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人慈善基金  

 

 

華人廟宇委員會管理報告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的年報  
 

 

華人慈善基金（基金）是華人廟宇委員會（委員會）按照

《華人廟宇條例》（第 153 章）第 8 條的規定而設立。按照同一條

例第 9(1)條的規定，委員會有酌情決定權將基金運用於支付需要

聘用的員工的薪酬及委員會按照《華人廟宇條例》行使其權力而

招致的其他開支；及香港的華人慈善活動。  

 

二 .  基金由委員會負責管理。應屆委員名單見附錄一。基金

的秘書處服務及帳務工作由信託基金及廟宇聯合秘書處負責，而

審計署署長為基金帳目的核數師。  

 

三 .  在報告期內，基金的總收入（投資虧損前）為 4,504 萬港

元（主要包括投資收入、及華人廟宇基金和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

員會轉來款項等），投資虧損為 965 萬港元，而基金總支出為 2,819

萬港元（主要包括職員薪酬及營運開支等）。基金於 2021-22 年度

錄得盈餘 721 萬港元。  

 

四 .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載於附    

錄二。  

 
 

 

 

 

麥美娟女士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  

華人廟宇委員會主席 

2022 年 11 月 29 日  

 
 



 

 

 

 

附錄一 

 

 

華人慈善基金  

 

華人廟宇委員會成員名單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 )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  (主席 ) 

 

 東華三院主席  

譚鎮國先生  

 

李家祥博士  

 

 

(任期由 1.4.2021 至 31.3.2022) 

 

(任期至 31.12.2021) 

 

 蘇耀榮先生  

 

葉振都先生 ,  BBS, MH, JP 

 

 

 李鋈麟博士 ,  BBS, JP 

 

曾忠南先生  

 

吳學明先生  

 

林漢環先生  

 

 

 

 

 

 

(任期由 1.1.2022 起 ) 

 

 



阻

華人慈善基金

截至 2022 年 3 月 3 1 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審計署署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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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計師報告  

致立法會  

 

 

意見  

 

茲證明我已審計列載於第 4至 2 1頁的華人慈善基金財務報表，該等財務

報表包括於 20 22年 3月 3 1日的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收支表、

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報表的附註，包括主要會計政策

概要。  

 

我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真實而中肯地反映華人慈善基金於 20 22年 3月 3 1日的財務狀況及

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和現金流量，並已按照《華人慈善基金指

示》 (第 1 53章，附屬法例 B)第 9( 1 )條妥為擬備。  

 

 

意見的基礎  

 

我已按照《華人慈善基金指示》第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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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獨立於華人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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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審計署



 

-  2  - 

民政事務局局長（現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就財務報表而須承擔

的責任  

 

民政事務局局長須負責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及《華人慈善基金指示》第 9( 1 )條擬備真實而中肯的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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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須負責評估華人慈善基金持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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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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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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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舉並非旨在對華人慈善基金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意見；  

 

—  評價民政事務局局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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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判定民政事務局局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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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可能對華人慈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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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慈善基金不能繼續持續經營；及  

 

—  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資料，

以及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交易和事項。  

 

我與民政事務局局長溝通計劃的審計範圍和時間安排以及重大審計發

現等事項，包括我在審計期間識別出內部控制的任何重大缺陷。  

 

 

 

 

 

 

 

審計署署長   審計署  

首席審計師   香港  

蔡秀玫代行   金鐘道 6 6 號  

  金鐘道政府合署  

2 0 22 年 11 月 2 9 日   高座 6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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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慈善基金 

2022年 3月 31日資產負債表 
 
 附註 2022 

港元 

 2021 

港元 

非流動資產     

使用權資產 3 1,528,818  4,149,648 

按公平值計入收支表之金融資產 4 120,296,368  129,661,923 

  121,825,186 

----------------------- 

 133,811,571 

----------------------- 

流動資產     

應收帳項 5 736,134  334,023 

預支款項  134,024  185,705 

雜項按金  132,755  - 

原於三個月後到期的定期存款  49,802,799  45,857,562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6 79,045,544  68,336,732 

