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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會計基本原則 

3 



©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Ltd,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會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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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穩健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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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什麼是整筆撥款及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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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整筆撥款？ 

整筆撥款（LSG）是一個政府社會福利津助制度，政府向機構提供津
貼以營辦社會福利服務。 

在整筆撥款之下，政府以一筆過付款的方式向非政府機構發放經常
撥款， 並且給予非政府機構更大的自主權，讓非政府機構可更靈活地
調配資源提供與社會福利署訂立的服務目標。 

整筆撥款著重於服務成效。 

鼓勵機構： 

有效使用公共資源 

創新 

回應社會不斷轉變的需要 

管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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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的津助模式要求機構負責人能夠成為社會企業家： 

市場推動的管理方式 

積極人力資源管理（例如：員工及薪酬結構、人力調配等等） 

主動實行財務管理 

積極籌募資金 

重整服務及創新 

機構管治及透明度 

除以上社會企業家元素之外，機構負責人還要有理財思維： 

財務預測 

成本控制 

投資/採購決策 

 

  

什麼是 整筆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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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筆撥款儲備 

整筆撥款儲備是由政府就資助服務實際支出所未用盡的款項，包括員工個
人薪酬及其他費用。  

   

 公積金儲備 

公積金儲備是由政府向非定影員工提供的公積金實際支出所未用盡的款項
（按認可員工編制的中點薪金的6.8%計算）。 

什麼是 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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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備可用於： 

  

1. 維持提供服務 

2. 策略性發展計劃 

3. 建立高素質員工隊伍 

4. 支持員工專業發展 

5. 履行對員工的合約承諾 

6. 應變突發狀況 

 

9 



©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Ltd,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儲備 

 並不是儲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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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原則 

 「非政府機構在考慮動用儲備時必須注意以下事項： 

 (a) 確保機構不會遇到財政困難； 

 (b) 若非政府機構隨後遇到財政困難必須自行解決，政府將不會給予
任何財務援助；  

 (c) 確保所產生的問題和解決方法不會影響非政府機構達到《津貼及
服務協議》的要求及不影響服務使用者的利益；及 

 (d) 除了考慮其須履行對定影員工的承諾外，還應顧及加強服務及培
訓員工的需要。」 

   

（整筆撥款手冊第2.40段） 

 

儲備的監管框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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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原則： 

   

 非政府機構董事會/管理委員會亦應該採取措施，把6.8%資助比率職
位所得的公積金盈餘，妥善運用在未獲定影安排保障的員工身上。 

   

 （整筆撥款手冊第2.25段） 

  

 非政府機構應把非定影員工的公積金撥款及儲備全部用於支付這些員
工的公積金供款，包括以特別供款獎勵表現良好的非定影員工。 

   

 （整筆撥款手冊第2.26段） 

儲備的監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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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財務預測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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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你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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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步：前期準備 

 第1a步：訂立目標 

 第1b步：搜集資料及數據 

 第1c步：內部溝通 

  

 第2步：開支預算  

 第2a步：個人薪酬 

 第2b步：公積金 

 第2c步：其他費用 

  

財務預測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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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步：收入預算 

 第3a步：整筆撥款 

 第3b步：其他收入 

  

 第4步：整理 

 第4a步：準備財務預測報表 

 第4b步：準備儲備調配報表  

  

 第5步：決策 

 第5a步：決定執行方案 

 第 5b步：評估可能性成效 

  

財務預測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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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預測並非一項儀式。 

財務預測的目標因機構而異： 

履行管理職責 

確定使用儲備的需要 

確定儲備使用的持續性 

確定募款的條件 

監察資金用途 

計劃有效運用資金的放案 

計劃服務優化、擴充或縮減的計劃 

達到法律及監管的要求 

   

目標應有理有據因為： 

機構應該向廣大市民交代。 

機構應該具有透明度。 

機構應該有效地使用資源。 
 

第1a步：訂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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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預測不單是會計團隊的任務 

相反地，財務預測是高級管理層的活動： 

由高級管理層帶領 

由服務部及管理層負責人參與 

由會計部執行 

因為財務預測過程涉及： 

由服務部提供最新的數據及資訊 

評估服務創新的可營運性 

決定資源分配 

識別服務優化或擴充的機會 

決定資源重新分配或服務收縮 

同時為內部溝通提供平台 

 

