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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扶苗慈善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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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DS OF ART CHARITY FOUNDATION COMPANY LIMITED 

報告年份 Year of Report

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

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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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註冊類別

Registration Type

(註冊證明編號

 Reference Number of the Certificate)

1.2

是否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

Tax Exempted Charitable Institute?

1.3

機構地址

Organization address

1.4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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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傳真

Fax

1.6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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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機構網址

Organization’s Website

1.8

服務中心/單位總數

No. of Service Centers/Units

1.9

員工總數

No. of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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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註冊

1564170

是, 參考編號為 91/11676

香港沙田連城廣場4樓406室

5402 2431

沒有

soa2011223@hotmail.com

https://www.soacf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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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非受薪員工

1.基本資料 Basic Information



機構宗旨及使命

Mission & Objectives

2.1

董事局/執行委員會主席姓名

Name of Chairperson of

Board of Directors/

Executive Committee

2.2

董事局/執行委員會成員及職位

Name of Members of Board of Directors/

Executive Committee & their Positions

2.3

機構組織架構說明

Description on Organiational Structure

2.5

機構主管姓名及職銜

Name of Head of Agency and Title

2.4

(a) 扶助中國內地教學設施落後及缺乏辦學資源的山區及農村學校，包括捐助修
 建學校、捐助教學設施等，並扶助貧困學生就學和救助貧困學生家庭。

(b) 提供資源扶助及捐助中國內地山區及農村學校發展藝術教育，包括美
 術、音樂等。

(c) 組織各界愛心人士，前往中國內地山區及農村學校，進行義務工作，提供專
 業知識，讓山區和農村的貧困學生及其家庭更快脫貧和自立。

(d) 本會除在物資及金錢扶助中國內地山區及農村學校，也著重品德教育方面， 
 通過各種活動，讓捐助者與受助者同樣明白人與人之間能互助相愛，回饋社
 會，服務大眾。

(e) 本會將舉辦各種非牟利活動，籌集資金，作爲扶助中國內地山區及農村學校
 發展之用。

(f ) 扶助本港弱勢社群，解決長者、青少年和兒童的生活貧困、病苦困難、學習
 困難等。

李志雄

2.機構管治 Corporate Governance

藝術扶苗慈善基金會組織架構圖

主席

副主席

秘書長 財務部長理事

項目經理

項目助理

名譽理事

幹事

愛心大使

主席：李志雄

副主席：郭振興

秘書長：薛沙沙

財務部長：彭翠萍

理事會主席 李志雄



主席及/或

機構主管工作報告

Report from Chairperson and/or Head of 

Organization

3.1

主要服務、計劃及活動簡報

Brief Description on Major Service, Events 

and Projects

活動名稱

Name of the Events / Activites

活動目的

Objective

活動內容簡介

Content

主要對象

Major Target

書法義教班---頌恩老人院 令長者從學習中歡欣 義工義教 長者

書法義教班---頌恩老人院 令長者從學習中歡欣 義工義教 長者

惜食堂義工服務  停止浪費，解決飢餓 義工為長者下廚 長者

關愛香港，扶苗有您步行籌款 更多人認識本會服務 義工、策劃 公眾

家居維修班 義工日後幫助長者 義工訓練 藝工

3.2

本會成立於2001年，由本地藝術家李志雄老師創立，「藝術扶苗」概念由當初幫助中國內地山區小學重建少兒藝術教
育開始，發展到為中國山區小學多項慈善項目。歷年在貴州省、湖南省、廣東省、雲南省十多間小學，進行大大小小
的慈善項目。

近年我們亦積極回港發展本地慈善項目，為弱勢長者、青少年、兒童提供服務。本年度我們完成了四十多項慈善項目
，涉及義教、義賣、探訪、展覽、賣旗、募捐、送飯等活動，受惠人數約為11,680人次。