     

  129,851,256  114,714,022 

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7 (1,556,301)  (2,636,861) 

職員約滿酬金撥備 8 (542,618)  (1,062,533)  

未放取假期撥備  (474,789)  (409,260)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 9 (1,731,053)  (3,313,825)  
     

  (4,304,761)  (7,422,479)  
     

流動資產淨額  125,546,495  107,291,543 
  ---------------------  --------------------- 

總資產減去流動負債  247,371,681  241,103,114 

  ---------------------  ---------------------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7 -  (1,556,301) 

職員約滿酬金撥備 8 (1,193,458)  (577,913) 

  (1,193,458) 
----------------------  

(2,134,214) 
---------------------- 

資產淨額  246,17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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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96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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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列項目代表：     

累積基金 
 246,17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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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96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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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附附註 1 至 15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麥美娟女士 )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  

華人廟宇委員會主席  

2022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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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慈善基金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止年度收支表 

 

 

 附註 2022 

港元 

 2021 

港元 

收入     

 股息收入  4,905,440  4,113,918 

 利息收入  272,869  566,531 

 華人廟宇基金轉來款項  23,460,878  27,384,472 

 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轉來款項  16,404,155  - 

 按公平值計入收支表之金融資產的        

   淨實現及重估(虧損)/收益 

  

(9,648,098) 

  

44,416,481 

 淨兌換虧損  (229)  - 

  35,395,015  76,481,402 

     

支出     

 轉往東華三院款項  (3,460,878)  (7,384,472) 

 資助金 10 (316,236)  (479,145)  

 職員薪酬 11 (20,161,357)  (18,755,450) 

 使用權資產折舊 3 (2,620,830)  (2,620,830) 

 差餉、管理費及其他費用  (412,643)  (431,804) 

 租賃負債利息開支  (40,973)  (79,739) 

 其他營運開支  (1,172,775)  (2,231,790) 

  (28,185,692)  (31,983,230)  

年度盈餘  7,209,323  44,498,172  

其他全面收益  
- 

 
-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7,209,323  44,498,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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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附附註 1 至 15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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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慈善基金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止年度權益變動表 

 

 

  

      

     港元 

累積基金 
 

2020 年 4 月 1 日結餘 194,470,728 

2020-21 年全面收益總額 44,498,172 

 ___________ 

2021 年 3 月 31 日結餘 238,968,900 

2021-22 年全面收益總額 7,209,323 

 ___________ 

2022 年 3 月 31 日結餘 246,178,223 

 ========== 

 

隨附附註 1 至 15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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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慈善基金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年度現金流量表 

 

 

 

附註 

 

2022 

港元 
 

2021 

港元 

營運活動現金流量 
    

年度盈餘  7,209,323  44,498,172  

調整項目 :     

使用權資產折舊  2,620,830  2,620,830 

股息收入  (4,905,440)  (4,113,918)  

利息收入  (272,869)  (566,531) 

租賃負債利息開支  40,973  79,739 

按公平值計入收支表之金融資產的 

淨實現及重估虧損/(收益) 

 

 
9,648,098 

 

(44,416,481) 

淨兌換虧損  229  - 

華人廟宇基金轉來款項  (3,460,878)  (7,384,472)  

轉往東華三院款項  3,460,878  7,384,472 

應收帳項(增加)/減少  (329,048)  174,212  

預支款項減少  51,681  33,208  

雜項按金增加  (132,755)  - 

職員約滿酬金撥備增加/(減少)  95,630  (245,007) 

未放取假期撥備增加  65,529  142,611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減少  (1,582,772)  (2,725,883) 

營運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12,509,409  (4,519,048)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收支表之金融資產所收款項  4,540,041  34,567,226 

購買按公平值計入收支表之金融資產  (4,469,000)  (9,929,300)  

