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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調整草案
由於發現系會賬面數字與實際持有資金不乎，故重新點算系會資金及調查當中差額。
截至二零零六年十月三十一日，系會賬面上的款項為$139,636.12，而系會所持有資金為
$87,253.47，差額為$52,382.65，現動議修正財政賬面數字，並從系會基金扣除該筆賬項。
以下為調查後發現漏報或誤報之款項，詳細請參閱「漏報或誤報之項目詳細參考資料」
（第二頁）：
項目

金額

金額

第二十四屆幹事會
1. 系會球衣壞賬

$1,920.00

$1,920.00

第二十五屆幹事會
2. 畢業營營衣費用
3. 迎新營豁免兩名大組長之營費
4. 迎新營營費壞賬
5. 迎新營預備營食宿費
6. 迎新營宵夜費用
7. 迎新營租被費
8. 迎新營學思樓宿費
9. 迎新營出版部津貼
10. 開年飯入場費壞賬
11. 開年飯「抽獎回水」
12. 銀禧晚會入場費
13. 銀禧晚會額外食物
14. 千人宴另購飲品費用
15. 暑期電腦課程學費
16. 暑期電腦課程導師薪金
17. 暑期電腦課程場地費用
18. 未能報銷聯合書院下半年津貼
19. 系會籃球球衣壞賬
20. 系會足球球衣壞賬

$2,250.00
$800.00
$1,200.00
$2,010.00
$1,050.00
$450.00
$1,080.00
$2,331.50
$180.00
$120.00
$200.00
$180.00
$160.00
$2,560.00
$600.00
$513.00
$250.00
$1,620.00
$720.00

$18,274.50

第二十六屆幹事會
21. 迎新營營費壞賬

$4,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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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項目
迎新營預備營營費壞賬
迎新營漏報開支
畢業營壞賬
書院千人宴壞賬
系會褸壞賬
系會 T 恤壞賬
春茗壞賬
暑期電腦課程誤報
系會球衣壞賬
常務經費漏報開支
財政年度交接錯誤

第二十七屆幹事會
33. 會費壞賬 (27 人)
34. 足球球衣壞賬
35. 籃球球衣壞賬
36. 系會褸壞賬
37. 財政年度交接錯誤

金額

金額

$3,000.00
$5,907.10
$1,500.00
$648.00
$1,910.00
$300.00
$300.00
$1,480.00
$2,000.00
$1,483.00
($1,977.10)