第1c步：內部溝通 

18 



©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Ltd,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個人薪酬及公積金預測應清晰簡單 

  

需要的數據及資訊： 

最新財政年度終結日，例如2014年3月31日的員工團隊人數 

每位員工的薪金水平及預計薪金升幅/跌幅 

預計新招聘人數及薪金水平預算 

預計完成有時限合約員工人數 

預計退休員工人數 

估計員工流動 

員工公積金計劃供款水平 
 

第2a及2b步：個人薪酬及公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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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識別影響各項其他收費的因素﹕ 

• 公用事業費：營運規模及用地面積 

• 清潔費用：用地面積 

• 郵費：營運規模 

• 電話費：營運規模及員工人數 

• 廣告費：廣告數量及類型 

• 審計費：審計範圍及營運規模 

• 維修及保養：定期及一次性維修及保養 

• 影印及文具：營運規模及員工人數 

• 交通費及出差費：營運規模 

• 保險：標準及非常規保險 

 

第2c步：其它收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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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a步：準備財務預測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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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整筆撥款 

2014/15 
  
  
  
  

$12,000,000 

2015/16 
  
  
  
  

$12,480,000 

2016/17 
  
  
  
  

$12,854,400 

2017/18 
  
  
  
  

$13,240,032 

2018/19 
  
  
  
  

$13,769,633 
  

其他收入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2,010,000 $12,490,000 $12,864,400 $13,250,032 $13,779,633 

  
支出 

          

  
個人薪酬 

  
($11,200,000) 

  
($11,704,000) 

  
($12,289,200) 

  
($12,780,768) 

  
($13,164,191) 

其他費用 ($2,800,000) ($2,940,000) ($3,087,000) ($3,241,350) ($3,403,400) 

盈餘/ (虧損) ($1,990,000) ($2,154,000) ($2,511,800) ($2,772,086) ($2,787,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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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b步：準備儲備調配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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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5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盈餘/ (虧損)    ($1,990,000)  ($2,154,000)  ($2,511,800)  ($2,772,086)  ($2,787,958) 

 

儲備使用   

  

  

整筆撥款儲備承前. 

  

$5,500,000 

  

$3,510,000 

  

$1,356,000 

  

($1,155,800) 

  

($3,927,886) 

整筆撥款儲備結轉 $3,510,000 $1,356,000 ($1,155,800) ($3,927,886) ($6,715,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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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b步：準備儲備調配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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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5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津貼金額 

  

$235,000 

  

$244,400 

  

$254,176 

  

$264,343 

  

$274,920 

  

 

本年度公積金供款 

  

  

$172,800 

  

  

$185,000 

  

  

$189,000 

  

  

$195,000 

  

  

$230,000 

本年度盈餘/ (虧損) $62,200 $59,400 $65,176 $69,343 $44,920 

  

補充：盈餘/ (虧損)承前 

  

$500,000 

  

$562,200 

  

$621,600 

  

$686,776 

  

$756,119 

盈餘/ (虧損)結轉 $562,200 $621,600 $686,776 $756,119 $80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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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開始所述， 財務預測不是一項儀式。 

相反，財務預測提供了預設和記錄的目的 

 履行管理職責 

 確定籌款的條件 

 監察資金用途 

 制定有效運用資金的方案 

 訂定改善、擴充或縮減服務的計劃 

 滿足法律及監管要求 

最後步驟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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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計部完成工作後，高層管理人員、服務部主管、行政人員
和負責的會計師須就財務預測進行討論並記錄以下事項: 

 按財務預測所作的決策(包括理由和相反意見) 

 董事局或其他管理委員會要注意的事項 

 

妥善保存財務預測報表和所有證明文件 

如有需要，在進行下一輪財務預測前可以修改現有的版本 

最後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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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内部監控的實施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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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監控的實施 

 製訂預算 
 

 採購付款程序(“P2P”) 
  
 現金管理 
  
 財務結算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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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訂預算– 概覽 

 常見風險 

 - 預算與營運計劃
不符 

 - 向管理層提供不
切實際/不可靠的
預算以作出營運
商業決策 

 - 未有根據原有預
算/計劃監管實際
營運 

  

 

 

 

  

  