原於三個月後到期的定期存款增加  (3,945,237)  (45,857,562) 

已收股息  4,498,385  4,398,859 

已收利息  253,048  725,878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877,237  (16,094,899) 

融資活動現金流量 
    

支付租賃負債  (2,677,834)  (2,677,834)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677,834)  (2,677,834)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10,708,812  (23,291,781) 

年初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結餘 
 68,336,732  91,628,513 

年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結餘 6 79,045,544  68,336,732 

    

隨附附註 1 至 15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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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慈善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 

 

1. 概況 

 

 華人慈善基金(基金)是根據《華人廟宇條例》(第 153 章)第 8 條設立。華人廟宇

委員會(委員會)根據《華人廟宇條例》第 9(1)條，可酌情決定基金運用於： 

 

(a) 支付需要聘用的員工的薪酬及委員會根據該條例行使其權力而招致的其

他開支；及 

 

(b) 香港的華人慈善活動。 

 

 基金主要業務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34 樓。 

 

 

2. 主要會計政策 

 

(a) 符合準則聲明 

 

 財務報表是根據《華人慈善基金指示》(第 153 章，附屬法例 B)第 9(1)條及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此乃綜合詞彙，包括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布的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和詮釋)擬備。

基金採納的主要會計政策摘要如下。 

 

 (b) 財務報表的擬備基準 

 

 財務報表是按應計記帳方式及歷史成本法擬備，惟按公平值計入收支表之

金融資產則除外，如下文所載附註 2(d)所解釋之會計政策，該等資產是按

公平值列帳。 

 

 擬備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

設，而有關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的採納及資產、負債、收入

及支出的呈報金額。此等估計及相關的假設是根據以往經驗及其他在有關

情況下認為合適的因素而制定。在欠缺其他現成數據的情況下，則採用此

等估計及假設作為判斷有關資產及負債的帳面值的基礎，估計結果與實際

價值或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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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等估計及相關假設會被不斷檢討修訂。如修訂會計估計只影響本會計

期，有關修訂會在作出修訂的期內確認，但如影響本期及未來的會計期，

有關修訂便會在該期及未來期間內確認。 

 

 除管理層在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租賃」時如附註 2(h)所披露所

作出的判斷外，基金在實施會計政策方面並不涉及任何關鍵的會計判斷。

無論對未來作出的主要假設，或在報告日估計過程中所存在的不明朗因

素，皆不足以構成重大風險，導致資產和負債的帳面金額在來年大幅修訂。 

 

(c) 新增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若干新增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基金的

本會計期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納。適用於本財務報表呈報年度的會計政

策，並未因這些發展而有任何改變。 

 

 基金並沒有提早採納本會計期未生效之修訂、新準則及詮釋。基金正就採

納該等修訂、新準則及詮釋在首次採納期間預期會產生的影響進行評估。

直至目前為止，基金得出的結論為採納該等修訂、新準則及詮釋不大可能

會對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d)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i)   初始確認及計量 

 

     基金在成為金融工具的合約其中一方之日確認有關金融資產及金融

負債。於初始確認時，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按公平值，再加上或減去

因收購該等金融資產或發行該等金融負債而直接引致的交易成本計

量，惟按公平值計入收支表之金融工具，則其交易成本會直接在收支

表中確認。有關基金如何釐定金融工具公平值的解釋載列於附註

13。購入及出售金融工具於交易日確認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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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分類及其後計量 

 

     按公平值計入收支表之金融資產 

 

     此類別包括股票證券。它們其後按公平值計量，公平值的變動在產生

期內於收支表內確認入帳。 

 

     按攤銷成本值計量之金融資產 

 

     此類別包括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定期存款、雜項按金及應收帳項。

持有該類資產旨在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即只包括所支付的本金及利

息。它們其後採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值計量。這些金融資產的虧

損準備根據附註 2(d)(iv)所述的預期信貸虧損模型計量。 

 

