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兒童
創造美好未來

ab 瑞銀慈善基金會 
2013年年報





Ilifa Labantwana －早期兒童發展，南非

兒童的早期生活對於成長和發展非常重要。然而，只有少於三分之一的

南非兒童獲得早期兒童發展所需的營養與優質服務。Ilifa項目包括五個

基本元素：營養支援、認知刺激、早期認字和算術培育、教養和社會心

理支持以及保健與社會服務。項目旨在建立一個具成本效益的早期兒

童保育和發展模式，與政府合作，以擴大項目在國內的覆蓋範圍。



關於希望的故事

尼娜的故事
8歲，來自菲律賓－在高風險社區管控狂犬病感染

我希望長大後成為一名醫生，幫助小孩子過更好的生活

尼娜愛跟朋友一起玩耍，也喜歡到學校學習數學。雖然尼娜擅長數學，

卻表示：「我想成為一名醫生。」這樣，她就可以在小孩子不舒服的時

候照顧他們。她說，奶奶去世那段時間是她人生中最難過的時候。

有賴我們的捐贈者，尼娜所在的菲律賓的某個省？目前正通過對犬類大

規模接種疫苗和設立「動物咬傷治療中心」以控制瘋狗症。她學校的老

師們也接受了有關培訓，運用全新課程來教導尼娜如何避免被狗咬傷，

以及咬傷後的處理方法。她所在的社區曾經是其中一個瘋狗症感染率最

高的社區，現在已幸免於這種致命疾病。

羅耶的故事
6歲，來自秘魯卡哈馬卡－以家庭為基礎促進兒童發展

我希望成為一名司機

羅耶與父母一起在Masma生活。他說自己非常愛媽媽。他最喜歡的是到
學校跟朋友一起玩耍。羅耶說他最喜歡的科目是「交流」，也「喜歡工

作」。他最喜歡的顏色是綠色，「因為大自然是綠色的。」他最喜歡的

東西是汽車，所以希望長大後能成為一名司機。

由瑞銀慈善基金會在該地區資助的項目以家庭為基礎提供促進兒童早期

發展的服務，幫助像羅耶這樣的兒童奠定基礎，使他們以後在學校有更

好的表現。

瑞銀慈善基金會於1999年由瑞銀成立，通過項目投資確保兒童的安全、健康、接受教育，並為他們的美好未來做好準備。自成立以
來，基金會已援助超過75個國家的300多個項目，優先考慮最弱勢兒童和他們最迫切的保障、醫療衛生和教育需要。這些項目的經費
來自瑞銀及其客戶與員工的捐款。為推動捐款的積極影響，瑞銀慈善基金會尋求優秀合作夥伴，開展盡職調查，確保監測和評價項

目對兒童的成效。由於基金會的一切行政開支均由瑞銀承擔，因此所有善款能百分百用於資助旨在改善兒童生活的項目。



Esethu的故事
8歲，來自南非開普敦－以家庭為基礎的結核性腦膜炎╱愛滋病病
毒治療

我希望長大後成為女警，將壞人繩之於法

Esethu喜歡跟朋友一起踢足球。她說：「我喜歡跟媽媽到鎮上去吃
東西和逛街。」回到家裡，她喜歡看書。畢業以後，她希望成為

一名女警，「這樣我便可以幫助別人。」

Esethu患有結核性腦膜炎，需服用藥物維生。有賴捐贈者對這個項
目的資助，她可以得到需要的藥物，並通過故事書和貼紙等兒童

喜歡的方式來記錄必須服用的藥物。

Yu Yianbaa的故事
11歲，來自中國－改善中國留守兒童的福祉

我希望成為一名英語教師

Yu Yianbaa說，如果父母重歸於好，他會非常開心，可惜他們離婚了。
他愛爸媽，因為「他們愛我，對我好。」跟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兒童一

樣，Yu Yianbaa與祖父母一起生活，因為父母在遙遠的城市工作。在學
校，他非常熱衷學習英語，希望長大後能成為一名英語教師，傳授他

所掌握的知識。他的愛好還包括「籃球和電腦遊戲」。Yu Yianbaa住在
中國開化縣。在那裡裡，瑞銀慈善基金會資助了一個項目，為50個村
莊的留守兒童提供情感和教育支持。





