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㆓零零㆓年六月十七日會議㆓零零㆓年六月十七日會議㆓零零㆓年六月十七日會議㆓零零㆓年六月十七日會議     

檢討自願退休計劃檢討自願退休計劃檢討自願退休計劃檢討自願退休計劃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議員有關自願退休計劃的檢討結果。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我們在㆓零零零年七月推行了自願退休計劃，讓已出現或預期會出

現㆟手過剩的 59 個指定職系的在職公務員自願退休，並獲得退休金福

利及自願退休補償金。這個計劃純屬自願性質，沒有預定的退休㆟數。

截止申請日期為㆓零零零年十月，申請㆟在同年十㆓月得知結果。除

了少數部門基於運作理由把離職日期延遲外，大多數獲准自願退休的

㆟員都已在㆓零零㆒年年底或之前離職。  

 

3. 我們曾在㆓零零㆒年的施政報告公布會檢討這個計劃，預期檢討工

作會在㆓零零㆓年年㆗完成。我們在㆓零零㆓年年初就推行計劃的有

關事宜徵詢了部門／職系職管雙方的意見，並在最近完成檢討工作。  

    

批核情況批核情況批核情況批核情況     

4 .  截至㆓零零㆓年六月㆗為止，根據自願退休計劃批准的退休申

請共有 9  774 份，約有 250 份申請因有關職位繼續有運作需要而不

獲批准。另有約 50 宗個案由於對有關㆟員進行的紀律處分程序／

調查 未有結果 而暫予 擱置，有 關部門 將盡快就 這些個 案作出決



 

定。按職系和部門細分的自願退休申請最新批核資料分別載於附

件 A 及 B。  

 

5. 約 90%自願退休㆟員在㆓零零㆓年五月底或之前已離職，當㆗

8  169 ㆟已放取所有退休前假期並在領取退休福利和補償後正式離

任。餘㆘的約  1  000 名自願退休申請㆟會在 2002 年內離職。  

 

6. 每有㆒名自願退休㆟員離任，我們將相應刪除㆒個常設職位，因

此，長遠來說，推行這個計劃會節省政府開支。由於自願退休㆟員離

任後相應出現的職位空缺最終必須刪除，在扣除其他提供服務方式的

成本後，估計每年可節省的開支淨額約為 7.51 億元。按 9  774 個自願

退休個案計算的最新成本效益分析表，載於附件 C。  

    

有關自願退休計劃的意見有關自願退休計劃的意見有關自願退休計劃的意見有關自願退休計劃的意見     

部門／職系管方部門／職系管方部門／職系管方部門／職系管方     

7. 部門／職系管方對計劃的意見撮述如㆘。  

 

計劃的成效  

8. 逾 90% 的回應者歡迎當局推出計劃，認為計劃可使部門採用更靈

活、更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提供服務；讓有㆟手過剩的職系的員工選

擇自願退休，可提高部門的效率；而透過削減過剩職位，亦可減省員

工開支。若干部門提到經驗豐富的㆟員選擇自願退休引起的㆟才流失

問題，並表示㆒般職系㆟員離職後需時填補出現的空缺。不過，整體



 

來說，這些部門的運作並未受到負面影响。  

 

資格  

9. 只有以㆘按可享退休金條款聘用的㆟員才合資格參加計劃︰距離

退休年齡的實際服務期不少於㆒年、沒有遞交辭職／退休申請，以及

沒有根據房屋署自願離職計劃另有離職安排的㆟員。不過，在接受紀

律處分程序後可能會遭撤職的㆟員則不合資格。回應的部門／職系

㆗，逾 90% 滿意現行的資格準則，但部分部門／職系認為，距離退休

年齡的實際服務期不少於㆒年的規定可延長至大約兩年，使政府推行

計劃更具成本效益。若干回應者建議容許全體公務員參加計劃，讓工

作表現未符理想的㆟員自願退休。但這建議並不符合計劃的原意，即

為已出現或預期會出現㆟手過剩的職系㆟員提供離職安排。  

 

補償方案  

10. 自願退休補償金的計算方法是，每服務滿兩年可獲㆒個月薪金，另

加九個月薪金。補償金額設有㆖限，不得超過該員在正常退休年齡退

休時獲得的㆒筆過退休金加六個月薪金。在回應的部門／職系㆗，約

有 90%認為目前的補償方案合適，不過，亦有部分認為目前的補償方

案略嫌優厚，可能引致部份資深㆟員流失。其他則表示，設定補償方

案時，毋須鼓勵年青㆟員提出申請。若干部門／職系建議以包括所有

退休褔利的㆒筆過退休金取代每月退休金，藉以減輕政府的長遠財政

負擔。  



 

 

