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 法 會 CB(1) 288/99-00 號 文 件
立法會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團體及學

就 《 1999 年 公 務 員 入 職 薪 酬 檢 討 》
提交的意見書的摘要

(截
截 至 1999 年 11 月 10 日 的 情 況 )
團體⁄
團體⁄學者
(立法會文件編號)
立法會文件編號)
香港政府華員會
CB(1) 289/99-00(01)

一般評語

有關調查範圍/
有關調查範圍/方法/
方法/調查期
的評語

有關薪常會的建議的評語

有關政府當局
的建議的評語

(1) 政府當局應作通盤考
慮，審慎從事，顧及對
公務員隊伍的影響，特
別是對士氣及穩定性
的影響。

是次檢討的範圍局限於入職
薪酬，並沒有㆒併檢討政府職
位的入職要求(例如：學歷、
經驗)。

(1) 香港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
員會(薪常會)的建議會導致㆘列情
況出現：

將所有新入職
㆟員的每年增
薪日劃㆒在 4
月 1 日，此安排
並不公平。

(2) 政府當局應注意公營
部門及私營機構在工
作性質、薪酬政策及結
構方面的不同之處，不
宜將兩者的入職薪酬
作簡單比較。
(3) 薪常會在是次檢討前
未有進行廣泛諮詢。華
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在
作出最後決定前，充分
諮詢各公務員工會團
體。

(a) 相連職系高級與低級㆟員的入
職薪酬相同
例：㆓級社會保障主任與社會保障
助理員的新起薪點相同(總薪
級表第 6 點)。
(b) 相連職系高級較低級㆟員的入
職薪酬為低
例：㆓級康樂事務主任與㆔級康樂
助理員的新起薪點分別是總薪
級表第 4 點及第 7 點。
(2) 薪常會建議資歷基準⁄入職薪酬檢
討脫離於每年㆒度的薪酬趨勢調
查，而每隔 3 至 4 年全面檢討㆒次，

團體⁄
團體⁄學者
(立法會文件編號)
立法會文件編號)

一般評語

有關調查範圍/
有關調查範圍/方法/
方法/調查期
的評語

有關薪常會的建議的評語

其間每年作㆒次修訂。此項安排將
導致更多同工不同酬的情況。
香港政府華員會登記
護士分會
CB(1) 289/99-00(02)

(1) 不應降低登記護士的入職起薪點
登記護士、登記護士學生(普通科及
精神科)的入職學歷要求已由完成
㆗㆕學歷提高為完成㆗五學歷，因
此應重新釐定此職系的起薪點。除
學歷要求之外，經驗及專業訓練亦
應為調整薪酬的主要考慮因素。
(2) 普通科與精神科登記護士的入職薪
酬的分別
現時，精神科登記護士的入職起薪
點比普通科登記護士高出兩點。但
薪常會報告內並沒有提及兩者的新
起薪點的分別，亦沒有提及登記護
士學生的新起薪點。
(3) 登記護士與註冊護士的薪酬差距
登記護士的新起薪點由總薪級表第
9 點調低至第 5 點，而註冊護士的
新起薪點則由總薪級表第 15 點調
低至第 13 點。此項建議加大兩者的
薪酬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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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政府當局
的建議的評語

團體⁄
團體⁄學者
(立法會文件編號)
立法會文件編號)

一般評語

本㆞高級公務員協會 (1) 長遠來說，公務員的入
CB(1) 289/99-00(03)
職薪酬應跟隨香港的
整體入職薪酬而調
整。不過，基於服務的
性質，入職薪酬不應跟
貼市場而在短期內作
出太大的改動。
(2) 是次檢討是政府委托
薪常會單方面進行
的，職方並沒有參與，
亦未能取得有關數據
加以分析，所以不能作
出全面的評估。
(3) 入職薪酬檢討應每㆔
年進行㆒次。職方代表
的參與不僅可以提高
檢討的認受性，更可反
映實際情況。
政府紀律部隊㆟員總 (1) 整體而言，是次檢討在
工會
匆忙馬虎的情況㆘完
CB(1) 289/99-00(04)
成，因此不是㆒個完整
合理的檢討。
(2) 在短期而言，建議政府
當局就公務員入職薪
酬進行㆒次較詳盡周

有關調查範圍/
有關調查範圍/方法/
方法/調查期
的評語

有關薪常會的建議的評語

(1) 是次檢討的薪酬比較調
查沿用 1989 年檢討時所
用的學歷比較法。不過，
隨 教育漸趨普及，學歷
水平對入職薪酬的影響
已逐漸淡化。同㆒學歷水
平，不同行業的入職薪酬
可以有很大的差距，因此
調查結果受到樣本分佈
的影響。是次薪酬比較調
查㆗不少資歷基準的樣
本數目偏低，令㆟關注。

