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零零六年一月十六日會議  
討論文件  立法會CB(1)675/05-06(07)號文件  
 
 
 

立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強化公務員培訓  
 
 
目的  
 
 本文旨在簡報強化公務員培訓的最新措施。  
 
概況  
 
2. 政府致力為公務員提供培訓，讓他們有足夠的技能與

知識，為公眾提供優質服務。在 2004/05 年，政府在培訓發展方

面的經費為港幣 8.23 億元 1，課堂受訓學員達 584 000 人次，網

上培訓的學員達 105 000 人次。  
 
3. 目前，專業培訓  (因應個別部門或職系的職務需要而

安排的培訓 ) 是由局及部門所提供。至於通用培訓  (為提高員工

的一般能力，如語文、資訊科技、管理等課程 )，則由公務員事

務局與其他的局及部門舉辦。在分工方面，公務員事務局較為專

注跨部門的共同需要，而部門則會為員工提供與部門工作有關的

培訓。為公務員而設的通用課程，約有三分之一是經公務員事務

局公務員培訓處與一般職系處所提供。  
 
4. 在 2004/05 年度，公務員事務局在培訓方面的支出為港

幣 1.03 億元，受訓人次為 48 000。另一方面，部門用於培訓人員

的支出為港幣 7.2 億元，受訓人次為 536 000。在網上培訓課程方

面，公務員培訓處所提供的通用課程如管理、語文、國家事務、

資訊科技等，受訓人次超過 41 000。部門為員工提供與部門工作

有關的網上職務課程，受訓人次則約達 64 000。  
 
 
 

                                                 
1 包括了培訓人員的薪金、教室租金、培訓費用與有關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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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強化培訓課程的措施  
 
5. 公務員事務局近年致力為各級公務員拓展培訓的機

會。  
 
6. 公務員培訓處在 2004 年 4 月與公務員事務局合併，以

便精簡架構及提高效益。為了確保培訓的開支能夠合乎經濟效

益，公務員培訓處定下了四個主要的工作範疇，包括高級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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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諮詢服務、推廣公務員持續進修的文化。  
 
7. 我 們 在 2005 年 12 月 向 委 員 提 交 了 立 法 會

CB(1)507/05-06(04)號文件，簡介為各級公務員安排的國家事務研

習課程及有關的培訓活動，包括過去幾年新增設的課程。上述文

件已經交待了國家事務研習課程的事宜，本文扼要介紹其餘與公

務員事務局相關的培訓活動。  
 
高級公務員的培訓與學習機會  
 
8. 我們致力為首長級公務員及有潛質的高級人員提供足

夠的培訓，讓他們掌握領導技巧、尋求創新理念、學習最佳管理

典範等，以應付當前及未來的挑戰。我們為不同職級的人員提供

各類課程。這些課程都經常更新，以切合人員面對變革的需要和

外間環境的最新需求。  
 
9. 我們提供一個為期三周的公共領袖實踐課程，以培育

有潛質的高級公務員；課程由本地及海外專家學者授課。我們也

為首長級人員舉辦為期一周的高層領導發展課程，課程由哈佛肯

尼迪政府學院的教授主持，並採用嚴格的個案研討方法，探討高

級官員面對的實質問題。為了提高交流的效益，海外政府高級人

員、公營與私營機構人員也會應邀參加課程。  
 
10. 我們在 2005 年新增了一系列為期一天至一天半的進階

管理工作坊，邀請出色的學者或世界級的專家講授，課題包括競

爭策略、談判技巧、成功的表達技巧、傳意的要訣與策略等。  
 
11. 在挑選研討會的講題方面，我們會盡可能為學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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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和多樣化的題材，包括切合時宜的公共管理課題，例如在