感謝善長！

李志雄主席  2017年4月

3.年度主要會務及活動報告 Annual Report on Major Businesses & Activities

探訪老人院 關懷老人，提供表演 義工探訪、表演 長者

水墨濃情豆芽夢慈善畫展 藝術展示、善款捐助 義工籌備、佈置 公眾

書法義教班---頌恩老人院 令長者從學習中歡欣 義工義教 長者

敬老下午茶 關懷老人，提供表演 義工探訪、表演 長者

視覺藝術義教班---慈心行動 學習藝術課程 義工義教 低收入家庭學生

書法義教班---頌恩老人院 令長者從學習中歡欣 義工義教 長者

視覺藝術義教班---慈心行動 學習藝術課程 義工義教 低收入家庭學生

書法義教班---頌恩老人院 令長者從學習中歡欣 義工義教 長者

惜食堂義工服務 停止浪費，解決飢餓 義工為長者下廚 長者

探訪老人院 關懷老人，提供表演 義工探訪、表演 長者

人數

Number of Service Users

10

10

1000

500

300

40

500

10

60

20

10

20

10

1000

40

書法義教班---頌恩老人院 令長者從學習中歡欣 義工義教 長者 10

小隊格咱小學探訪團 令山區學生提高自信 義工探訪、義教 山區兒童 400

關愛有您探訪---深水步基層家庭 關懷基層，提供表演 義工探訪、表演 基層家庭 20

長者飯堂處理蔬菜（惜食堂 ) 停止浪費，解決飢餓 義工為長者下廚 長者 1000

書法義教班---頌恩老人院 令長者從學習中歡欣 義工義教 長者 10

街頭探訪--銅鑼灣派面包 關懷老人，派發食物 義工探訪、派發食物 長者 30

慈善派飯長者樂（葵涌家家樂） 關懷老人，提供表演 義工探訪、表演 長者 300



人數

Number of Service Users

10

10

1000

500

300

40

500

10

60

20

10

20

10

1000

40

10

400

20

1000

10

30

300

活動名稱

Name of the Events / Activites

活動目的

Objective

活動內容簡介

Content

主要對象

Major Target

感恩有您慈善晚宴（太子譽宴） 更多人認識本會服務 義工、策款 公眾

探訪深水步露宿者  關懷老人，派發食物 義工探訪、派發食物 露宿長者

慈善派飯長者樂（葵涌家家樂） 關懷老人，派發食物 義工探訪、派發食物 長者

長者飯堂處理蔬菜（惜食堂） 停止浪費，解決飢餓 義工為長者下廚 長者

書法義教班---頌恩老人院 令長者從學習中歡欣 義工義教 長者

感恩之旅--雲南行 令山區學生提高自信 義工探訪、義教 山區兒童

書法義教班---頌恩老人院 令長者從學習中歡欣 義工義教 長者

社區揮春日（石蔭村） 為社區帶來新年氣氛 義工揮毫 社區人士

探訪老人院（頌恩護老院） 關懷老人，提供表演 義工探訪、表演 長者

搬物資上深圳 關懷山區學校及學生 義工搬運 山區學校及學生

書法義教班---頌恩老人院 令長者從學習中歡欣 義工義教 長者

慈善派飯長者樂（葵涌家家樂 ） 關懷老人，提供表演 義工探訪、表演 長者

長者飯堂處理蔬菜（惜食堂） 停止浪費，解決飢餓 義工為長者下廚 長者

愛心飯合敬長者日（沙田芯怡餐廳） 關懷老人，派發食物 義工探訪、派發食物 長者

書法義教班---頌恩老人院 令長者從學習中歡欣 義工義教 長者

家家樂派飯日（未來照明） 關懷老人，派發食物 義工探訪、派發食物 長者

社區探訪獨居長者（石蔭村） 關懷老人，派發食物 義工探訪、派發食物 長者

「做個開心健康快活人」繪畫及  

    書法比賽   

提高學生對藝術學習

興趣

義工策劃、比賽 學生

惜食堂 義工日 停止浪費，解決飢餓 義工為長者下廚 長者

聖基道兒童院賣旗日 透過賣旗提高自信心 義工、學生賣旗 公眾

人數

Number of Service Users

500

40

300

1000

10

400

10

300

40

100

10

300

1000

400

10

400

40

20

1000

500



人數

Number of Service Users

500

40

300

1000

10

400

10

300

40

100

10

300

1000

400

10

400

40

20

10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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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財務資料」提供說明 

