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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師會乃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擔保機構）

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香港律師會會員

我們已審核列載於第132至152頁香港律師會（「律師會」）的帳目，該等帳目包括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收支帳目、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及主要會計政策
概要及其他備註解釋。

理事會成員就帳目須承擔的責任

律師會的理事會成員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編製及
真實而公平地列報該等帳目。這責任包括設計、實施及維護與編製及真實而公平地列報帳目相關的
內部控制，以使帳目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選擇和應用適當的會計政策；
及按情況下作出合理的會計估計。

核數師的責任

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核對該等帳目作出意見。我們是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第一百四十一條的
規定，僅向整體會員報告。除此以外，我們的報告書不可用作其他用途。我們概不就本報告書的內
容，對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法律責任。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這些準則要求我們遵守有關的道德規
範，並規劃及執行審核，以合理確定該等帳目是否不存有任何重大錯誤陳述。

審核涉及執行程序以獲取有關帳目所載金額及披露資料的審核憑證。所選定的程序取決於核數師的
判斷，包括評估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帳目存有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在評估該等風險時，核數師
考慮與該公司編製及真實而公平地列報帳目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核程序，但並非為對
公司的內部控制的效能發表意見。審核亦包括評價理事會成員所採用的會計政策的合適性及所作出
的會計估計的合理性，以及評價帳目的整體列報方式。

我們相信，我們所獲得的審核憑證是充足和適當地為我們的審核意見提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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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師會乃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擔保機構）

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香港律師會會員

意見

我們認為，該等帳目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公平地反映律師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的事務狀況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盈餘和現金流轉，並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妥為編製。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零九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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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元為單位）

收支帳目

附註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收入 三 $ 85,238,365 $ 91,563,804

僱員成本 四(a) (30,885,595) (28,272,825)

辦公室開支 四(b) (3,870,887) (3,648,928)

折舊 七 (1,917,299) (1,923,516)

會員開支 四(c) (3,053,076) (5,053,378)

其他營運開支 四(d) (24,018,032) (28,480,894)

稅前盈餘 四 $ 21,493,476 $ 24,184,263

稅項 六(a) (3,359,021) (3,497,817)

本年度盈餘 $ 18,134,455 $ 20,686,446

承前累積盈餘 177,967,088 157,280,642

轉後累積盈餘 $ 196,101,543 $ 177,967,088

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上述收支帳目表所載列的盈餘，為本年及往年的唯一權益變動。

第135至152頁的附註屬於本帳目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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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港元為單位）

資產負債表

附註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七 $ 98,910,959 $ 99,528,127
附屬公司投資 八 23 20
遞延稅項資產 十三 868,134 1,163,924

$ 99,779,116 $ 100,692,071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帳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九 $ 2,838,288 $ 5,673,387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十 3,376,223 1,121,373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 十 2,131,671 171,621
可收回稅項 六(c) 272,822 –
現金及銀行存款 十一 141,396,616 129,466,544

$ 150,015,620 $ 136,432,925

流動負債

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 十二 $ 6,137,799 $ 13,539,162
會費、執業證書費及其他預收費 47,555,394 45,033,523
應付稅項 六(c) – 585,223

$ 53,693,193 $ 59,157,908

流動資產淨值 $ 96,322,427 $ 77,275,017

資產淨值 $ 196,101,543 $ 177,967,088

代表：

累積盈餘 $ 196,101,543 $ 177,967,088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十四日由理事會通過並批准刊發

黃嘉純 )
王桂壎 ) 理事會成員

)

)
何志強 ) 秘書長

)

第135至152頁的附註屬於本帳目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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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元為單位）

現金流量表

附註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經營活動

稅前盈餘 $ 21,493,476 $ 24,184,263
銀行利息收入 (2,258,424) (4,292,847)
折舊 1,917,299 1,923,516