(1) 薪酬比較調查的㆒般性結果未必適
合各部門的特殊情況，因此政府當
局必須廣泛諮詢各部門的管職雙
方，並優先處理㆒些相連職系高級
較低級㆟員的起薪點為低的情況。
(2) 不反對把入職薪酬與薪酬趨勢調查
脫 ，但相關的福利安排應予配
合。

(2) 是次薪酬比較調查在失
業率處於歷史高位㆘進
行，對入職薪酬檢討有㆒
定影響。

(1) 接受採用學歷比較法為
調查方法。
(2) 以既定的資歷組別及內
部對比關係作基礎，來訂
定新的資歷基準並不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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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薪常會報告書第六章所述現時公務
員薪酬架構㆖的問題，並認為政府當局
應結合公務員體制改革徹底解決這些問
題。

有關政府當局
的建議的評語

團體⁄
團體⁄學者
(立法會文件編號)
立法會文件編號)

一般評語

密的檢討。在長遠而
言，政府當局應結合公
務員體制改革而制定
㆒套靈活和穩定的薪
酬制度。
(3) 基於是次檢討結果而
以內部對比關係的方
法設定紀律部隊的入
職薪酬並不合理。
政府㆟員協會
CB(1) 289/99-00(05)

有關調查範圍/
有關調查範圍/方法/
方法/調查期
的評語

有關薪常會的建議的評語

有關政府當局
的建議的評語

(1) 薪常會的建議會導致㆘列情況出
現：

原則 ㆖ 支 持 把
所有新入職㆟
員的每年增薪
日劃㆒在 4 月 1
日。

(3) 薪酬比較調查以 1998 年
4 月 2 日至 1999 年 4 月 1
日(12 個月)為限。1998
年香港的整體經濟是過
去 20 年最差的㆒年，是
次調查的結果必然顯示
薪酬普遍㆘降的情況，對
公務員並不公平。

(1) 薪常會採用 1989 年檢討
時所用的學歷比較法，似
乎是假設十年前所採用
的調查方法及確定的資
歷組別並沒有受這十年
以來社會劇變的影響，這
未免將事情簡單化。
(2) 不接納薪常會以 1998 年
4 月 2 日至 1999 年 4 月 1
日為調查期，因 1998 年
香港經濟低迷、失業率高
企。為了全面反映實際情
況，薪常會應以最近十年
為調查期。
(3) 在收集薪酬數據方面，薪
常會就每個納入調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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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新入職㆟員的薪酬低於其在職
的㆘屬；
(b) 相同職級的新舊員工的薪酬有
相當的差距，以致有同工不同
酬及可能會有內部分化的 情
況；
(c) 學位教師與非學位教師的入職
點相同。
(2) 每隔 3 至 4 年全面檢討㆒次資歷基
準是恰當的做法，但不應依照薪常
會現時的調查方法去檢討入職薪
酬。

團體⁄
團體⁄學者
(立法會文件編號)
立法會文件編號)

一般評語

有關調查範圍/
有關調查範圍/方法/
方法/調查期
的評語

有關薪常會的建議的評語

職位收集的資料包括每
月薪金、花紅及現金津
貼，但並不包括該職位的
附帶福利。此做法有誤導
公眾之嫌。薪酬比較調查
應以「總額報酬」為基本
數據資料。
政府工程技術及測量 政府府當現正計劃在基本
㆟員協會
職級推行合約制及削減入
CB(1) 289/99-00(06)a 職薪酬，此等做法實難以吸
引及保留優秀的㆟才在政
府工作，因而增加公務員隊
伍的流動性，以及增加現職
公務員的工作量，最終可能
引致整體公務員服務的質
素㆘降。

(1) 同屬資歷組別 5(高級文憑、文憑及
相連職系第㆓組)的兩個基本職級
 技術主任及測量主任，起薪點均
由總薪級表第 11 點調低至第 7 點，
較㆗學會考證書職系部分基本職級
的新起薪點為低。這項安排對新入
職的技術主任及測量主任甚不公
平，亦會引起招聘㆖的困難，及違
反薪常會 1989 年發表的第 23 號報
告書所載的政策目標，即「政府付
出的薪酬足以吸引、保留及激勵有
能力的公務員，為市民提供效率和
效能兼備的服務，而這薪酬是公務
員及他們所服務的市民都認為是公
平的。」
(2) 技術主任及測量主任的入職薪酬應
維持在總薪級表第 11 點。
(3) 薪常會建議每隔 3 至 4 年全面檢討
㆒次資歷基準及入職薪酬，其間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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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政府當局
的建議的評語

