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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計師報告  
致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  
 

 

意見  
 
茲證明我已審計列載於第 4至 20頁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管理之各項基

金 (基金 )的財務報表，該等財務報表包括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的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收支表，以及財務報表的附註，包

括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我認為，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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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章 )第 10(3)及 10(4)條擬備。  

 

 

意見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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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據該等準則而須承擔的責任，詳載於本報告「審計師
就財務報表審計而須承擔的責任」部分。根據該等準則，我獨立於基
金，並已按該等準則履行其他道德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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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就財務報表而須承擔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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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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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財務

報表不存有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  

 

在擬備財務報表時，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須負責評估基金持續經營的

能力，以及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關的事項，並以持續經營

作為會計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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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師就財務報表審計而須承擔的責任  
 

我的目標是就整體財務報表是否不存有任何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

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並發出包括我意見的審計師報告。合理保

證是高水平的保證，但不能確保按審計署審計準則進行的審計定能發

現所存有的任何重大錯誤陳述。錯誤陳述可以由欺詐或錯誤引起，如

果合理預期它們個別或滙總起來可能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出的經

濟決定，則會被視作重大錯誤陳述。  

 

在根據審計署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我會運用專業判斷並秉持

專業懷疑態度。我亦會：  

 

— 識別和評估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有重大錯誤陳述的

風險；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以應對這些風險；以及取得充足和

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我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能涉及串謀

、偽造、蓄意遺漏、虛假陳述，或凌駕內部控制的情況，因此

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較未能發現因錯

誤而導致者為高；  

 

—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然而，

此舉並非旨在對基金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意見；  

 

—  評價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所採用的會計政策是否恰當，以及其

作出的會計估計和相關資料披露是否合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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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定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以持續經營作為會計基礎的做法是否

恰當，並根據所得的審計憑證，判定是否存在與事件或情況有

關，而且可能對基金持續經營的能力構成重大疑慮的重大不確

定性。如果我認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有必要在審計師報告

中請使用者留意財務報表中的相關資料披露。假若所披露的相

關資料不足，我便須發出非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師報告。我的結

論是基於截至審計師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證。然而，未來

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基金不能繼續持續經營。  

 

 

 

 

 

 

 

審計署署長   審計署  

首席審計師   香港灣仔  

梁家倫代行   告士打道 7 號  

2019 年 9 月 23 日   入境事務大樓 26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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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表 

 

 附註 2019  2018 

  港元  港元 

前華人公眾醫局基金     
資產     

投資 2(b) 1,007,996  1,007,996 
定期存款  311,846  308,552 
銀行存款  1,441,321  1,289,359 
存庫務署署長現金  19,861  20,061 

 
 

 2,781,024  2,625,968 

姬達爵士獎學基金     
資產     

定期存款  4,679,202  4,629,863 
銀行存款  92,785  126,731 

  4,771,987  4,756,594 
 

衛奕信勳爵聯合世界書院獎學基金     
資產     

投資 2(b) 51,020,798  44,950,789 
定期存款  4,272,257  10,668,804 
銀行存款  929,757  406,698 

 
 

 56,222,812  56,026,291 

供福利及社區計劃用途的公眾捐款     
資產     

銀行存款  597,128  1,151,714 
存庫務署署長現金  2,103,179  1,819,243 

 
 

 2,700,307  2,970,957 

平和基金     
資產     

銀行存款  53,430,835  63,987,201 
     

粵劇發展基金     
資產     

投資 2(b) 19,436,823  3,630,875 
定期存款  60,153,018  25,661,630 
銀行存款  16,811,400  7,308,385 

  96,401,241  36,600,890 

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     
資產     

定期存款  55,093,659  24,962,000 
銀行存款  10,245,767  42,219,112 

  65,339,426 
 

67,181,112 

關愛基金     
資產     

外匯基金存款 2(d) 17,820,618,979  18,498,787,101 
定期存款  1,731,800,000  1,169,700,000 
銀行存款  1,381,416  1,653,917 
存庫務署署長現金  199,176  278,660 

  19,553,999,571  19,670,419,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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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2019  2018 

  港元  港元 

     
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     
資產     

外匯基金存款 

定期存款 

2(d) 
 

5,433,021,617 
6,407,443,626 

 5,186,535,316 
- 

銀行存款  34,312  1,000,015,875 
  11,840,499,555  6,186,551,191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資產     
定期存款  89,000,000  123,500,000 
銀行存款  2,544,881  3,654,450 

