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九年五月廿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公務員培訓及發展概況  

目的  

  本文件闡述公務員事務局為公務員提供培訓和發展的概

況。  

概況  

2 .   政府致力為公務員提供學習機會，讓他們精益求精、

高瞻遠矚和善於創新，以應對各種挑戰，做好政府作為「服

務提供者 」、「 監管者 」、「促成者 」和「推廣者 」的角

色。  

 

3 .   現時各局／部門為員工提供專業訓練，以配合個別工作

崗 位 的 需 要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轄 下 的 公 務 員 培 訓 處 (「 培 訓

處」 )則針對公務員的共同培訓需要提供領導及管理、創新和

科技應用、語文及溝通、國家事務和《基本法》等培訓。培

訓處亦負責制訂有關培訓和表現管理的政策，並就人力資源

管理事宜，為各局／部門提供顧問諮詢服務，以及在政府內

推廣持續進修的文化。  

4 .   培訓處預計在二零一九年，會為約 77 000 名公務員舉

辦各類課程、研討會及工作坊；為各局／部門進行約 280 項

有關培訓及人力資源管理的顧問項目；以及吸引約 62 萬  人

次瀏覽公務員易學網 (「易學網」 )。下文簡介培訓處的主要

工作。  

領導及管理才能發展  

5 .   培訓處協助各局／部門制訂領導發展策略，並與大學及

院校合作舉辦課程，以提升公務員的領導及管理才能，貫徹

本屆政府的管治新風格及面對香港發展的不同挑戰。下文概

述培訓處舉辦的領導發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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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發展課程  

6 .   為培養中、高層管理人員的領導才能，培訓處舉辦一系

列重點課程，包括為首長級人員舉辦為期十天的「高層領導

培訓課程」、為總薪級表第 45 至 49 點的高級人員舉辦為期

三周的「公共行政領袖實踐課程」、為總薪級表第 38 至 44

點的人員舉辦為期 13 天的「創意領導培訓課程」，以及為總

薪級表第 27 至 37 點的人員舉辦為期五天的「領導才能基要

課程」。以上課程的主要內容包括公營部門領導、政策制訂

及推行、公眾參與策略、與立法會和區議會溝通、公共服務

創新、與傳媒溝通及變革管理等。  

7 .   培訓處亦會舉辦由知名學者及專家主講為期一至兩天的

工作坊，主題包括策略與創新思維、人才管理，以及危機管

理等。我們預計在二零一九年，會有約 2 900 名公務員參加

上述課程。  

海外進修及暫駐計劃  

8 .   公務員事務局亦安排有潛質的中高級公務員到著名院校

(例如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倫敦大學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

校 )修讀高級行政管理課程，為期一周至一年不等，並會派遣

公務員暫駐區域或國際組織，例如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秘書

處，以擴闊他們的視野。公務員事務局亦會安排部門提名的

專業職系人員暫駐政策局，讓他們了解政策層面的工作。每

年約有 80 名公務員參加上述海外進修或暫駐計劃。  

創新和科技應用的培訓  

9 .   培訓處繼續加強各級公務員在創新思維和嶄新科技應用

方面的培訓，以配合政府推動香港《智慧城市藍圖》。為首

長級人員和高級管理人員而設的課程，重點在於提升高層人

員洞悉新科技的潛力，以策劃創新服務。我們在相關的領導

發展課程中加入創新領導、新科技應用策略、數碼政府、智

慧城市、設計思維及社交媒體等課題，並安排學員與科研初

創企業代表交流和實地參觀。此外，我們與海外及本地大學

及專業機構（例如香港科技大學、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及加拿

大西安大略大學）合作舉辦工作坊，探討推動創科的策略，

亦定期舉辦專題講座，邀請專家學者、業界代表及政府官

員，介紹有關創科的最新發展和經驗。二零一九年新增課程



3  

 

