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零年五月四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公務員嘉獎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各項公務員獎勵計劃的實施情

況。  

 

背景  

 

2 .   政府設有多項公務員嘉獎計劃，目的是要激勵公務員向

市民提供優質服務，保持出色表現。嘉獎計劃包括「公務員優

質服務奬勵計劃」、「香港特別行政區授勳及嘉獎制度」、「公務

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計劃」、「嘉獎信計劃」以及「長期優良服

務公費旅行獎勵計劃」。  

 

詳細資料  

 

(I )  公務員優質服務獎勵計劃  

 

3 .   公務員事務局每兩年舉辦一次公務員優質服務奬勵計

劃，旨在表揚政府部門及團隊提供優質服務的卓越成就、推廣

以客為本的文化、激發創新意念，以及讓部門和團隊分享改善

公共服務的經驗。  

 

4 .   獎勵計劃的獎項分為以下三類：  

  

(一 )  部門合作獎 :  表揚部門共同合作為市民提供優質服務； 

 

(二 )  部門獎 :  分為「部門精進服務獎 (大部門組別 )」和「部

門精進服務獎 (小部門組別 )」，表揚部門在持續提升服

務的優秀表現；以及  

 

(三 )  隊伍獎 :  共有五個類別，分為「一般服務」、「專門服

務」、「危機支援」、「監管服務」和「內部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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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二零一九年獎勵計劃共有 37 個局／部門參加，提交了

132 份參賽項目。參賽部門和隊伍在「創科應用」、「與市民

互動」或「安健工作間」有突出表現亦可獲特別嘉許奬。本屆

共有 22 個局／部門的 33 項服務獲金、銀、銅及優異獎，連同

27 個特別嘉許獎，計劃共頒發了 60 個獎項。得獎部門及隊伍

除獲頒獎座外，我們亦向得獎隊伍的成員發出嘉許信，以記錄

在其個人檔案內。得獎名單可參閱附件。  

 

6 .   本屆獎勵計劃得與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協辦，以加強政府

與私營機構之間的了解。各獎項須經兩個階段的嚴格評選，第

一階段評審由從事不同行業的資深管理人員擔任，他們來自科

技、零售、電訊、銀行及保險、物業管理、運輸，以及公營機

構和公用事業。評選小組成員須篩選參賽書，並與參賽部門和

隊伍的代表會面，以選出優異獎和特別嘉許獎的得主，並就每

類獎項選出最後入圍角逐金、銀、銅獎的部門或隊伍。我們又

邀請了立法會議員擔任最後評審團主席，而評審團成員則包括

區議員、專業團體代表、中央評議會職方成員和公務員事務局

的代表。入選的部門和隊伍經簡報及回答提問後，由評審團決

定金、銀、銅獎的得主。  

 

7 .   為了讓公眾知悉得獎部門所提供的卓越公眾服務，香港

電台製作了一套「傑出部門群英會」電視特輯，在無綫電視翡

翠台、ViuTV 99 台和香港電台電視 31 台播放。我們又製作一

系列短片，記錄公務員在前線和背後為市民提供優質服務的一

面。短片會透過不同途徑播放，包括公務員事務局 Facebook

專頁、 YouTube 頻道、「優質公共服務」專題網站、香港教育

城網頁，以及一些政府公眾場地等。  

 

8 .   我們亦會舉辦研討會，讓得獎者與同事分享他們的經驗

和心得。我們亦與教育局合辦校園推廣計劃，安排中小學生參

加部門舉辦的講座和參觀活動，介紹政府為市民提供的優質服

務。  

 

(II )  香港特別行政區授勳及嘉獎制度  

 

9 .   這是一項適用於全港市民的嘉許制度，公務員如在工作

上有重大貢獻，亦可按照制度獲得提名。多年來，有不少公務

員獲頒授紫荊勳章、英勇勳章、紀律部隊和廉政公署獎章、榮

譽勳章及行政長官獎狀。二零一九年，共有 135 名公務員按照

這制度獲得嘉獎，當中包括 95 人獲頒授各類獎章和 40 人獲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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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行政長官公共服務獎狀。政府每年都會公布整份授勳及嘉獎