為讓公眾進一步瞭解本機構的會務及服務營運情況，本機構謹提供以下資料，以增進讀者對本機構財務狀
況的認識。 
 

Note on provision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To enable read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service and operation of this Organization, the below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for easy access to disclosed financial information of this Organization. 

 

4. 財務狀況 Finance Situation 

參考可提供的最近年度之經核實的周年帳目/財務報告。 

Refer to latest available audited Annual Accounts/Financial Statements 

4.1 周年帳目/財務報告覆蓋的財政年度 

Financial year covered by the above Annual Accounts/ Financial 

Statements 

______年(year)____月(month) 
至 to 

 ______年(year)____月(month) 

4.2 本機構同意將上述周年帳目/財務報告向公眾披露 

We agree to disclose the above Annual Accounts/Financial 

Statements to the public 

是 Yes    否 No 

4.3 如本機構同意將上述周年帳目/財務報告向公眾披露，有關資料可透過以下途徑獲取： 

If this organization agrees to disclose the above Annual Accounts/Financial Statements to the public, the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via: 

 

 周年帳目/財務報告機構已上載機構網頁 (連結 link          ) 

Annual Accounts/Financial Statements have been uploaded to organization website 

 

 周年帳目/財務報告機構存放於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參考圖書館 

Annual Accounts/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available in the Reference Library of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周年帳目/財務報告機構存放本機構辦事處，可致電           預約親臨閱覽 

Annual accounts/financial statements available in our Office. Appointment for perusal can be made by 

calling phone no.        

 

  其他途徑 Others                 
 
機構主管姓名 
Name of Head of Organization 

 

機構名稱 
Name of Organization 

 

職位 
Position 

  
 
 
 
 

機構印章Organization Chop 

簽署 
Signature 

 

日期 
Date 

 

(完結 End) 

2016 4

32017

https://www.soacfl.org

李志雄

理事會主席

30-8-2019

藝術扶苗慈善基金會



藝術扶苗

慈善基金 
5.93% 

慈善項目捐款
76.79% 

利息收入0.01% 

慈善活動 
17.12% 

2016-2017年度 
藝術扶苗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總收入$1,696,107.00 

 

錢箱收入0.09% 

會費
0.06% 

1 



2016-2017年度 
藝術扶苗慈善基金會 

支出$1,356,101.00 

助學金、慈善活動 
$375,258.00 
 
27.75% 

慈善項目支出、緊急援助捐款 
$836,556.00 
 
61.69% 

2 

行政支出
$65,956.00 
 
4.86% 

其他 
$77,330.92 
 
5.70% 

2016-2017 
盈餘$340,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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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金明細 HK$ 
納赤塘及尼西小學助學金 $1,884.60  
貴州黎平小學助學金 $21,294.80  
格咱小學助學金 $32,980.47  
口江小學助學金 $21,187.00  
阿拉小學助學金 $25,554.30  
白水台小學助學金連匯費 $91,688.90  
貴州省板貴鄉花嘎小學助學金 $12,450.00  
東壩小學助學金 $24,900.00  
虎跳峽小學助學金 $21,995.00  
助學金明細總計 $253,935.07  

藝術扶苗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助學金及慈善活動 
支出明細由 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 
 