     實際利率法是計算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的攤銷成本值，以及攤分及確

認有關期間的利息收入或支出的方法。實際利率是指可將該金融資產

或金融負債在預期有效期間內的預計未來現金收支，折現成該金融資

產的帳面總值或該金融負債的攤銷成本值所適用的貼現率。基金於計

算實際利率時，會考慮該金融工具的所有合約條款以估計現金流量，

但不會計及預期信貸虧損。有關計算包括與實際利率相關的所有收取

自或支付予合約各方的費用、交易成本及所有其他溢價或折讓。 

 

     按攤銷成本值計量之金融負債 

 

     此類別包括租賃負債、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它們其後採用實際利率

法按攤銷成本值計量。 

 

(iii)  註銷確認 

 

     當從金融資產收取現金流量的合約權利屆滿時，或該金融資產連同擁

有權的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已轉讓時，該金融資產會被註銷確認。 

 

     當合約指明的債務被解除、取消或到期時，該金融負債會被註銷確認。 



- 11 - 

 

 

 

(iv)  金融資產減值 

 

     對於按攤銷成本值計量之金融資產，基金以預期信貸虧損計算須予確

認的虧損準備。預期信貸虧損評估不適用於按公平值計入收支表之金

融資產。 

 

     預期信貸虧損是以經概率加權估計的信貸虧損。這些虧損為按照合約

應付予基金的合約現金流量與基金預期會收到的現金流量兩者間的

差額，並按實際利率以折現方式計算。有關虧損以下列其中一個基礎

計量： 

 

     -  12 個月預期信貸虧損(自初始確認以來，金融工具的信貸風險並

無大幅增加)：在報告日後 12 個月內可能發生的違約事件引致的

預期信貸虧損；或 

 

     -  期限內預期信貸虧損(自初始確認以來，金融工具的信貸風險大幅

增加)：金融工具的預期有效期內所有可能出現的違約事件引致的

預期信貸虧損。 

 

     基金藉比較金融工具於報告日及於初始確認日的違約風險，以評估金

融工具的信貸風險自初始確認日有否大幅增加。為此，基金認為以下

為違約事件： (i) 當借款人不太可能向基金全數支付其信貸承擔；或 

(ii) 金融資產已逾期 90 日。基金在合理的投放下考慮合理及有憑證

的數量及質量資料，包括過往經驗及具前瞻性的資料。 

 

     在上一個報告期被確認為期限內預期信貸虧損的金融資產，若其信貸

質素改善並扭轉先前作出信貸風險大幅增加的評估，則虧損準備由期

限內預期信貸虧損回復至 12 個月預期信貸虧損。 

 

     若按合理預期下無法收回合約現金流量，金融資產將被撇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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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外幣換算 
 

 港元為基金的主要經濟營運環境的貨幣。年內的外幣交易按交易日的即期

匯率換算為港元，而以外幣為計值單位的貨幣資產和負債則按報告日的匯

率換算為港元。所有兌換收益及虧損均在收支表內入帳。 

  

(f) 收入確認 

 

(i) 利息收入是採用實際利率法按應計金額確認入帳。 

 

(ii) 股息收入於基金收取該股息之權利確立後入帳。 

 

(iii) 由華人廟宇基金轉來款項(除由東華三院管理的廟宇盈餘收入於金

額可被可靠計量時確認入帳外)，於獲委員會批准後即確認入帳。 

 

(iv) 由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轉來款項於收到款項時確認入帳。 

 

(g) 轉出款項及資助金 

 

 轉往東華三院款項於附註 2(f)(iii)的相關收入確認時確認為支出，而資助金

則於金額可被可靠計量時確認為支出。 

 

(h) 租賃 

 

 租賃會於其生效日在資產負債表中確認為使用權資產及相應的租賃負債，

惟涉及可變租賃付款及租賃期為 12 個月或以下的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

租賃的相關款項會在租賃期內以直線法計入收支表。 

 

(i)  使用權資產 

 

