

=========== 
 
 

 

40,649,434 
============ 

 粵劇發展基金    
 資助金 4,744,189 

=========== 
 
 

 

5,265,937 
=========== 

 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援建項目 46,598,091  717,169,181 
 非政府機構的重建項目 2,939,211  6,313,334 
 臥龍持續合作計劃 9,731,974  - 
 其他支援工作 870,000  14,147,574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60,139,276 

=========== 
 

 
 

 

737,630,089 
=========== 

 
 關愛基金    
 為推行各援助項目的預算支出(包括行政費用) 2,503,126,964  2,909,149,431 
 ===========  

 
=========== 

 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    
 撥款給香港體育學院有限公司 450,900,000  409,700,000 
 ===========  ===========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能力提升 14,652,411  17,916,641 
 創新計劃 13,088,220  7,860,589 
 硏究 3,774,933  - 
 其他 1,700,240  2,047,050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33,215,804 

=========== 
 
 

 27,824,280 
=========== 

 
 

 

-  19  - 
 


	SHAI 2015-16 審計報告
	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
	截至2016年3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獨立審計報告
	致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
	審計師的責任


	SHAI-Account 15-16_CHI
	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支帳目

	前華人公眾醫局基金
	姬達爵士獎學基金
	衛奕信勳爵聯合世界書院獎學基金
	銀行存款
	定期存款
	銀行存款
	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
	定期存款
	銀行存款
	前華人公眾醫局基金
	姬達爵士獎學基金
	衛奕信勳爵聯合世界書院獎學基金
	平和基金
	累積基金
	粵劇發展基金
	累積基金
	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
	累積基金
	關愛基金
	累積基金
	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
	資本
	累積虧損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累積基金
	前華人公眾醫局基金
	姬達爵士獎學基金
	衛奕信勳爵聯合世界書院獎學基金

	供福利及社區計劃用途的公眾捐款
	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
	基金
	用途
	基金
	用途

	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
	關愛基金
	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成立，旨在建立和支持能吸引、啟發和培育社會創業精神的計劃和試驗項目，透過社會創新，冀能產生社會效益，建立社會資本，以推動香港的扶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