  91,544,881  127,154,450 
  ------------------------  ------------------------ 
     
減: 負債      
合約按金  (528,634)  (528,634) 

淨資產  91,016,247  126,625,816 
     
     
  31,767,163,005  26,217,745,69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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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項目代表︰ 附註 2019  2018 

  港元  港元 

     

前華人公眾醫局基金     

累積基金 3 2,781,024  2,625,968 
     
姬達爵士獎學基金     
資本  4,563,470  4,563,470 
累積盈餘 3 208,517  193,124 
  4,771,987  4,756,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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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7,812  10,751,291 
  56,222,812  56,026,291 
     
供福利及社區計劃用途的公眾捐款     
累積基金 3 2,700,307  2,970,957 
     
平和基金     
累積基金 3 53,430,835  63,987,201 
     
粵劇發展基金     
累積基金 3 96,401,241  36,600,890 
     
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     
累積基金 3 65,339,426  67,181,112 
     
關愛基金     
累積基金 3 19,553,999,571  19,670,419,678 
     
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     
資本  13,000,000,000  7,000,000,000 
累積虧損 3 (1,159,500,445)  (813,448,809) 
  11,840,499,555  6,186,551,191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累積基金 3 91,016,247  126,625,816 
     
  31,767,163,005  26,217,745,69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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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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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支表 

 

 附註 2019  2018 

  港元  港元 

前華人公眾醫局基金     
年初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  1,309,420  1,458,987 
收入 4 155,256  151,755 
支出 5 (200)  (300,250) 
年度盈餘/(虧損)  155,056  (148,495) 
其他與資金調動相關的交易：     
  淨付款 6 (3,294)  (1,072) 
     
年終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  1,461,182  1,309,420 
  ===============  ================ 

 
姬達爵士獎學基金     
年初銀行存款結餘  126,731  216,715 
收入 4 49,743  276,583 
支出 5 (34,350)  (90,000) 
年度盈餘  15,393  186,583 
其他與資金調動相關的交易：     
  淨付款 6 (49,339)  (276,567) 
     
年終銀行存款結餘  92,785  126,7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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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奕信勳爵聯合世界書院獎學基金     

年初銀行存款結餘  406,698  2,896,469 
收入 4 2,289,879  2,725,215 
支出 5 (2,093,358)  (1,567,291) 
年度盈餘  196,521  1,157,924 
其他與資金調動相關的交易：     
  淨收/(付)款 6 326,538  (3,647,695) 
     
年終銀行存款結餘  929,757  406,6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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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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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0,957  2,024,137 
收入 4 26,494,015  26,382,246 
支出 5 (26,764,665)  (25,435,426) 
年度(虧損)/盈餘  (270,650)  946,820 
     
年終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  2,700,307  2,97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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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和基金     
年初銀行存款結餘  63,987,201  42,482,797 
收入 4 22,524,215  45,000,216 
支出 5 (33,080,581)  (23,495,812) 
年度(虧損)/盈餘  (10,556,366)  21,504,404 
     
年終銀行存款結餘  53,430,835  63,987,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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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 
 

 
 附註 2019  2018 

  港元  港元 

粤劇發展基金     
年初銀行存款結餘  7,308,385  4,308,184 
收入 4 71,625,906  1,363,464 
支出 5 (11,825,555)  (9,539,383) 
年度盈餘/(虧損)  59,800,351  (8,175,919) 
其他與資金調動相關的交易：     
  淨(付)/收款 6 (50,297,336)  11,176,120 
     
年終銀行存款結餘  16,811,400  7,308,3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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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     
年初銀行存款結餘  42,219,112  172,829,939 
收入 4 1,420,299  10,866,811 
支出 5 (3,261,985)  (162,383,158) 
年度虧損  (1,841,686)  (151,516,347) 
其他與資金調動相關的交易：     
  淨(付)/收款 6 (30,131,659)  20,905,520 
     
年終銀行存款結餘  10,245,767  42,219,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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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愛基金     
年初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  1,932,577  3,454,908 
收入 4 848,506,195  524,366,640 
支出 5 (964,926,302)  (642,330,957) 
年度虧損  (116,420,107)  (117,964,317) 
其他與資金調動相關的交易：     
  淨收款 6 116,068,122  116,441,986 
     
