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義及通則條例》
_______________

決議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54A 條）
_______________

議決自 2002 年 7 月 1 日起 －
（1） 將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憑藉附表第 2 欄指明的條例得以行使的職能移轉
給政務司司長；
（2） 為使第（1）段能切實施行 －
(a)

修訂附表指明的條文，廢除所有“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而代以
“政務司司長”；

(b)

修訂《退休金條例》(第 89 章) －

(c)

(i)

在第 2(1)條㆗，廢除“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定義而代以
－
““政務司司長”(Secretary) 指政務司司長；”；

(ii)

在第 17(7A)及(7B)、18(1AA)、(1AB)及(3)(b)及 18A(1) 及
(4) 條㆗，廢除所有“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而代以“政務
司司長”；

修訂《公務員

用委員會規例》(第 93 章，附屬法例) ，在第 2
條㆗，廢除“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定義而代以 －
““政務司司長”(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指
擔任政務司司長職位的㆟，亦指獲得政務司司長以
書面授權代他執行指明職責的擔任公職的㆟，但其
職級不得低於高級行政主任級；”；

(d)

修訂《1992 年接受利益（總督許可）公告》（第 201 章，c 頁）
－
(i)
在第 1(a) 及 9 (4)(a) 段㆗，廢除“或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ii) 在第 9 (1)(a)及(b) 段㆗，廢除“、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3） 將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或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憑藉《退休金條例》（第
89 章）得以行使的職能移轉給政務司司長；
（4） 為使第（3）段能切實施行，修訂《退休金條例》（第 89 章），在第
2B 條㆗，廢除“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或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而代以
“政務司司長”；
（5） 將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或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憑藉《退休金利益條例》
（第
99 章）得以行使的職能移轉給政務司司長；
（6） 為使第（5）段能切實施行，修訂《退休金利益條例》（第 99 章），在
第 3A 條㆗，廢除“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或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而代以
“政務司司長”。

附表

[第(1)及(2)(a)段]

關於移轉給政務司司長的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職能的修訂

項

條例

條文

1.

《尚存配偶及子女撫恤金條例》(第 79 章)

第 3A(1)及 17(4)
及 (5) 條。

2.

《退休金 (特別規定) (醫院管理局) 條例》
(第 80 章)

第 6(2)(c) 條。

3.

《退休金條例》(第 89 章)

第 16(1)及(2)
條。

4.

《退休金規例》(第 89 章，附屬法例)

第 17A(2)(a)(ii)
條。

5.

《公務員

第 3(1)、4 及 5
條。

6.

《孤寡撫恤金條例》(第 94 章)

第 15A(1)及(4)
條。

7.

《退休金利益條例》(第 99 章)

第 8(1)及
(2)(a)、(b)(i)及
(ii)及(d)、10(2)
及(3)、11(1)(j)
及(3)、19(4A)、
(4B)及(7)(aa)、
19A(1)及(4)、
20(10A)及
(10B)、
22(1)(b)、30(1)
及(2)及 35(1)(g)
條。

8.

《退休金利益規例》(第 99 章，附屬法例)

第
15A(2)(a)(ii)、

用委員會規例》(第 93 章，附屬法例)

16(6)、19(2)、
23(1A)及(5)及
24 條。
《監獄條例》(第 234 章)

第 25(3) 條。

10.

《監獄規則》(第 234 章，附屬法例)

第 255E(2) 條。

11.

《普查及統計條例》(第 316 章)

第 5(2) 條。

12.

《政府飛行服務隊(紀律)規例》
(第 322 章，附屬法例)

第 21(2) 條。

13.

《香港海關條例》(第 342 章)

第 16(2) 條。

14.

《香港海關 (紀律) 規則》(第 342 章，附屬法例)

第 21(2) 條。

15.

《公職㆟員 (轉付薪酬) 條例》(第 363 章)

第 2(1)（“特准㆟
員”的定義）及
4(1)及(3) 條。

16.

《特准㆟員的宣布》(第 363 章，附屬法例)

該條。

17.

《退休金利益 (司法㆟員) 條例》(第 401 章)

第 20(4A)、(4B)
及(7)(aa)、
20A(1)及(4)及
21(10A)及(10B)
條。

18.

《 退 休 金 利 益 ( 司 法 ㆟ 員 ) 規 例 》
(第 401 章，附屬法例)

第 22(1A) 及
(5) 條。

19.

《退休金 (特別規定) (香港教育學院) 條例》
(第 477 章)

第 3(1)(c) 及
7(4) 條。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