名單。每年的頒授儀式在禮賓府舉行，由行政長官親自向獲嘉

獎者頒授勳章或嘉許狀，獲嘉獎人士可邀請親友作為嘉賓到場

觀禮。  

 

(III)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計劃  

 

10 .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每年都會透過此專為公務員而設的

嘉許計劃，從公務員隊伍中甄選工作表現持續優秀的人員，加

以表揚。獲嘉許人員必須至少連續五年工作表現優秀，才符合

嘉許計劃的資格。每年的目標嘉許名額為 100 個。提名由常任

秘書長或部門／職系首長提出，經由公務員事務局及其他決策

局／職系代表組成的獎勵計劃委員會推薦，最後由公務員事務

局局長選出獲嘉許的人員。  

 

11 .   嘉許狀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於每年舉行一次的頒發典

禮中頒發，到場觀禮的人士包括獲嘉許人員所邀請的嘉賓，以

及他們所屬的局／部門的代表。每位獲嘉許人員都會獲頒嘉許

狀和金針。如他們服務滿 20 年或以上，而之前又從未獲政府

資助出外旅遊，更可同時獲得旅行獎勵。獎項以一次性旅行津

貼及實報實銷形式發放 1。獲嘉許人員的個人檔案會有其獲嘉

許的記錄，以表揚他們的卓越表現。在二零一九年共有 100 名

來自 39 個局／部門的公務員獲得嘉許。  

 

12 .   我們會透過不同的管道 (包括於報章、公務員通訊和部

門內部通訊刊登專題報導等 )，表揚獲嘉許人員的優秀表現。

我們亦會製作短片，介紹部分獲嘉許人員的卓越服務，並將短

片上載至公務員事務局網頁及 Facebook 專頁，以供市民瀏覽。 

 

(IV)  嘉獎信計劃  

 

13 .   此計劃由各局／部門自行統籌。根據計劃，常任秘書長

和部門首長可向下列人員頒發嘉獎信：至少連續三年工作表現

優秀；或在提高所屬的局／部門的工作效率或提升其形象方面

有重大貢獻；或表現傑出或行為英勇而值得特別表揚。提名可

在全年任何時間提出，評審工作由各局／部門自行成立的嘉獎

委員會負責，委員會主席由首長級人員擔任。一如公務員事務

局局長嘉許狀計劃，有關人員的個人檔案亦同樣會有其獲頒嘉
                                                      
1  旅行津貼額、調整津貼額的機制及旅行津貼的發放形式與本文件第 14 及 15 段所述

的長期優良服務公費旅行獎勵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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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信的記錄。各局／部門在二零一九年發出的嘉獎信有約    

2  700 封。  

 

(V)  長期優良服務公費旅行獎勵計劃  

 

14 .   長期優良服務公費旅行獎勵計劃旨在表揚長期服務而

表現優良的現職公務員。所有本地非首長級人員，如已連續服

務滿 20 年或以上，工作表現持續優良，而又從未獲得任何政

府旅行獎勵，均符合資格獲得考慮。獎勵以一次性旅行津貼及

實報實銷形式發放。旅行津貼額在每年四月一日修訂，修訂幅

度是按同年二月的過去 12 個月內丙類消費物價指數中的旅行

團團費變動率釐定。二零二零至二一年度的津貼金額為每位

27,470 元。每年的獎勵名額根據每 27 名符合服務年資的人員

給予一個配額 (1 :27)釐定，二零二零至二一年度的獎勵名額有

約 2 400 個。  

 

15 .   根據以往的安排，已婚獲獎人員只能帶同配偶享用旅行

津貼，令單身獲奬人員或配偶未能同行的得奬者未能受惠。因

此，我們由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起優化獎勵計劃，取消只能與

配偶同行的限制。獲獎人員可彈性選擇一名同行人士，領取相

同的旅行津貼。在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已使用獎勵的獲獎人員

中，有 99%帶同一位同行人士享用旅行津貼，相比以往平均只

有約 80%獲獎人員帶同配偶享用旅行津貼，受惠人數的比率有

所提升，獲奬人員普遍歡迎有關措施。  

 

(VI)  其他激勵公務員士氣的支援措施  

 