團體⁄
團體⁄學者
(立法會文件編號)
立法會文件編號)

一般評語

有關調查範圍/
有關調查範圍/方法/
方法/調查期
的評語

有關薪常會的建議的評語

有關政府當局
的建議的評語

年作㆒次修訂。此項安排會引致在
不同年份入職的同級員工有不同的
入職薪酬，甚至遲入職者的薪酬較
早入職者為高的情況出現。
政府機電監工技工職 整體而言，薪常會的報告書
員協會
是㆒份未經充分客觀分析
CB(1) 289/99-00(07) 而倉卒完成的報告書，只為
政府提供㆒個壓低公務員
入職薪酬的藉口。此舉對公
務員並不公平。

在參予薪酬比較調查的 133
間私營機構㆗，估計有㆔分之
㆒提供的薪酬結構包括底薪
及佣金。但是項調查只計算私
營機構有關職位的每月薪
金、花紅及現金津貼，並沒有
計算佣金在內。以此方法作比
較來釐定新入職公務員的薪
酬實難以令㆟信服。

政府牙齒衛生員協會
CB(2)208/99-00(01)

(1) 部分薪常會建議的新起薪點令㆟難
以接受，例如注射員的新起薪點為
總薪級表第 0 點 ($8,125)，較㆓級
工㆟的新起薪點(第㆒標準薪級表
第 0 點  $8,615)為低。
(2) 薪常會建議每 3 至 4 年進行㆒次全
面的資歷基準及入職薪酬檢討，在
此期間每年進行修訂，以確保入職
基準貼近私營機構的薪酬。若政府
當局在檢討時未能考慮政府與私營
機構的薪酬架構㆖的差距，有關的
檢討結果將會對公務員隊伍的穩定
性帶來衝擊，以及對安守職位的公
務員不公平。
(1) 牙齒衛生員(高級文憑、文憑及相連
職系第㆔組)的新起薪點為總薪級
表第 3 點，較牙科手術助理員(㆗學
會考證書職系第㆒組)的新起薪點
(總薪級表第 4 點)為低。此項建議
並不合理，亦會引致招聘牙齒衛生
員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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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有關 將 新 入
職㆟員的每年
增薪日劃㆒在
4 月 1 日的建議
有所保留。

團體⁄
團體⁄學者
(立法會文件編號)
立法會文件編號)

一般評語

有關調查範圍/
有關調查範圍/方法/
方法/調查期
的評語

有關薪常會的建議的評語

(2) 由於牙齒衛生員的入職條件除了學
歷要求較高之外，還須具備至少兩
年當牙科手術助理員的經驗，因此
牙齒衛生員的起薪點應較牙科手術
助理員的起薪點高出 3 點。
第㆒標準薪級公務員
評議會(職方)
CB(1) 289/99-00(08)

(1) 薪酬比較調查採用學歷
比較法，而沒有考慮其他
重要的數據(例如經
驗)，因此不能完全反映
勞工市場薪酬的現況。就
第㆒標準薪級職位而
言，雖然入職要求不高，
但工作卻極具厭惡性和
危險性，如屍體搬運等。
政府在釐訂此類職位的
入職薪酬時，須考慮其工
作的特性。

調低第㆒標準薪級員工的入職薪酬的建
議，將導致新舊員工薪酬的差距，造成
內部分化及影響整體公務員隊伍的士
氣。

(2) 薪酬比較調查期間正值
本港經濟大幅調整之
時，所得的數據不宜用作
釐訂公務員薪酬的指
標。
紀 律 部 隊 評 議 會 ( 職 調低入職薪酬將會削弱政
方)
府部門招聘及挽留㆟才的
CB(1) 289/99-00(09) 能力，以及打擊公務員隊伍
的士氣。

反對單以學歷釐定紀律部隊
的入職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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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薪常會建議某些基本職級可保留現
時的起薪點，例如助理小販管理主
任(總薪級表第 8 點)。相對助理小
販管理主任的工作，紀律部隊職務

有關政府當局
的建議的評語

團體⁄
團體⁄學者
(立法會文件編號)
立法會文件編號)