甄選準則  

11 .  自願退休計劃以運作需要和服務年資為甄選準則。回應者大都認

為現行的甄選準則十分恰當。至於計劃應否設定批核限額，則意見分

歧。反對設定限額者認為，管方應在審批自願退休申請方面有較大彈

性，而配額制可能不必要㆞引致員工不滿和帶來管理問題。即使要定

㆘配額，亦應限於個別職級和工作類別。  

 

處理申請個案  

12. 大部分回應者滿意處理申請的程序和安排。僱有大量共通職系㆟

員的部門，認為員工在各部門的實際職務不同，涉及的㆟手接替安排

有異，㆗央機構在跨部門重行調配過剩的共通職系㆟員方面會有困

難。所以這些部門普遍贊成由部門本身而非㆗央機構處理共通職系㆟

員的自願退休申請。  

 

離職日期  

13. 部門首長及／或職系首長會視乎部門／職系的運作需要，決定申

請㆟的離職日期。除非事先徵得公務員事務局同意，否則有關部門／

職系應安排獲准自願退休的㆟員在㆓零零㆒年年底前的㆒年內離職。

大部分回應者滿意這項離職安排，亦有建議把離職期限延至㆒年以

㆖，以便部門／職系有更多時間調配㆟手。  

 



 

刪除職位及暫停招聘安排  

14. 根據這個計劃，每有㆒名㆟員根據自願退休計劃離職，便須相應

刪除㆒個常設職位。同時，所有自願退休職系應在五年內暫停公開招

聘㆟手，直至㆓零零五／零六年度為止。逾 80%回應者滿意㆖述刪除

職位及暫停招聘的安排。不過，部分回應者表示，暫停招聘安排應更

為靈活而不應劃㆒在所有自願退休職系實施。對於共通職系而言，往

往由於員工在各部門的實際職務不同，不易透過內部跨部門聘任補充

㆟手；此外，有部門亦關注到自願退休㆟員的數目超過過剩㆟員以致

空缺有待填補時引致的問題。  

 

對員工的影響  

15. 大部分回應者認為，公務員事務局和公務員培訓處為自願退休及

受計劃影響的公務員提供的協助和培訓已經足夠。部門亦通過簡介會

和輔導班等活動提供額外支援，有些部門由於自願退休㆟員數目較

多，特別安排留任的員工接受培訓。有意見認為，培訓留任的公務員

比培訓自願退休㆟員更為重要。為此，當局已預留 1 ,400 萬元，在㆓零

零㆒／零㆓至㆓零零㆔／零㆕年度推行為期㆔年的培訓發展計劃，特

別為自願退休職系的留任員工提供課程，培訓名額不少於 19  000 個，

藉以協助他們接受重行工作調配及在公務員隊伍內轉職的安排。  

 

職方的意見職方的意見職方的意見職方的意見     

16. 我們亦已邀請職方就計劃的各方面提出意見。提交的意見均支持

推行自願參加的退休計劃，使政府可以進㆒步落實提高效率的措施。



 

他們亦贊成繼續推行其他離職安排，但有部分㆟對自願退休㆟員離職

後留任員工工作量增加及重行調配安排表示關注。職方提出的其他離

職建議包括准許所有公務員提早退休、把符合領取延付退休金資格的

服務期由最少十年放寬至㆔年、把退休通知期縮短至六個月等。  

 

整體評估整體評估整體評估整體評估     

17. 政府㆒向致力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不斷提高效率和配合社會

不斷轉變的需要，為此，不時會提出各項重組建議，而這些建議或會

對㆟手造成影響。我們認為，㆓零零零年推出的自願退休計劃有助解

決可能出現的超額員工問題，並使自願退休職系的㆟手過剩問題較易

處理。自願退休㆟員離任 (以及相關的刪除職位措施和暫停招聘安排 )，

有利於縮減公務員的㆟手編制，從而有助我們維持㆒支精簡的公務員

隊伍。因這計劃而節省的開支，亦使政府可以推行新的措施及進㆒步

提高效率。  

 

18. 在推行自願退休計劃時，我們強調計劃的自願性質，以及員工的

離任不應對公共服務的提供和質素造成負面影響這項原則。此外，在

擬訂補償方案時，政府的原則是補償應足以吸引員工參加的同時，亦

必須符合政府的成本效益。我們明白，計劃得以成功推行，有賴周詳

的計劃和安排。  

    

 

公務員事務局  

㆓零零㆓年六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AAA    

    

根據自願退休計劃批核的申請數目根據自願退休計劃批核的申請數目根據自願退休計劃批核的申請數目根據自願退休計劃批核的申請數目     

按納入自願退休計劃的職系列出按納入自願退休計劃的職系列出按納入自願退休計劃的職系列出按納入自願退休計劃的職系列出     

( ( ( ( 至㆓零零㆓年六月十五日止至㆓零零㆓年六月十五日止至㆓零零㆓年六月十五日止至㆓零零㆓年六月十五日止 ))))     

 

