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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由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擬備有關非政府機構於過

渡補貼期屆滿後的財政資助需求調查結果  

  韓潔湘女士向委員介紹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下

稱「羅兵咸」）的吳國輝先生（人力資源諮詢董事）和袁芝

芬女士（人力資源諮詢高級經理），他們會向整筆撥款督導

委員會（下稱「委員會」）委員及調查工作小組（下稱「工

作小組」）成員講解調查結果。  

2 .  吳國輝先生請委員參閱於會議上提交的調查報告和

以 Powerpo in t 軟件編寫的簡介。吳國輝先生向委員講解調查

結果和提出的建議時，特別提及在過程中核實和分析非政府

機構提供的數據，以及根據蒐集所得數據提出意見所面對的

重重困難，並解釋正因如此，調查需時較預期為長。因此，

羅兵咸須要多次大幅修訂調查報告，才能於二零零四年十二

月二十日完成最後擬稿。  

3 .  主席於接收報告時建議，委員應先審閱報告，然後才

作全面討論和決定是否接納報告內容。此外，委員亦可就調

查結果提出初步意見，並提出問題要求羅兵咸澄清。  

4 .  吳水麗先生讚揚羅兵咸的調查工作，並表示有關人力

資源和財務管理的講解和建議均清楚易明。不過，他認為人

力資源和財務管理本身並不是非政府機構希望達到的最終



目標，兩者必須與各非政府機構的福利工作和策略一併考

慮。吳先生就報告的下列三個範疇提出意見：  

a )  羅兵咸認為非政府機構提供的預測數據極為保守。非

政府機構提供保守的數據，旨在應付整筆撥款津助模

式可能帶來的風險，但這些預測未必「極為保守」。

舉例來說，削減新聘請員工的薪酬，可能無法抵銷任

職非政府機構的定影員工的每年增薪額。  

b )  非政府機構不能大幅削減福利員工的數目，因為福利

服務基本上是需要依賴人力提供的服務。  

c )  有關整筆撥款津助模式中對定影員工的合約承擔，非

政府機構和員工所持意見和所作詮釋各有不同。  

5 .  吳文穗先生查詢，假如把過渡補貼期延長至二零零五

至零六年度後，羅兵咸能否向委員提供非政府機構的財政狀

況預測，以及對獎券基金承擔額帶來的影響。他亦希望羅兵

咸評估停止發放過渡期補貼對員工的影響，特別是有關定影

員工的合約承擔保障。  

6 .  梁魏懋賢女士同意吳水麗先生的意見，認為應因應福

利工作和個別非政府機構的實際情況，考慮應否推行建議的

節省開支措施。她希望知道羅兵咸根據什麼原則，分析各種

可能出現的情況，例如不同員工架構的起薪點和取代定影員

工等。  

7 .  吳國輝先生解釋，羅兵咸是根據非政府機構如何在只



有整筆撥款但沒有過渡期補貼的情況下長遠達致平衡預算

這項假設，分析可能出現的情況；並根據非政府機構提供的

預測數據，推算有關情況。節省開支 2%是協助非政府機構

達致平衡的整筆撥款預算每年所需的最低節省水平，而羅兵

咸亦同時建議多項可節省 2%開支的措施。這些建議措施於

非政府機構是否可行，視乎個別非政府機構的情況和決策而

定。他指出，從非政府機構提供的數據可見，定影員工離開

非政府機構後，由數目相若甚或較多的新聘任員工取代。由

於他們的薪酬總額與定影員工的薪酬總額相若，因此非政府

機構無法節省任何開支。  

8 .  蔡劍華先生查詢，羅兵咸是否假設二零零五至零六年

度後不再推行節約措施，因而建議節省開支 2%。吳國輝先

生表示他們確是如此假設。  

9 .  方敏生女士查詢，羅兵咸是否把節省開支 2%的措施，

視作削減過渡期補貼及把整筆撥款額逐步遞減至基準水平

外的額外措施。吳國輝先生回答，節省開支 2%屬削減開支

措施，而停止發放過渡期補貼及把整筆撥款額逐步遞減至基

準水平則會令收入減少。分析可能出現的情況，是為了盡量