慈善活動支出 HK$ HK$ 
藝術扶苗慈善基金   $9,207.00  
家居維修班   $4,500.00  
活動費用 $4,182.00    
本地藝術扶苗費用 $2,600.00    
九月老人院探訪團費用 $987.70    
社聯場地費用 $280.00    
場地費用 $110.00    
愛心派飯活動費用 $3,920.00    
義工晚膳費用 $1,300.00    
2016年10月探訪團開支（內地） $3,113.00    
場地租用費 $2,000.00    
本地藝術扶苗資助費用 $2,862.00    
探訪長者活動禮卷 $1,000.00    
玩具捐助 $32,458.20    
剪髮班工具費 $5,200.00    
探訪日物資費用 $7,412.50    
電器項目 $3,828.00    
本地藝術扶苗資助 $5,787.00    
探訪活動及雜項開支 $11,141.20    
會議及場地費用 $398.00    
探訪老人院費用 $546.00    
長者茶會活動費用 $8,928.00    
埸地租用費用 $114.00    
活動物資費用 $5,800.00    
會議場地租金 $108.00  $104,075.600  
愛心飯盒捐款 $4,540.00  
慈善活動支出總計   $122,322.60  



4 

慈善項目支出 HK$ 

藝術扶苗慈善基金（本地弱勢兒童） $2,270.00  

關愛香港扶苗有您步行籌款（本地） $15,782.00  

愛心太陽能熱水器  捐款（內地） $204,542.50  

扶苗護生捐助計劃（內地） $83,838.10  

送暖貴州行  捐款（內地） $22,375.73  

慈善月餅 捐助計劃（本地） $13,360.00  

愛心太陽能路燈  捐助計劃（內地） $168,775.25  

2016惑恩有您慈善晚宴（本地） $129,495.80  

活動 $3,816.00  

感恩之旅2016  旅費（內地） $1,351.70  

愛心圖書館  捐助計劃（內地） $23,745.80  

慈善曲奇  義賣（本地） $2,000.00  

愛心飯盒  捐款（本地） $7,840.00  

大愛之旅  捐款（內地） $113,267.53  

2017開心快活扶苗有您步行籌款（本地） $16,502.20  

愛心檯椅  捐助計劃（內地） $14,743.90  

慈善項目支出總計  : $823,706.51  

緊急援助捐款 HK$ 

緊急援助金 $1,000.00  

腦之家慈善基金會  捐款 $1,080.00  

基甸事工有限公司  捐款 $1,000.00  

香港荷李活獅子會  捐款 $1,000.00  

關愛同行會  捐款 $1,000.00  

病童姚柳陽援助金連匯費 $5,590.20  

大寂靜精舍  捐助 $450.00  

深水步探訪露宿者費用 $1,729.50  

緊急援助總計: $12,849.70  

藝術扶苗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慈善項目活動 
支出明細由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 
 



藝術扶苗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支出明細        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 
 

5 

行政支出明細 HK$ 
銀行收費 350.00 
文具及印刷費 15,757.30  
電腦用品 7,005.00  
會計費用 7,500.00  
公司秘書費 2,330.00  
維修電腦用品 740.00  
郵費及運費 1,290.00  
洗衣費用 424.00  
匯兌損益 12,887.20  
膳食 17,673.00 
行政支出總數 65,956.50 
    
其他   
交通費用 
交通費用$1,713.80  
交通費$815.00  
交通費用$7,800.00  
交通開支$1,614.50  
內地交通費用$1,869.05  
交通費用$5,009.40  
內地交通費用$1,639.60 

20,461.80  

物流費用 
順安物流費用 $1,300.00  
物流費用$1,940.00  
快遞套票費用$450.00  
運輸物流$810.00  
交通物流費用$1,512.00  
物流費用$796.00  
物流及交通開支$5,201.00 

12,009.00  

雜項 19,471.12  
活動義工衫印製及捐款箱 4,349.45  

BNI會費及餐費 21,040.00  
其他總數 77,330.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