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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公務員培訓的最新發展 

 

 

目的 

 

 本文旨在向議員簡報公務員培訓的最新情況。 

 

背景 

 

2. 公務員的培訓可分為兩類：專業培訓及共通科目培

訓。專業培訓由政府各部門因應其本身的工作及有關職系的需要

提供。共通科目培訓泛指員工在不同部門都需要的培訓項目，例

如行政管理及語文培訓，大部份由公務員培訓處（“培訓處”）

提供。 

 

3. 為了讓培訓處在推展培訓發展工作時能更佳地配合公

務員事務局的人力資源管理或改革措施，以及精減架構層，我們

在 2004 年 4 月 1日將培訓處納入公務員事務局。重組後，培訓處

重新調整職能，集中資源處理下列四項核心工作： 

 

 高級公務員的培訓發展； 

 國家事務研習課程； 

 為部門就人力資源管理事宜提供顧問服務； 

 在公務員隊伍中，推廣持續進修的文化。 

 

高級公務員的培訓發展 

 

4. 為了加強高級公務員的領導及管理能力，我們為不同職

級的高級公務員提供一系列的培訓課程和發展計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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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地培訓項目 
 

 為培育有潛質的高級專業人員，培訓處提供一個為

期三週的公共行政領袖實踐課程，由本地及海外專

家學者授課。內容包括公共政策的制訂與推行、傳

媒技巧、危機管理、領導才能、變革管理等。 

 

 為首長級人員而設，由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

教授來港主持為期一週的高層領導發展課程。目的

是要提升首長級人員制定和推行公共政策及危機管

理的能力，應變技巧及策略思維。 

 

 培訓處也為高級公務員舉辦不同課題的座談會，包

括公共政策的改革、國家事務與基本法、壓力管理

等。也會與公私營機構合辦研討會，汲取不同機構

的經驗。 

 

（ii） 實習計劃 
 

為了擴闊公務員的視野與經驗，每年都會安排不同部門

及職系的人員到各政策局實習，汲取實際的政策工作經

驗，又或與公私營機構作交換計劃，交流經驗，通常為

期半年。 

 

（iii）海外課程 
 

培訓處協助各局和部門選拔及資助首長級以及有潛質

升任首長級的人員，修讀海外著名學府的管理課程，一

般為期二至六週，亦有為期一年的學位課程。 

 

（iv）網上學習 
 

利用「公務員易學網」平台，為高級公務員提供一個進

修園地，讓他們適時進修多方面的知識和汲取各地專家

及高級行政人員的經驗。 

 

5. 有關 2004-05 年度高級公務員的培訓發展預計數字，載

於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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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事務研習 

 

6. 隨着香港與內地經濟進一步融合，香港與華南及大珠三

角州地區的協作更為密切，國家事務研習的重要性亦相應提升。

除了以往已開辦的內地課程和活動，包括由國家行政學院承辦的

進階國家事務研習課程，清華大學及北京大學承辦的國家事務研

習課程，以及熟悉內地事務探訪團等，我們在 2004年進一步加強

與內地交換公務員實習交流。自 2002 年與上海達成公務員實習

交流協議後，公務員事務局先後與北京、杭州達成協議，並在 2004

年落實了交流活動。參加過交流的人員都獲得很大的裨益。 

 

7.   除了內地課程外，培訓處亦提供不少本地課程，並邀請

內地學者和專家來港授課，增加公務員對國家發展以及基本法的

認識。 

 

8. 為使公務員更容易適時學習國家事務，培訓處將持續強

化「易學網」的“認識中國網站”，豐富它的內容和互動性，讓

公務員能更有效地掌握和了解最新國情。 

 

9. 有關 2004-05 年度國家事務研習的培訓預計數字，載於

附件二。 

 

人力資源管理的顧問服務 

 

10. 培訓處在過去數年，為各部門提供顧問服務，支援部門

制訂及推行部門培訓發展計劃。目前，大部份的部門已有週年培

訓發展計劃。而培訓處提供的顧問服務範圍，涵蓋變革管理、培

育領袖、管理和提升工作表現，和優質服務培訓等。 

 