一般評語

有關調查範圍/
有關調查範圍/方法/
方法/調查期
的評語

有關薪常會的建議的評語

的需求及複雜性，有過之而無不
及，因此無需調低紀律部隊的入職
薪酬。
(2) 薪常會建議大幅削減主任級㆟員的
入職薪酬，會令新入識者的薪酬長
期低於現職的員佐級㆘屬。此項建
議不能反映管理階層應得的報酬，
對管理階層極不公平。
香港㆟力資源管理學 (1) 同意檢討入職薪酬，使
會
公務員的薪酬水平不
CB(1) 289/99-00(10)
會與勞工市場脫節，及
使公務員的聘用具備
成本效益。

薪常會建議每隔 3 至 4 年進行入職薪酬
檢討，相信屆時因檢討而引起的薪酬調
整的幅度將會較窄，在公務員隊伍引起
的震盪亦較輕。

(2) 入職薪酬只是公務員
薪酬政策的其㆗㆒
環，本會關注政府如何
整合現行按年增薪的
制度，以及公務員體制
改革㆗有關薪酬與表
現掛 的建議。
城市大學張炳良博士
CB(1) 289/99-00(11)

(1) 是次檢討沿用 1989 年檢
討時所採用的方法，以百
多間大㆗型企業作比
較，不採㆗位數而用「㆖
㆕分值」，是較為寬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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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常會建議把資歷基準及入職薪酬與每
年㆒度的薪酬趨勢調查及總薪級表脫
，將會導致同㆒職級的新舊員工薪酬
的差別。政府必須設立機制，以解決此
問題，使不同年份入職的公務員合於同

有關政府當局
的建議的評語

團體⁄
團體⁄學者
(立法會文件編號)
立法會文件編號)

一般評語

有關調查範圍/
有關調查範圍/方法/
方法/調查期
的評語
做法。

有關薪常會的建議的評語

㆒薪級表。否則將產生行政混亂，亦無
助於員工士氣和合作。

(2) 經濟低迷不應構成不進
行公務員入職薪酬檢討
的理由。政府日後應更頻
密㆞進行類似的檢討，使
公務員可在經濟繁榮的
時期取得較佳的起薪
點。
城市大學鄭宇碩教授 (1) 原則㆖支持薪常會的
CB(1) 289/99-00(12)
建議。
(2) 支持薪常會自行處理
此項工作，而非慣常㆞
倚賴顧問公司進行檢
討工作。
香港大學卜約翰教授 (1) 建議對整個報酬制度
CB(1) 289/99-00(14)
作㆒大規模的檢討，其
㆗可考慮廢除劃㆒薪
級制，及容許部門在庫
務局所設的開支㆖限
㆘制訂個別的薪級水
平。各部門可因應所面
對的招聘及留任問題
以調整其報酬及補償
配套。不過，此項檢討
不應由薪常會 任。

(1) 薪酬比較調查涵蓋了相
當多的公司及不同的行
業，所採用的方法㆒般來
說可以接受。

(1) 薪常會建議把入職薪酬與每年㆒度
的薪酬趨勢調查脫 ，在調低入職
酬前，政府應考查每㆒職級的流
失、空缺及㆟事變動數據。

(2) 薪酬比較調查採用學歷
比較法，但亦可用其他方
法，例如因子評估法
(factor
evaluation
method)，以評估私營及
公營機構入職職級工作

(2) 公務員在調職後應保留其原有的薪
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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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政府當局
的建議的評語

團體⁄
團體⁄學者
(立法會文件編號)
立法會文件編號)

一般評語

有關調查範圍/
有關調查範圍/方法/
方法/調查期
的評語

(2) 政府的政策目標，即
「政府付出的薪酬應
足以吸引、保留及激勵
有能力的公務員，為市
民提供效率和效能兼
備的服務」，應同時應
用在紀律部隊、司法㆟
員、非公務員合約員工
及資助機構員工。

的責任、難度及複雜性
等，使薪酬差別合理化。

香港㆗文大學黃偉豪 (1) 入職薪酬檢討應與公
教授
務員體制改革掛 。有
CB(1) 289/99-00(15)
關問題涉及我們對公
務員隊伍的期望，以及
他們的職責。把入職薪
酬定在“市場工資”，可
能足以維持㆒支質素
㆒般而非卓越的公務
員隊伍。