包括「大數據應用工作坊」及「公共服務中的設計思維講座

系列」等。  

10 .   培訓處也為中層管理人員舉辦合適的課程，提升他們執

行創新項目的能力和管理數碼服務的實務知識和技能，例如

定期舉辦「設計思維基礎工作坊」、「大數據科學分析工作

坊」和科技專題研討會及機構參觀等活動，並在新入職主任

級人員訓練中加入創新文化的元素。  

11 .   為協助所有公務員掌握新時代的基本數碼知識和技巧，

培訓處亦將進一步加強「易學網」的內容，包括設立以「創

新．科技」為主題的學習網站，上載更多關於創新趨勢、科

技應用、網上保安和個人私隱保障方面的最新資訊，並提供

更多現代軟件應用的學習資源，例如數據庫分析工具、信息

圖和短片製作技巧等。  

12 .   我們預計二零一九年約有 3 400 名各級公務員將會參與

由培訓處所 舉辦 的創科 訓練課程 ，課程名單詳見附錄。此

外，各局／部門亦按本身運作需要為員工提供與創科有關的

培訓，當中包括設計創新、新科技趨勢應用、大數據分析、

資訊科技項目管理和保安等課題。二零一九年政府整體預計

合共為約 43 000 名人員提供相關訓練。  

管理及溝通課程  

13.   培訓處亦為各級公務員及個別部門設計和舉辦多元化的

管理及溝通技巧課程，以下簡介其中例子：  

(a)  新聘人員入職課程，內容涵蓋公務員的誠信操守和核

心價值；  

(b )  不同主題的培訓，內容包括平等機會法例和指引、對

性別、種族和文化的敏感度、殘疾歧視條例、通達設

施服務和基礎手語；  

(c)  提升管理能力的課程，包括財務管理、決策解難和啓

導技巧等；  

(d )  有關工作表現管理及在公務員團隊中推廣良好工作表

現管理方法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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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為前線人員而設的課程，內容涵蓋提升顧客服務質

素、處理公眾投訴、糾紛及語言暴力情況、應付壓力

和維持身心健康；以及  

( f )  中英文書寫、普通話及溝通技巧課程和研討會，包括

管理人員英語寫作及校訂技巧、覆投訴信寫作技巧及

普通話電話接聽技巧，以切合不同局／部門的個別工

作崗位執行職務的需要。  

我們預計在二零一九年，會有約 53 700 名公務員參加上述管

理及溝通課程。  

國家事務研習及《基本法》培訓課程  

14.   公務員有實際的工作需要了解內地社會發展和經濟情

況，認識可能影響香港的國家策略和計劃，並掌握最新的資

料，以配合國家的發展。隨著國家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培訓處積極為公務員提供相關培訓，邀請本地

及內地的專家學者主講，從粵港澳融合、科技創新、金融服

務等多角度探討大灣區的發展與機遇。此外，我們亦舉辦大

灣區城市專題考察團，讓香港公務員對大灣區的最新發展有

更深入的理解。  

15 .   在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培訓處會繼續加強公務員的國

家事務培訓，包括增加中層公務員到內地參加國家事務研習

課程和專題考察團的名額，並在本地舉辦更多有關國家事務

的研討會。下文簡介主要的課程及交流活動。  

內地的國家事務研習課程  

16.   培訓處與內地多所院校和大學合作，舉辦國家事務研習

課程，為期 5 至 12 天，內容包括課堂學習和實地考察。首長

級人員及政務主任主要到國家行政學院參加課程，而總薪級

表第 45 點或以上的高級公務員則參加清華大學或北京大學為

他們設計的課程。我們又委託外交學院為總薪級表第 45 點或

以上的公務員 (特別是日後可能派駐香港以外地區的經貿／聯

絡辦事處工作的人員 )舉辦為期九天的國際關係及外交事務課

程。至於總薪級表第 34 至 44 點的人員，我們委託了浙江大

學、南京大學和武漢大學舉辦為期一周的課程，並在二零一

九年繼續增加這個級別的公務員到內地參加課程的人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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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現已將國家事務研習課程推展至總薪級表第 28 至 33 點的

公務員，安排他們參加暨南大學和中山大學設計的課程。我

們預計在二零一九年，會有約 1 000 名公務員參加上述由培

訓處舉辦的國家事務研習課程。  

本地的國家事務研討會  

17.   我們不時在本地舉辦不同課題的研討會，探討國家最新

政策及形勢，並加深公務員對國家歷史文化的認識。二零一

八年舉辦的研討會內容涵蓋「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國際形勢及中國外交、中華文明源流等課題。在二零一

