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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 現行的社會福利津助制度一直被批評為不夠靈活、過於繁複，

且牽涉太多行政程序。而現今社會福利的發展，卻日趨

 

着重善用公共

資源、不斷革新、及時回應和管理表現，以求能夠適時滿足社會不斷

轉變的需要。然而現行的津助制度卻未能全面配合這個發展方向。社

會福利署 (社署 )為改善社會福利資助制度，決定在資助和監察兩個方

面，引入一系列的措施，以確保服務能達致既定目標。  

2. 有關服務監察制度的改善措施，其特點在於引入了一個強化的

服務表現監察制度，其主要部分包括《津貼及服務協議》及《服務質

素標準》。在社署與受資助非政府機構 (機構 )互相合作下，已逐步在

社署及機構的服務單位推行服務表現監察制度。我們自一九九九至二

ＯＯＯ年度起，在服務表現監察制度下，社署按照為每類受資助服務

設定的《津貼及服務協議》來評核服務成效，及以《服務質素標準》

來評定接受政府資助的服務單位的表現。服務表現監察制度的詳情載

於附錄 1111。  

3. 至於改善的資助制度，則採用了整筆撥款的形式，主要是代替

現行的模擬成本資助模式及修訂標準成本資助模式。在整筆撥款制度

下，社署不會再就人手編制、薪酬水平及個別開支項目設定資源投入

控制。因此機構可以在服務單位內靈活調配資金。在整筆撥款制度

下，雖然資助撥款水平的計算方法仍會以機構服務單位的情況及提供

服務所牽涉的項目，即薪酬及津貼、公積金供款、其他費用等為基礎，

但資助總額，會以整筆撥款形式向機構發放。除了部分指定的支出項

目外，機構在需要達致服務目標、成果、成效及標準規定的大前題下，

便可自行決定如何調配政府的資助金額。此外，為回應同工們的憂

慮，現已把公積金供款的津貼列為指定支出。  

4. 在推行新的資助制度，我們一方面要考慮到必須統一對同類服

務單位的資助水平，故要採用基準撥款的方法；另一方面，我們要顧

及一個現實情況——機構多年來已因應員工資歷深淺而有不同的薪

酬撥款需求，他們必須承擔對現有員工的合約承諾。因此，社署為解

決機構過渡期間的財務需要制定了以下措施：當機構轉行整筆撥款制

度時，給予該機構在現行制度下的實際撥款或基準撥款兩者中的較高

者為撥款金額、現職員工的公積金供款實報實銷，及提供為期五年 (即

二ＯＯ一至二ＯＯ二年度至二ＯＯ五至二ＯＯ六年度 )的過渡期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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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最後，雖然我們的政策目標仍然是最終會以整筆撥款制度資助所

有機構，然而在現階段我們不會規定所有機構必需在特定時間內轉行

整筆撥款制度。在推行整筆撥款後，我們將會訂立一個由社署、機構

及員工組織代表組成的監察機制。  

5. 服務監察及資助制度的改善措施奠定了一個基礎，使政府與提

供服務的機構能攜手共同改善社會服務的規劃範疇及程序。規劃程序

的改善，旨在提供一個規範與機制，使我們能在一個有條理的決策過

程中，以最能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運用社會資源，來提供合適的社

會服務，以滿足社會上不斷轉變的需要。  

6. 在

 

衞生福利局的帶領和督導下，當局正在推行一項綜合及具前

瞻性的規劃大綱，其中包括長遠的策略方向、針對各項計劃範圍及服

務發展的中期計劃，以及由社署及機構每年提交的周年計劃書。我們

展望：  

策略方向可為政府就香港社會福利服務的長遠發展方向定下

藍圖。同時亦能向公眾清楚展示各項社會福利服務的優先次

序、公帑的相應性換配，以及政府希望達到的長遠目標。

 

衞生

福利局會諮詢公眾及福利界的意見率先制定策略方向。  

中期計劃為各個服務範圍的發展方向，其相關的目標及主要成

效範圍提供一個三年至五年的展望。中期計劃並會為社署及機

構提供一個基礎，用以策劃《津貼及服務協議》內的社會服務。

中期計劃將由一個包括機構及服務使用者／代表組成的策劃

小組來制定。這些計劃都會在三年至五年間的期限內作出檢

討，以確定服務目標及服務範圍是否切合需要，亦需檢視相應

投入的公帑，是否運用得宜。  

周年計劃由服務提供者 (包括社署及機構 )編製，應該全面反映

最新的政策目標及首要關注。相比之下，目前的《津貼及服務

協議》主要針對特定的服務，且是固定的協議，注重服務的提

供多於服務的發展。周年計劃則是為社署及機構管理層提供一

個方法，用以全面考慮服務提供的整體方向、發展部分服務的

策略、重新界定個別服務的重點和逐步淘汰不合時宜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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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夥伴合作的方向下，