7

目錄
8 基金會主席JurgZeltner致讀者的信

9 行政總裁Phyllis Kurlander Costanza致讀者的信

10 瑞銀慈善基金會簡介

11 2013年度回顧

12 基金會資助策略

14 部分項目摘要

18 向瑞銀慈善基金會捐款

19 基金會管治

20 瑞銀慈善基金會組織架構

21 數據概覽

25 2013年度財務報告

26 資產負債表

27 工作表

28 財務報表附註

32 法定審計報告

36 聯絡方式



致讀者：
作為全球領先的財富管理公司，瑞銀集團發揮獨特的作用和責任，幫助客戶利

用他們的資源和投資應對社會挑戰。我們決定將此作為規劃業務時的基本元

素。事實上，在瑞銀集團2013年年報中，我們作出了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承

諾，就是建立一個領先業界的專門平台，為可持續的投資和慈善事業提供全面

的研究、諮詢和產品性能分析服務。這將建立在我們的歷史傳統和專業知識基

礎上，致力向每位客戶闡述社會影響力的同時，協調和引導社會公益領域的資

產日益增長。

無論是通過創新而帶來社會影響力的投資工具，還是通過社區投資和員工志願

服務活動，瑞銀集團都時刻銘記，管理客戶財務和實現社會效益是我們一直以

來的責任。

通過瑞銀慈善基金會，我們致力於充分利用我們的投資，打造影響深遠的慈善

事業，這不但符合我們捐贈者的期望，也是兒童應得的。本年報傳達了這承

諾，在恪守我們核心價值和文化遺產的前提下，凸顯了我們在2013年取得的成

就，以及我們想為孩子、他們的家庭和社區做更多更好公益事業的雄心壯志。

瑞銀是最先從事慈善事業的銀行之一，因為無論是對我們還是客戶，慈善事業

都非常重要。我們認為，要改善兒童生活，可以做的還有很多，而像我們這樣

的金融機構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 憑藉您的慷慨捐助為孩子的生活帶來重大而持

久的改善。

我們衷心感激您長久以來對我們使命的認同以及對兒童的憐憫相助！

JürgZeltner

瑞銀慈善基金會

董事會主席

瑞銀慈善基金會2013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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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讀者：
每一天，瑞銀慈善基金會都在致力培育和保護每個兒童與生俱來的希望。

兒童希望能有健康的身體，能夠玩耍、成長和求學。兒童希望能有安全的生活

環境和美好的未來。雖然我們每天都在為加強兒童保護，提升教育機會和保障

兒童健康努力，但我們明白，希望這一無價的商品總會受不同的威脅最終還是

會受到威脅。

我們時刻銘記此願望以及我們的使命。為確保兒童安全、健康和有接受教育的

機會並為他們美好的未來做好準備我們在2013年開創了一種嶄新方式，讓我們

得以充利用我們的專業知識和精力，並讓我們的投資組合可以滿足最弱勢兒童

最迫切的需要。

我們在2014年年初推出的五年策略規劃確立了一套系統管理方法。該方法可以

將我們的競爭優勢，包括與合作伙伴、銀行的緊密關係，達至最高效益。同時

讓瑞銀可以選取最佳方案。這種全新的捐助策略將擁有共同面向捐款目標的款

項集合於一起，形成各種資助組合，投放給有需要的兒童。

這種協調方法將成為未來組合管理的典範。未來，瑞銀還將致力於兒童早期發

展和突發事件快速應對項目。這樣的管理方法同時有助我們填補知識空白、克

服障礙、評估創新理念和展示成效。

這些都是策略性慈善事業的標誌，即以深思熟慮和堅定不移的方式推動影響深

遠的慈善捐助。它們也將在原則上和實踐上引導我們靈活處理風險，更好地幫

助兒童。

面對我們希望解決的眾大問題，我們的財力和人力資源顯得不足。因此，我們

由衷感謝各位捐助者。與我們一樣，他們期望能夠幫助兒童及其家庭，並相信

我們會謹慎管理他們的資金，做好慈善工作。

在未來，我們期待與您一起在慈善道路上共同發展，幫助更多的兒童充分發揮

他們的潛力。

謝謝！

Phyllis KurlanderCostanza

瑞銀慈善基金會

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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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國家中，兒童面對各種困境。瑞銀慈善基金會支持

這些國家中的慈善項目，希望給當地兒童提供幫助。我們

注重成效及影響力。我們專業資助團隊的成員來自聯合國

機構和國際非政府組織，累計的相關經驗接近百年。

由於與瑞銀慈善基金會有關的一切行政開支均由瑞銀負

責，因此所有善款能百分百用於資助改善兒童生活的項

目。

瑞銀慈善基金會  
簡介

瑞銀慈善基金會是慈善捐助型基金會，由瑞銀於1999年成
立。它致力於以可衡量、具成本效益及可持續的方式改善
兒童的健康和成長情況。

我們的願景

世界上所有兒童都能全面發揮潛能。

我們的使命

確保兒童受到保護、享有健康、有機會接受教育，並為未來
作好準備。

我們的核心價值

同情： 我們專注於最弱勢的兒童，與他們的社區密切合

作，以求長久改善情況。

卓越：我們追求最高品質，支持和驗證實用方案。

管理：我們有效管理受托資源。

瑞銀慈善基金會是專業的捐助型基金會，由瑞銀於1999年成立。我們致力打破妨礙兒童發揮潛力的障礙，透過資助領先
機構，在健康、教育及保護方面改善兒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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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政府和私人捐助者合作，提出一項新的重大全球倡

議，即將兒童營養問題作為以發展議程的核心。

我們與世界衛生組織一起召集兒童早期發展和暴力預防領

域的一流專家，探討為兒童帶來更廣泛和深入的積極影響

的方式。

我們與合作夥伴一起努力，幫助中國的孩子用「神奇眼

鏡」來「觀察」蠕蟲病毒，並洗淨手上的病毒。據《新英

格蘭醫學雜誌》報道，這方法可令寄生蠕蟲病毒再感染率

降低50％。

2013年度 
回顧

為收集城郊地區有關低成本民辦學前保健可用性和有效性

的資料，我們與「貧困行動創新組織」合作，在肯尼亞首

都內羅畢、尼日利亞的拉各斯、南非首都約翰內斯堡和加

納首都阿克拉開展了在該領域的第一項研究。這項研究不

僅有助我們直接分配資源進行資助，同時對其他捐贈組織

有幫助。

為了應付颱風「海燕」對菲律賓造成的破壞，銀行捐出與

客戶捐款額度相等的善款用於救災。同時，瑞銀慈善基金

會成立了緊急應變基金，為重災區和最偏遠地區的兒童和

家庭提供即時必需品。

瑞銀慈善基金會在2013年將運作擴展至香港，以深化我們

與該地區的關係，並幫助更多亞太地區的重要瑞銀客戶實

現他們的兒童慈善目標。此外，一個姊妹基金會亦在英國

註冊成功，並已於2014年初開始運作。

瑞銀慈善基金會展開了全面的研究和分析，努力宣揚並完

善其慈善事業策略。為找出最明智和有效的方法，加強兒

童保護、健康和教育狀況，我們認真徹底地評估了我們的

經營環境，並制定了五年發展戰略。

在過去近十五年中，瑞銀慈善基金會充分利用資源和夥伴關係，以改善兒童的生活條件。這項工作在2013年持續，而且
碩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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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慈善基金會資助策略
2014年–2019年策略規劃 