 使用權資產初始按成本計量，當中包括租賃負債的初始金額，並就

於開始日或之前作出的任何租賃付款作出調整，加上任何直接產生

的初始成本。使用權資產其後按成本扣除累計折舊及任何減值虧損

(附註 2(k))計量。使用權資產按資產的估計可使用年期及租賃期兩

者中較短者以直線法計算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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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租賃負債 

 

 租賃負債初始按剩餘租賃付款以租賃隱含之利率折現成現值計

量，倘該利率難以合理釐定，則以基金的遞增借款利率折現計量。

遞增借款利率是指基金在近似的經濟環境下獲得與使用權資產近

似價值的資產，以近似條款和抵押條件借入資金而必須支付的利

率。租賃負債其後按租賃負債利息成本而增加並因支付租賃付款而

減少。 

 

 租賃付款被分配至有關負債及財務費用。財務費用在租賃期內於收

支表中扣除，以就每個期間的負債餘額計算固定週期利率。 

 

 釐定附帶續租選擇權的合約租賃期 

 

 基金行使其判斷以釐定有續租選擇權的辦公室物業租賃合約租賃

期。基金是否合理地確定行使此權利的評估將影響租賃期，繼而對

所確認的租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的金額造成重大影響。 

 

 使用權資產按租賃期以直線法折舊。因基金認為不能合理確定租賃

將會被續租，因此續租選擇權不包括在租賃負債的租賃期內。 

 

(i) 僱員福利 

 

 約滿酬金、薪金及年假開支在僱員提供有關服務的年度內以應計記帳方式

確認入帳。僱員附帶福利開支，包括政府給予借調僱員退休金、公務員公

積金計劃的政府供款及房屋和醫療福利，均在僱員提供服務的年度內支銷。 

 

(j)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包括銀行存款、定期存款、存於政府部門款項及短期

高度流動的投資，該等投資隨時可轉換為已知金額的現金而價值變動風險

不大，並於存入或購入時起計三個月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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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非金融資產的減值 

 

 內部和外部信息源在每個報告期末被審查，以識別資產可能減值的跡象，

或以往確認的減值費用是否不再存在或有所減少。如果存在任何此類跡

象，資產的可收回金額則會被估計。資產的可收回金額為其公平值減出售

成本與使用值兩者中的較高者。每當資產的帳面值超過其可收回金額時，

減值費用會在盈餘或虧絀中確認。 

 

 如用於釐定可收回金額的估計發生變化而導致可收回金額增加，減值費用

則會被撥回，惟減值費用的撥回不得超過如過往年度並無確認減值費用的

情況下資產的帳面值。減值費用的撥回在確認撥回期間計入盈餘或虧絀。 

 

 

3. 使用權資產 

 

使用權資產的帳面值及年內變動如下： 

 

辦公室    

 2022  2021 

 港元  港元 

成本    

年初及年終結餘 7,862,491  7,862,491 

    

累計折舊    

年初結餘 3,712,843  1,092,013 

年度費用 2,620,830  2,620,830 

    

年終結餘 6,333,673  3,712,843 

    

帳面淨值    

年終結餘 1,528,818  4,149,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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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結餘 4,149,648  6,770,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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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就辦公室物業所訂立之租賃協議，租賃期為三年(附有三年租期的續租權)。

所有租賃付款均是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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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公平值計入收支表之金融資產    

 2022 

港元 

 

 2021 

港元 

 

 在香港上市的股票證券，按公平值列帳 120,296,368 
 

129,66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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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應收帳項    

 2022 

港元 

 

 2021 

港元 

 

 應收利息 52,362  32,541 

 應收股息 308,295  255,053 

 其他 375,477  46,429 

    

 736,134  33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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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022 

港元 

 2021 

港元 

  

原於三個月內到期的定期存款 

 

31,926,287 

  

50,230,798 

 存於政府部門款項 5,969,922  6,949,931 

 銀行存款 41,149,335  11,156,003 

 79,045,544  68,336,73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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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租賃負債 

 