 

衞生福利局及社會福利署會與機構合力推行以

上措施，建立更靈活主動的規劃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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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1.1 這本《整筆撥款手冊》旨為機構提供一套獨立而必需的參考資

料。使各機構在新資助制度下，能提高在運用公帑以提供福利服務時

的問責性、效率及成本效益。這是《整筆撥款手冊》的第二版，備有

印刷版和電子版。手冊的內容將會定期作出檢討和修訂。社署會把日

後作出的任何修訂／補替資料發給使用者。此外，社署亦會不時發出

執行指引，以便為《整筆撥款手冊》提供增補資料。  

目的  

1.2 《整筆撥款手冊》旨在列明：  

(a) 整筆撥款制度的結構、過渡期補貼和公積金安排，以及其

他相關事項；  

(b) 整筆撥款制度的財政管理；  

(c) 社署及機構在運用公帑時所分別擔當的角色、責任及問責

性；及  

(d) 最佳管理方法及程序的建議。  

1.3 總括而言，除非有另外註明的條款，社署會根據上述 (a)至 (c)

的規定來管理整筆撥款制度。至於上文分段 (d)(d)(d)(d)，則供機構參考，個

別的機構可按照本身不同的情況，選用這些措施。  

格式  

1.4 具體來說，各章的內容如下：  

章  內容  

2 整筆撥款  

整筆撥款制度的結構、發放方法、調整機制及靈活

性。本章亦會談及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供款安排，儲

備、和收費及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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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務管理  

機構的財務會計系統，以及由外聘核數師審核機構在

《津貼及服務協議》活動上的帳目。  

4 公眾問責  

社署及機構的角色及職責、有關公眾問責的事宜，以

及審計署的權責。  

5 最佳管理方法  

在機構管治、人力資源管理、管理會計及內部審計等

工作的最佳管理方法及程序。  

1.5 《整筆撥款手冊》參照了一九九三年十月公佈及現時沿用的

《社會福利資助指引》的部份內容。《社會福利資助指引》將繼續適

用於發還租金、差餉及資助日間幼兒園的放款程序。  

 



整筆撥款手冊  9  

第二版 2000年10月 

第二章  

整筆撥款  

2.1 本章述明整筆撥款、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的安排，以及處理有

關收入、儲備及各項收費的事宜。  

整筆撥款  

2.2 下面各段闡明整筆撥款制度的結構、發放方法、調整機制及運

作靈活性的原則。  

整筆撥款制度的結構  

2.3 一間機構可以在下列各種資助模式中獲得整筆撥款：  

 

 現有資助模式  

(a) 現有服務單位  (i) 整筆撥款資助模式  

 (ii) 單位資助撥款  

 (iii) 模擬成本資助模式  

 (iv) 修訂標準成本資助模式  

(b) 新分配服務單位   

整筆撥款的總金額相等於上述 (a)＋ (b)。下文第 2.4 至 2.11 段將解

釋整筆撥款的計算方法。  

整筆撥款資助模式  

2.4 整筆撥款的金額將包括在二ＯＯＯ至二ＯＯ一年度，採用現有

整筆撥款資助模式而獲得資助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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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資助模式  

2.5 除附錄 2222 第 2(a)2(a)2(a)2(a)段所列明的兩項服務外，整筆撥款將包括按

照單位撥款模式就二ＯＯＯ至二ＯＯ一年度計算的資助金額。前述兩

項服務將繼續按照一九九三年十月公佈及現行的《社會福利資助制度

指引》及其後社署所發出的通訊計算撥款。  

模擬成本資助模式  

2.6 整筆撥款將取代模擬成本資助模式，包括薪酬、與薪酬有關的

津貼、公積金供款、其他費用及認可收費各項。具體計算方法如下： 

(a) 薪酬  

(i) 首先，根據機構於二ＯＯＯ年四月一日的認可編制，

（即所有認可職位包括分數職位）以二ＯＯＯ年三月

三十一日的薪級表上的中點薪金計算每間機構整筆

撥款的基準薪金；  

(ii) 把機構於二ＯＯＯ年四月一日的員工人數定影，在現

行資助制度下計算機構的定影薪金；  

(iii) 將上述定影薪金與基準薪金比較；  

(iv) 當定影薪金高於基準時，機構所獲得的資助金額將相

等於定影薪金。除按下文第 2.13 段進行調整外，社

署將不會作出任何補貼，同時亦不會要求機構退還餘

額。機構的定影薪金將由二ＯＯ六至二ＯＯ七年度開

始，每年以 2%2%2%2%的比率逐年遞減，直至相等於基準薪

金為止；  

(v) 定影薪金低於基準薪金的機構將獲得相等於基準薪

金的資助，但這些機構的服務必須是已經全部投入運

作（或這些設施／服務已按照協定的時間表分期投入

運作）。同樣地，除按下文第 2.13 段進行調整外，社

署將不會作出任何補貼或要求機構退還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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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與薪酬有關的津貼  