該策略規劃建基於一份全面的藍圖分析結果，我們在2012

年展開這項調查分析，旨在鑒別兒童的優先需要以及滿足

這些需求的優先方法。2013年，我們的策略規劃過程主要

集中在確定基金會的身份、優先事項、優勢及局限性、關

鍵問題和期望上。基於這個嚴密過程得出的結論，我們決

心：

•  繼續把瞭解、評估和驗證幫助兒童的方式放在首位；

•  致力於與當地社區專業機構建立協作關係，促進相互學

習；

•  採取更務實的款助方法，讓合作夥伴有更多參與；及

•  縮小我們在地理和項目上的關注範圍，以提高工作效率。

瑞銀慈善基金會致力於資助高成效項目，因此有需要瞭解

項目所在國家、地區和社區的詳細情況。相對於要解決的

大問題，我們的財力和人力資源顯得不足。因此，我們必

須嚴謹明智地分配資源。

為達成目標，我們決定將所收到的捐款整合為不同策略組

合。每個投資組合收集針對某個共同主要目標的相關捐

款。這方法讓每個投資組合中受助人之間的協同效應最大

化。此外，這種按目標分類的資助策略可以讓我們協同來

自各方的力量，以填補知識空缺，克服各類障礙，檢驗創

新理念並論證有序，合理開展工作的方式。在該資助策略

下，四大捐助組合有：

兒童安全方案將驗證工作成效，加強能力建設並促進落實

保護兒童免受暴力和虐待的項目。該組合包括我們的前期

投資，該投資旨在讓全球知道這個問題的廣泛性和嚴重性

──這是改善政策和方案的重要依據。

社區照顧孩子方案為兒童和家庭優先提供以社區為基礎、

行動為本的服務，包括工具和健康認知項目。該組合意識

到，只有在當地社區不但了解並奉行健康行為，同時也能

主動尋求自己的解決方案並堅持實行時，當地健康問題才

能被有效解決。

為確保基金會的營運能使其充分發揮本身的優勢和長處，同時貫徹其使命，明確的策略規劃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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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慈善基金會致力資助高成效項目，因此需要瞭解
計劃推行國家、地區和社區的詳細情況。

菲律賓助教會(Teach for the Philippines)的學生和老師。

孩子適應學校方案重點關注家庭與社會對於為兒童提供教

育機構的動機與態度。他們的動機與態度極大地影響着兒

童入學率、留校率和在校成績，該組合側重於強調學校的

重要性，從而影響教率的需求方。

學校適應孩子方案關注低本本民辦教率以及其他本土教育

創新在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國家日益發展的情況。強調城市

和城郊貧民區弱勢兒童的需求，該組合支持評估和推廣各

類有助於提高教育質素的學校模式，以此來影響教育的提

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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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國的兒童的早期發展－值得我們深思

在中國，許多農村兒童罹患貧血和發育不良，這與營養不

良有莫大關係，對學習和人生發展有長遠的負面影響。其

中少數民族、留守兒童和女孩面臨著最危險的處境。瑞銀

慈善基金會資助多間致力於令這些最弱勢兒童獲得更佳營

養和照料條件的中國機構。

在中國，多達6千萬的兒童因為他們的父母到城市工廠謀

生，「留守」農村。這些兒童通常由祖父母或其他親屬代

為照顧，而該等親屬往往生活貧困，教育程度較低。

中國農村兒童營養不良的比例差不多是城市兒童的三至四

倍。六個月斷奶之後的幼兒尤其容易營養不良。在貧窮的

農村，5歲以下兒童之中有20%在生長和體格發育上受

阻，兩歲以下兒童中有30%患有貧血。我們希望竭盡所能

解決這些問題。

領先專家引路

承蒙瑞銀客戶和員工的大力支持，瑞銀慈善基金會正積極

援助一項新的合作計劃，藉以提升中國國家營養改善計

劃。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ames J. Heckman的帶領下，中

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和芝加哥大學正積極推行為15,000名6至

24個月幼兒提供綜合營養補充劑計劃的實施。

部分項目摘要

這項計劃是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兒童早期發展干預計劃

之一。該計劃的目標是在2015年前將服務範圍擴展至699

個極度貧困區縣－大約佔全中國區縣的四分之一。如果我

們的援助方法被證實行之有效，中國政府承諾將項目規模

擴至中國所有貧困區縣，將為大約140萬兒童提供援助。

但我們如何知道是否有效呢？如何為最需要幫助的兒童爭

取最大的利益？

提高干預影響

中國的國家營養改善計劃直接簡便。當地診所向兒童的直

接照顧者－通常是祖父母－發放免費營養包。營養包有豆

奶粉以及九種微量營養素。照顧兒童的人每天要給每位兒

童服用一份營養包。

這項新的合作會評估國家營養改善計劃是否應將為兒童照

顧者提供培訓作為計劃的一部分。培訓內容包含家庭探訪

和專項教育培訓，以增強照顧者與兒童之間的互動與溝

通。此計劃的影響評估不僅會衡量兒童健康狀況的改善成

效，還會衡量兒童認知、社交和情感層面的改善成效，同

時會衡量兒童受暴力情況是否有改善。

我們希望研究成果能對本研究內的弱勢兒童生活產生直

接、積極的影響。但策略性慈善行為往往追求利用更多資

源。如果合作夥伴能夠收集到確鑿證據，證明照顧者干預

不僅具成本效益，政府將擴大綜合教育營養包的規模，這

會讓數百萬兒童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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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反映貧窮的信號之一