未計營運資金變動前的營運盈餘 $ 21,152,351 $ 21,814,932

貿易應收帳款、按金及預付款項減少╱（增加） 2,898,850 (2,766,871)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增加 (2,254,850) (1,121,373)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增加 (1,960,050) (171,621)
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減少 (7,401,363) (13,330,602)
會費、執業證書費及其他預收費增加╱（減少） 2,521,871 (4,593,827)

從營運產生的現金 $ 14,956,809 $ (169,362)

已付香港利得稅 (3,921,276) (3,031,329)

經營活動產生╱（動用）的現金淨額 $ 11,035,533 $ (3,200,691)

投資活動

收購日起三個月後到期的銀行存款增加 $ (18,000,000) $ –
已收利息 2,194,673 4,231,111
附屬公司投資 (3) –
購置固定資產 (1,300,131) (214,569)

投資活動（動用）╱產生的現金淨額 $ (17,105,461) $ 4,016,542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減少）╱增加淨額 $ (6,069,928) $ 815,851

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29,466,544 128,650,693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十一 $ 123,396,616 $ 129,466,544

第135至152頁的附註屬於本帳目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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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元為單位）

香港律師會 二零零八年年報

帳目附註

一 一律師會的地位

律師會是一間沒有股本的擔保有限公司，其每名成員的負債上限為五十元。截至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律師會共有7,035名成員（二零零七年：6,474名）。

二 主要會計政策

(a) 合規聲明

律師會並沒有編製綜合帳目，原因是理事會成員認為律師會擁有的附屬公司所涉及的帳
目屬微不足道，而理事會成員考慮到，既然有關金額微不足道，綜合帳目的編製對律師
會成員的幫助不大。

為遵守香港《公司條例》第122及123條的規定，律師會編製上述帳目，僅用作真實公平地
反映律師會的財務狀況及收支。因此，上述帳目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布的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的個
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下統稱《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公認會計準則以及香港《公司條例》有關編製獨
立非綜合帳目的各項規定而編製。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多項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於律師會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納。然而，該等發展與律師會的營運概
不相關。

律師會並無應用任何在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準則及詮釋（見附註十九）。

(b) 帳目編製基準

編製帳目的計量基準為歷史成本法。下文將概述律師會採用的主要會計政策。

管理層在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帳目時，須作出各種判斷、估計及假設，而影
響會計政策的運用及資產負債和收支的呈報金額。此等估計及相關假設是根據過往經驗
及在有關情況下認為合理的多種其他因素作出，其結果為難以從其他途徑獲得的資產與
負債帳面值提供了判斷基礎。實際結果或會有別於該等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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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元為單位）
帳目附註

二 主要會計政策（續）
(b) 合規聲明（續）

該等估計及相關假設是按持續經營基準檢討。倘會計估計的修訂純粹影響作出有關修訂
的期間，則在該期間確認；如對當期和未來的期間均有影響，則亦會在修訂期間及未來
期間確認。

(c) 附屬公司

附屬公司為律師會所控制的實體。當律師會有權釐定該實體的財政及經營政策從而自其
活動獲取利益，則律師會已擁有該實體的控制權。評估控制權時會考慮現時可行使的潛
在投票權。

附屬公司投資按成本扣除減值虧損在律師會的資產負債表入賬。

(d) 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按成本減累積折舊及減值虧損在資產負債表入賬（見附註二(f )）。

折舊是以直線法計算，按固定資產的估計可使用年期撇銷已扣減估計剩餘價值（如有）的
固定資產成本。詳情如下：

— 持作自用的租賃土地按有關租約的剩餘租期以直線法攤銷；

— 樓宇按估計可使用年期（即購買日起計二十五年）或有關租約的剩餘租期（以較短
者為準）以直線法計算折舊；

— 其他固定資產按估計可使用年期以直線法計算折舊，而估計可使用年期如下：

傢俬、裝置及設備 三至五年
租賃物業裝修 五年

資產的可使用年期及其剩餘價值（如有）均會每年進行檢討。

倘已確認固定資產的其後相關開支能為律師會帶來未來經濟收益（超出原先對現有資產
評定的表現標準），則該等開支計入相關資產的帳面值。所有其他其後開支於其產生期
間確認為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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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元為單位）
帳目附註