(1) 是項檢討所採用的方法
及基本假設均有重大錯
誤。

(2) 在檢討入職薪酬時，不
宜給予紀律部隊任何
優待，但亦需明白到紀
律部隊的勞工市場可
能具有特點。

(2) 薪酬比較調查的方法欠
妥善，完全沒有計算私營
機構所提供的附帶福利
的數據，以致調查結果有
所偏差，誇大了公營部門
與私營機構之間薪酬差
距的幅度。
(3) 由於公營部門與私營機
構之間缺乏聘用流動
性，因此不宜把兩者的入
職薪酬作比較。其實，公
營部門需要較高的入職
薪酬，才可具有競爭力，
與私營機構爭聘㆟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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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薪常會的建議的評語

為免阻礙政府內部靈活調配㆟力資源，
在職㆟員轉任其他職系後的薪酬不應低
於轉職之前。

有關政府當局
的建議的評語

團體⁄
團體⁄學者
(立法會文件編號)
立法會文件編號)

一般評語

有關調查範圍/
有關調查範圍/方法/
方法/調查期
的評語

有關薪常會的建議的評語

(4) 薪 酬 比 較 調 查 進 行 期
間，香港經濟受到亞洲金
融風暴的嚴重打擊，因此
調查所得的數據欠缺代
表性。
㆗文大學鄺啟新副教 贊同是項檢討的原則，即公
授
務員的薪酬不應過份偏離
CB(1) 289/99-00(16) 私營機構的薪酬。

(1) 薪常會的報告所建議的薪酬機制有
基本缺陷。該機制包括：
(a) 固定不變的總薪級表；
(b) 每服務滿 1 年可獲㆒個增薪
點；
(c) 每隔 3 至 4 年全面檢討入職薪
酬，在此期間每年進行修訂。
(2) ㆖述的薪酬機制會導致㆘列情況出
現：
(a) 新舊員工同工不同酬；
(b) 是次檢討後的新入職㆟員，3
年之後將有 3 個增薪點。不
過，屆時入職薪酬檢討的 結
果，可能是要將有關職系的起
薪點調高 3 點。這樣㆒來，新
舊員工的薪酬將會相同，以致
在職㆟員所獲得的 3 個增薪點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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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得毫無意義。
(3) 如要落實是項檢討的建議，政府當
局必須先實行㆒個有效的“薪酬與
表現掛 ”制度。
香港理工大學何國良 總體來說，這份薪常會報告
博士
書是㆒份值得支持的建議
CB(1) 289/99-00(17) 書。

(1) 是次檢討採用兩項相當
恰當的原則：
(a) 以目前資歷組別與
內部對比關係為基
礎；
(b) 不檢討入職點以㆖
的薪酬。
(2) 薪常會報告書指出，第
4、6、11 及 12 資歷組別
在是次薪酬比較調查㆗
所得的數據未能符合審
核準則，以致無法作進㆒
步分析。在此情況㆘，薪
常會應交待如何計算出
此 4 個組別的「建議基
準」。

(1) 薪常會建議政府當局設立㆒個工作
小組，負責每年的修訂和全面檢討
的工作。此建議必須得到肯定。
(2) 不過，如每年修訂㆒次入職薪酬，
會導致政府職系內有太多不同的入
職起薪點，以及新舊員工薪酬的差
距，亦會影響公務員的士氣。公務
員的入職薪酬應在短時間(如 2 至 3
年)內保持㆒致性。
(3) 薪常會報告書第 5.4 段提到「在今
次檢討時所建議的新資歷基準和入
職薪酬將會在第㆒年之後與每年的
薪酬趨勢調查脫 ，因而不受它的
影響，並與總薪級表脫 ，實質㆖
成為另㆒個薪級表」
。薪常會需要清
楚交待何謂「另㆒個薪級表」。
(4) 薪常會建議政府當局檢討和簡化現
有的資歷組別數目，把在 1989 年和
是次檢討時都不能與私營機構作出
比較的組別(例如第 4、6 和 12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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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政府當局
的建議的評語

刪除。此項建議值得商榷。以第 4
組為例，有關的職系大多數為「衛
生及社會服務」
。此類工作應該得到
合理的評價及認同，即使在市場㆖
少有類似的工種可作比較，薪常會
應重新研究此類工種的特性，以訂
定㆒個合理的薪酬水平。

附註：
由於㆘列兩份意見書主要論及公務員體制改革而非公務員入職薪酬檢討，因此此份摘要並不包括該兩份意見書的內容：
(a)

政 府 工 程 技 術 及 測 量 ㆟ 員 協 會 提 交 的 第 ㆓ 份 意 見 書 (立 法 會 CB(1) 289/99-00(06)b 號 文 件 )； 及

(b)

城 市 大 學 宋 立 功 博 士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立 法 會 CB(1) 289/99-00(13)號 文 件 )。

立法會秘書處
1999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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