隨著醫學和科技有重大突破，我們已經開發出各種解決方

案，挽救和改變數百萬飽受貧窮之苦的人的生命。例如抗

瘧疾治療、清潔爐灶、強化食品和太陽能燈等產品，令每

天只靠數元生活的人的健康和經濟狀況大大改善。然而，

這些產品如果送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便無法發揮作用。

目前，非洲大約有2.7億人仍然缺乏生活必需品。我們現在

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要一個可以調整規模的有效可持續計

劃方式，為全世界的窮人提供這些能夠挽救生命和改變生

活的產品。這正是瑞銀慈善基金會希望透過援助Living 

Goods所完成的。

Living Goods管理著多個由微型企業組成的網絡，這些企業

上門銷售許多能改善生活的產品，包括瘧疾和腹瀉治療藥

物、強化食品、孕期營養包、清潔爐灶和太陽能燈等。這

些特許經營的微型企業網絡借助Living Goods品牌，購買電

源和營銷工具，以相宜價格向最需要的人提供這些必需

品。這些微型企業透過提供必要的健康教育和銷售必要的

健康產品，不僅改善了貧困家庭的健康狀況和提高他們的

生產能力，還從商品銷售賺取不俗的收入。Living Goods是

經濟發展的強大引擎，為微型企業提供可靠收入來源，令

勞動者身體健康且具有生產能力，為貧困家庭節省了日常

必需品開支，最終得以改善民生。

Living Goods具有成功特許經營的所有主要特徵：甄選代理

商、提供專業培訓、嚴格的質量監控、劃一的品牌與產

品、透過規模經濟而實現產品低成本。代理商為了售出產

品，透過家庭探訪、流動電話營銷、品牌家居商店和社區

服務小組等方式來服務他們所在的社區。Living Goods為其

代理商提供貸款，為顧客提供消費者經濟解決方案。大量

的流動平台令流動支付、短信營銷、妊娠登記與健康消息

傳送、治療提醒和智能手機應用成為可能。

Living Goods旨在制定創新方案，令窮人獲得必需物品和服

務，這會大大地改善貧窮家庭的健康和經濟狀況。直到目

前，烏干達的Living Goods及其在肯雅的合作方已經治療了

563,670名兒童，幫助了153,926名孕婦，以及售出了

58,111台清潔爐灶。

兒童保護：瑞士慈善研究報告(Optimus Study Switzerland) 

－減少性侵犯在青少年中的發生

根據Optimus Study Switzerland的研究結果，七位頂級專家

制定出一套具體、全面的行動建議，以減少該國性侵犯在

青少年中的發生。建議圍繞八大重要主題，為政策制定者

與執行者提供建基於實證研究的基本框架，用以制定、實

施和評估防範和解決兒童暴力的適當措施。

Optimus Study Switzerland於2012年3月發表，填補了有關

瑞士未成年人面臨性侵犯嚴重程度和形式的數據空白。慈

善研究報告基於6,700多名九年級學生(15歲至17歲）的親

身經歷，以及一份對324間從事兒童保護工作的機構的調

查。該報告展現了一系列令人驚訝的結果，其中一些結果

顯示出新趨勢，大大加深了人們對此領域關鍵問題的瞭

解。

其中一項主要發現就是性暴力的施暴者通常為與受害者年

齡相仿的青少年。儘管大家通常認為成人親屬是這些暴力

行為的主要施行者，這個年齡組別的受訪者卻表示，大多

數情況下，暴力行為均是同齡人所為，主要是伴侶或者約

會對象。在這些受訪者中，22%的女孩和8%的男孩表示

他們曾經受到涉及身體接觸的性侵犯。

同樣，慈善研究報告反映了電子媒體成為性侵犯新源頭的

趨勢。這種情形下，無身體接觸的侵犯很廣泛。接近三分

之一的受訪女孩指出曾受到某些透過電子媒體作出的性侵

犯。這一數據凸顯了干預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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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緊急應變基金－對最需要幫助的人們作出快速回應

為應對2013年11月8日颱風「海燕」席捲菲律賓所留下的

滿目瘡痍，瑞銀慈善基金會設立了「緊急應變基金」，瑞

銀更承諾，客戶捐出多少善款，瑞銀便向基金作出等額捐

贈。

在此類災難中，兒童往往受到最大影響，最需要特殊關

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表示，菲律賓有500萬兒童受災。

這是瑞銀慈善基金會採取行動設立基金，並且與有著豐富

救災經驗的世界知名機構合作，確保滿足兒童的健康和安

全需要的原因。

與眾不同的方案

瑞銀慈善基金會根據三個核心原則進行緊急援助工作。首

先，提高透明度，直接將善款撥給經過慎重選擇的高影響

力人道救災組織。這些組織有明確的目標、活動與預算。

其次，從一開始就對所援助的重建工作進行相關且可靠的

監控和影響評估。另外，基金會與菲律賓的災區現場合作

夥伴長期合作，充分利用本地專業知識，將救災與災後重

建及發展相關聯。

即時、切實的行動

由於善款直接撥給救助兒童會(Save the Children)，在偏遠

的班乃島東部地區，有3,000名兒童獲得援助，這些物資至

少能夠滿足他們兩至三個月內對水、避難設施和衛生必需

品的需要。無國界醫生還收到額外善款，並將部分善款用

於支持他們九個流動診團。這些診症團不僅為12,500多名

病人提供治療，還參與疫苗接種活動，為16,000多名兒童

提供保護。此外，無國界醫生也為18,000多人提供緊急營

養餅乾，其中主要援助五歲以下兒童以及孕婦和哺乳婦

女。

長期方案

在2014年，瑞銀慈善基金會將繼續為菲律賓的災後重建工

作提供資金援助。在下一階段，直接救災會跟長期重建相

結合，瑞銀慈善基金會打算擴大為兒童提供綜合必要健康

與教育服務的計劃，特別著重支持具有本地專業知識的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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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瓦學齡兒童的慷慨捐助
日內瓦德語學校的學生為緊急應變基金籌款。