二 主要會計政策（續）
(d) 固定資產（續）

報銷或出售固定資產所產生的盈虧是按估計出售所得款項淨額與資產帳面值的差額計
算，並於報銷或出售有關資產日期在收支帳目確認。

(e) 租賃資產

倘律師會能確定某項安排賦予有關人士權利，可透過付款或支付一系列款項而於協定期
間內使用特定資產，有關安排（包括一項交易或一系列交易）即屬或包含租賃。有關判斷
乃基於有關安排內容的評估而作出，而不論有關安排是否具備租賃的法律形式。

倘租賃不會將擁有權的絕大部份風險及回報轉移予律師會，則該等租賃分類為經營租
賃。

倘屬律師會透過經營租賃使用其他資產的情況，則根據租賃作出的付款會於租賃期所涵
蓋的會計期間內，以等額在收支扣除，惟倘有其他基準能更清楚反映租賃資產所產生的
收益模式則作別論。所收取的租賃優惠於收支確認為所支付總租金淨額的組成部份。

(f ) 資產減值

於各結算日會審核內部及外部資料，以識別固定資產是否已出現減值或之前已確認的減
值是否已不存在或減少。倘出現任何減值跡象，則須估計有關資產的可收回數額。

— 計算可收回數額

資產的可收回數額為其售價淨額及使用價值的較高者。於評估使用價值時，估計
的未來現金流量乃利用能反映現時市場評估資金時值及資產的特定風險的稅前貼
現率，貼現至其現值。倘資產並未能在大致獨立於其他資產下產生現金流入，則
釐定可獨立產生現金流入的最小資產組別（即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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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元為單位）
帳目附註

二 主要會計政策（續）
(f ) 資產減值（續）

– 確認減值虧損
倘資產或其所屬現金產生單位的帳面值超過其可收回數額，則減值虧損於收支內
確認。就現金產生單位確認的減值虧損按比例分配至單位（或一組單位）資產，以
減少該單位（或一組單位）資產的帳面值，惟資產的帳面值不會減少至低於其個別
公平值減出售成本或使用價值（倘能釐定）。

– 撥回減值虧損
倘用以釐定可收回數額的估計出現有利的轉變，則撥回減值虧損。

減值虧損的撥回僅限於資產的帳面值（倘於以往年度並無確認任何減值虧損的情
況下原應釐定者）。減值虧損的撥回在確認撥回的年度內計入收支。

(g) 紀律聆訊及附帶費用

紀律聆訊及附帶費用於產生年度在該年度的收支帳目內確認。儘管律師會盡力確保此等
費用得到發還，但由於未能確定該等費用是否可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第25(1)條的條
文討回，故收支帳目所確認有關費用的發還款項僅限於已收到的金額。計入此項目的費
用亦包括介入律師業務而產生的費用。此等費用只能向有關律師追討，而考慮到此等費
用的性質，可全數收回的機會不大。

(h) 貿易應收帳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貿易應收帳款、按金及預付款項初步以公平值確認，其後攤銷成本扣除呆帳減值撥備入
帳，惟應收款項為向關連人士作出的免息貸款而有關貸款並無任何固定還款期或貼現影
響不重大除外。於有關情況下，有關應收款項按成本減呆帳減值撥備入帳。

呆壞帳的減值虧損乃於有客觀證據顯示出現減值時確認，並按財務資產帳面值與估計未
來現金流量的差額計算。倘貼現的影響重大，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須按資產原有實際利
率計算貼現。減值的客觀證據包括律師會注意到的顯著數據，而該等數據與可對資產的
估計未來現金流量造成影響的事件有關，例如債務人出現重大財政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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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元為單位）
帳目附註

