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產負債表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年度止）
	 	 2016	 2015
	 	 	HK$	 	HK$
	 	 	
非流動資產	 		5,923,000			 	5,596,000			
	
流動資產	 	18,402,000			 	12,191,000			
流動負債	 	(16,676,000)	 	(12,971,000)
流動資產	（負債）	/	淨值	 	1,726,000		 	(780,000)
	
非流動負債	 	(2,142,000)						 		(3,396,000)
資產淨值	 	5,507,000		 	1,420,000	
	
等於	
累積不敷	 	5,507,000		 	1,420,000	

（已調整）

影音使團收益支出及盈餘表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年度止）
	 	 2016	 2015
收入	 	HK$	 	HK$
奉獻		 	27,389,000			 			18,901,000			
天使心計劃	、創世家庭(註1)	 		15,998,000				 			16,543,000			
嗎哪基金	(註2)	 		1,665,000				 			4,009,000			
產品銷售及版權	 	1,468,000				 		1,704,000			
廣告及贊助	 	2,086,000				 			3,331,000
門票及其他			 	1,779,000		 	970,000	
非經常收入	(註3)	 			 	3,896,000				
總收入	  50,385,000      49,354,000   

支出
佈道聚會及活動	 	2,679,000				 			1,924,000			
銷售及佈道工具	 	5,348,000				 			4,392,000			
電視直接成本	（註4）	 		23,010,000				 			23,536,000			
電影直接成本		 	223,000				 			2,494,000			
薪酬及福利（註5）	 	4,445,000				 	4,539,000			
租金及營運開支（註6）	 		11,280,000				 	8,970,000			
佈道事工推廣	 		511,000			 	277,000			
總支出   47,496,000      46,132,000   
本年度盈餘  2,889,000    3,222,000 
上年度累積盈餘 / (不敷)  1,011,000   (2,211,000)
本年度累積盈餘  3,900,000   1,011,000 
挪亞方舟國際事工累積盈餘  1,607,000    409,000 
（詳見右表）
使團總體累積盈餘  5,507,000   1,420,000 

註：
1.	 天使心計劃及創世家庭所有收益用以支付創世電視營運費。
2.		 嗎哪基金收入均全數撥作支付同工薪酬。
3.	 出售大角咀恒生中心辦公室物業
4.	 電視直接成本包括：電視平台租賃費，環球網絡開發及管理費，
	 自製及外購節目，版權費，文字出版及製作人員薪津，
	 Miracle	Box	Lite生產器材與物料。
5.	 薪酬及福利包括：行政及中央支援人員薪津。
6.	 包括鴻圖道一號新製播中心。	

遵照《香港公司法》要求之有關聲明	:	 	
上述收支報告乃截至2016年12月31日非法定賬目，並不等同影

音使團有限公司或挪亞方舟國際事工有限公司按香港公司法例第436
條規定所編製之指定財務報表。然而，上述收支賬目所載資料乃出自
兩間所屬公司根據香港公司註冊處要求提交之本年度指定財務報表。

核數師已為上述兩間公司就截至2016年12月31日的指定財務報
表擬備核數報告，而有關報告均以無保留形式擬備且未經其他方式修
改。影音使團有限公司年度報告內不存在促請注意事項；而挪亞方舟
國際事工有限公司由於出現淨流動負債因此審計報告中指出就公司持
續經營上需要董事在財政上不斷支持。	 	

審計報告並沒有對上述兩間公司就《香港公司法》第406(2)或
407(2)或(3)條例而作出有關陳述。

2016年度財務報告
挪亞方舟國際事工收益支出及盈餘表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年度止）
	 	 2016	 2015
收入	 	HK$		 HK$
奉獻	 	3,867,000		 1,884,000		
挪亞方舟天使心計劃	 1,823,000	 1,838,000		
其他收入	 	1,000	 	111,000		
總收入    5,691,000     3,833,000   
	
支出	
拍攝及製作	 1,742,000	 1,100,000		
薪酬及福利	 447,000	 	395,000	
租金及營運開支	 	2,304,000		 	2,489,000		
總支出    4,493,000     3,984,000   
本年度盈餘 / (不敷)    1,198,000    (151,000)
上年度累積盈餘    409,000    560,000 
本年度累積盈餘   1,607,000    409,000 



影音使團
2016年度總支出分佈

HK$
佈道聚會及活動	 	2,679,000	
銷售及佈道工具	 	5,348,000	
電視直接成本及日常營運	(包括平台租賃費)			23,010,000	
電影前期製作	 	223,000	
薪酬及福利		 		4,445,000	
租金及辦公室營運開支	 	11,280,000	
佈道事工推廣及宣傳	 		511,000	
總支出	 		47,496,000	