2013年11月颱風「海燕」肆虐菲律賓，造成數千人喪生，成百上千萬人無家可歸。在富裕的日內瓦市，儘管許多人對災難及其影響感到悲痛
並且生憐憫，但很快便會淡忘。

然而，對日內瓦德語學校其中一個班級的學生卻非如此。他們無法忘記這場災難，以及災難帶來的影響。學生向我解釋，他們想援助在這

場自然災害中受難的災民，他們希望我支持他們的籌款活動。15歲的學生竟然會有如此令人敬佩的想法，令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

這些學生評估了好幾個援助組織之後，選擇了瑞銀慈善基金會的緊急應變基金，因為瑞銀會向這項基金捐贈等同於客戶籌集金額的善款。

他們迅速成立了三個團隊，每個團隊在聖誕節之前的三個星期五義賣糕餅，包括鬆餅、紙杯蛋糕、蛋糕和餅乾。他們還製作海報，讓更多人

注意這項籌款活動。低年級的學生為義賣活動提供現場音樂。

學生透過銷售美味糕點賺得了1,000瑞士法郎，他們自豪地將這筆錢捐給瑞銀慈善基金會，同時瑞銀也捐贈同等數額的善款，還發出感謝
信。這個班學生對收到瑞銀慈善基金會的感謝信一事非常自豪。現在，這封感謝信就懸掛在教室的牆上。

教師Christine Wagner
日內瓦德語學校

日內瓦德語學校的學生以及（從右到左）Gerhard Neeb（校長）、Christine Wagner（教師）、Jean-Francois Beausoleil（瑞銀日內瓦總監）
、Markus Scheller（瑞銀以及校委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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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捐款

捐款可通過銀行轉賬或瑞銀客戶顧問完成。根據捐款金額的

不同，捐助者與客戶基金可選擇不同的捐款方式。選擇範圍

從捐款到特定項目（兒童教育、兒童健康、兒童保護）到創建

等定的資助計劃。

KeyClub積分

瑞銀慈善基金會將十分樂於接受瑞銀KeyClub會員的

KeyClub積分，包括已過期不超過三個月的積分。

向瑞銀慈善基金會
捐款

瑞銀慈善基金會慈善信用卡(Charity Card)

瑞銀慈善基金會慈善信用卡在瑞士發行，具有與普通信用卡

相同的功能，但每年瑞銀會將慈善信用卡簽賬總額的0.75%

作為捐款，轉帳至瑞銀慈善基金會。

遺贈和壽險

瑞銀慈善基金會可指定為遺產或瑞銀壽險保單的受益人。

瑞銀慈善基金會為客戶提供各類捐助機會，以支持其慈善事業。

為何支持瑞銀慈善 
基金會
我們只資助最有可能改善兒童生活的 

項目。

我們的項目持續接受監控和評估。

我們與世界知名機構建立合作關係，以確

保撥款發揮最大影響力。

瑞銀承擔一切行政開支，因此所有善款百

分百用於幫助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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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致力實踐領先的最佳實務守則。作為瑞士基金會的

一員，我們遵循《瑞士基金會守則》的原則。我們認為，

我們有責任在符合本基金會宗旨的前提下善用客戶委託給

我們的善款。

基金會的管理架構清晰，亦符合制衡機制的規定，並受 

《瑞士責任守則》（第728a和b條）條款的規限。除定期

進行核數外，我們亦定期接受審核，確保有效的內部控制

基金會 
管治

(ICS)得以落實。我們已採用並堅決實行所有必要的控制措

施，以符合ICS的規定。對我們而言，ICS是一個不可或缺

的管理工具，也是基金會管治的重要一環。

為避免利益衝突，我們訂有明確的項目甄選標準及嚴格界

定的資助申請程序。申請人可在我們的網站www.ubs.com/

optimus獲得所有資訊和申請表格。

瑞銀慈善基金會是專業獨立的慈善資助型基金會。我們認為全面的基金會治理至關重要，當中包括確保我們的目標、策
略及籌資活動具高透明度性，而基金會的組織和管理具專業性。

由於與瑞銀慈善基金會有關的一切行政開支
均由瑞銀負責，因此所有善款百分百直接用
於資助改善兒童生活的項目。



20

瑞銀慈善基金會
組織架構

UBS Optimus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2013

基金會董事會1

Jurg Zeltner，主席，瑞銀
Alexander Friedman，成員，瑞銀
Kathryn Shih，成員，瑞銀
Christian Wiesendanger,成員，瑞銀
Lincoln Chen，成員，外部專家
Stefan Germann，成員，外部專家
Ethel Quayle，成員，外部專家
Marcel Tanner，成員，外部專家
Fay D. Twersky，成員，外部專家