九年，我們會舉辦以「建國七十年：回顧與前瞻」為主題的

研討會。我們預計今年會有約 7 500 名公務員參加上述本地

研討會。  

專題考察及公務員交流計劃  

18.   我們每年都為總薪級表第 34 點或以上的公務員舉辦專

題考察，以協助他們了解國家不同地區的經濟情況、產業發

展和文化保育等。培訓處在二零一九年會舉辦兩個為期一周

的考察團分別到訪浙江省和重慶直轄市。我們亦會在今年新

辦兩個為期四天的大灣區專題考察團，到大灣區城市觀摩科

技創新及智慧城市的最新發展，並與相關官員、專家及業界

人士交流學習。此外，我們與內地多個城市合辦公務員交流

計劃。參與計劃的特區政府人員為總薪級表第 45 至 49 點的

公務員，而內地來港交流的人員則屬處長級或副處長級的官

員。交流計劃的目的是讓兩地公務員就城市規劃、交通管

理、公共房屋、衞生和食物安全、商貿、資訊科技、文化藝

術等方面的公共服務分享經驗，了解對方工作的情況、當地

城市面對 的挑戰 和現行的 政策措施。我們預計 在二零一九

年，會有約 120 名公務員參加上述培訓項目。  

《基本法》培訓  

19 .   培訓處繼續加強公務員的《基本法》基礎課程和中層公

務員的《基本法》培訓，相關課程內容均涵蓋國家《憲法》

與《基本法》的關係，以及「一國兩制」的原則等。此外，

我們亦不時為各級公務員舉辦有關《基本法》的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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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預計在二零一九年公務員接受《基本法》培訓的人數約

有 12 000 人。  

20 .   公務員亦可透過網上學習平台加深對《基本法》的認

識。「易學網」內的《基本法天地》網上學習平台提供不同

類型的多媒體學習資源，包括網上課程、短片、《基本法簡

訊》、聲音檔案、講座重溫、網上問答等，讓公務員可掌握

《基本法》的最新知識。  

人力資源管理的顧問服務  

21.   培訓處為個別局／部門提供顧問諮詢服務，例如分析員

工培訓需要、制訂培訓發展計劃、主持工作坊和集思會，協

助局／部門確立抱負及使命宣言、規劃業務策略、建立團隊

精神，以及加強內部溝通等。我們亦會協助各局／部門建立

和推行以才能為本的工作表現管理制度、舉辦經驗交流會，

並就如何栽培人才和推行接任計劃提供意見。  

其他推動持續進修措施  

22.   我們鼓勵公務員利用多元化的學習機會，不斷提升工作

能力和服務水平。  

網上學習資源  

23.   我們透過電子學習網上平台「易學網」為公務員提供網

上學習途徑。「易學網」提供約 2 450 項學習資源，包括網

上課程、文章、錄像片段、圖書館館藏資料、學習錦囊、書

摘和刊物、指引和良好範例、參考材料等。我們在二零一八

年重新設計或增設 多個專題網站，例如「創新．科技」和

「氣候變化」，讓公務員掌握這些專題的最新資訊。我們亦

為新入職公務員增設了「新人天地」網站，提供有關政府行

政實務、公文寫作、管理技巧等實用資訊，協助他們盡快投

入工作，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24 .   我們亦支持各局／部門把網上學習納入其培訓發展計劃

中。現時約有 25 個局／部門利用我們的「易學網」為他們員

工提供培訓資訊或學習材料。我們亦會不斷完善「易學網」

的用戶介面，讓公務員更容易透過智能電話及平板電腦使用

不同的網上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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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資助  

25.   除培訓處及各局／部門舉辦的培訓計劃外，所有公務員

在公餘修讀與工作有關的培訓課程，均可在修畢課程後申請

發還學費。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政府各局／部門在這方面

的整體支出約為 1,000 萬元。公務員事務局為鼓勵公務員終

身學習亦設有「培訓資助計劃」，並由二零一八年開始進一

步擴闊該計劃，為所有總薪級表第 49 點或以下的公務員提供

資助，每年每人的最高資助額亦由 6,000 元提升至 10,000

元。  

設立公務員學院  

26.   行政長官在二零一八年的《施政報告》宣佈選定在觀塘

重新發展一幅面積約 11 000 平方米的「政府、機構或社區」

用地，發展項目除了興建公務員學院外，亦會善用該地點的

發展潛力，讓整體規劃和發展更為系統化，為社區提供其他

社區設施，並藉此提升區內的通達性和園景布局。  

27 .   我們建議以「一地多用」的發展模式在該幅土地進行綜

合發展項目，計劃興建高座和低座兩幢大樓，高座主要用於

公務員學院及其他公務員的培訓設施，低座主要用於社福設

施。我們亦計劃興建綠化通道、公眾休憩用地，以及研究加

強區內行人暢達性（包括連接觀塘港鐵站）的方案，以進一

步改善整個區域的連貫性，以達到更大的協同效應。  

28 .   新的公務員學院將會取代現時位於北⻆政府合署的公務

員培訓處，為公務員培訓提供嶄新的設施，包括演講廳、更

具彈性的課室和培訓活動室，並會增設一些現時因地方環境

所限而未能提供的設施，如現代化的資訊及通訊科技設備、

模擬傳媒應對、危機處理和模擬議會會議的培訓場地等。新

學院亦會設置資源中心，落成後將會成為現職公務員以至退

休公務員的終身學習樞紐，鼓勵經驗傳承。這些設施有助配

合政府提升公務員在不同範疇的培訓，包括領導才能發展、

促進持份者參與、與市民溝通、文化敏感度、創新思維及科

技應用、對國家發展和中央與特區關係的認識、公務員的國

際觸覺，以及與不同地區的公務員交流，分享公共服務的發

展趨勢和管理經驗，以協助培育公務員團隊，讓他們更加高

瞻遠矚、善於創新，並有能力應對不同挑戰，做好政府作為

優秀公共服務提供者、監管者、促成者和推廣者的角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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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中的新學院也會為退休公務員提供設施，鼓勵他們終身學