製訂政策和程序 

分析預算及實際情況的差異 

對餘下月份作出預測 
(修訂預算) 

製訂預算(由上而下，反之亦然) 

28 

製訂預算的主要流程 

審視和通過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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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 非政府機構常見觀察及原則/良好做法 

29 

觀察 原則/ 良好做法 

-  參與程度低 - 建立明確的崗位和職責，並向負責的主管公佈/

説明 

 - 預算渙散 

 - 低估成本 

- 記錄預算的依據和假設並保留原始檔案以供審

視 

- 預算應由兩個層級審視 

-  未有及時跟進和匯報

差異 

- 建立審視和跟進機制 

- 分配總部和服務單位之間的崗位和職責 

-   因中心和項目數據未

有獨立記錄而令差異

分析不正確 

- 在申請採購時分配預算/會計編號，並交由相關

預算監控人員審視 

- 編號應於整個會計記錄過程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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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 建立政策和流程(P&P)的提示 

製訂預算時: 
- 不同部門的崗位和職責 
- 估算收入和支出時的主要考慮和依據 
- 報告預算項目和子項目的標準格式 
- 時間表(例如：截止日期)  
- 如有需要，準備流程、簽署預算時的審批準則和預算獲批後的後續變更 

(例如：由一個預算項目調撥資金至另一個項目) 
  
  
監控預算時： 
- 製訂管理報告 (例如：以預算項目及個別人成本中心細分) 
- 設立預警機制，使預算監控人注意任何明顯差異並作出處理 
- 建立能追縱財務數據動向的電腦化管理系統 
- 考慮關鍵績效指標 (“KPIs”)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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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付款 – 概覽 

 常見風險 

-進行不可行的資本開支
項目或採購而未能創造
長遠價值 

-在尋找/選擇供應商或服
務供應商時有所偏好 

-驗收次貨/不及格的服務
或接受不利的價格 

-向無效的供應商付款 

-收到的貨物與訂單不符 

-不正確的開銷和應付帳
款 

建立政策和流程 

提出探購要求 

尋找供應商/服務商 

報價 投標 

接收貨物/服務 

管理供應商/服務的表現 

管理資產及庫存 

提出採購訂單/簽署及管理合約 

執行可行性* 

分配資源和委託
* 

*就資本項目/開支而言 

付款 

31 

採購的主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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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付款–非政府機構的常見觀察及原則/良好做法 
 

32 

觀察 原則/良好做法 

尋找供應商 

-審批權限不足 

-沒有經過競投選擇指定 

品牌/獨家供應商 

-多年選用同一供應商 

-成立評估小組/委員會處理高價格採購 

-記錄高價值資產選用指定品牌/獨家供應商

的理據作獨立檢閲之用 

-檢討認可的供應商名單/引入新的供應商以

供選擇 

-定期搜集市場價格資料  

報價/投標 

- 中標的供應商未能向公

司提供最佳整體價值 

-在權衡每個評估標準前設立審查標準 

-要求以獨立密封的信封形式提供價錢及技

術建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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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付款–非政府機構的常見觀察及原則/良好做法 

33 

觀察 原則/良好做法 

提出採購訂單 
-經常採購同一貨品 

- 為經常採購的物品製定定期合約/大量採購的規定 

付款 
-未有使用發票正本 

-審批自己的付款要求 

- 復查發票正本並拒絕或索取缺少發票正本的理據 
- 批准人的付款要求應由獨立人士審批 

供應商的表現 
-重復使用表現不良的供應商 

- 引入表現評估機制 
- 在指定時限內暫停表現不佳的供應商參與投標 /  

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將供應商從名單上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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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付款–建立政策和流程(P&P)的提示 

-  盡可能將職責分拆開(將選擇供應商 / 採購/ 評估/ 接收分開) 
 

-  就不同價格的採購指定審批部門和採購方法 
 

-  由高層/部門反覆審批獨家供應商/非預算項目 
 

-  在投標/報價單加入反貪或反圍標條款 
 

-  要求投標者在遞交標書時附上承諾遵守反圍標條款的聲明 

- 製定的政策不應較資金供應者的要
求鬆懈 

 

34 



©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Ltd,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現金管理–考慮因素 