基金會管理團隊1

管理團隊

Phyllis Kurlander Costanza，行政總裁
Nina Hoppe，副行政總裁

贈款團隊

Ingeborg Andrews，項目分析師
Reinhard Fichtl，項目主任
Guangshen Gao，項目主任
Martina Gaus，績效衡量與評估總監
Patricia Lannen，項目主任
Ann-Marie Sevcsik，項目主任
Maya Ziswiler，項目主任

業務經營

Fatiah Burkner，客戶關係主管
Pierre-Guillaume Kopp，溝通官員
Manuel Pilla，業務支持官員
Karin Schumacher，業務經理

香港辦事處

Wei Wei，亞洲主管
Mario Knoepfel，業務經理

我們擁有高資歷而忠誠的團隊，以豐富經驗營運為基金。瑞銀慈善基金會的網
絡包括位於德國和英國的姊妹基金會。這些實體發表獨立報告。

1  姓名與組織架構截止201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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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各資助領域撥款分佈圖

直接捐款
遺贈/瑞銀壽險
瑞銀捐款1

員工捐款
慈善基金
慈善信用卡
KeyClub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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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外，瑞銀還承擔基金會的所有行政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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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助教會(Teach for the Philippines)」，菲律賓

透過援助「菲律賓助教會(Teach for the Philippines)」，我們致力為

菲律賓兒童提供優質的教育。「菲律賓助教會(Teach for the 

Philippines)」招募最有前途的年輕領袖為該國極需教師的公立學校

授課兩年。我們的目標是提高兒童的學習能力。隨著師生比例提

高，教師有更多時間照顧每名學生，從而降低菲律賓異常高的輟學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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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F 2013 2012

Assets

UBS AG bank accounts 3,588,226.48 5,709,047.65
Swiss Federal Tax Administration, withholding tax 30,439.60 27,759.30
Accrued interest 121,874.78 604,196.43
Prepaid expenses 2,577,246.36 33,977.43
Accounts receivable from UBS AG 158,225.24 109,021.81
Total current assets 6,476,012.46 6,484,002.62
Securities 55,400,678.87 62,813,346.05
Total fixed assets 55,400,678.87 62,813,346.05
Total assets 61,876,691.33 69,297,348.67

Liabilities and Capital

Accrued liabilities 278.50 0.00
Provisions for grants for non-committed projects 15,973,633.00 16,207,107.76
Provisions for grants for committed projects 420,000.00 1,120,000.00
Total short-term liabilities 16,393,911.50 17,327,107.76
Provisions for grants for non-committed projects 3,610,500.00 9,150,500.00
Provisions for grants for committed projects 400,000.00 600,000.00
Total long-term liabilities 4,010,500.00 9,750,500.00
Total liabilities 20,404,411.50 27,077,607.76
Funding for Education Portfolio 4,300,000.00 0.00
Funding for Health Portfolio 3,450,000.00 0.00
Funding for Child Protection Portfolio 1,750,000.00 0.00
Emergency Response Fund 1,947,802.00 0.00
Funding for project-specific donations 2,080,737.00 0.00
Total funding capital (committed funds) 13,528,539.00 0.00
Foundation capital 19,827,007.00 19,827,007.00
Fluctuation reserves 1,000,000.00 0.00
Grant account 22,392,733.91 23,460,854.67
Annual result –15,276,000.08 –1,068,120.76
Total capital of the organization 27,943,740.83 42,219,740.91
Total liabilities and capital 61,876,691.33 69,297,348.67

Balance sheet as of 31 Dec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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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F 2013 2012

Income

Donation income for non-committed projects 6,173,563.93 10,157,401.27
Donation income Hong Kong for non-committed projects 95,441.57 0.00
Donation income for committed projects 2,821,338.60 1,097,240.00
Donation income Hong Kong for committed projects 509,611.25 0.00
Donation income from UBS (Lux) Strategy Fund 414,922.80 465,106.85
Total donation income 10,014,878.15 11,719,748.12
Interest and dividend income 1,279,329.69 1,088,788.54
Adjustment to accrued interest –482,321.65 34,134.59
Realized profit on securities 306,601.41 3,263.60
Unrealized profit on securities 1,836,411.62 646,009.51
Unrealized foreign exchange gains on current accounts 17,506.05 0.00
Retrocessions 145.45 0.00
Total financial income 2,957,672.57 1,772,196.24
Dissolution of provisions for grants 495,525.56 365,378.00
Total income 13,468,076.28 13,857,322.36

Expenses

Grants for non-committed projects 11,487,030.00 12,725,000.00
Grants for committed projects 360,000.00 1,800,000.00
Total grants 11,847,030.00 14,525,000.00
Realized loss on securities 758,175.90 89,951.87
Unrealized loss on securities 1,442,022.94 310,491.25
Unrealized foreign exchange losses on current accounts 166,318.55 0.00
Non-refundable withholding taxes 1,989.97 0.00
Total financial expenses 2,368,507.36 400,443.12
Total grants and financial expenses 14,215,537.36 14,925,443.12
Annual result before allocation of funds –747,461.08 –1,068,120.76
Allocation of funds (to) / from Education Portfolio –4,300,000.00 0.00
Allocation of funds (to) / from Health Portfolio –3,450,000.00 0.00
Allocation of funds (to) / from Child Protection Portfolio –1,750,000.00 0.00
Allocation of funds (to) / from Emergency Response Fund –1,947,802.00 0.00
Allocation of funds (to) / from project-specific donations –2,080,737.00 0.00
Allocation of funds (to) / from fluctuation reserves –1,000,000.00 0.00
Allocation of funds (to) / from foundation capital 0.00 0.00
Net annual result –15,276,000.08 –1,068,120.76

Operating statement, 1 January – 31 Dec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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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 UBS Optimus Foundation, Basel, is a nonprofit founda-
tion under Swiss law. 

