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量洪獎學基金  

 

 

葛量洪獎學基金委員會管理報告  

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的年報  
 

 

 葛量洪獎學基金（基金）於 1955 年按照《葛量洪獎學基金條

例》（第 1076 章）成立，以紀念葛量洪總督任內之貢獻。基金旨在促

進及鼓勵本地教育，尤其為在香港居住，並就讀於香港的小學、中學、

職業先修學校、工業學校及高等教育院校的人士，提供獎學金及生活

資助。  

 

二 .  基金由按照《葛量洪獎學基金條例》第 4 條成立的葛量洪獎學

基金委員會管理，應屆委員名單見附錄一。基金之秘書處服務及帳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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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1 萬港元，投

資虧損為 1,897 萬港元，而總支出為 850 萬港元。基金於 2021-22 年度

的虧絀為 1,856 萬港元。於 2022 年 8 月 31 日，基金的資本為 7,618 萬

港元，而累積盈餘為 1 億 4,882 萬港元。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

度經審核的財務報表載於附錄二。  

 

四 .  目前，基金提供葛量洪生活津貼及 10 個獎項和獎學金，包括：

「 葛 量 洪 音 樂 獎 」、「 葛 量 洪 學 界 傑 出 運 動 員 獎 」、「 葛 量 洪 傑 出 學 生

獎」、「葛量洪青少年制服團隊傑出服務獎」、「葛量洪視覺藝術獎」、「香

港演藝學院獎學金」、「香港都會大學獎學金」、「職業訓練局獎學金」、

「杜德紀念獎學金」及「葛量洪特殊學校學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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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於 2021-22 學年內，委員會發放的生活津貼，獎項及獎學金總額

為 768 萬港元，詳情如下  -  
 

 受惠人數     港元  

   

(a)  葛量洪生活津貼  2,002 6,019,800 

(b) 葛量洪音樂獎  40 200,000 

(c) 葛量洪學界傑出運動員獎 #
 -    - 

(d) 葛量洪傑出學生獎  24 240,000 

(e)  葛量洪青少年制服團隊傑出服務獎  21 168,000 

(f) 葛量洪視覺藝術獎  20 176,369 

(g) 香港演藝學院獎學金  11 219,500 

(h) 香港都會大學獎學金  20 200,000 

(i) 職業訓練局獎學金  98 196,000 

(j) 杜德紀念獎學金  87 89,000 

(k) 葛量洪特殊學校學童獎  349 175,394 

 
 

7,684,063 

 
#
2021-22 學年的獎項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而暫停發放。  

 

 

 

 

 

麥美娟女士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  

葛量洪獎學基金委員會主席  

2022 年 11 月 29 日  



附錄一 

 

 

葛量洪獎學基金  

 

葛量洪獎學基金委員會成員名單  

(1.9.2021 –  31.8.2022)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   主席，當然成員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當然成員  

 

東華三院主席   當然成員  

譚鎮國先生   (任期至 31.3.2022) 

馬清揚先生   (任期由 1.4.2022 起 ) 

 

保良局主席   當然成員  

林潞先生   (任期至 31.3.2022) 

陳正欣博士   (任期由 1.4.2022 起 ) 

 

王政芝女士    

 

陳志維先生   

 

何力高先生   

 

梁偉妍女士   



附錄二

葛量洪獎學基金

截至 2022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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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頁的葛量洪獎學基金財務報表，該等財

務報表包括於 20 22年 8月 31日的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收支

帳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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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而中肯地反映葛量洪獎學基金於 2 0 22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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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量洪獎學

基金條例》 (第 1 076章 )第 10(1)條妥為擬備。  

 

 

意見的基礎  

 

我已按照《葛量洪獎學基金條例》第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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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獨立於葛量洪

獎學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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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法團就財務報表而須承擔的責任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法團須負責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及《葛量洪獎學基金條例》第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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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審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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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擬備財務報表時，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法團須負責評估葛量洪獎

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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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並非旨在對葛量洪獎學基金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意見；  

 

—  評價民政及青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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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判定民政及青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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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可能對葛量洪獎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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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量洪獎學基金不能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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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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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法團溝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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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金鐘道 6 6 號  