電視直接成本及日常營運
(包括有線電視及
nowTV平台租賃費)
23,010,000	
48%

電影前期製作
		223,000	
1%

薪酬及福利
	4,445,000	
9%

租金及辦公室
營運開支
	11,280,000			
24%

銷售及佈道工具
	5,348,000	
11%

佈道聚會及活動
	2,679,000	
6%

佈道事工推廣
及宣傳
	511,000	
1%



一直在──許柔謙見證》、《生命的沙漏	──陳詩毅見證》、《愛．

在奇蹟中──Natasha見證》、《天才少女的好聲音──李文琦見

證》、《沒有句號的旅程──梅阿年見證》；《如此婆媳的誕生》舞

台劇；《天使心論壇》清談節目；記錄片包括《走近ISIS受害者》及

《震動後‧尼泊爾的真平安》等等。同時，「創世電視」也向外搜羅

了一些優質節目包括《黑山》及《生命的觸動》。

為了將福音帶到各地各方的華人家庭，創世電視的播放頻道包括

香港有線電視15台、香港now寬頻電視545台、澳視澳門台(週六晚	 9

至10時)；	美國三藩市免費頻道1.8及28.1、洛杉磯免費頻道31.5		,	以

上頻道作全天候雙語語播放，同時為了將傳福音果效極大化，我們亦

透過「創世網絡電視」CGTV及直播流動應用程式同步發送潤澤心靈

的天國信息。

電影直接成本
感謝讚美主！電影《下一站‧再愛您》繼2015年11月獲「國際家

庭電影節(IFFF)」頒發「最佳外語劇情片」，2016年5月再接再礪於

「國際基督教電影節(ICFF)」中獲得「最佳原創音樂獎」（ICFF	Best	

Music	Score	Award)。

2016年度的電影支出共22萬港元，用以支付《絲路福音》的影片

前期製作費。

	

		

佈道聚會及人生熱線輔導中心
2016年城市宣教事工包括：《八福臨門2016》佈道光碟派出超

過40,000張；聯同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解剖學部門合辦「生死教育體

驗團」，同時配合「人生熱線」提供情緒支援輔導服務，與師生和家

庭觀眾一同守望，並於5月至8月舉辦「生命天使義工基礎課程」及「

長者關顧與同行──生命天使進階課程」；於北角新光戲院上映「盧

大偉福音電影」，兩場吸引超過1500名觀眾入座；於九龍灣星影匯戲

院舉行荷里活電影《天堂奇癒記》慈善首映禮，《天堂奇癒記》電影

佈道一共舉行了88場，接觸人數19,641、129人決志歸主；於九龍塘

又一城Festival	 Grand戲院及尖沙咀UA	 iSQUARE戲院舉行了兩場《

少年彌賽亞》(The	 Young	 Messiah）電影討論場；舉辦了改編自真

人真事的荷里活鉅片《鋼鋸嶺》(Hacksaw	 Ridge)	 的電影佈道聚會合

共舉行了8場，共853人觀賞；「影音使團校園佈道計劃」於2016年

全年一共舉辦了80場佈道聚會，參與學校及團體合共45間，接觸了

26,907名中學生及老師，3,293人決志信主、1,466人慕道、1,841人

回轉。2016年全年與愛基金一共聯合舉辦了12場「一生最美的祝福」

音樂巡迴佈道會，把「愛」和「生命盼望」的信息祝福香港市民，共

計接觸5,250人，帶領482人決志信主，151人慕道，49人回轉。

「人生熱線」輔導中心於2016年服侍了接近8863名來電的求

助者。2016年人生熱線舉辦的義務輔導員訓練課程訓練了48位學

員。2016年「人生熱線」輔導中心賣旗淨收入為126萬港元，營運支

出共112萬港元。

	

天使心計劃、創世家庭、嗎哪基金
及其他奉獻收入

2016年的定期定額奉獻收入，包括「天使心計劃」、「創世家

庭」、「一人一木計劃」及「挪亞方舟國際事工天使心計劃」所得奉

獻較2015年稍微下跌3%，共計1,782萬港元。截至2016年底計算，

參加定期奉獻的會員人數共3,048人，其中包括235名「創世家庭」

會員。「嗎哪基金」是一個特別為支持同工薪資而設的專款奉獻項

目，2016年收到約167萬港元，較2015年下降58%。影音使團暨挪亞

方舟國際事工本財政年度總奉獻收入約5,600萬港元，較2015年收入

增加約288萬港元，升幅5.4%。

	