二 主要會計政策（續）
(h) 貿易應收帳款、按金及預付款項（續）

倘計入貿易應收帳款、按金及預付款項的貿易應收帳款被視為難以收回但收回機會又並
非微乎其微，則其減值虧損會記入撥備帳。倘律師會信納貿易應收帳款的收回機會微乎
其微，則有關被視為不可收回的金額會直接從貿易應收帳款中撇帳，而於撥備帳內有關
該筆債項的任何金額則會撥回。倘先前計入撥備帳的款項於其後收回，則有關款項會從
撥備帳撥回。撥備帳出現的其他變動以及其後收回先前撇帳的款項均直接於收支帳目確
認。

(i) 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

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初步以公平值確認，其後按攤銷成本入帳。倘貼現的影響微不足
道，則按成本入帳。

(j)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包括銀行及手頭現金、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活期存款，以及流動
性高、可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價值改變的風險不大並在購入後三個月內到期的短期投
資。現金流量表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亦包括須應要求還款、且構成律師會現金管理的
主體部份的銀行透支。

(k) 僱員福利

薪金、年終獎金、有薪年假、界定退休計劃供款及非金錢褔利成本，均在僱員提供相關
服務的年度內累計。當付款或結算被推遲，而所致的影響是重要的，有關金額將會以現
值列賬。

(l) 所得稅

年度的所得稅包括當期稅項與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的變動。當期稅項與遞稅項資產負債
的變動在收支帳目確認。

當期稅項是按年內應課稅收入根據已生效或在結算日實際上已生效的稅率計算的預期應
繳稅項，加上過往年度應繳稅項所作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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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會計政策（續）
(l) 所得稅（續）

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分別由可抵扣及應課稅的暫記差額產生。暫記差額指在作出財務申
報時資產及負債的帳面值與其計稅基數的差異。遞延稅項資產亦可由未動用的稅項虧損
及未動用的稅項抵免產生。除初步確認資產及負債產生的差額外，所有遞延稅項負債及
遞延稅項資產均會確認，惟以可動用有關資產抵銷日後應課稅溢利為限。

所確認的遞延稅項數額是按照資產和負債帳面值的預期變現或結算方式，根據已生效或
在結算日實際上已生效的稅率計量。遞延稅項資產和負債均不貼現計算。

(m) 撥備與或然負債

倘律師會因過往事件而承擔法律或引申責任，可能動用經濟利益予以解決，並且能夠可
靠地估計所涉金額，則可為償付時間或數額有待確定的負債確認撥備。假如金額的時值
具有重大影響，則上述撥備按履行有關責任的預期開支現值入帳。

倘不涉及付出經濟利益或有關金額難以估計，除非付出經濟利益的可能性極低，否則概
以或然負債的形式披露有關責任。倘律師會的責任須視乎一宗或多宗未來事件是否發生
才能確定是否存在，除非付出經濟利益的可能性極低，否則亦應以或然負債的形式披露
有關責任。

(n) 收入確認

倘律師會有可能收取經濟利益，而收入及成本（如適用）能可靠地計量，則收入於收支帳
目確認。

會籍年費、執業證書費、註冊費及其他收費均照該等費用所涉期間以時間攤分的基礎確
認。

專業持續進修課程學費按授課期間確認。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按實際利率法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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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會計政策（續）
(o) 關連人士

就上述帳目而言，於以下情況一方將被視為律師會的關連人士：

(i) 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間接透過一名或多名中介人士控制律師會，或對律師會作出財
務及營運決策時行使重大影響力，或與其他方共同控制律師會；

(ii) 律師會及一方受到共同控制；

(iii) 該方為一附屬公司、律師會聯營公司或律師會為合營方的合營企業；

(iv) 該方為律師會理事會成員或律師會的主要管理層成員，或為該等人士的直系親
屬，或為受有關人士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響的實體；

(v) 該方為(i)所述一方的直系親屬，或為受有關人士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響的實
體；或