蔡秀玫代行   金鐘道政府合署  

2 0 22 年 11 月 2 9 日   高座 6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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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量洪獎學基金 
 

資產負債表 

2022年 8月 31日 
 

 
附註 2022 

港元 
 

2021 

港元 

非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計入收支帳目之金融資產 3 142,917,723  151,822,747 

 按攤銷成本值計量之債務證券 4 24,173,054  53,067,451 

 
 

167,090,777  204,89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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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資產     

按攤銷成本值計量之債務證券 4 39,673,591  4,499,908 

 應收帳項  904,718  962,952 

 原於三個月後到期的定期存款  15,497,757  -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5 2,158,792  33,595,820 

  58,234,858  39,058,680 

流動負債     

 職員約滿酬金撥備 6 (32,970)  (62,321)  

 未放取假期撥備  (12,364)  (19,869)  

 應付帳項 7 (269,270)  (287,961)  

  (314,604)  (370,151) 

流動資產淨額  57,920,254 
 

38,688,529 
  -------------------------  ------------------------- 

非流動負債     

 職員約滿酬金撥備 6 (8,814) 

---------------------- 
 (15,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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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淨額  225,002,217  243,563,143 
  ==============  ============== 

累積基金     

 資本  76,182,248  76,182,248 

 累積盈餘  148,819,969  167,380,895 

  225,002,217  243,563,143 
  ==============  ============== 

 
隨附附註 1 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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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團  

葛量洪獎學基金受託人  

2022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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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量洪獎學基金 

 

截至 2022年 8月 31日止年度收支帳目 

 

 

 附註 2022  2021 

  港元  港元 

     

收入     

 股息收入  6,491,309  6,493,583 

 利息收入 8 2,369,754  2,259,416 

 資助金退款  46,200  3,000 

 按公平值計入收支帳目之金融資產 

淨重估(虧損)/收益 

  

(15,327,801)  
 

5,920,014 

 淨兌換(虧損)/收益  (3,640,139)  3,826,719 

  (10,060,677)  18,502,732 

支出     

 獎項、獎學金及生活資助  (7,684,063)  (6,720,893)  

職員薪酬  (798,796)  (872,443)  

 其他費用  (17,390)  (20,465)  

  (8,500,249)  (7,613,801)  

年度(虧絀)/盈餘  (18,560,926)  10,888,931  

     
其他全面收益  -  - 

     
年度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18,560,926) 

=========== 
 10,888,931 

=========== 
 

 

隨附附註 1 至 11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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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量洪獎學基金 

 

截至 2022年 8月 31日止年度權益變動表 

 

 

 資本 

港元 

累積盈餘 

港元 

總額 

港元 

 

2020 年 9 月 1 日結餘 

 

76,182,248 156,491,964 232,674,212 

2020-21 全面收益總額 - 10,888,931 10,888,931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2021 年 8 月 31 日結餘 

 

76,182,248 167,380,895 243,563,143 

2021-22 全面虧損總額 - (18,560,926) (18,560,926)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2022 年 8 月 31 日結餘 76,182,248 148,819,969 225,00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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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附附註 1 至 11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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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量洪獎學基金 

 

截至2022年8月31日止年度現金流量表 
 

 附註 2022  2021 

  

  

 

 

港元 

 

 港元 

 

營運活動現金流量     

年度(虧絀)/盈餘  (18,560,926)  10,888,931 

調整項目 :     

股息收入  (6,491,309)  (6,493,583) 

利息收入  (2,369,754)  (2,259,416) 

按公平值計入收支帳目之金融資產 

淨重估虧損/(收益) 

 

 

 

15,327,801 

  

(5,920,014) 

應收帳項減少  4,253  161,092 

職員約滿酬金撥備(減少)/增加  (36,121)  29,236 

未放取假期撥備(減少)/增加  (7,505)  8,540 

應付帳項減少  (18,691)  (97,125) 

淨兌換虧損/(收益)  3,622,373  (3,088,860) 
     

營運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8,529,879)  (6,771,199)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購買按公平值計入收支帳目之金融資產  (6,422,776)  - 

購買按攤銷成本值計量之債務證券  (13,671,315)   (12,027,995) 