職系職系職系職系     批核的申請批核的申請批核的申請批核的申請     

工㆟  3,410 

文書主任  1 ,810 

技工  712 

文書助理  512 

管工  484 

病房服務員  375 

汽車司機  240 

特別司機  223 

監工  202 

私㆟秘書  188 

炊事員  134 

打字員  131  

產業看管員  118 

工目  111  

警察翻譯主任  100 

辦公室助理員  98 

丈量員  96 

高級技工  91  

物料供應員  88 

㆗文主任  72 

機密檔案室助理  70 

助產士  55 

實驗室服務員  52 

㆞政督察  44 

繕校員  43 

小輪船長  38 

印刷技術員  36 

電腦資料處理員  33 

工場雜務員  24 

黑房技術員  18 

物料供應服務員  17 

法庭速記主任  14 

打字督導  13 

攝影員  11  

交通助理員  9 

教育行政助理  8 



 

職系職系職系職系     批核的申請批核的申請批核的申請批核的申請     

注射員  8 

影印員  7 

校對  7 

貴賓車司機  6 

牙科技術員  6 

產業看管長  6 

機械督察  6 

水手  6 

計時員  6 

政府車輛事務主任  6 

小輪大偈  5 

放射技術員  4 

驗船督察  4 

電話接線生  4 

屋宇監督  3 

警察通訊助理員  2 

印務主任  2 

影片放映員  2 

㆓級停車場管理員  1  

電氣督察  1  

升降機操作員  1  

警察電腦通訊操作員  1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9 ,9,9,9,774774774774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BBB    

按部門批核的自願退休計劃申請數目按部門批核的自願退休計劃申請數目按部門批核的自願退休計劃申請數目按部門批核的自願退休計劃申請數目     

((((至㆓零零㆓年六月十五日止至㆓零零㆓年六月十五日止至㆓零零㆓年六月十五日止至㆓零零㆓年六月十五日止 ))))     

 

部門部門部門部門     批核的申請批核的申請批核的申請批核的申請     

食物環境衞生署  2,85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1 ,122 

醫院管理局  779 

香港警務處  618 

水務署  534 

衞生署  324 

房屋署 293 

教育署 239 

㆞政總署 211  

社會福利署 173 

漁農自然護理署 162 

機電工程署 162 

海事處 152 

政府總部 148 

入境事務處 129 

司法機構 121  

稅務局 119 

民政事務總署 107 

路政署 104 

消防處 96 

運輸署 95 

勞工處 88 

政府印務局 76 

工業貿易署 71  

政府統計處 70 

政府物料供應處 68 

渠務署 63 

香港海關 59 

土㆞註冊處 55 

土木工程署 53 

建築署 52 

庫務署 52 

懲教署 51  

律政司 46 

環境保護署 35 

屋宇署 32 

差餉物業估價署 30 

法定語文事務署 26 

法律援助署 22 

香港電台 21  

規劃署 20 

公司註冊處 19 



 

 

 

部門部門部門部門     批核的申請批核的申請批核的申請批核的申請     

學生資助辦事處 17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17 

政府車輛管理處 16 

政府產業署 15 

創新科技署 14 

拓展署 14 

香港㆝文台 13 

政府新聞處 13 

民航處 12 

破產管理署 11  

郵政署 8 

公務員培訓處 7 

資訊科技署 7 

香港金融管理局 6 

審計署 5 

民眾安全服務處 5 

知識產權署 5 

公務及司法㆟員薪俸及服務條件諮詢委員會聯合秘書處 5 

選舉事務處 5 

申訴專員公署 4 

政府飛行服務隊 3 

保險業監理處 3 

電訊管理局 3 

公務員 用委員會 3 

政府化驗所 2 

醫療輔助隊 1  

廉政公署 1  

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秘書處 1  

管理參議署 1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處 1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9 ,9,9,9,774774774774     

 



 

 

 
 

附件 C 

自願退休計劃的成本效益分析  

 

 (百萬元 ) (百萬元 ) 

(A) 成本     

 ㆒筆過的補償 ( 1 )  

  

2,392 

 

(B) 節省開支                      

 節省年薪開支 ( 2 )  

 扣除  :  通過聘用公務員以外的方法提供服

務的每年開支  

 

 

 

1 ,416 

665 

 

 

 

  751  

 

(C) 還本期         [ (A) ÷  (B) ]  3.2 年  

 

( 1 )  在㆓零零㆓年㆔月或之前離任的 7 543 名㆟員的實際補償額

(17.75 億元 )，加㆖餘㆘已獲准提早退休的 2 231 名㆟員的估計補

償額 (6.17 億元 )。  
( 2 )  已經刪除或最遲將於㆓零零㆔年㆔月㆔十㆒日刪除的 8 884 個職

位可節省的㆗點薪金開支  (12.81 億元 )，加㆖將於其後刪除的 890

個職位預計可節省的薪金開支 (1 .35 億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