11. 在變革管理的顧問服務方面，培訓處協助部門調整業務

策略、制定變革方向、加强管理層與員工的溝通，以達致部門工

作目標。同時也協助部門積極確定員工的培訓及發展需要，以配

合部門的業務要求。 

 

12. 在培育領袖方面，培訓處協助提升高級人員的領導能

力，培育領導層接班人，也協助部門制定人力資源規劃，制定個

人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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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政府面對的一項重大挑戰，是如何持續提升公共服務

水平。 

 

14. 為更有效管理員工的工作表現，培訓處協助部門引入

以「核心才能」為基礎的評核模式。除提供有關管理工作表現的

顧問服務外，培訓處也就網上學習課程、自學模式、推廣工作學

習分享等項目，提供支援和意見。另一方面，也協助部門選擇和

聘任合適的顧問公司，以提供所需人力資源顧問服務。為持續發

展和推廣良好的人力資源管理措施，培訓處定時舉辦有關的工作

坊及座談會，讓部門同事相互交流，集思廣益。 

 

15. 在 2004-05 年度接受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服務的部門約

有 50 個，包括 235 個職系，受惠員工數目 30 000 人次，九成以

上是初中級公務員。整年度顧問服務項目達九十多個。為支援良

好的人力資源管理措施，一個在網上設立的相關園地，已於去年

九月正式投入運作，推廣優質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讓部門相互借

鏡及交流。 

 

推廣持續進修文化 

 

16. 為了推廣公務員持續學習的風氣，培訓處在2000 年推

出網上學習，設立了一個中央學習入門網站—「公務員易學網」，

為公務員提供各種各樣的網上學習材料，讓他們可以隨時隨地按

自己的進度學習。「易學網」推出後，培訓處不斷加強其內容和

功能。「易學網」目前已有超過 200 項學習資源，以滿足不同職

級公務員的不同需要。 

 

17. 網上學習在過去一年有長足的發展。在2004年年底，

「易學網」的用戶人數較 2003 年增加了 10 000 人，總數達 45 000

人，其中 35%是基層和前線員工。網上課程的學員人數和瀏覽次

數也分別達到 23 000 和450 000，比去年增加超過 50%。根據最

近一次調查，90%以上的回覆者滿意「易學網」所提供學習資源

的效用。另外，培訓處也積極推動部門發展網上學習。一些部門

在網上學習方面大有進展。目前已有超過十個部門利用網上學習

提供專業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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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除了積極推廣網上學習外，我們由2004-05 年度起採用

網上與課堂學習結合的培訓模式。學員會先上網學習基本知識和

概念，然後才參加面授課程。這結合模式既有助解決員工因工作

繁重而未能參加面授課程的問題，又可提高成本效益。 

 

新建議和培訓項目 

 

19. 我們在近期推出的新計劃以及2005-06年度的工作目標

包括以下項目： 

 

高級公務員的培訓發展 
 

（i） 為了加強首長級人員在不同範疇的能力，培訓處

會推出一系列一至兩天的專題進階研討會/工作

坊，引進國際一流學院的專家，利用個案研究、

小組討論，提升學員在各方面的能力。首個這類

的工作坊已在 2004 年 12 月舉行，由哈佛大學的
國際商業及行政學系的教授授課，與首長級人員

深入分析及探討如何制定具競爭性的策略，學員

對課程有極高評價。在今年內我們計劃邀請其他

院校包括國內的專家學者來港，舉辦有關領導、

變革與創新、策略制定與執行、危機處理等研討

會。 

 

國家事務研習課程 
 
（ii） 委託中國外交學院開辦外交事務研習課程，目的

是加深公務員對國家的外交事務及接待外賓禮

節的認識，並促進他們與內地對口單位的交流。

首個課程已於去年十二月舉行。 

 

（iii）在既有的進階國家事務研習班外，委託國家行政

學院為政務主任職系的首長級同事另設課程，加

深他們對國家體制、政策及發展的認識，使他們

在制定政策時，更能兼顧內地和香港的融合發

展。課程預期於 2005 年 4 月開展，目標是讓所

有未有機會修讀國家事務課程的首長級政務主

任在兩年內完成此項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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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我們去年十二月與廣東省簽訂協議，為公務員交

流計劃提供更多名額。新計劃在 2005年年初開

展，將有利於進一步加強兩地政府間的合作。 

 