電視直接成本
2016年創世電視製作了一連三集的《走近ISIS受害者》，並在

荷里活著名的羅利製片廠舉行的「國際家庭電影節(IFFF)」中，入圍

2016最佳外語紀錄片；及後再於美國俄亥俄州的「2016國際基督教

視象媒體大會」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Visual	Media	Conference)	中

獲得「最佳國際影片」銅冕獎項。一切榮耀全歸耶穌基督。

此外，創世電視特意為臨終者及長期病患人仕與其家屬研製的心

靈恩物,「Blessphone幸福傳聲筒」福音播放工具，於2016年10月正

式面世。「幸福傳聲筒」內置超過12小時的音訊數據用量，裡面收藏

的預製內容匯集了安慰詩歌、語音聖經、14輯由新城電台錄製有關如

何在病困中得力量的廣播節目；同時備有錄音功能，收錄贈送者的祝

福語和愛意，是臥床病患者的最佳心靈良伴。迄今已經免費送出2000

多部到全港41間醫院和療養院、與及10多個病友組織，把上帝平安的

祝福帶給每位病榻上的朋友。

2016年創世電視製作了不同系列的節目，包括：講道系列《

屬靈教室》包括《彭振國牧師──聖經中的新年》、《梁燕城博士

──ISIS的再思》、《黃克勤牧師博士──復活的生命》、《吳宣倫

博士──耶穌是誰》、《余仕揚牧師──萬聖節搞乜鬼？》；見證系

列《慘情之后	 關心妍見證》、《我的天使，請讓我看到你長大》；

「你是主角──見證系列」包括《醉生夢醒	 聰出迷城──方文聰見

證》、《電影夢想家──王凱麟見證》、《醫生的眼淚──陳綺玲見

證》、《球場上的Oppa	 ──尹東憲見證》、《沒有傘的女孩──盧

佩鏞見證》、《真．輪椅武術男──李志雄見證》、《我的時尚生

存之道──施熙瑜見證》、《綠豆小事──黃劍文見證》、《我是一

顆草──何燕珊見證》、《囹圄中的禾場──李偉莉見證》、《重新

站出來──Alex和高家欣見證》、《跑出幽谷──蘇浩然和劉惠珠見

證》、《再愛又如何──鄭敬基見證》、《窮得只剩下愛──龍緯汶

見證》、《親愛的BeBe──陳詠家見證》、《金三角傳奇──孫一刀

見證》、《草原中吶喊好聲音──宇海文見證》、《快樂學生的校長

──葉淑婷見證》、《玻璃天使──鄧嘉玲見證》、《唯我歌聲──

陳芳齡見證》、《尋找消失的愛──Joe,	 Cammy見證》、《原來愛



薪酬及福利
過去一年，使團進行內部重組，截至2016年12月31日，同工人

數共有102人，影視製作專業人員及中央支援人手每月平均薪酬支出

176萬港元。感謝時刻眷顧我們的慈愛父上帝，每當走到水窮處，就

是拯救彰顯時；祂預備足夠資源，讓我們能夠一直保持每月準時發放

薪金給同工。

	

總結
2016年，影音使團暨創世電視在本地與海外的媒體宣教事工，

通過同工們的齊心協力和主內肢體的鼎力支持，《天堂奇癒記》電

影佈道一共舉行了88場，接觸19,641人次、129人決志歸主；校園佈

道共舉辦了80場佈道聚會，共接觸了26,907名中學生及老師，3,293

人決志信主；海外的電影佈道工作亦開拓至越南及菲律賓；電影《

下一站‧再愛您》2016年5月再接再礪於「國際基督教電影節(ICFF)

」中再奪「最佳原創音樂獎」。創世電視製作一連三集的《走近ISIS

受害者》在荷里活著名的羅利製片廠舉行的「國際家庭電影節(IFFF)

」中，入圍2016最佳外語紀錄片；及後再於美國俄亥俄州的「2016

國際基督教視象媒體大會」(International	 Christian	 Visual	 Media	

Conference)	 中獲得「最佳國際影片」銅冕獎項。一切榮耀全歸耶穌

基督。此外，首批3,000部「Blessphone	 幸福傳聲筒」MP3福音播放

器自10月推出後迄今已免費送出2,000多部到醫院、療養院及病友組

織。

2016年影音使團暨挪亞方舟國際事工全年總開支與2015年相

比，略微上升3.7%，約5,200萬港元，2016全年總體收入約5,600

萬，較2015年增加約288萬港元，升幅5.4%，2016年全年錄得盈餘

共400萬港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