令兩者節省的開支與減少的收入互相抵銷，從而達致平衡預

算。  

10 .  林正財醫生對非政府機構於回答有關過去的財政數

據（採用了 46 份回覆）和盈餘／赤字預測（採用了 45 份回

覆）的問題時反應欠佳，以及根據這些報表推算 161 間非政

府機構的情況是否可靠一事，感到憂慮。吳國輝先生回答，



過去的數據只會用作分析過去趨勢，而不會作預測之用。一

般而言，任何調查取得 40%至 50%的回應率已屬相當理想，

應能據此作出頗為準確的預測。林正財醫生表示，羅兵咸並

非以隨機抽樣形式取得 40%至 50%的回應率，因此質疑會否

令分析結果看似準確，但實則有偏差。吳國輝先生解釋，是

次調查的回應率約為 80%，而所有調查結果都是根據非政府

機構提供的經核實和可用數據，以及如沒有出現通脹和二零

零五至零六年度後不再推行節約措施等有效假設，推算出來

的。  

11 .  有關吳文穗先生提出關於額外預測和評估的問題，吳

國輝先生回答，當局是根據整筆撥款津助模式訂立的條件，

於為期五年的過渡補貼期完結後停止發放過渡期補貼。額外

的預測和評估會被視作額外工作，須社署增撥資源才可進

行。韓潔湘女士於回應吳文穗先生的問題時，提及於較早前

與部分委員交流意見時，曾指出於二零零五至零六年度後把

過渡補貼期再延長五年，涉及的金額約達 28 億元，而有關

金額尚未計及員工流失率。符俊雄先生補充，羅兵咸無須因

應延長過渡補貼期，用罄整筆撥款儲備和計算以往的員工流

失率等因素作任何預測，因為社署已掌握過渡期補貼的預

算，能夠預計各種不同的情況。  

12 .  其後，方敏生女士要求社署根據進一步延長過渡補貼

期、定影員工的流失率，以及於二零一零至一一年度前逐步

遞減至基準薪金等因素，預測非政府機構可能面對的財政狀

況，以助非政府機構考慮調整本身的預算。蔡劍華先生表



示，過渡期補貼於最初數年的增幅會較大，其後數年的增幅

將會收窄，並可能在某段時間後保持不變。  

13 .  關健城先生指出，由於政府面對財政赤字，因此須要

推行節約措施，導致整筆撥款的津助額受到影響。非政府機

構需要為不斷改變的經濟狀況，例如本地經濟復蘇，以及可

能影響薪酬、其他成本水平及未來數年預算的通脹因素，好

好規劃，加以配合。  

14 .  陳梁悅明女士要求社署盡快通知非政府機構確實的

認可基準金額，以便非政府機構為未來數年進行財務規劃。

她同意非政府機構於制訂預算時應實事求是，考慮不斷改變

的經濟狀況，因為實際情況可能與羅兵咸假設的經濟狀況沒

有改變有所出入。她亦指出，非政府機構的人手架構受法例

和發牌規例規限，因此不能隨意改變或重組。  

15 .  韓潔湘女士表示，受資助的人手架構一向都符合並遠

高於所有發牌規定。符俊雄先生補充，當局於制訂未來路向

時，會一併處理過渡期補貼和逐步遞減至基準水平的事宜。

他提醒委員，整筆撥款設有自我調整機制，此即員工薪酬隨

公務員的薪酬趨勢而調整，而其他費用則按每年的生活指數

而增減。  

16 .  伍銳明先生提及第三種可能出現的情況的分析，並詢

問第二和第三項措施（即改善生產力，而不是聘請新員工取

代所有留任的定影員工，以及以較低薪酬聘請新員工取代所

有留任的定影員工）如何能夠節省 2%的開支。吳國輝先生



回答，羅兵咸是根據員工流失和聘請替任員工可能帶來的效

益的粗略估計，而作出這項假設的，而羅兵咸亦有提出其他

節約措施，但非政府機構都不願意採用。他認為，假如非政

府機構不節約開支，就算轉行整筆撥款津助模式達十年之

久，都無法達致平衡預算。  

<伍銳明先生於此時離席。 > 

17 .  陳榮亮博士提及調查的三個目的，認為調查報告沒有

評估非政府機構應付停止發放過渡期補貼的能力（即對定影

員工的承擔），亦沒有為應付非政府機構可能面對的財政困

難提供解決辦法。吳國輝先生回答，非政府機構沒有就能否

應付停止發放過渡期補貼及／或逐步遞減至基準水平一事

提供任何數據或意見；羅兵咸遂以非政府機構願意選用的措

施，作為應付其財政困難的合理基礎。  

18 .  梁耀發先生提及本有 90 個可用回覆，能提供關乎員