出售按攤銷成本值計量之債務證券所收款項  4,500,000  - 

原於三個月後到期的定期存款增加  (16,260,250)  - 

已收股息  6,670,426  6,366,545 

已收利息  2,445,252  2,185,284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2,738,663)  (3,476,166)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減少淨額  (31,268,542)  (10,247,365)  

     

年初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結餘  33,595,820  42,112,284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影響  (168,486)  1,730,901 

年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結餘              5 2,158,792  33,59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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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附附註 1 至 11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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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量洪獎學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 

 

1. 概況 

 

 葛量洪獎學基金(基金)，是根據《葛量洪獎學基金條例》(第 1076 章)第 5 和第 6

條的規定，提供獎學金及生活資助予香港的小學、中學、職業先修學校、工業學

校及高等教育院校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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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量洪獎學基金條例》第 10(1)條及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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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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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等估計及相關假設會被不斷檢討修訂。如會計估計的修訂只影響本會計

期，有關修訂會在作出修訂的期內確認，但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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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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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在採納會計政策方面並不涉及任何關鍵的會計判斷。無論現時對未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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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目之金融工具，則其交易成本會直接在收支帳

目中確認入帳。有關基金如何釐定金融工具公平值的解釋載列於附註

10。金融工具的買賣於交易日確認入帳，即基金承諾購入或出售有關

工具之日。 

 

(ii) 分類及其後計量 

 

按公平值計入收支帳目之金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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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於收支帳目內確認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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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攤銷成本值計量之金融資產 

 

此類別包括債務證券、應收帳項、定期存款及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持有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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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將債務證券分類為非流動資產，惟報告日起計不超過 12 個月到期

之債務證券則分類為流動資產。 

 

按攤銷成本值計量之金融負債 

 

此類別包括應付帳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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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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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目之

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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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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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實際利率折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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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獎項、獎學金及生活資助 
 

 獎項、獎學金及生活資助在獲得負責管理基金的委員會批准並到期付款時，

確認為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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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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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外幣為單位的貨幣資產和負債則按報告日的收市匯率換

算為港元，所有兌換收益及虧損均在收支帳目內入帳。 

 

(g) 收入確認 

 

 利息收入採用實際利率法確認並以應計記帳方式入帳，股息收入於基金收取

該股息之權利確立後入帳。 

 

(h)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包括銀行現金、銀行存款及短期且流通性高的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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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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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供款及房屋和醫療福利，均在僱員提供服務的年度內支銷。 

 
 

3. 按公平值計入收支帳目之金融資產    

 2022 

港元 

 

 2021 

港元 

 

 股票證券，按公平值列帳 

 在香港上市 142,917,723  

 

151,82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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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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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攤銷成本值計量之債務證券    

 2022 

港元 

 

 2021 

港元 

 

 債務證券 

 非上市 63,846,645  

 

57,567,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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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為：   
 

 – 非流動資產 24,173,054  53,067,451 

 – 流動資產 39,673,591  4,499,908 

 63,846,645  57,567,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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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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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588,831 

 銀行現金 2,158,792  3,006,989 

 2,158,792  33,59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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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職員約滿酬金撥備    

 2022 

港元 

 

 2021 

港元 

 

 年初結餘 77,905  48,669 

 年度撥備 63,012  65,703 

 年度付款 (63,080)  (35,274)  

 撥備回撥 (36,053)  (1,193)  

 年終結餘 41,784  77,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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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為：   
 

 – 流動負債 32,970  62,321 

 – 非流動負債 8,814  15,584 

  41,784  77,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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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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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 

 

 

 

7. 應付帳項    

 2022 

港元 

 

 2021 

港元 

 

 應付資助金 181,029  205,664 

 應付華人慈善基金職員薪酬 88,241  82,297 

 269,270  287,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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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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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職員薪酬是指分攤先由華人慈善基金支付由信託基金及廟宇聯合秘書處聘

請及政府借調職員之薪酬，然後由基金發還。 

 

 

8. 利息收入    

 2022 

港元 

 

 2021 

港元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452,740  748,269 

 債務證券利息收入 1,917,014  1,511,147 

 2,369,754  2,259,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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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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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財務風險管理 

 

基金之主要金融工具為按公平值計入收支帳目之金融資產、按攤銷成本值計量之

債務證券、應收帳項、定期存款、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及應付帳項。與這些金融

工具有關之主要風險載於下文。 

 