2004 年和 2005 年先後重點推出與“危機管理＂和“政制發展＂

相關的研討會等。應邀主持研討會的講者包括高級的公務人員和

來自清華、劍橋、哈佛等大學的卓越學者。曾在 2005 年參加這

類研討會的高級公務員超過 2 000 人次。  
 
12. 除了本地舉辦的課程與研討會外，我們也為高級人員

提供不同的掛職培訓，以增廣他們的識見。他們或獲調任政策局

參與制定政策的工作，又或調任香港私營機構或海外政府、參加

與內地省市的政府人員交流計劃等。  
 
13. 在培育人員方面，我們為局及部門提供財政支持和建

議。經遴選的人員可到海外著名院校參加行政培訓課程，這些課

程為期數周至一學年不等。  
 
14. 為高級公務員而設的網上學習資源中心（即 “首長級公

務員進修園地 ”)已經革新，成為高級公務員的資源中心，為他們

提供各類切合工作需要與持續學習的實用工具和資訊。學員完成

海外或內地課程後所撰寫的報告撮要、個人學習心得等均已上載

網頁，讓部門之間得以交流學習。   
 
其他級別人員的培訓與學習機會  
 
15. 在過去數年，我們特別關注員工在面對公務與外在環

境轉變時的培訓需要。我們提供了不同的培訓與學習機會，以協

助員工面對這些改變，並讓他們得以為公眾提供更佳的服務。  
 
16. 為部門提供人力資源管理方面的專業意見的同時，公

務員事務局也密切配合公務員體制改革或個別局及部門推出的

改革措施，為相關的員工安排適當的培訓。多年來，我們一直鼓

勵不同職級的公務員持續學習，培養面對變革時所需的適應力與

能力。現把上述努力的結果分述如下：  
 
(i) 三年培訓發展計劃  
 
17. 我們在 2001/02 年預留了港幣 5,000 萬元推行三年培訓

發展計劃，讓參加自願離職計劃的職系 (如文書、秘書與其他基

層職系 )的同事得以接受轉職時所需的多種技能培訓，建立相適

應的心態，培養電腦應用或其他新的技能。在完成首三年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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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們將剩餘金額伸延至 2004 年 3 月後繼續使用，預計到

2005/06 年度結束時，累積提供 186 000 個培訓名額。預計在

2006/07 年，再新增 5 000 個名額。  
 
(ii) 增加網上學習的資源  
 
18. 自 2000 年推出公務員易學網以來，我們持續增加公務

員網絡學習的機會。有見於網絡學習有助公務員因應時間靈活學

習，我們積極增加網上課程的數量。我們通過強化了的公務員易

學網，現提供了接近 250 個網上課程與參考資料套件。網上課程

涵蓋不同的課題， 2005/06 年初至今，我們錄得的學員人數約有

30 000 人次，其中 50%是總薪級表第 34 點或以下的人員。在

2006/07 年，我們會額外上載 20 個新的項目，特別包括普通話、

資訊科技與英文等課程。我們預期到 2006/07 年，網上課程的學

員人數會上升約 18%，由 2005/06 年的 34 000 人增至 40 000 人。 
 
19. 與此同時，公務員培訓處也協助局及部門建立網絡資

源，強化網絡學習的平台，鼓勵更多員工參加網絡學習。到

2005/06 年度結束時，估計約有 10 個局及部門在公務員易學網內

設有各自專設的網絡學習資源。  
 
(iii) 增加持續學習的資助經費  
 
20. 在 2001/02 年，我們推出了培訓資助計劃，支持員工修

讀與職務相關的培訓課程。這個計劃實行了 3 年，到 2003/04 年

為止。共有 7 000 人員受惠，主要是中層管理人員與初級人員。  
 
21. 在 2005 年，我們提供了兩項培訓資助計劃，為希望提

高知識、個人效能、學歷的人員提供資助。  
 
22. 第一個計劃是為初級與中層管理人員而設，他們在公

餘時間修讀認可的管理課程，每年最高可獲學費百分之七十五或

港幣 22,500 元的資助。第二個計劃則為前線人員而設。如果修讀

的課程與職務相關，且能提高學歷至中五程度，可獲資助。與職

務相關的課程，最高資助額為港幣 2,000 元。就提高學歷至中五

程度的課程而言，最高的資助額為學費的百分之七十五，上限為

港幣 6,000 元。  
 
23. 這兩個資助計劃在 2006/07 年將繼續舉辦，為了鼓勵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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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公務員參加計劃，我們將進一步增加認可課程的數量，以及考