(vi) 該方為律師會員工提供褔利的聘後褔利計劃或屬於律師會關連人士的任何實體。

個人的直系親屬指預期在與該個體交易時可能影響該個人或受該個人影響的家族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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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收入

律師會的主要業務是作為香港律師的專業及監管團體。

收入包括：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會籍年費 $ – $ 7,742,330
執業證書費 41,799,600 40,001,000
外地律師註冊費 13,325,040 10,920,025
外地律師事務所註冊費 1,092,500 1,013,000
其他收費（見附註三(a)） 6,618,390 5,700,602
已獲發還的紀律聆訊及附帶費用（見附註二(g)） 6,523,227 9,711,302
專業持續進修 7,879,379 6,636,027
雜項收入（見附註三(b)） 5,741,805 5,546,671
銀行利息 2,258,424 4,292,847

$ 85,238,365 $ 91,563,804

(a) 其他收費包括就草擬大廈公契指引申請豁免的費用，考試費，考試註冊費及申請良好證
書費。

(b) 雜項收入主要包括律師會通告的廣告收入，以及律師會於年內就管理專業彌償計劃的員
工薪酬和間接成本開支而從該計劃支取的款項。



143香港律師會 二零零八年年報

（以港元為單位）
帳目附註

四 稅前盈餘

稅前盈餘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a) 僱員成本：

薪金及津貼 $ 27,001,526 $ 26,759,209
公積金供款 3,034,037 3,189,906
繳付╱（沒收）公積金供款 593,627 (1,889,599)
招聘及培訓 256,405 213,309

$ 30,885,595 $ 28,272,825

(b) 辦公室開支：

物業的經營租賃支出 $ 611,349 $ 605,653
差餉及管理服務費 986,989 969,839
電費及電話費 445,822 418,825
郵費 231,226 210,875
印刷及文具 1,253,910 1,223,154
維修及保養 341,591 220,582

$ 3,870,887 $ 3,648,928

(c) 會員開支：

簽發會員證 $ 18,250 $ 4,800
活動—一百週年 – 2,620,723

—其他 2,267,832 1,952,244
會議 766,994 475,611

$ 3,053,076 $ 5,053,378



144 香港律師會 二零零八年年報

（以港元為單位）
帳目附註

四 稅前盈餘（續）
稅前盈餘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續）

(d) 其他營運開支：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會議及海外訪問 $ 1,096,355 $ 783,866
紀律聆訊及附帶費用（見附註二(g)）* 8,895,544 8,966,209
專業教育 4,330,655 3,727,620
專業顧問費用 831,579 2,821,549
專業進修 645,979 1,757,167
核數師酬金 132,700 105,380
會籍年費 44,224 40,398
捐款 4,150,000 6,000,000
保險及醫療 964,524 1,269,239
雜項 2,926,472 3,009,466

$ 24,018,032 $ 28,480,894

* 年內就介入律師業務而支付的費用為1,265,358元（二零零七年：432,514元）。

五 理事會成員的酬金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161節披露的理事會成員酬金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理事會成員酬金 $ – $ –
薪金、津貼及實物利益 – –
酌情花紅 – –
退休計劃供款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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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稅項

(a) 收支帳目的稅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本期稅項

按稅率16.5%（二零零七年：17.5%）
計算的本年度香港利得稅撥備 $ 2,958,482 $ 3,427,142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129,749 –
一次過寬減 (25,000) –

$ 3,063,231 $ 3,427,142

遞延稅項

撥回暫記差額 $ 295,790 $ 70,675

所得稅總開支 $ 3,359,021 $ 3,497,817

(b) 實際所得稅開支與會計盈餘的對帳（按適用稅率計算）：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稅前盈餘 $ 21,493,476 $ 24,184,263

稅前盈餘的名義稅項（按稅率16.5%
（二零零七年：17.5%）計算） $ 3,546,424 $ 4,232,246
不可扣稅開支的稅務影響 13,978 14,825
非課稅收入的稅務影響 (372,640) (749,254)
稅率變動對於一月一日的遞延稅項
結餘造成的影響 66,510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129,749 –
一次過寬減 (25,000) –