 租賃負債的帳面值及年內變動，包括現金和非現金變動，如下： 

 

 2022 

港元 
 2021 

港元 
    

年初結餘 4,193,162  6,791,257 

非現金變動：    

租賃負債的利息支出 40,973  79,739 

來自融資現金流量的變動：     

租賃付款 (2,677,834)  (2,677,834)  

年終結餘 1,556,301  4,193,162 
 ==============  ============== 

    
分類為：     

流動負債 1,556,301  2,636,861 

非流動負債 -  1,556,301 

 1,556,301  4,193,162 
 ==============  ============== 

    
到期情況(未折現合約現金流量)：    

- 1 年內 1,562,069  2,677,834 

- 1 年後但不超過 2 年 -  1,562,069 

 1,562,069  4,239,903 
 ==============  ============== 

於收支表中確認與租賃有關的費用:    

    

 2022 

港元 
 2021 

港元 
    

租賃負債的利息支出 40,973  79,739 
 ==============  ============== 

    
總租賃現金流出：    

租賃負債 2,677,834  2,677,834 

短期租賃 6,051  - 

 2,683,885  2,677,83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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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職員約滿酬金撥備 

 

 2022 

港元 

 2021 

港元 

 

 年初結餘 1,640,446  1,885,453 

 年度撥備 1,495,389  1,414,901 

 年度付款 (1,399,759)  (1,659,908) 

 年終結餘 1,736,076  1,64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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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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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為：    

 流動負債 542,618  1,062,533 

 非流動負債 1,193,458  577,913 

  1,736,076  1,64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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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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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    

 2022 

港元 

 

 2021 

港元 

 

 職員薪酬 120,173  104,134 

 應繳差餉、管理費及其他費用 24,994  24,994 

 資助金 1,412,762  2,632,593 

 其他營運開支 173,124  552,104 

 1,731,053  3,313,825 
 ================  ============== 

 

 

10. 資助金    

 2022 

港元 

 

 2021 

港元 

 

 民政事務總署緊急救濟援助金 272,000  359,000 

 資助的慈善計劃(扣除撥回) (139,764)  (21,855) 

 廟宇管理課程獎學金 184,000  142,000 

 316,236 

============= 
 479,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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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職員薪酬 

 

 年度職員薪酬當中包括就借調公務員予信託基金及廟宇聯合秘書處(即委員會的

行政機關) 2,600,108 港元 (2021 年：2,516,898 港元) 的支出。 

 

 

12. 財務風險管理 

 

基金之主要金融工具為按公平值計入收支表之金融資產、應收帳項、定期存款、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及租賃負債。下文所載為此等金融工

具有關之主要風險。 

 

(a) 信貸風險 

 

信貸風險是指金融工具的一方持有者會因未能履行責任而引致另一方蒙受

財務損失的風險。基金的金融資產於報告日所需承擔的最高信貸風險數額

相當於它們的帳面值。 

 

對於應收帳項，委員會認為對方以往並無壞帳紀錄，因此尚欠基金的餘額

不存在重大信貸風險。 

 

為了減少定期存款及銀行存款的信貸風險，所有存款及銀行結餘存放於香

港信譽良好的持牌銀行。至於存於政府部門之款項，信貸風險甚低。 

 

定期存款及銀行結餘在報告日的信貸質素，以穆廸的評級為準，分析如下： 

 

 2022  2021 

 港元  港元 

按信貸評級列示的定期存款及 

銀行結餘 

   

Aa1 至 Aa3 46,601,857  31,156,003 

A1 至 A3 50,459,693  57,066,981 

Baa1 25,816,871  19,021,379 
    

 122,878,421  107,244,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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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按攤銷成本值計量之金融資產須符合減值規定，但基金估計它們的預

期信貸虧損並不重大，因此認為無須作虧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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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是指市場變數，例如股票價格及利率的變動，可能影響金融工具

的公平價值或現金流量的風險。 

 

(i) 股票價格風險 

 