工數目的過去和預測數據，以及佔整筆撥款開支約 80%的個

人薪酬資料；並查詢羅兵咸為何只選用其中 40 個以推算出

盈餘／赤字數據。吳國輝先生解釋，他們需要篩掉不完整的

數據，例如有若干項目或年份的數據沒有填報，另外有些數

據雖經再三求證但仍然不一致。韓潔湘女士補充，羅兵咸和

社署員工已盡最大努力，分別與非政府機構核實數據和致電

跟進，這個過程十分費時，要完成後才可訂定截算日期。  

19 .  郭烈東先生查詢，羅兵咸是否根據預算赤字的數據預

測 161 間非政府機構未來的財政狀況。吳國輝先生答是。  



20 .  方敏生女士重申，轉行整筆撥款津助模式的非政府機

構承諾過履行對定影員工的合約承擔；因此，當局不可忽視

發放過渡期補貼的需要。符俊雄先生提醒委員，吳水麗先生

較早前指出，各有關人士對非政府機構對員工的合約承擔持

不同意見，因此須要在委員會進一步討論。吳國輝先生進一

步解釋，此問題有待澄清，但不應由羅兵咸負責回答。  

21 .  主席多謝羅兵咸的代表講解報告。由於委員在會議期

間才收到報告，因此他請委員先審閱報告，然後才作全面討

論。報告提供了非政府機構領取過渡期補貼／轉行整筆撥款

模式的概況，但未能找出非政府機構於過去數年為應付停止

發放過渡期補貼和逐步遞減至基準水平所作的準備。報告可

供委員會參考，讓委員借此在日後的會議上再集思廣益，籌

劃未來路向。與會人士經商討後，同意委員會委員及工作小

組成員於農曆新年假期後再次召開會議，以討論報告內容。

此外，委員會於通過報告前，將不會向公眾發表報告內容。  

22 .  吳水麗先生表示，由於羅兵咸會因應委員關注的事

宜，在最後報告中作出修訂，加入摘要說明或增補額外資

料，因此建議社署與羅兵咸跟進。梁魏懋賢女士補充，羅兵

咸應承認調查在設計方面，以及從非政府機構蒐集所得數據

的限制。  

23 .  吳文穗先生希望報告能夠盡快上載至社署網頁，供業

界參考。  

24 .  主席於總結時表示，會給予委員時間去審閱報告內



容，在委員會通過報告前，將不會作任何公布或發表報告內

容。一如建議，羅兵咸將會跟進細微的修訂，而委員會委員

及工作小組成員將於農曆新年假期後召開聯合會議。  

<調查工作小組成員和羅兵咸的代表於此時離席。 >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25 .  上次會議記錄獲得通過，無須修改。  

 

前議事項  

26 .  與會人士確認，上次會議並無前議事項需要進一步討

論。  

 

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的過渡補貼安排  

（委員會文件第 01/2005 號）  

27 .  符俊雄先生特別指出，二零零五至零六年度的建議安

排會沿用本年度的安排。在二零零三年九月一日至二零零四

年九月一日期間的周年員工流失率約為 6%，但當局不會為

二零零五至零六年度的員工流失情況作任何假設。委員通過



批出 4 .13 億元，以應付二零零五至零六年度的預計過渡期補

貼總需求。  

業務改進計劃的最新進展和日後邀請機構提交申請的指引  

（委員會文件第 02/2005 號）  

28 .  符俊雄先生向委員簡介計劃截至目前為止的成果。當

局為各項業務改進計劃合共批出 7 ,200 萬元撥款，而 65 間受

惠的非政府機構合共動用了 5 ,450 萬元。經過首三輪的業務

改進計劃申請後，社署建議不再為日後的申請訂定截止日

期，而是在全年任何時間均接受和處理申請。與會人士通過

有關邀請機構提交新業務改進計劃申請的建議安排。  

 

扶康會提交的業務改進計劃申請  

（委員會文件第 03/2005 號）  

29 .  符俊雄先生向委員介紹節約能源計劃的背景資料，並

援引過去兩項獲委員會支持的計劃為例子，指該兩項計劃均

取得成果。根據機電工程署為這項計劃擬備的能源審核報

告，預計這項計劃每年可以節省大量電力，而回報期為 3 .6

年。與會人士通過支持扶康會提交的申請。  

 