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服務 
 

（v） 為配合公務員面對環境轉變及工作壓力，培訓處

將推出一連串講座及活動以及一套推廣套件，推

廣作息均衡，以幫助員工正面處理壓力，增加員

工的工作效率。講座及活動的內容包括生理、心

理和精神健康的關注，處理壓力的方法等，以期

員工在工作及工餘間獲取平衡。 

 
推廣持續進修文化 
 

（vi） 培訓處會繼續更新並增加網上學習資源，並向部

門提供支授，讓更多公務員利用網上資源學習。

我們預計易學網的用戶人數在 2006年將達到

60,000, 而可供選擇的學習資源數目會由現時的

200 項增加至 250 項。 

 

培訓資助計劃和其他培訓計劃 

 

20. 政府近年致力推動公務員持續進修，增強工作能力來適

應轉變。我們在 2001-02年動用五千萬元，推出三年培訓發展計

劃，成效良好。為了進一步推動持續進修的文化，鼓勵更多公務

員持續學習，提升他們的知識和學歷水平，公務員事務局將於

2005-06年度，推出以下培訓資助計劃： 

 

（i） 修讀認可管理課程資助計劃 
 

為提升公務員的管理能力，初級至中級管理人員如工餘

修讀認可的管理課程，將可獲資助一年的學費，最高金

額可達學費的百份之七十五或二萬二千五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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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線員工進修資助計劃 
 

前線員工如在工餘修讀與工作有關或提升學歷至中五

程度的課程，可獲資助。與工作有關的課程資助額可達

二千元。如提升學歷的課程學費超越二千元，則學員可

獲資助學費的百份之七十五或最高金額六千元。 

 

我們為以上的兩個計劃預留一千萬元，作為資助費用。 

 

21.      文書及秘書職系人員是公務員隊伍的重要人力資源，

為市民及政府部門提供各類型前線服務及內部支援工作。為了配

合職系人員工作的轉變，及為市民提供更高質素的服務，公務員

事務局一般職系處於 2005 年 1月開始，為他們推出新一輪的培

訓計劃。這個培訓計劃包括一系列的改革管理研討會，和與職務

相關的工作坊及課程，範圍包括顧客服務，員工輔導技巧，正面

思考及持續學習等等，受惠員工數目約 5 600 人次。我們並會為

需要調任新崗位的文書職系人員提供適當的技能及職業培訓。 

 

22. 我們計劃在2005年推出一項新的公務員特別無薪假期

的安排，並鼓勵放取特別假期的人員進修，以提升個人學歷或才

能，從而更有效和有效率地執行職務，故此我們建議提供訓練資

助，每人每年可申請發還的費用上限為三萬元。 

 

結語 

 

23. 展望來年，公務員事務局將繼續密切監察公務員隊伍的

培訓活動，並和部門緊密合作，靈活運用資源，為公務員提供適

切的培訓和學習機會，以便持續提升公務員隊伍的整體工作表

現，令各部門更有效地發揮功能，向公眾提供高效率和優質的服

務。 

 

 

 

 

 

公務員事務局 

2005 年 1 月 

 



附件一 

 
高級公務員培訓課程和發展計劃 

2004-05 年度預計數字 
 
 

(一) 本地培訓項目 

 

課程名稱 學員人數 

公共行政領袖實踐課程 
65 

高層領導發展課程 35 

進階管理課程/研討會 100 

短期研討會/工作坊 
2,300 

合共 
2,500 

 

(二) 派駐政策局或公私營機構實習計劃：12人 

 

(三) 海外管理學院課程 

 學員人數：18 

 
 



附件二 

 
國家事務研習課程 

2004-05 年度培訓預計數字 
 
 
(一) 內地課程 
 

課程名稱 學員人數 

進階國家事務研習課程 32 

清華大學課程 109 

北京大學課程 52 

外交事務研習課程（2004年新增項目） 20 

熟悉內地事務探訪團 75 

合共 288 
 

(二) 本地課程 

 
國家事務及《基本法》研習課程/研討會 3,700 

 

(三) 與內地交換公務員學習計劃 

 
於 2004-05 年度，共十六位內地公務員派駐香港特區政府進行
交流實習，同時，香港特區政府共十位公務員派駐內地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