 股票價格風險是指因股票價格變動而引致虧損的風險。基金按公平

值計入收支表之金融資產均涉及該等投資的股票價格風險，即是股

票的價值可以下跌亦可以上升。 

 

 為了管理股票價格波動引致的風險，委員會定期檢討基金的投資組

合和投資指引，以監察基金的投資活動。於報告日，假如有關的股

票證券的市價高/低 15% (2021 年：15%)，估計基金年度盈餘及累

積基金便增加/減少 18,044,000 港元 (2021 年：19,449,000 港元)。

這項敏感度分析是根據基金於報告日持有的股票證券的帳面值，並

假設其他各項變數保持不變所得結果。 

 

(ii) 利率風險 

 

 利率風險指因市場利率變動而引致虧損的風險。利率風險可進一步

分為公平值利率風險及現金流量利率風險。 

 

 公平值利率風險指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會因市場利率變動而波動的

風險。由於基金的銀行存款按固定利率計息，當市場利率上升，這

些存款的公平值便會下跌。然而，因這些存款是按攤銷成本值列

示，市場利率變動不會影響其帳面值及基金的盈餘和累積基金。 

  

 現金流量利率風險指金融工具的未來現金流量會因市場利率變動

而波動的風險。基金無須面對重大的現金流量利率風險，因為其利

息收入來自浮息金融工具並不顯著。 

 

(c) 流動資金風險 

 

流動資金風險指機構在履行與金融負債相關的責任時遇到困難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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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管理流動資金風險，基金維持足夠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作營運資金及減

低現金流量波動對基金之影響。因此，基金並無重大流動資金風險。 

 

於 2022 年 3 月 31 日，根據合約未折現現金流量及基金可被要求付款的最

早日期，除租賃負債外所有金融負債的剩餘合約期限為一年或以下 (2021

年：一年或以下)。 

 

租賃負債的到期情況於附註 7 中披露。 

 

 

13. 公平值計量 

 

(a)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等級制 

 

 下表呈列於報告日以公平值定期計量之金融工具的帳面值，並按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 13 號 ｢公平值計量｣ 所訂定的三個公平值等級分類。 

 
 2022  2021 

 
第一級 總額  第一級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資產      

按公平值計入收支表之金融資產 

 

 

  

股票證券 

–在香港上市 120,296,368 120,296,368  129,661,923 129,66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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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金融工具界定為第二級或第三級。在相關報告年度內，各等級之間並

無轉撥。 

 

公平值等級的三個級別為 : 
 

第一級：公平值即相同的資產或負債在活躍市場上的報價(未經調整)； 
 

第二級：公平值按與資產或負債有關的可觀察到的參數而釐定，當中包括

可直接觀察到的參數(即價格)或不可直接觀察到的參數(即自價格

引申)，但不包括第一級所運用的報價；及 

 

第三級：釐定金融工具的公平值的參數，並非基於可觀察到的市場數據(不

可觀察到的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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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估值方法及主要參數 

 

 列入第一級的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是以它們於報告日的市場報價釐定，此公

平值並無扣除將來出售該等工具時涉及的預計成本。 

 

 所有其餘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均以公平值或與其相差不大的金額列於資產

負債表上。 

 

 

14. 資本管理 

 

 基金之資本僅包括累積基金。基金管理資本的目標為： 

 

(a) 符合《華人廟宇條例》第 9 條(1)及《華人慈善基金指示》的規定；及 

 

(b) 保持穩健的資本根基以達成如上文附註 1 所列的基金目的。 

 

 基金管理其資本時，會監察資本的水平，以確保在顧及其預算現金流量的需要及

將來財務的責任及承擔之餘，亦有足夠資金應付日後資助金及支出。 

 

 

15. 承擔款項 

 

 於 2022 年 3 月 31 日，基金未有在財務報表內作出撥備的經委員會批核的財務承

擔如下： 

 2022 

港元 

 

 2021 

港元 

 資助的慈善計劃 1,045,920  1,43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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