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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生活互動坊有限公司 
(Living Faith Society Ltd.) 

 

2018 年 1-5 月 收支報告 (HK $) 
 

收 入 支 出 

捐獻                        82,540.00 

每月自動轉賬捐獻             70,600.00 

書舍租金                     75,000.00 

 

雜費                         25,926.50 

(包括電費、管理費、差餉、核數、 

講座講員費、書籍印刷費、保險、 

銀行核數手續費、自動轉賬手續費等)   

薪金（包括強積金）             210,000.00                   

總收入                      228,140.00 總支出                      235,926.50 

虧蝕                          7,786.50 

合共                        228,140.00 合共                        228,140.00 

 

* 新會址尚欠按揭貸款                                     (1,357,142.86) 

 

 

2017 年 收支報告 (HK $) 
 

收 入 支 出 

捐獻                       489,050.00 

每月自動轉賬捐獻            178,300.00 

書舍租金                    180,000.00 

 

雜費                         99,704.20 

(包括電費、管理費、差餉、核數、 

講座講員費、書籍印刷費、保險、 

銀行核數手續費、自動轉賬手續費等)   

薪金（包括強積金）             420,000.00                   

總收入                      847,350.00 總支出                      519,704.20 

盈餘                        327,645.80 

合共                        847,350.00 合共                        847,350.00 

 

* 2017 年度支出之按揭供款                                    289,523.81 

* 新會址尚欠按揭貸款                                     (1,357,142.86) 

 

 

2016 年 收支報告 (HK $) 
 

收 入 支 出 

捐獻                       825,374.70 雜費                         92,558.00 



每月自動轉賬捐獻            175,500.00 

書舍租金                    180,000.00 

 

(包括電費、管理費、差餉、核數、 

講座講員費、書籍印刷費、保險、 

銀行核數手續費、自動轉賬手續費等)   

薪金（包括強積金）             403,200.00                   

總收入                    1,180,874.70 總支出                      495,758.00 

盈餘                        685,116.70 

合共                      1,180,874.70 合共                     1,180,874.700 

 

* 2016 年度支出之按揭供款                                    298,517.43 

* 新會址尚欠按揭貸款                                     (1,583,333.33) 

 

 

2015 年 收支報告 (HK $) 
 

收 入 支 出 

捐獻                        252,916.00 

每月自動轉賬捐獻            171,600.00 

書舍租金                    180,000.00 

銀行利息                         7.48 

 

雜費                        135,043.70 

(包括電費、管理費、差餉、核數、 

裝修工程費、書籍印刷費、保險、洗冷氣費 

銀行核數手續費、自動轉賬手續費等)   

薪金（包括強積金）             403,200.00                   

總收入                      604,523.48 總支出                      538,243.70 

盈餘                         66,279.78 

合共                        604,523.48 合共                        604,523.48 

 

* 2015 年度支出之按揭供款                                    307,619.05 

* 新會址尚欠按揭貸款                                     (1,809,523.81) 

 

 

2014 年 1-12 月份 收支報告 (HK $) 
 

收 入 支 出 

捐獻                        430,944.00 

每月自動轉賬捐獻            172,550.00 

書舍租金                    180,000.00 

銀行利息                        20.06 

 

雜費                        100,719.40 

(包括電費、管理費、差餉、核數、 

書籍印刷費、銀行核數手續費、 

自動轉賬手續費等)   

薪金（包括強積金）             403,200.00                   

總收入                      783,514.06 總支出                      503,919.40 

盈餘                        279,594.66 



合共                        783,514.06 合共                        783,514.06 

 

* 2014 年度支出之按揭供款                                    316,666.67 

* 新會址尚欠按揭貸款                                     (2,035,714.29) 

 

 

2013 年 全年收支報告 (HK $) 
 

收 入 支 出 

捐獻                        501,703.00 

每月自動轉賬捐獻            166,400.00 

書舍租金                    180,000.00 

場地租用                      9,500.00 

學校生命教育講員費            6,200.00 

課程收入                      3,300.00 

銀行利息                        17.36 

 

雜費                        112,991.20 

(包括電費、管理費、差餉、核數、 

裝修工程費、書籍印刷費、保險、洗冷氣費 

銀行核數手續費、自動轉賬手續費等)   

薪金（包括強積金）             403,200.00                   

總收入                      867,120.36 總支出                      516,191.20 

盈餘                        350,929.16 

合共                        867,120.36 合共                        867,120.36 

 