$21,501.00

$945.0
$1,150.0
$2,720.0
$1,120.00
$238.2

$6,173.2

未能調查的款項

$4,513.95
總計

$52,382.65

此財政調整草案通過後，幹事會將會於財政年度尾公佈新一份財政報告，報告
中將直接套用修改後的數字。
漏報或誤報之項目詳細參考資料
第二十四屆幹事會
1. 系會球衣壞賬：球員領取球衣後未支付費用，合共$1,920。
第二十五屆幹事會
2. 畢業營營衣：財政報告中漏報營衣的開支，共$2,250（原單據已用於報銷由學生事務處
所批出的津貼，因此疏忽漏計）。
3. 迎新營營費豁免：幹事會考慮兩名大組長於迎新營籌備及進行期間的付出而免去兩名大
組長之營費，但未列在財政報告中，合共$800。
4. 迎新營營費壞賬：未能收回 3 位籌委的營費，合共$1200。
5. 迎新營預備營食宿費：幹事會並沒有在報名參加迎新營時，向參加者提及預備營的額外
收費，故有輔導員拒絶繳款。是次活動支出為$4,310（床位$3,360、晚餐$950），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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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2,300（$50 x 46 人），共漏報預備營開支$2,010。
6. 迎新營宵夜：當晚約 170 人於火炭津津遇上暴雨，故宵夜活動結束後，快速撤離回宿舍，
惟發現有兩圍未結賬，亦無法確認賬單本屬何組，故由系會結數，而未有記賬亦沒有追
查，共$1,050。
7. 迎新營租被費：財政報告中漏計租被的費用，每晚每張被$10，三晚共借去 45 張，總數
為$450。
8. 迎新營學思樓宿費（6 個房間，共 12 位）：
為方便編組以及活動方便，籌委會決定空置新亞書院分配給迎新營的 12 個床位（新亞
書院會根據參加者男女分佈比例，而硬性規定男女房間數目比例，故無法退去該 12 個
床位），但在財政報告中，漏計該 12 個空置床位（只計算了志文樓的床位數目），每
床位每晚$30，三晚共$1,080。
9. 迎新營出版部津貼：
由於迎新營赤字嚴重，與系方商討後，系方願意替系會承擔出版部的部份開支，稱為「出
版部津貼」。但最後系方並非以現金方式繳付，而是以免除系會日後活動的影印費用的
相等款項，作為繳付方法，故「出版部津貼」並沒有該實質款項，即是在出版部收入中
誤加了$2,331.5。
10. 開年飯入場費壞賬：開年飯有三筆沒有收回的入場費用共$180。
11. 開年飯「抽獎回水」環節：開年飯開設了「回水」環節（即抽出兩名參加者並向他們退
回入場費），但在財政報告中漏報該項支出$120。
12. 銀禧晚會入場費：在晚會中，由於有四名籌委及執委表示不會用膳，故沒有向他們收取
入場費，但在財政報告中計算了該四位會員的費用，多計了收入$200。
13. 銀禧晚會額外食物：系會為慶祝 25 週年紀念，故額外購買了慶祝食物（壽包），惟未
能趕及送到，而取消了這慶祝環節，在編寫財政報告時，亦漏計了此項支出。
14. 千人宴另購飲品：系會於四次千人宴均額外購買飲料，四次千人宴撥入飲料開支的約為
$160。
15. 暑期電腦課程學費：（6 人缺席，4 人半退）
有六名參加者用電郵報名，但在課程舉行前仍無法聯絡上，最後並無出席。在財政報告
中誤將此六人當作已繳交學費處理，故在賬面上誤加了$1,920 學費。而另外有四人因私
人問題而要退出課程，需退回學費$640 亦沒有記錄在報告中。
16. 暑期電腦課程導師薪金：原定每一課程每小時的薪金為$200，後來課程導師因準備教案
需時，課堂後亦付出了額外時間教導學員，商討後決定將薪金提升至每小時$250，在編
寫財政報告時，其中一個課程誤用了舊薪金計算總支出，每小時漏計$50，一個課程共
12 小時，故漏計$600。
17. 暑期電腦課程場地費用：場地費用實為$1,570，而非報告中的$1,057，少計$513。
18. 聯合書院下半年津貼：聯合書院下半年的$250 津貼未能於期限前報銷，但誤計成津貼
收入。
19. 系會籃球球衣（10 至 12 件）：系會替會員墊支籃球球衣款項，當時有不少非籃球隊隊
員表示有興趣訂購，但訂購後並沒有付款，最後約有 10 至 12 件球衣壞賬，共$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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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系會足球球衣：系會替會員墊支足球球衣，大致情況與籃球球衣相同，共$720（$180 x
4）。
第二十六屆幹事會
21. 迎新營營費壞賬：未能收回八名輔導員與五名籌委的費用，欠款分別為$3,200 和$1,750，
合共$4,950。
22. 迎新營預備營營費壞賬：未能收回輔導員與籌委於迎新營預備營的住宿費，合共$3,000。
23. 迎新營漏報開支：食宵費用$900、宿舍租被費用$600、膳食費$2400、出版報影印及曬
相費$1,477.1、預備營費用$530，合共 $5,907.1。
24. 畢業營壞賬：未能收回三名參加者與三名籌委的費用，合共$1,500。
25. 書院千人宴壞賬：會員參與書院千人宴（新亞及逸夫書院）後未支付費用，合共$648。
26. 系會褸壞賬：會員領取系會褸後未支付費用，合共$1,910。
27. 系會 T 恤壞賬：會員領取系會 T 恤後未支付費用，合共$300。
28. 春茗壞賬：未能收回六名會員的入場費用，合共$300（6 x $50）。
29. 暑期電腦課程誤報：暑期電腦課程學員收費誤報$20,320，而實為$18,840，誤報多了
$1,480。
30. 系會球衣壞賬：球員領取球衣後未支付費用，合共$2,000。
31. 常務經費漏報開支，合共$1,483，包括：
a. 書院畢業班照相日：誤報畢業班津貼為$1,120，實為$700，誤報多了$420。
b. 四次書院畢業班照相日的食物、飲品及餐具開支共漏報了$569.6。
c. 全體畢業班照相日未能收回之款項合共$30。
d. 工程學院聯賽漏計買水費用$69。
e. 中大超級聯賽漏計買水費用$72。
f. CSC3186++漏報開支$81。
g. 系會用品漏報開支$241.4。
32. 年頭未將第 25 屆幹事會之其它項目盈餘由常務經費或任何一個基金中加入，款項為
$1,977.1。
第二十七屆幹事會
33. 會費壞賬（27 人），合共$945。
34. 足球球衣壞賬，球員領取球衣後未支付費用，合共$1,150。
35. 籃球球衣壞賬，球員領取球衣後未支付費用，合共$2,720。
36. 已製作的系會褸有 14 會員未付款，費用為$1,120。
37. 年頭未將第 26 屆幹事會之其它項目虧蝕由常務經費或任何一個基金中扣除，款項為
$238.2。
負責人：潘志明
草擬人：潘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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