 常見風險: 挪用資金 

  觀察 原則/良好做法 

現金收入 
 
- 海外的青年旅館爲了減少行政
工作而從非金錢管道賺取收入 
- 告發欺詐行爲，指旅館經理收
取現金並准許付款人進入空置
房間 
- 顯示未經授權下進入/留宿的
行爲監管不足 

- 建議管理部門突擊檢查空置房間以監察
未經授權下進入/留宿的行爲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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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管理–非政府機構的常見觀察及原則/良好做法 

36 

觀察 原則/良好做法 

備用現金/現金透支 
- 沒有分拆出納員和會計員的崗位 
- 缺乏獨立和特定的現金盤點 

-  分開現金保管和帳目紀錄 
-  設立報銷備用現金/現金透支的時限 
-  報銷時只接受發票或收據正本；報銷
表應由負責職員和主管簽署  
-  進行獨立和特定的現金盤點 

公司信用卡 
- 銷售及營銷經理在六個月內以公
司信用卡支付港幣20萬的個人開
支，欠款經由非政府機構以自動
轉帳方式繳付 

-  避免自動轉帳 
-  應在付款前準備逐項列出的付款申請
表供持有信用卡的主管審批，並交予財
務部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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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原則/良好做法 

網上銀行 
- 董事會的決議未有包括網上付款
批核 
- 財務總監擁有「無限」的網上付
款權限，偏離了公司「有上限」的
授權模式 
- 財務總監被指派為網上理財的唯
一授權人並向財務經理提供付款審
批時的密碼和保安編碼 

- 董事會的決議應包括網上付款在內的
所有付款方式 
- 不應向非付款審批人員提供密碼和保
安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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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見風險 

-不完整/不正確的財務資
料（數據質量問題） 

-週期時間長，導致延遲/
令外部核數師管理層/董
事/審計委員會的定期審
查無效 

-主要績效指標未能滿足
管理層的意向/反映特定
的結果 

財務結算與報告–概覽 

制定政策及流程(財務報表結算流程清單
及時間表)，會計圖表及登入會計系統的

權限 

檢視和寄出所有付款單 

調整帳目 

刪減及整理 

財務結算與報告的主要流程 

計算和記錄預算和應計項目 

準備、檢視和審批財務表、披露相關信
息和管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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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結算與報告–非政府機構的常見觀察及原則/ 
良好做法 

觀察 原則/良好做法 

- 有使用財務報表結算清單，
但設計較差，未能反映有助
財務報表結算流程的必要資
料 

財務報表結算清單和時間表的設計應能反
映以下各項： 
 
- 相關人員的崗位和職責清晰 

- 逐一活動結算以便日常監察 

- 工序中的互相倚賴 

- 保存記錄以支援管理監控和檢視 

- 資料/文件流程清晰 

- 機構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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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結算與報告–非政府機構的常見觀察及原則/ 
良好做法 
觀察 原則/良好做法 

- 主要績效指標過於籠統/簡單 
 
- 輸入系統的數據沒有針對性

不能反映業務目標 
 
- 例子：一間老人保健中心錯

誤將服務人數定為主要績效
指標，未有考慮管理層想監
控的不同類型服務(例如：廣
泛保健服務 vs 血壓測試) 

主要績效指標需要至少符合以下原則 ： 
 
- 以結果導向或相關 
- 具體 
- 可測量的 
- 可完成的 
- 有時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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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結算與報告–不同非政府機構的主要績效指標例子 

教育服務 

目標：幫助學生成功，提
供優質學術和支援服務，擁
有足夠研究經費和設施等 

學生註冊人數 

出席率 

授課時數 

測驗/考試合格率(校內/公
開) 

畢業率 

師生比例 

研究經費和所得撥款 

醫療保健/社會康樂服務 

目標：為目標客戶提供優
質服務，成本效益等 

病人/服務參加者數目 

每個病人/參加者的平均輪
候時間 

舉報活動的數目 

每個活動的平均成本 

病人/參加者的滿意度 

設施使用率 

公共房屋 

目標：有效使用公屋資源
，公平公正地分配公屋，可
持續的租金設定模式 

入住/空置率 

租金收入 

租金拖欠 

每個申請的處理時間 

回覆查詢的時間 

租住公屋輪候冊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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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報告 

核數師報告 – 常見的非無保留意見核數師報告  
  
  
與核數師和持分者適當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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