年終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  1,580,592  1,932,5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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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     
年初銀行存款結餘  1,000,015,875  15,811 
收入 4 250,148,744  178,472,252 
支出 5 (596,200,380)  (520,400,000) 
年度虧損  (346,051,636)  (341,927,748) 
其他與資金調動相關的交易：     
  淨(付)/收款 6 (653,929,927)  1,341,927,812 
     
年終銀行存款結餘  34,312  1,000,015,8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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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年初銀行存款結餘  3,654,450  1,316,791 
收入 4 2,007,522  91,646,313 
支出 5 (37,617,091)  (28,508,654) 
年度(虧損)/盈餘  (35,609,569)  63,137,659 
其他與資金調動相關的交易：     
  淨收/(付)款 6 34,500,000  (60,800,000) 
     
年終銀行存款結餘  2,544,881  3,654,4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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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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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華人公眾醫局基金於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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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達爵士獎學基金於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日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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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奕信勳爵聯合世界書院獎學基金於一九九二年六月三十

日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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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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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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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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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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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3,727  2,806,820 
 =================  ================= 

 衛奕信勳爵聯合世界書院獎學基金    
 投資成本：    

 股本證券 41,213,596  37,501,243 
 債務證券    
 –1 年內到期 

 –1 年後到期 
2,356,368 
3,370,434 

 - 
3,369,146 

 債券基金 4,080,400  4,080,400 
    
 51,020,798  44,950,789 
 =================  ================= 
 投資市值：    

 股本證券 30,416,896  28,918,260 
 債務證券 5,543,377  3,192,927 
 債券基金 3,220,097  3,533,995 
    
 39,180,370  35,645,182 
 =================  ================= 
 粤劇發展基金    
 投資成本：    

 股本證券 19,436,823  3,630,875 
 =================  ================= 
 投資市值：    

  股本證券 20,679,200  3,751,000 
 =================  ================= 

 
(c) 出售投資的盈虧計入收支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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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金於二零一七年六月為到期的存款（50 億港

元）續存；同時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亦為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到期存款其中的 50 億港元續存，

兩筆存款的存款期均為六年。唯於存款期內關愛基金不能提取續存款項，但精英運動員發展

基金則可於存款期內提取不多於 22 億港元續存款項。息率為外匯基金的投資組合於過去六

年的平均年度投資回報率，或三年期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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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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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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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差額計入收支表內。 

 

 
 201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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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5,968  2,774,463 
 年度盈餘/(虧損) 155,056  (148,495) 
    
 年終結餘 2,78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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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5,968 
================

 
 姬達爵士獎學基金    
 年初結餘 193,124  6,541 
 年度盈餘 15,393  186,583 
    
 年終結餘 208,517 

=================  
 19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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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奕信勳爵聯合世界書院獎學基金    
 年初結餘 10,751,291  9,593,367 
 年度盈餘 196,521  1,157,924 
    
 年終結餘 10,947,812 

================  
 10,75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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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福利及社區計劃用途的公眾捐款    
 年初結餘 2,970,957  2,024,137 
 年度(虧損)/盈餘 (270,650)  946,820 
    
 年終結餘 2,700,307 

================ 
 2,97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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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和基金    
 年初結餘 63,987,201  42,482,797 
 年度(虧損)/盈餘 (10,556,366)  21,504,404 
    
 年終結餘 53,43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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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87,201 
================ 

 
 粵劇發展基金    
 年初結餘 36,600,890  44,776,809 
 年度盈餘/(虧損) 59,800,351  (8,175,919) 
    
 年終結餘 96,401,241 

=================  
 36,600,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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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    
 年初結餘 67,181,112  218,697,459 
 年度虧損 (1,841,686)  (151,516,347) 
    
 年終結餘 65,339,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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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8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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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2018 
 港元  港元 

 關愛基金    
 年初結餘 19,670,419,678  19,788,383,995 
 年度虧損 (116,420,107)  (117,964,317) 
    
 年終結餘 * 19,553,999,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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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0,419,678 
================= 

 
 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    
 年初結餘 (813,448,809)  (471,521,061) 
 年度虧損 (346,051,636)  (341,927,748) 
    
 年終結餘 (1,159,50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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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448,809) 
=================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年初結餘 126,625,816  63,488,157 
 年度(虧損)/盈餘 (35,609,569)  63,137,659 
    
