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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未來未來未來 5 年的預算年的預算年的預算年的預算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基金名稱基金名稱基金名稱基金名稱 
過去過去過去過去 5 個基金財政年度個基金財政年度個基金財政年度個基金財政年度

的開支的開支的開支的開支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直至直至直至直至 2010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30 日的結餘日的結餘日的結餘日的結餘1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未來未來未來未來 5 年的工作計劃年的工作計劃年的工作計劃年的工作計劃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退休公務員福利基金2 4.49 

 

0.243 退休公務員福利基金下的撥款用以

發放一筆過有關醫療或殮葬津貼予

經濟有困難的退休公務員及其家

屬。公務員事務局預計於未來 5年仍
會繼續以一筆過津貼的形式向經濟

有困難的退休公務員及其家屬提供

醫療或殮葬經濟援助。 

不適用 2 5 

衞生及醫護服務研究基

金 

 

19.85 200.89 基金會繼續鼓勵、促進和支援有關人

類健康及醫護服務的研究，從而獲取

以實證為本的新知識，用以協助制訂

醫護政策和在醫護服務提供方面，提

供參考資料，以促進公民健康和提高

醫護服務水平及成本效益。 

不適用4 150 

控制傳染病研究基金 149.1 266.27 基金會繼續鼓勵、促進和支援在預

防、治療和控制傳染病（特別是新發

現的傳染病）方面的研究，從而獲取

以實證為本的知識，用以加強防控傳

染病和新發現傳染病的整體機制。 

不適用 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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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未來未來未來 5 年的預算年的預算年的預算年的預算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基金名稱基金名稱基金名稱基金名稱 
過去過去過去過去 5 個基金財政年度個基金財政年度個基金財政年度個基金財政年度

的開支的開支的開支的開支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直至直至直至直至 2010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30 日的結餘日的結餘日的結餘日的結餘1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未來未來未來未來 5 年的工作計劃年的工作計劃年的工作計劃年的工作計劃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 17.12 52.83 基金會繼續鼓勵、協助和支援健康促

進計劃，透過提高公眾的健康意識、

改變行為習慣，以及締造健康生活環

境，鼓勵市民選擇和維持健康生活方

式。 

35 25 

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

基金6 
152.7 1.6 教育局將會按既定機制協助管理基

金，直至 2011/12學年。 

教育局現正研究不同的方案，以延續

本基金的運作。  

不適用7 95.48 

優質教育基金 766 6,420 基金每隔三年都會制訂目標和計

劃，而為 2009-11年制訂的計劃如下: 

(a) 鼓勵有可能提出申請的人士或
機構申請基金撥款，以推行對

學界影響深遠的大型計劃； 

(b) 鼓勵學校申請小型計劃，以切
合個別學校的需要； 

(c) 繼續探討優先主題，以配合學
校教育當前的需要；以及 

(d) 加強推廣和商品化活動，以促
進成功計劃良好實踐方法的專

不適用9 不適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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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未來未來未來 5 年的預算年的預算年的預算年的預算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基金名稱基金名稱基金名稱基金名稱 
過去過去過去過去 5 個基金財政年度個基金財政年度個基金財政年度個基金財政年度

的開支的開支的開支的開支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直至直至直至直至 2010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30 日的結餘日的結餘日的結餘日的結餘1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未來未來未來未來 5 年的工作計劃年的工作計劃年的工作計劃年的工作計劃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業分享及將優質計劃成果商品

化。 

2012-14 年的目標和計劃將於 2011
年策劃和制訂。 

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

(主要基金) 
57 154 基金將繼續按照戴麟趾爵士康樂基

金條例所訂明的宗旨撥款，為康樂、

體育、文化及社交活動提供或協助提

供設施，及在行政長官的指示下，為

附屬或附帶於有關的宗旨撥款。 

2011: 8 

2012至 2015: 
不適用 9 

在2009-10至
2011-12，預
留了 5,000萬
元11 

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 11 66.9 基金會繼續透過籌辦活動，以及資助

社區組織或個別人士推行與文物有

關的活動和研究項目，保存和保護香

港的文物。 

不適用 9 每年的預算

均由受託人

委員會參考

信託基金的

財務狀況而

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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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未來未來未來 5 年的預算年的預算年的預算年的預算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基金名稱基金名稱基金名稱基金名稱 
過去過去過去過去 5 個基金財政年度個基金財政年度個基金財政年度個基金財政年度

的開支的開支的開支的開支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直至直至直至直至 2010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30 日的結餘日的結餘日的結餘日的結餘1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未來未來未來未來 5 年的工作計劃年的工作計劃年的工作計劃年的工作計劃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香港賽馬會音樂及舞蹈