16 .   由於市民對政府的期望不斷提高，公務員執行日常工作

時面對不少壓力。我們完全明白有責任為同事提供支援，以協

助他們執行職務和應付壓力。為此，我們會繼續善用上述各項

計劃，嘉許表現良好的人員，藉以激勵士氣，並會透過表揚員

工優秀的工作表現，向公眾傳遞一個信息，就是公務員秉持專

業精神，竭誠服務社會，值得市民尊重。  

 

17 .   我們亦會繼續為公務員提供有關顧客服務、強化心理韌

性及情緒管理方面的培訓，以助同事提升服務市民的技巧、知

識和思維。公務員事務局已委託專業機構為約 60 個局／部門

的員工提供壓力管理輔導熱線服務，協助員工處理由工作及其

他個人問題引致的壓力。有關服務包括電話和面談輔導，以及

轉介服務。另外，約有十個部門自行為其員工提供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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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政府要有效提供服務，必須有賴一支積極進取及精益求

精的公務員團隊。因此，我們十分重視與各級同事建立伙伴合

作關係。我們會繼續在中央和部門層面促進職管雙方坦誠交

流，以期建立更密切的工作關係，並加強彼此間的信任和尊

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會經常到訪個別部門，以了解各部門最

新的工作成果和面對的新挑戰，與前線員工就受關注的議題直

接交換意見，並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以回應他們所關注的事

項。我們亦推動部門管理層鼓勵員工 (尤其是前線員工 )參與制

訂和執行政策的工作，從而促進雙方的伙伴關係，並培養員工

的歸屬感。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二零年四月



 

附件  

二零一九年公務員優質服務獎勵計劃  

得獎名單  

 

 
部門合作獎 

 

得獎隊伍 得獎項目 

  

金獎： 

 

 

香港消防處、屋宇署、水務署  三個不可能的任務 

 

銀獎： 

 

 

建築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先導計劃 

 

銅獎： 

 

 

路政署、漁農自然護理署、香港海關、  

衞生署、香港消防處、食物環境衞生署、
香港警務處、入境事務處   

 

伙伴同行 - 創高鐵動感新世代 

 

優異獎： 

 

 

懲教署、機電工程署  
 

智慧監獄 

 

 

部門精進服務獎 

大部門組別 

 

小部門組別 

 

金獎：香港消防處     

 

金獎：香港天文台   

 

銀獎：渠務署   

 

銀獎：土地註冊處   

 

銅獎：入境事務處 

 

銅獎：法律援助署 

 

優異獎：香港警務處  

 

優異獎：公司註冊處 

 

 

 

 



 

隊伍獎 

 

得獎隊伍 

 

得獎項目 

一般服務 

 

 

金獎：入境事務處  全港市民換領身份證計劃 (2018-2022) 

銀獎：運輸署  大潭道水壩段智能交通控制系統 

銅獎：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永生傳說 - 透視古埃及文明展覽 

優異獎：香港消防處   任何人 

  

專門服務 

 

 

金獎：渠務署 融和社區•淨水建「墟」 

銀獎：入境事務處  全港市民換領身份證計劃 - 到訪院舍換證服務 

銅獎：香港天文台   我的航班天氣 

優異獎：懲教署   更生先鋒計劃 

優異獎：入境事務處  離境易 

  

危機支援 

 

 

金獎：香港消防處 社區復原 刻不容緩 

銀獎：香港郵政 回歸校園 - 處理英國留學簽證郵件 

銅獎：香港消防處 火裡來，水裡去 

優異獎：香港天文台 支援山竹團隊 

  

監管服務 

 

 

金獎：香港警務處  大埔警區交通執法專隊 

銀獎：香港警務處  九龍城警區「維持道路安全、秩序約章」 

銀獎：入境事務處  處理免遣返聲請 

優異獎：香港消防處  清單面議，驗收更易 

  

內部支援 

 

 

金獎：機電工程署 非一般創新訓練 

銀獎：懲教署   開發和投產政府新辦公室傢俬 

銅獎：房屋署  社區種植樂悠悠，攜手共建綠家園 

優異獎：機電工程署  顧客為本電子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