轉介委員會處理的投訴個案  

( a )  個案一  

30 .  符俊雄先生報告，已經於較早前向委員派發有關個案

的調查報告。根據委員的意見，反對和贊成進行聆訊的分別

有六人和五人。主席認為，解僱屬勞資事宜而非委員會有權

過問的事情，因為有關非政府機構其後已透過公開招聘填補

有關空缺。符俊雄先生補充，有關非政府機構和業界的定影

員工流失率同為 28%。過去四年，在有關非政府機構的 420

名定影員工中，有七人被解僱。  

31 .  吳文穗先生希望知道，在七名定影員工被解僱的同一

段時間內，有關非政府機構合共解僱了多少名員工。他關注

到處理這宗投訴需時甚久，希望能夠早日結束。  

32 .  李劉茱麗女士認為，報告並無詳細交代投訴人被即時

解僱的原因，而報告第五段引述有關非政府機構的程序指

引，就管理層和員工而言，對前者較為有利。符俊雄先生補

充，有關的非政府機構已詳細交代事件的來龍去脈，處理手

法與本身董事會通過的人力資源政策一致，而解僱的決定亦

得到董事會批准。  

33 .  梁魏懋賢女士認為，委員會缺乏足夠資料，因而無法

全盤審議有關個案。有關非政府機構的人力資源管理原則的

涵蓋範圍看來甚廣，而要求投訴人事後為被解僱員工進行工

作表現評核，是不尋常的做法。  



34 .  吳水麗先生認為，這宗個案可能涉及管理不善或不合

理的人力管理措施，但質疑此等情況有沒有違反整筆撥款條

款，或是否屬於應交由勞資審裁處處理的個案。  

35 .  方敏生女士認為，委員會應監察定影員工於整筆撥款

津助模式中受到的保障。此舉應可確保人力資源或處理員工

申訴的方法沒有違反整筆撥款規則和規例。  

36 .  符俊雄先生報告，有關非政府機構是根據社署的服務

質素標準，制訂本身的人力資源政策、程序和機制。因此，

這宗個案並無違反服務質素標準。《整筆撥款手冊》第五章

載述的最佳管理方法，可供非政府機構的管理層和員工參

考。  

37 .  陳梁悅明女士認為，由於缺乏全面的詳細資料，因此

委員會難以裁決這宗個案。  

38 .  主席請委員審議由委員會聆訊有關個案的表面證據

是否成立，抑或是委員擔當了勞資審裁處的職責。  

<吳文穗先生於此時離席。 >  

39 .  吳水麗先生同意業界應分享和制訂良好管理方法，而

余志明先生則表示，大聯盟認為這宗個案違反了服務質素標

準，因此交由委員會聆訊是較為恰當的做法。  

40 .  方敏生女士認為，解僱七名定影員工並不常見，而提

出的解僱理由亦極不尋常。  



41 .  主席指出，非政府機構的董事會應負責本身員工的招

聘事宜。因此，就算解僱一事的處理手法有欠圓滑，亦不表

示個案必定與整筆撥款有關。社署可以就非政府機構推行服

務質素標準的情況，提供更多資料。  

42 .  林正財醫生和吳水麗先生均認為，委員未能達成共

識。他們同意委員會就這宗投訴召開聆訊，而符俊雄先生會

着手籌備。根據主持聆訊的輪值名單，二零零五年二月的當

值委員分別是陳榮亮博士和伍銳明先生。由於他們二人均曾

經主持聆訊，委員同意日後的聆訊應由未曾擔任主持的委員

負責。  

(b )  個案二  

43 .  符俊雄先生簡介有關報告。委員留意到有關非政府機

構進行服務重整，導致須要裁減三個現有職位中的其中一

個。根據三名有關員工以往的工作表現，投訴人因裁減職位

而被解僱實屬合理。  

( c )  個案三和四  

44 .  符俊雄先生報告，當局現正調查這兩宗個案。待擬備

好調查報告後，便會向委員提交完整的獨立報告。  

 

下次開會日期  



45 .  餘無別事，會議於下午十二時五十分結束。委員同意

於二零零五年二月十五日（星期二）上午九時三十分召開下

次會議。委員將於臨近開會日期前獲告知有關詳情。  

 

 

社會福利署  

二零零五年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