 年終結餘 91,01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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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625,816 
=================  

 
 
 
 
 
 
 
 
 
 
 
 
 
 
 
 
 
 
 
 
 
 
 
 
 
 
 
 
 
 
 
 
* 於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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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82 元（2018: 55,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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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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2018 
 港元  港元 

4. 收入    

 前華人公眾醫局基金    

 利息 3,549  1,100 
 股息 151,707  150,655 
    
 15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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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755 
=================  

 
 

 姬達爵士獎學基金    
 利息 49,743  111,986 
 兌換收益 -  164,597 
    
  49,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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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583 
================= 

 
 

 衛奕信勳爵聯合世界書院獎學基金    
 利息 503,816  424,498 
 股息 1,786,063  1,600,156 
 出售股本證券收益 -  35,077 
 兌換收益 -  665,484 
    
 2,289,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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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5,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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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29,822  26,320,300 
 資助金退款 763,291  61,096 
 其他 902  850 
    
 26,49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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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82,246 
================  

 
 

 平和基金    
 利息 18,715  216 
 捐款 22,505,500  45,000,000 
    
 22,52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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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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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2018 
 港元  港元 

 粵劇發展基金    
 利息 1,117,548  677,381 
 政府注資 70,000,000  - 
 股息 386,656  - 
 資助金退款 121,702  54,427 
 兌換收益 -  631,656 
    
 71,62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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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3,464 
================  

 
 

 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    
 利息 1,420,299  1,006,161 
 備用金退款 -  552,216 
 兌換收益 -  9,308,434 
    
 1,42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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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66,811 
================= 

 
 

 關愛基金    
 捐款 672,850  116,685 
 外匯基金存款利息 821,831,878  503,858,014 
 銀行存款利息 26,001,467  20,391,883 
 兌換收益 -  58 
    
 848,50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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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366,640 
===============  

 

 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    
 外匯基金存款利息 246,486,301  178,472,188 
 銀行存款利息 3,662,443  64 
    
 250,14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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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472,252 
=================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獎券基金注資 -  90,000,000 
 利息 1,657,231  1,012,756 
 贊助 66,500  450,000 
 資助金退款 184,291  86,057 
 其他 99,500  97,500 
    
 2,00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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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46,3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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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2018 
 港元  港元 

5. 支出    

 前華人公眾醫局基金    
 資助金 -  300,000 
 其他 200  250 
    

 

200 
================= 

 
 

 300,250 
=============== 

 
 

 姬達爵士獎學基金    
 獎學金 34,000  90,000 
 其他 350  - 
    
 34,350  9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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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奕信勳爵聯合世界書院獎學基金    
 獎學金 1,000,000  1,000,000 
 實現債務證券購入溢價 7,248  10,100 
 購入債務證券利息 145,716  47,701 
 兌換虧損 426,828  - 
 其他 513,566  509,490 
    
 2,09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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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7,2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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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41,215  25,423,346 
 餘額退回捐款人 23,450  12,080 
    
 
 

26,764,665 
================== 

 25,435,426 
================= 

 平和基金    
 資助四所輔導及治療中心 20,552,500  19,166,875 
 調查和研究 -  591,981 
 公眾教育運動 8,536,065  230,470 
 資助計劃 3,778,689  3,360,472 
 學校資助項目 213,177  145,914 
 銀行收費 150  100 
     
 33,080,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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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95,812 
================= 

 
 粵劇發展基金    
 資助金 10,251,370  8,518,239 
 兌換虧損 403,544  - 
 其他 1,170,641  1,021,144 
    
 11,82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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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9,3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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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2018 
 港元  港元 

 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    
 支付給非政府機構 -  780,000 
 其他支援工作的開支 -  161,603,158 
 兌換虧損 3,261,985  - 
    
 3,261,985 

================= 
 162,38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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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愛基金    
 援助項目支出 (包括行政費用)    

- 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 
 

198,219,452  123,684,470 

- 醫療援助計劃 (首階段) 
 

156,192,794  85,254,948 

- 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流動電腦裝置以實踐電子學習 76,508,836  - 
    
- 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 
 

74,759,184  71,164,303 

- 資助合資格病人購買價錢極度昂貴的藥物(包括用以 
- 治療不常見疾病的藥物) 
 

64,639,239  19,977,034 

- 為租住私人樓宇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住戶提供津貼 63,712,520  57,994,313 
    