* 2013 年度支出之按揭供款                                    325,714.29 

* 新會址尚欠按揭貸款                                     (2,261,904.76) 

 

 

 

2012 年 全年收支報告 (HK $) 
 

收 入 支 出 

捐獻                        388,260.00 

每月自動轉賬捐獻            164,500.00 

課程收入                      8,980.00 

書舍租金                    180,000.00 

學校生命教育講員費            2,000.00 

銀行利息                        11.71 

雜費                         96,862.80  

(包括電費、管理費、差餉、核數、 

書籍翻譯、製作、印刷費、保險、洗冷氣費 

銀行核數手續費、自動轉賬手續費等)   

薪金（包括強積金）             352,800.00                   

總收入                      743,751.71 總支出                      449,662.80 

盈餘                        294,088.91 

合共                        743,751.71 合共                        743,751.71 

 

* 2012 年度支出之按揭供款                                    334,761.90 



* 新會址尚欠按揭貸款                                     (2,488,095.24) 

 

 

2011 年 全年收支報告 (HK $) 
 

收 入 支 出 

捐獻                        637,121.00 

每月自動轉賬捐獻            170,150.00 

課程收入                     12,150.00 

學校生命教育講員費            5,600.00 

輔導服務                     33,300.00 

書舍租金                    180,000.00 

銀行利息                        19.73 

雜費                        111,237.00  

(包括電費、管理費、差餉、核數、 

書籍翻譯、製作、印刷費、 

銀行核數手續費、自動轉賬手續費等)   

薪金（包括強積金）             352,800.00 

                   

總收入                    1,038,340.73 總支出                      464,037.00 

盈餘                        574,303.73 

合共                      1,038,340.73 合共                      1,038,340.73 

 

* 2011 年度支出之按揭供款                                   343,809.52 

* 新會址尚欠按揭貸款                                     (2,714,285.71) 

 

 

 

 

2010 年 全年收支報告 (HK $) 
 

收 入 支 出 

捐獻                        404,950.00 

每月自動轉賬捐獻            163,400.00 

課程收入                     26,322.00 

學校生命教育講員費           11,700.00 

輔導服務                      9,600.00 

書舍租金                    180,000.00 

銀行利息                        15.89 

課程講員費                    1,900.00 

薪金（包括強積金）             487,200.00 

雜費                         70,528.00  

(包括電費、管理費、差餉、 

 銀行核數手續費、自動轉賬手續費等)                     

總收入                      795,987.89 總支出                      559,628.00 

盈餘                        236,359.89 

合共                        795,987.89 合共                        795,987.89 

 

* 2010 年度支出之按揭供款                                   352,857.14 

* 新會址尚欠按揭貸款                                     (2,940,476.19) 

 

 



 

 

2009 年 全年收支報告 (HK $) 
 

收 入 支 出 

捐獻                        520,373.48 

每月自動轉賬捐獻            108,450.00 

銀行利息                       236.85 

學校生命教育講員費           25,110.00 

書舍租金                    144,000.00 

 

活動宣傳費                   11,093.50 

出版書籍製作費                6,500.00 

課程講員費                    3,300.00 

舊會址租金                    6,000.00 

薪金（包括強積金）             595,150.00 

雜費                         67,389.60  

(包括電費、管理費、差餉等)                     

總收入                      798,170.33 總支出                      689,433.10 

盈餘                        108,737.23 

合共                        798,170.33 合共                        798,170.33 

 

* 2009 年度已支出之按揭供款                                  500,000.00 

  已清還之借貸本金                                         1500,000.00 

  

* 新會址尚欠按揭貸款                                     (3,166,666.67) 

 

 

 

2008 年 全年收支報告 (HK $) 
 

收 入 支 出 

捐獻                      4,991,862.05                            

每月自動轉賬捐獻             93,600.00  

學校生命教育講員費            2,500.00 

銀行利息                      2,549.28 

 

活動宣傳費                   33,384.00 

購買新會址                2,145,212.50 

(包括首期、釐印費、地產佣金、律師費等)        

新會址裝修費                366,740.00 

出版書籍製作費               10,000.00 

課程講員費                   17,500.00 

舊會址租金                   72,000.00 

薪金（包括強積金）           420,237.00 

雜費                         57,184.70 

(包括電費、管理費、差餉等)                         

總收入                    5,090,511.33 總支出                    3,122,258.20 

盈餘                      1,968,253.13 

合共                      5,090,511.33 合共                      5,090,511.33 

* 新會址尚欠按揭貸款                                     (5,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