The Foundation is committed to promoting the overall 
 well-being of children. Its goal is to enabl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orldwide to have access to education 
and the ability to grow up in an environment free of 
 violence and sexual abuse. At the same time, the founda-
tion is supporting targeted research in order to foster 
the health of disadvantaged populations worldwide. The 
foundation supports the development, validation, 
 promo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innovative approaches 
and idea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the 
 protection and health of disadvantage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orldwide, regardless of their political, 
 religious or ethnic backgrounds. Geographically, the foun-
dation concentrates predominantly on areas where 
the greatest need for action exists with regard to the 

defined grant areas, namely on the countries of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The focal area 「Protection against 
violence and sexual abuse「 is also being supported in 
northern, western and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due to the 
need for action there. As far as possible, the available 
funds should not be split up in a multitude of directions 
that may be good in themselves, but rather consolidated 
for major needs. It must be ensured that the activi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community and other institutions 
in this area are not rendered superfluous and are not 
replaced, but rather complemented. The Foundation’s 
funds are to be used where others are not able to support 
and promote the aforesaid purposes. In particular, no 
 services shall be rendered that produce an obligation vis-à-
vis another institution for other reasons. The Foundation 
is not pursuing any kind of economic objectives. The 
 Foundation can also set up other foundations within the 
context of its own purpose, or for particular sub-purposes.

Foundation charter and regulations
Date Valid from

Foundation Charter 14.07.2009 26.05.2009
Foundation Regulations 11.12.2012 01.01.2013
Investment Guidelines 22.03.2013 22.03.2013

Legal form and foundation objectives

Auditor and supervisory authority
Appointed auditor PricewaterhouseCoopers AG, Basel
Oversight authority BVG- und Stiftungsaufsicht beider Basel (BSABB)

Foundation Board and signature authorization
Jürg Zeltner, Uetikon am See Chairman UBS Dual signature since 2007
Kathryn Shih Co, Hong Kong, HK Member UBS since 2007
Alexander Friedman, Zurich Member UBS Dual signature since June 2012
Mario Marconi Archinto, Geneva Member UBS Dual signature until November 2013
Christian Wiesendanger, Zurich Member UBS Dual signature since November 2013
Marcel Tanner, Basel Member External since 2007
Ethel Quayle, Crail, GB Member External since 2010
Stefan Germann, Gümligen Member External since 2011
Fay D. Twersky, Seattle, USA Member External since December 2012
Lincoln Chen, Brookline, USA Member External since December 2012

Phyllis Kurlander Costanza CEO Dual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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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ies by category
CHF 31.12.2013 31.12.2012
Structured products with MM & FX character & warrants 878,485.43 0.00
Bonds and comparable investment vehicles 18,257,600.40 62,811,170.50
Equities and comparable investment vehicles 26,155,842.59 2,175.55
Hedge Funds & Private Equity 10,108,750.45 0.00
Total securities 55,400,678.87 62,813,346.05

Balance sheet items are carried at market value as of the reporting date. Interest and dividends are posted on a  
gross basis, i.e. including withholding / source taxes. Refundable withholding / source taxes are capitalized. Accrued interest 
is capitalized and the change recognized as income.

Applying the transitional provisions of the new accounting law,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have been prepa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n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of the Swiss Code of Obligations effective until 
31 December 2012.

Accounting and valuation principles

The investment policy is governed by the Investment Guidelines and is implemented by UBS AG on a mandate basis.  
On 22 March 2013, the Foundation Board adopted modifications to the investment strategy.

Investment policy

Exchange rates
CHF 31.12.2013 31.12.2012
Closing year-end exchange rates for accounts balance and securities
CAD 1 = 0.837035 0.919303
EUR 1 = 1.225480 1.206797
GBP 1 = 1.472986 1.487901
HKD 1 = 0.114699 0.118097
JPY 1 = 0.008462 0.010586
USD 1 = 0.889350 0.915350

This position includes two types of committed funds: 
•  Project-specific funds are funds received from a third party (donor) who has made limitations on how to use the funds.
•  Portfolio funds are funds which have to be used to support projects in the strategic grant areas of the Foundation.

Committed funds

On 29 April 2013 the UBS Optimus Foundation opened a branch in Hong Kong. The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ranch are generally limited to fund-raising.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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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AG bears all administrative and wage costs of the UBS Optimus Foundation.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Securities not tradable (donations)
CHF 2013 2012
Hedge funds and private equity 62,623.00 57,214.00
Real estate funds 2,075,852.00 1,935,568.00
Indicative market value on 31 December 2,138,475.00 1,992,782.00

The UBS Optimus Foundation receives donations in the form of securities that, however, are not tradable. These securities 
are managed in a separate custody account. As soon as they are tradable, they are sold and posted in book-keeping (with 
the sales proceeds achieved) as donation income.