慮其他強化的措施。  
 
(iv) 為一般職系而特設的課程  
 
24. 在 2005 年，公務員事務局的一般職系處特設了一個關

於改變心態模式的課程，名為“隨機應變，轉變生機＂，對象為

所有文書與秘書職系的人員。這個課程主要是協助有關人員接受

改變，並懷着信心面對挑戰。至今已有超過 20 000 人完成了課程  
(佔總人數 94%)，其餘人員將於 2006 年初參加課程。一般職系處

在 2006/07 年將會集中舉辦文書與秘書人員職務技能與個人效率

的培訓，以強化他們擔任新職位的能力，增強他們的才能與信心。 
 
(v) 課堂教學  
 
25. 上文第 17 至 24 段所提及的培訓機會，並不包括公務

員培訓處為公務員所安排的課堂教學。培訓處提供的課堂課程，

內容豐富，包括管理、傳意、國家事務、英文、中文與普通話等。 
 
26. 在 2005/06 年，公務員事務局（包括公務員培訓處和一

般職系處）在課堂教學方面，學員人次達 24 000，其中不包括一

般職系處在 2005 年特別推出的心態模式改變培訓 (見第 24 段 )。
在 2006/07 年，我們會加強針對工作需要的培訓，如合約管理、

工作表現管理、顧客服務等。在 2006/07 年，學員人數預計增至

29 500 人。  
 
支援並協同部門進行人力資源管理  
 
27. 在部門的層面，公務員培訓處一直致力協助部門建立

人力資源發展的策略與推行有關措施。公務員培訓處為部門提供

諮詢服務，協助部門訂立培訓政策，進行培訓需求分析，訂立並

執行部門的培訓計劃，支持部門達成培訓發展目標，為部門人員

設計與舉辦職務專設課程。公務員事務局在 2001 年要求各部門

制訂部門培訓計劃，以期將培訓與部門的工作相配合，藉此提升

人力資本。自此，很多部門的培訓功能已趨制度化。在 2005 年，

約有 50 個部門為員工制備全年的培訓發展計劃。按照這些計劃，

我們為部門提供培訓課程、顧問諮詢服務、經費上的支持。我們

亦向部門推廣一些培訓典範，以促進交流。公務員培訓處同時為

部門提供意見和支援去發展網絡課程、自學活動，並且就促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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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交流的方式提供建議。  
 
 
28. 我們與部門協作推廣並實施人力資源管理典範。為促

進部門之間及與外間機構的經驗分享，我們亦經常舉辦相關的研

討會與工作坊。培訓處也為部門提供諮詢服務，如管理與加強員

工的表現，擬訂或更新關鍵才能項目，提升領導與服務素質，訂

立並施行變革策略，推薦適當的顧問以提供特殊的人力資源管理

服務等。  
 
29. 至 2005/06 年度結束時，培訓處為部門進行的人力資源

管理諮詢服務將達 130 個，遠多於 2003/04 年的 53 個與 2004/05
年的 81 個。這類服務項目估計在 2006/07 年將增至 150 個。  
 
展望  
 
30. 在未來日子，公務員事務局將通過更有系統的計劃、

網絡學習更廣泛的應用、公餘進修的資助等途徑來加強培訓機

會。我們會繼續監控培訓發展的趨勢，以切合環境的需求和改變。 
 
 
 
 
 
公務員事務局  
二零零六年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