實際所得稅開支 $ 3,359,021 $ 3,497,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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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稅項（續）
(c) 資產負債表的稅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本年度香港利得稅撥備 $ 2,958,482 $ 3,427,142
已付的暫繳利得稅 (3,231,304) (2,841,919)

（可收回）╱應付稅項 $ (272,822) $ 585,223

(d) 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七日，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公佈其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
自二零零八/零九課稅年度起將利得稅率由17.5%減至16.5%以及一次過寬減二零零七/零
八課稅年度75%的應付稅項，惟以25,000元為限。上述措施於編製律師會賬目時已予考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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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固定資產
根據經營
租賃持作

自用的租賃 持作自用 租賃 家俬、裝置
土地權益 的樓宇 物業裝修 及設備 總計

成本：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 76,666,667 $ 38,333,333 $ 11,118,071 $ 9,748,924 $ 135,866,995
添置 – – 146,284 1,153,847 1,300,131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 76,666,667 $ 38,333,333 $ 11,264,355 $ 10,902,771 $ 137,167,126

累積折舊：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 847,150 $ 15,333,331 $ 10,605,335 $ 9,553,052 $ 36,338,868
本年度折舊 84,715 1,533,333 186,401 112,850 1,917,299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 931,865 $ 16,866,664 $ 10,791,736 $ 9,665,902 $ 38,256,167

帳面淨值：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 75,734,802 $ 21,466,669 $ 472,619 $ 1,236,869 $ 98,910,959

成本：

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 76,666,667 $ 38,333,333 $ 11,063,233 $ 9,589,193 $ 135,652,426
添置 – – 54,838 159,731 214,569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 76,666,667 $ 38,333,333 $ 11,118,071 $ 9,748,924 $ 135,866,995

累積折舊：

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 762,435 $ 13,799,998 $ 10,448,191 $ 9,404,728 $ 34,415,352
本年度折舊 84,715 1,533,333 157,144 148,324 1,923,516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 847,150 $ 15,333,331 $ 10,605,335 $ 9,553,052 $ 36,338,868

帳面淨值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 75,819,517 $ 23,000,002 $ 512,736 $ 195,872 $ 99,528,127

租賃土地及樓宇乃根據長期租賃在香港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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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附屬公司投資
此項目代表按成本列帳的非上市股份。

附屬公司的詳情如下：

直接持有
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地點 普通股百分比 業務性質

香港律師會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 100% 刊印律師會會刊

香港律師會會所有限公司 香港 100% 向律師會成員
提供會所服務

二零零九英聯邦法律會議 香港 100% 籌辦會議
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附屬公司虧損為1,128,798元（二零零七年：溢利
17,700元），而過往年度的累積虧損則為1,202,620元（二零零七年：73,822元）。上述虧損尚未
計入律師會的帳目。

九 貿易應收帳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貿易應收帳款 $ 453,799 $ 2,857,627
按金及預付款項 2,384,489 2,815,760

$ 2,838,288 $ 5,673,387

所有貿易應收帳款、按金及預付款項預期均可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開支。所有貿易應收帳
款均無逾期或減值。有關款項乃與近期並無欠款紀錄的多個實體有關。

十 應收附屬公司及關連公司款項

應收附屬公司及關連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並無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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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現金及銀行存款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於購入後三個月內到期的銀行存款 $ 113,697,383 $ 117,150,462
銀行現金及庫存現金 9,699,233 12,316,082

現金流量表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 123,396,616 $ 129,466,544
於購入後三個月後到期的銀行存款 18,000,000 –

現金及銀行存款 $ 141,396,616 $ 129,466,544

在現金及銀行存款中，零元（二零零七年：6,980,301元）為向香港律師會教育信託基金所付的
款項。

十二 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 $ 6,137,798 $ 6,558,861
撥給香港律師會教育信託基金的項目 – 6,980,301