信託基金 
12.7 55.6 基金會繼續推廣本港在音樂和舞蹈

方面的教育和訓練，藉着頒發獎學

金，讓才華出眾的申請人能夠前赴海

外，在世界知名院校修讀綜合性音樂

或舞蹈進修課程、深造課程或接受音

樂或舞蹈方面的專業訓練，或參與正

規以外的學習、專題計劃或創作，以

發展其在音樂和舞蹈的才華。 

不適用 9 每年的預算

均由受託人

委員會參考

信託基金的

財務狀況而

訂定。 

粵劇發展基金 3212 84 基金將會繼續資助有關粵劇研究、推

廣及持續發展的計劃和活動。 
不適用 9 根據粵劇發

展基金的財

政狀況和資

助方向，粵劇

發展基金執

行委員會制

訂每年的批

款預算。 

華人慈善基金 115 193 基金會繼續支持香港的華人慈善活

動。 
20 35 

華人廟宇基金 89 679 基金會繼續使廟宇的傳統儀式得以

妥為遵行，以及使廟宇建築物和財產

得到完善保養。 

13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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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未來未來未來 5 年的預算年的預算年的預算年的預算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基金名稱基金名稱基金名稱基金名稱 
過去過去過去過去 5 個基金財政年度個基金財政年度個基金財政年度個基金財政年度

的開支的開支的開支的開支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直至直至直至直至 2010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30 日的結餘日的結餘日的結餘日的結餘1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未來未來未來未來 5 年的工作計劃年的工作計劃年的工作計劃年的工作計劃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 19 237 基金會繼續向在香港居住的寡婦、鰥

夫和孤兒及獲受僱在香港工作而喪

失工作能力的工人提供在生活和福

利方面的財政幫助。 

2011: 6 

2012至 2015: 

不適用 9 

30 

 

葛量洪獎學基金 34 210 基金會繼續為在香港居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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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提

供獎學金及生活資助。 

2011: 5 

2012至 2015: 

不適用 9 

30 

 

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 32 108 基金會繼續在鼓勵教育方面頒發獎

學金給予在本港及海外求學的學

生。在促進福利方面為發放臨時救濟

金給予在困難中而從其他途徑得不

到足夠救濟的人。 

2011: 2.5 

2012至 2015: 

不適用 9 

35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78 121 基金會繼續促進香港居民的教育、學

習或研究工作。 
2011: 2 

2012至 2015: 

不適用 9 

40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 14 81 基金會繼續為有特殊素質的人士提

供進修或訓練的機會以發展個人的

領導素質，從而增加對社會的貢獻。 

2011: 2 

2012至 2015: 

不適用 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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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未來未來未來 5 年的預算年的預算年的預算年的預算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基金名稱基金名稱基金名稱基金名稱 
過去過去過去過去 5 個基金財政年度個基金財政年度個基金財政年度個基金財政年度

的開支的開支的開支的開支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直至直至直至直至 2010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30 日的結餘日的結餘日的結餘日的結餘1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未來未來未來未來 5 年的工作計劃年的工作計劃年的工作計劃年的工作計劃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衞奕信勳爵聯合世界書

院奬學基金 
11 50 基金會繼續提供獎學金予就讀於香

港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的學生。 
2011: 1 

2012至 2015: 

不適用 9 

10 

 

麥理浩爵士信託基金 58 75 基金以當時行政長官憑其完全酌情

決定權以指示的方式，為香港人的利

益予以運用。 

2011: 2 

2012至 2015: 

不適用 9 

不適用13 
 

華人永遠墳場管理 
委員會 

562 5,872.98 委員會繼續為在香港永久居住並有

華人血統的人提供、維修和料理墳場

及葬地。 

2011: 280 

2012至 2015: 

不適用 9 

2011 : 491 

2012 : 315 

2013至
2015 : 每年
的預算均由

管理委員會

參考當時的

財務狀況而

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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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財政預算包括了退休公務員福利基金、衞生及醫護服務研究基金以及控制傳染病研究基金的項目，而其他基金則獨立於政府財政預
算。獨立於政府財政預算基金的數字並未審核。 

2 退休公務員福利基金的每年開支是由政府財政預算案撥款。 

3 2010-11年度的撥款為 910,000元，截至 2010年 9月 30日的開支約為 668,000元，故結餘約為 242,000元。 

4 基金乃由政府注資固定金額所成立，並不會因投資而取得任何額外金額。 

5  醫院管理局獲授權為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之保管人，為不需要即時應用的基金資產作投資。收入將受到利率變動所影響。 

6 基金於 2002年 9月成立，並按據規劃安排，運作至 2012年 8月。 

7 基金乃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馬會)之捐助撥款。由運作的第一天開始，基金並不附有產生收入之功能。每學年的資助額，均來自馬會，
經教育局及庫務署交予受惠學校使用。每年未有使用的餘額款項，亦會退回馬會。 

8 基金將於 2012年 9月結束運作，數字為 2010/11及 2011/12兩個學年的預算。 

9  基金的主要收入來自投資回報，而回報額會因應全球市況變動而調整。 

10 基金每年上旬制定下個學年的財政預算，提交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審批。 

11 為進一步支持社區體育活動，基金已在 2009-10至 2011-12三個年度預留 5,000萬元，資助地區體育團體及體育總會增添體育設施及器材。 

12 數字為基金自 2005年 11月成立以來的開支。 

13 每年開支視乎需要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