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務員體制改革進展摘要  

 
 

為確保本港繼續擁有一支與時並進的世界級公務員隊伍，特區政府自一九九九年起推行公務員體制改革，以實現下列目標︰ 
 

(a) 檢討並修訂公務員的薪酬福利條件和退休計劃，使之與市場的水平和做法較為接近； 
(b) 鼓勵善用人力資源，以提高效率和成本效益； 
(c) 檢討並改善公務員的入職和離職制度，有效地吸納和保留人才，並着令表現欠佳的人員離職；以及 
(d) 革新公務員管理和薪酬制度，以激勵員工精益求精。 

 
過去六年，公務員事務局一直與部門管職雙方緊密合作，以加強公務員管理制度。我們在以下五個範疇取得重大進展。 
 
 

工作範疇 主要措施 成效指標 來年目標及工作 

(一) 精簡公務員編制  在 2000年推出第一輪自願退休計劃，約有 9 800名公
務員離職。 

 在 2003年推出第二輪自願退休計劃，約有 5 300名公
務員離職。 

 由 2003年 4月起全面暫停公務員招聘。 

 要求各局及部門制訂人力預算計劃，以監察縮減編制

的進度。 

公務員編制逐步縮減，由 2000年
初的 198 000個職位下降至 2004
年 12月底的 167 300個職位，減
少 15%。 
 

 逐步削減公務員編制 
  2006年 3月底：163 500 
 2007年 3月底：160 000 
 
 推出特別無薪假期 

 調配過剩人員 



工作範疇 主要措施 成效指標 來年目標及工作 

(二) 檢討公務員 
 薪酬和福利 

 在 2000 年發出加強對逾時工作及相關津貼的管理的
指引。 

 在 2002 年調整派駐香港以外地區人員的假期與度假
旅費津貼，以及修訂特別駐外津貼的發放安排。 

 在 2002年檢討外勤行車津貼。 

 在 2002年 10月、2004年 1月及 2005年 1月調整公
務員薪酬，使公務員薪級表上各薪點恢復至回歸前水

平。 

 在 2003 年開展制定更完備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的工
作，包括計劃進行薪酬水平調查，目前正與職方商討

細節。 

 在 2003 年完成文職職系工作相關津貼首兩階段的檢
討，預計每年節省開支約 2,000 萬元。現正進行最後
階段的檢討。 

 在 2000年和 2004年先後兩次檢討署任津貼。 

 

 政府每年支付的公務員薪酬

及給予資助機構的資助金共

減少約 100億元。 

 公務員薪酬佔政府經常開支 
(不包括退休金)的比例，預計
下降近 8%，由 2001/02 年度
的 519億元減至 2004/05年度
的 478億元。 

 開展薪酬水平調查。 

 在終審法院就公務員減薪

訴訟作出判決後，落實新

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及

薪酬水平調查結果的應用

安排。 

 完成公務員附帶福利性質

津貼的檢討。 

 完成文職職系相關津貼第

三階段檢討，以及紀律部

隊的工作相關津貼檢討。 



工作範疇 主要措施 成效指標 來年目標及工作 

(三) 改善公務員 
 入職及離職制度 

 在 2000年實施新入職制度，即新聘人員一般須經三年
試用期及三年合約期後才獲考慮長期聘用。 

 由 2003 年起為按新長期聘用條款受聘的公務員推出
「公務員公積金計劃」。 

 部門可更仔細觀察新聘人員

的表現及潛質。 

 至 2005 年 1 月，已有超過
1 000 名人員加入「公務員公
積金計劃」。新制度可增加公

務員聘任政策的靈活性，有助

政府從私營機構吸納人才，亦

有助增加政府財務籌劃的可

測性和透明度。 

 檢討公務員退休就業政

策。 

(四) 提供多元化的 
 培訓 

 在 2001/02至 2003/04年度動用 5,000萬元推行為期三
年的培訓發展計劃。2004/05及 2005/06 年度利用餘款
繼續推行計劃。 

 
 
 在 2002年推出“公務員易學網”，讓公務員不斷充
實自己。 

 
 
 在 2002年推出《首長級領導指南》及“首長級公務員
進修園地”網站 

 三年內公務員培訓處共提供

超過 174 000 個培訓學額。
2004/05 年度再提供接近
5 000個培訓學額。 

 
 現有超過 45 000 名公務員透
過易學網持續學習。2002 年
至今瀏覽次數超過 70萬。 

 
 2004/05年度共有 24 000人次
瀏覽網內的領導才能資料。 

 為中、低級公務員提供進

修資助。 
 
 
 
 加强推廣，令易學網的用

戶人數達到 60 000。總瀏
覽次數超過 120萬。 

 
 計劃更新網站版面，並加

強內容，令用者更容易搜

尋所需資料。 



工作範疇 主要措施 成效指標 來年目標及工作 

  在 2004 年將公務員培訓處納入公務員事務局架構
內，集中處理四項核心工作 － 
 高級公務員培訓 
 國家事務研習 
 推廣持續學習 
 向部門提供人力資源管理服務 

 

 有接近 3 000名高級公務員參
與高級公務員培訓課程及國

情研習課程。 
 
 
 現有超過 200 項網上課程／
參考工具。 

 2004/05年度為各部門提供 80 
多項人力資源管理諮詢和顧

問服務及相關課程。 

 加強國家事務研習課程及

高級公務員培訓。邀請國

際一流院校講者，包括國

內專家學者、官員來港研

討授課。 
 提供的網上課程與參考工

具將增至 250項。 
 將為部門提供約 100 多項
有關人力資源管理諮詢和

顧問服務及相關課程。 
  設立公務員交流計劃。 

 
 
 
 
 
 
 
 加强國家事務研習課程。 

 

 與上海 (2002年)、北京 (2004
年)、杭州 (2004年)、廣東省 
(2005年) 進行交流。由 2002
年起已有 18 名香港公務員參
與各交流計劃。 

 除清華外，北京大學亦在2004
年開始提供國家事務研習課

程，外交學院亦開始為特區公

務員提供外交課程。 

 將公務員交流計劃擴展至

其他國家。 
 
 
 
 落實與國家行政學院的安

排，為首長級政務主任提

供專設課程。 
 
 



工作範疇 主要措施 成效指標 來年目標及工作 

(五) 加強績效管理  在 2000 年成立公務員紀律秘書處，加快處理違紀行
為，精簡紀律處分程序。 

 在 2000年推出補償退休計劃，確保首長級人員質素。

 在 2003年簡化處理工作表現欠佳人員的程序。 

 在 2004年出版《香港公務員隊伍卓越成就選輯》。 

 在 2004年設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計劃。 

 每年舉辦公務員優質服務獎勵計劃，鼓勵公務員精益

求精。 

 

 處理違規個案時間 – 

 須召開紀律聆訊：由

2000年前的 7至 18個月
縮減至 2003/04年度的 3
至 9個月。 

 無須召開紀律聆訊：由

2000 年前的 1 至 9 個月
縮減至 2003/04年度的 1
至 3個月。 

 進一步精簡處理工作表現

欠佳人員的程序。 

 舉辦新一屆優質服務獎勵

計劃。 

 製作推廣公務員形象的電

視節目。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零五年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