$ 6,137,798 $ 13,539,162

預期所有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於一年內清償或按要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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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遞延稅項

計入資產負債表的遞延稅項資產的組成及本年度變動如下：

超逾折舊
撥備的折舊

下列產生的遞延稅項：

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 1,234,599
計入收支帳目 (70,675)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1,163,924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 1,163,924
計入收支帳目 (295,790)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868,134

律師會於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重大的未確認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

十四 金融工具

律師會在日常營運過程中須面對信貸風險、流動資金風險及利率風險，並透過下列金融管理
政策和慣例減低上述風險：

(a) 信貸風險

由於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與近期並無欠款紀錄的多個實體有關，故律師會在有關款項方
面並無面對重大的信貸風險。

信貸風險集中於銀行存款的帳面值。律師會的政策是將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存放在信貸
評級良好的金融機構。

(b) 流動資金風險

律師會的政策是定期覆檢當時及預期的流動資金需要，以確保律師會經常保持足夠現金
儲備，以應付短期及長期的流動資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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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金融工具（續）
(c) 利率風險

律師會的利率風險主要因按固定利率計息的銀行存款及其他金融工具而產生，故律師會
須承擔公平值利率風險。律師會的銀行存款的實際利率為1.99%（二零零七年：3.68%）。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估計利率將全面上升╱下降1%，而其他可變因素維持
不變，致使律師會盈餘及權益將增加/減少約1,413,966元（二零零七年：1,294,665元）。

上述敏感度分析乃假設利率變動於結算日發生而釐定，且適用於當日存有的金融工具所
承擔的利率風險。上述分析乃按與二零零七年相同的基準進行。

(d) 公平值

所有金融工具於結算日的帳面值與公平值並無重大差異。

十五 資本管理
律師會是一間沒有股本的擔保有限公司。律師會視其累積盈餘為資本。律師會在管理其積累
盈餘時的首要目標是保障律師會持續運作的能力，以使其可繼續為會員提供支援及保障會員
利益。鑑於經濟狀況變動對律師會造成影響，律師會已就此對資本架構作出調整，惟以有關
調整與理事會成員對律師會所承擔的信託責任或香港公司條例規定並無衝突為限。

律師會的資本管理慣例與往年並無變更，而律師會並無任何外加資本規定。

十六 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不能撤銷的經營租賃就物業應付的未來租金總額下限如
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一年內 $ 550,000 $ 600,000
一年至五年 – 550,000

$ 550,000 $ 1,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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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目附註

十六 經營租賃承擔（續）
律師會根據經營租賃租用多項物業，租期初步一般為兩至三年，期滿後可選擇續租，續租條
款則另行磋商。

十七 專業彌償保險計劃
理事會認為，專業彌償保險計劃的資產及負債並不屬於律師會，故上述帳目並無計入該等資
產及負債。

十八 重大的關連人士交易
除帳目其他部份披露的交易及結餘外，律師會年內與關連人士的重大交易如下。

(a) 理事會成員擁有權益的律師事務所為律師會執行介入及紀律聆訊工作，並根據協議向律
師會收取費用。年內該等律師事務所就其進行的工作徵收的費用合共為1,100,000元（二
零零七年：800,000元）。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律師會應付該等律師事務所的款項合共為100,000元（二
零零七年：300,000元），已計入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b)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因附屬公司而產生的開支 $ 505,277 $ 483,563
支取附屬公司的辦公室開支 423,835 –
支取關連公司的辦公室開支 2,382,851 2,026,288
向關連公司捐款 4,000,000 6,000,000

十九 已頒布但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尚未生效的修訂、新訂準則
及詮釋可能構成的影響
截至刊發上述帳目的日期，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多項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尚未生效的修訂、新訂準則及詮釋。律師會在編製上述帳目時，並無採用此等修訂、新訂準
則及詮釋。

律師會現正評估上述修訂、新訂準則及新詮釋於生效初期預計影響。律師會至今認為，採用此
等準則應不會對律師會的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