Donations in the form of securities (not in balance sheet)

Additional notes on the balance sheet and operating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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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grant account
CHF 2013 2012
Opening balance as of 1 January 22,392,733.91 23,460,854.67
Grants for non-committed projects –11,487,030.00 –12,725,000.00
Grants for committed projects –360,000.00 –1,800,000.00
Dissolution of provisions for grants 495,525.56 365,378.00
Grant account after grant provisions 11,041,229.47 9,301,232.67

Allocation

Donation income (including committed projects) 8,994,902.53 11,254,641.27
Donation income Hong Kong (including committed projects) 605,052.82 0.00
UBS (Lux) Strategy Fund – Donation of distribution of fund income 119,344.40 185,832.85
UBS (Lux) Strategy Fund – Donation of all-in-fee by UBS 217,772.71 271,122.13
UBS (Lux) Strategy Fund – Donation of issuing commission by UBS 77,805.69 8,151.87
Total donation income 10,014,878.15 11,719,748.12
Interest on current account 1,415.51 10,591.23
Interest and dividend earnings on securities 1,277,914.18 1,078,197.31
Adjustment to accrued interest –482,321.65 34,134.59
Realized gains / losses on securities –451,574.49 –86,688.27
Unrealized gains / losses on securities 394,388.68 335,518.26
Unrealized foreign exchange gains / losses on current accounts –148,812.50 0.00
Non-refundable withholding taxes –1,989.97 0.00
Retrocessions 145.45 0.00
Total financial profit 589,165.21 1,371,753.12
Allocation to Education Portfolio –4,400,000.00 0.00
Allocation to Health Portfolio –3,450,000.00 0.00
Allocation to Child Protection Portfolio –1,750,000.00 0.00
Allocation to Emergency Response Fund –2,529,832.00 0.00
Allocation to project-specific donations –2,080,737.00 0.00
Allocation to fluctuation reserves –1,000,000.00 0.00
Allocation from Education Portfolio 100,000.00 0.00
Allocation from Emergency Response Fund 582,030.00 0.00
Grant account as of 31 December (after allocation of annual result) 7,116,733.83 22,392,733.91
Thereof committed for projects 0.00 1,352,440.00



 
 
 
 
 

PricewaterhouseCoopers AG, St. Jakobs-Strasse 25, 4002 Basel, Telefon: +41 58 792 51 00, Telefax: +41 58 792 51 10, www.pwc.ch 
PricewaterhouseCoopers Ltd is a member of the global PricewaterhouseCoopers network of firms, each of which is a separate and independent legal entity. 

 
 

 
Report of the statutory auditor 
to the Foundation Board of  
UBS Optimus Foundation 
Basel  
 
 
Report of the statutory auditor 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s statutory auditor, we have audited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UBS Optimus Foundation, which com-
prise the balance sheet, operating statement and notes 
(pages 26-31),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3.  

Foundation Board’s Responsibility 

The Foundation Board is responsible for the prepara-
tion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Swiss law and the foundation’s deed 
and internal regulations. This responsibility includes 
designing, implementing and maintaining an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relevant to the prepar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that are free from material misstatement, 
whether due to fraud or error. The Foundation Board is 
further responsible for selecting and applying appropri-
ate accounting policies and making accounting esti-
mates that are reasonable in the circumstances.  

Auditor’s Responsibility 

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ress an opinion on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based on our audit. We conducted 
our audit in accordance with Swiss law and Swiss Audit-
ing Standards. Those standards require that we plan 
and perform the audit to obtain reasonable assurance 
whether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free from material 
misstatement.  

An audit involves performing procedures to obtain 
audit evidence about the amounts and disclosures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 procedures selected depend 
on the auditor’s judgment, including the assessment of 
the risks of material misstatemen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whether due to fraud or error. In making 
those risk assessments, the auditor considers the inter-
nal control system relevant to the entity’s preparation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in order to design audit proce-
dures that are appropriate in the circumstances, but not 
for the purpose of expressing an opinion on the effec-
tiveness of the entity’s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An audit also includes evaluating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accounting policies used and the reasonableness of 
accounting estimates made, as well as evaluating the 
overall presentation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We 
believe that the audit evidence we have obtained is 
sufficient and appropriate to provide a basis for our 
audit opinion. 

Opinion 

In our opini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3 comply with Swiss law and the 
foundation’s deed and internal regulations. 

 
Report on other legal requirements 

We confirm that we meet the legal requirements on 
licensing according to the Auditor Oversight Act (AOA) 
and independence (article 83b paragraph 3 CC in con-
nection with article 728 CO) and that there are no 
circumstances incompatible with our independence.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83b paragraph 3 CC in con-
nection with article 728a paragraph 1 item 3 CO and 
Swiss Auditing Standard 890, we confirm that an inter-
nal control system exists which has been designed for 
the prepar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according to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Foundation Board. 

We recommend that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submitted 
to you be approved. 

PricewaterhouseCoopers AG 

 
 
 

Ralph Maiocchi Pascal Bucheli 
Audit expert Audit expert 
Auditor in charge 
Basel, 28 Februar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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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狗症風險高的社區

自2008年起，瑞銀慈善基金會已為對付瘋狗症的創新方案提供援助。這

項工作從菲律賓的保和島開始（島上現在已無瘋狗症），現已擴展到菲

律賓的其他省以及印度尼西亞、乍得和坦桑尼亞。

「保和島方法」涉及到學生、教師、父母、醫生、獸醫以及狗隻。公共意

識活動和新瘋狗症學校課程有助學生瞭解如何避免被狗咬傷，以及被狗

咬傷之後的處理方法。大規模的狗疫苗接種活動有助預防瘋狗症傳播，

而本地的「動物咬傷治療中心」也挽救為了不小心被狗咬傷的人。這項

工作也得到本地政府、世界動物保護協會、世界動物健康協會的資助，

最近蓋茨基金會亦加入資助行列。

35



ab

瑞銀慈善基金會

Management
Augustinerhof 1
P.O. Box, CH-8098 Zurich
電話：+41-44-2372787
傳真：+41-44-2372743
Sh-ubs-optimus-foundation@ubs.com

香港辦事處：
香港中環金融街8號
國際金融中心二期52樓
電話：+852-2971 8950
sh-ubs-optimus-foundation-hk@ubs.com

www.ubs.com/optim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