- 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   
  

50,874,355  41,091,155 

- 為嚴重殘疾人士提供特別護理津貼 
 

48,932,352  53,726,152 

- 為清貧大學生提供「院校宿舍津貼」 
 

34,948,231  36,049,998 

- 智友醫社同行計劃 
 

34,273,174  40,234,801 

- 增加「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的學習開支助學金 
 

32,636,937  34,231,800 

- 支援身體機能有輕度缺損的長者試驗計劃 29,611,845  3,356,638 
    
- 子宮頸癌疫苗注射先導計劃 
 

21,981,746  19,426,191 

- 支援在公立醫院接受治療後離院的長者試驗計劃 18,644,555  1,852,445 
    
- 資助合資格的公立醫院病人購買指定的用於介入程序 
- 及在體內設置的醫療裝置 

16,521,314  8,276,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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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2018 
 港元  港元 

    

- 提高在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殘疾受助人的豁免計     
- 算入息上限試驗計劃 
 

13,012,473  13,009,369 

- 其他援助項目 
 

20,287,085  20,681,502 

 援助項目以外的其他費用支出 
 

9,170,171  12,318,907 

 兌換虧損 39  - 
    
 964,926,302  642,330,9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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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    
 支付給香港體育學院有限公司 596,200,000      520,400,000 
 銀行收費 380  - 

    
 596,200,380  520,4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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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能力提升 14,963,568  14,337,553 
 創新計劃 17,608,373  11,855,423 
 研究 4,005,806  1,465,371 
 其他 1,039,344  850,307 
     
 37,617,091  28,508,6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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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其他與資金調動相關的交易    

 前華人公眾醫局基金    
 定期存款淨增額 (3,294)  (1,072) 
    
 淨付款 (3,294)  (1,0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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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達爵士獎學基金    
 定期存款淨增額 (49,339)  (276,567) 
    
 淨付款 (49,339)  (276,5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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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奕信勳爵聯合世界書院獎學基金    
 投資淨增額 (6,070,009)  (233,794) 
 定期存款淨減/(增)額 6,396,547  (3,413,901) 
    
 淨收/(付)款 326,538  (3,647,69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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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2018 
 港元  港元 

    
 粵劇發展基金    
 投資淨增額 (15,805,948)  (3,630,875) 
 定期存款淨(增)/減額 (34,491,388)  14,806,995 
    
 淨(付)/收款 (50,297,336)  11,176,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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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    
 定期存款淨(增)/減額 (30,131,659)  20,905,520 
    
 淨(付)/收款 (30,131,659)  20,905,5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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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愛基金    
 外滙基金存款減/(增)額 678,168,122  (503,858,014) 
 定期存款淨(增)/減額 (562,100,000)  620,300,000 
    
 淨收款 116,068,122  116,44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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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    

 資本增額 6,000,000,000  - 
 外匯基金存款(增)/減額 (246,486,301)  1,341,927,812 
 定期存款淨增額 (6,407,443,626)  - 
    
 淨(付)/收款 (653,929,927)  1,341,927,8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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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定期存款淨減/(增)額 34,500,000  (60,800,000) 
    
 淨收/(付)款 34,500,000  (60,8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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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承擔款項    
 
 已批核但未撥付的財務承擔款項如下： 
 
 2019  2018 
 港元  港元 

    
 平和基金    
 四所輔導及治療中心 49,240,625  69,793,125 
 公眾教育運動 1,649,089  4,669,780 
 資助計劃 12,396,508  11,171,991 
 學校資助項目 291,000  311,500 
    
 63,57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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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46,396 
================  

 粵劇發展基金    
 資助金 7,988,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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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5,326 
=================  

 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    
 政府的援建項目 30,913,648  - 
 臥龍後續的重建項目 35,225,748  37,545,610 
    
 66,13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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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45,610 
================ 

 

 關愛基金    
 為推行各援助項目的預算支出(包括行政費用) 2,741,586,322  2,565,014,5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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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    
 撥款至香港體育學院有限公司 664,500,000 ^ 596,200,000 
 ==================  ================= 
 ^ 此承擔款項於 2019 年 4 月 12 日獲民政事務局局長核準。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能力提升 16,670,761  21,385,598 
 創新計劃 27,510,303  26,618,912 
 硏究 4,706,479  5,181,905 
 其他 828,138  1,421,242 
    
 49,715,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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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07,6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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