習之餘，亦可讓他們與現職同事分享經驗，有助知識承傳。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一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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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19 年公務員培訓處舉辦的  

創新和科技應用本地培訓項目  

 

課程 主題 

領導發展課程 

 首長級人員高層領導培訓課程  智慧城市發展、大數據、人工智能、

創新及科技應用策略、使用社交媒體

與巿民互動 

 公共行政領袖實踐課程 科技轉型對公共政策的影響、社會創

新及以設計思維應對社會議題 

 創意領導培訓課程 設計思維、新科技發展趨勢及應用、

活用數碼媒體推廣公共服務 

創新及設計思維 

 策劃新服務及倡議的至勝之道工作坊 推出新服務及倡議的策略 

 求知力與創意領導工作坊及研討會 新科技大趨勢和創意領導 

 領導創新變革工作坊 實踐有效的變革策略以推動創新 

 設計思維基礎工作坊 設計思維基礎概念和實踐技巧 

 公共服務中的設計思維講座系列 設計思維在公共服務中的應用 

 主任級新入職人員創新文化講座 認識政府服務理念與創新文化 

新科技發展及應用 

 智慧城市及科技應用講座系列 探討智慧城市及科技應用 

 科技創新講座系列 

 

了解中國的創新科技發展及電信產業

的崛起與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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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主題 

 新科技發展及應用研討會系列 透過與初創企業互動，了解香港創科

環境和本地科研應用的最新發展 

大數據分析和應用 

 公共政策領導人才培訓課程 以大數據創建公共價值：機遇、挑戰

與策略 

 大數據應用：機遇、挑戰及策略  

工作坊 

大數據的應用、所帶來的機遇、挑戰

及應對策略 

 大數據科學分析工作坊 大數據分析的基本原理和運用知識 

 開放數據研討會 開放數據的現況和機遇 

 大數據時代和創新商業模式下的 

個人資料私隱保障研討會 

大數據時代和個人資料私隱保障 

社交媒體 

 危機中的公共關係管理實戰工作坊 在危機中透過傳統及社交媒體與市民

保持溝通 

 社交媒體研討會 社交媒體的運用及策略 

 掌握說故事的力量研討會 掌握說故事的技巧，包括使用新媒體

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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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公務員培訓處在內地國家事務研習課程中  

加入創新科技課題以及安排實地參訪交流活動  

課程 主題 

 國家行政學院 首長級公務員／ 

政務主任專設課程 

以「創新科技／智慧城市」為題的參

訪或講座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 國家事務 

研習課程 

智慧城市規劃與建設講座；考察青

島、濟南、福州、鄭州和許昌等地的

創新科技企業和數字化城管中心、揚

州的創意產業園和水利工程項目等 

 武漢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 

國家事務研習課程 

雲計算和大數據智慧城市運營電腦、

城市規劃建設及文化遺產保育、「長

三角」區域規劃與經濟發展戰略等講

座；考察武漢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

參觀南京城軌動車車廠、杭州電子商

務、城市信息化、新能源及節能科

技、智能保安監控系統等創科企業；

安排與通訊科技集團領導座談交流 

 暨南大學／中山大學 國家事務 

研習課程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機遇、大資料

時代的公共治理等講座；考察廣州南

沙自貿區，了解粵港合作的動向及高

新技術產業發展、廣州文化科技和網

絡建設企業 

 內地專題考察團 

 大灣區創新科技新動力 

（深圳、東莞、惠州） 

 大灣區科技與智慧城市發展 

（廣州、佛山、中山）  

 重慶基建發展與城市規劃 

 浙江數據應用與創科發展 

參觀創新科技企業、精密儀器生產、

智慧型農村、城市數據資源管理局、

醫療健康科技平台、互聯網金融模

式、新能源產業、軌道交通產業、機

器人產業基地、綠色環保建築、大數

據服務產業、高端裝備和人工智能項

目、環境治理技術應用、電子政務建

設和民生服務平台、自動駕駛載人飛

行器、智能無人機控制系統、高科技

創意產品及文化產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