(a) 信貸風險 

 

信貸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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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最高信貸風險數額相當

於它們的帳面值。 

 

為了減少定期存款及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信貸風險，所有存款及銀行結餘

均存放在香港信譽良好的持牌銀行。為了減少債務證券的信貸風險，基金只

會投資在那些由穆廸或標準普爾評級為投資級別的債務證券。因此，這些金

融資產的信貸風險被視為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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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存款和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在報告日的信貸質素，以穆廸評級為準，分

析如下。 

 

 2022  2021 

 港元  港元 

定期存款和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按信貸評級列示 

  

    

Aa1 至 Aa3 2,143,601  2,630,224 

A1 至 A3 6,851,306  30,965,596 

Baa1 至 Baa3 8,661,642  - 

 17,656,549  33,59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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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務證券在報告日的信貸質素，以穆廸或標準普爾評級較低者為準，分析如

下。 

 

 2022  2021 

 港元  港元 

債務證券，按信貸評級列示    

    

Aa1 至 Aa3 / AA+ 至 AA- 12,796,709  - 

A1 至 A3 / A+ 至 A- 51,049,936  57,567,359 

 63,846,645  57,567,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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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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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是指市場變數，例如股票價格、利率及貨幣匯率的變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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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持有一個

分散投資組合，為了管理股票價格風險，管理基金的委員會監察投資

組合的表現及定期檢討投資策略。於 2022 年 8 月 31 日，假如有關的

股票證券的市價上升/下降 10% (2021 年：10%)，而其他因素不變，估

計基金年度虧絀便減少/增加及累積盈餘便增加/減少 14,290,000 港元 

(2021 年：基金年度盈餘及累積盈餘便增加/減少 15,18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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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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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基金的債務證券及銀行存款均按固定利率計息，當巿場利率

上升，它們的公平值便會下跌。然而，由於它們均按攤銷成本值列示，

市場利率變動不會影響其帳面值及基金的虧絀和權益。 

 

現金流量利率風險指金融工具的未來現金流量會因巿場利率變動而

波動的風險，基金的現金流量利率風險不大，因為浮息金融工具的利

息收入並不重大。 
 

(iii) 貨幣風險 

 

貨幣風險指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或未來現金流量由於貨幣匯率變動而

波動的風險，基金以外幣為面值的金融工具會承受貨幣風險。 
 

- 貨幣風險的承擔 

 

 基金於報告日持有人民幣面值的金融工具，總額為人民幣

53,718,377 元 (2021 年：人民幣 52,224,005 元)。由於基金並沒有

進行外幣匯率對沖，人民幣金融工具的帳面值已為基金所持人民

幣的最大貨幣兌換風險值。 

 

- 敏感度分析 

 

於 2022 年 8 月 31 日，若人民幣相對港元增強/減弱 5% (2021 年：

5%)，而其他因素不變，基金的年度虧絀會減少/增加及累積盈餘

會增加/減少 3,050,000 港元 (2021 年：基金的年度盈餘及累積盈

餘會增加/減少 3,144,000 港元)。人民幣增強/減弱 5% (2021 年：

5%) 為基金對人民幣直至下一報告期期間合理可能變動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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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敏感度分析乃基於假設貨幣匯率已於報告日出現變動，並應

用於當日已存在的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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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管理流動資金風險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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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31 日，根據合約未折現的現金流量及基金可被要求付款的最

早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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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公平值計量 

 

(a)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等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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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訂定的三級公平值等級分類。 
 

 2022  2021 

 第一級 總額  第一級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按公平值計入收支帳目之金融資產      

股票證券，按公平值列帳      

 – 在香港上市 142,917,723 142,917,723  151,822,747 151,82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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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金融工具界定為第二級與第三級。在相關報告年度內，各等級之間並無

轉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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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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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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資本管理 
  

 基金之資本結構包括資本及累積盈餘，基金管理資本的目的為： 

 

 –符合《葛量洪獎學基金條例》的規定；及 

 

 –保持穩健的資本根基以達成上文附註 1 所列基金的目的。 

 

 基金管理其資本時，會監察資本的水平，以確保在顧及預算現金流量的需要及將

來財務的責任和承擔之餘，亦有足夠資金應付日後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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