與薪酬有關的津貼包括替工、辛勞津貼、責任津貼、訓練

津貼及支付給醫院管理局的費用。這些項目的撥款將按照

現行資助制度下的程式或以一九九九至二ＯＯＯ年度已

確認的金額計算。  

(c) 公積金  

下文第 2.17 至 2.20 段將詳細說明有關公積金的安排。  

(d) 其他費用及津貼  

(i) 其他費用資助以現行資助制度下的認可水平計算；及  

(ii) 其他津貼包括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的司機的超時工作

津貼、家務助理服務的假日特別津貼、寄養父母津貼

及庇護工場工人獎勵金等。上述項目的撥款以現行資

助制度下的程式計算。  

(e) 認可收費  

認可收費將會從整筆撥款中扣除。  

修訂標準成本資助模式  

2.7 已審核的「修訂標準成本資助」單位 (包括現正進行常規化的

未經審核單位 )的整筆撥款的計算方法與接受「模擬成本資助」單位

的計算方法相同（見上文第 2.6 段）。  

2.8 機構選擇不進行常規化未審核的「修訂標準成本資助」單位的

整筆撥款，其計算方法如下：  

(a) 薪酬及公積金  

(i) 整筆撥款所包括的薪酬及公積金是認可編制的中點

薪金的 106.8%；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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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整筆撥款的金額將以 100:6.8 的比例，分為薪金和

公積金。  

(b) 與薪酬有關的津貼  

計算方法如上文 2.6(b)段。  

(c) 其他費用及津貼  

計算方法如上文 2.6(d)段。  

(d) 認可收費  

計算方法如上文 2.6(e)段。  

未審核單位常規化的安排  

2.9 我們鼓勵各機構在轉行整筆撥款制度前，為轄下未審核單位申

請常規化。常規化的程序及規定如下：  

(a) 各機構可在表明願意轉行整筆撥款制度時，申請為轄下所

有未審核單位常規化。  

(b) 在這些單位內並在二ＯＯＯ年四月一日已定影的員工，其

資料會獲審核。  

在常規化的過程中，下列措施將會放寬：  

(i) 若出任有關職位者的職級與認可編制不符，可容許採

用填補職位安排。不過，該員工在整筆撥款的薪金上

限，將會是其認可職位的頂薪點。  

(ii) 假若員工的資料經審核後的結果顯示，在未常規化

前，該員工已超額支薪 (在一般情況下，即表示所聘

請的員工，未能完全達到該認可編制中的某一特定職

位所需的資格 )，機構無須歸還超額支付的薪酬，這

因為機構在轉行整筆撥款制度時必需把單位常規

化，亦明瞭這程序並非例行的資助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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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整筆撥款的薪金，將會按照審核結果進行調整。  

(d) 在這些單位內，已在二ＯＯＯ年四月一日定影的員工 (不

論他們是否暫時填補服務單位內屬認可編制的職位，或出

任認可編制以外的「額外」職位 )，在過渡期補貼及公積

金安排方面，均當作現職員工論 (見下文第 2.17 段 )。  

新分配服務單位  

2.10 新服務單位的整筆撥款將根據分配模式計算。在實行整筆撥款

制度前已達成分配協議的新分配服務單位，若仍未開始提供服務，其

可獲的整筆撥款按以下方法計算：  

(a) 薪金及公積金  

所有已分配給機構的新服務單位的整筆撥款的薪金和公

積金是根據認可編制以當時的中點薪金來計算，另加中點

薪金的 6.8%作為公積金。  

(b) 與薪金有關的津貼  

計算方法如上文 2.6(b)段。  

(c) 其他費用及津貼  

計算方法如上文 2.6(d)段。  

(d) 認可收費  

計算方法如上文 2.6(e)段。  

整筆撥款總額  

2.11 每間機構將就其屬下所有現有及新分配的服務單位獲得一項

整筆撥款。如下文第 2.33 段所述，未用的餘款必須轉撥入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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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筆撥款的付款方法  

2.12 整筆撥款將會按月發放，並於每月中轉帳至機構的銀行帳戶。

付款通知單上會分別列明撥給機構的整筆撥款及公積金供款資助。  

整筆撥款的調整  

2.13 除因資助單位的員工薪酬須配合公務員的薪酬調整，而這些調

整因素又沒有計入所提供的整筆撥款內的情況外。整筆撥款款額在年

內不會有所增加整筆撥款將根據以下的標準，因應薪酬及物價變動，

每年作出調整：  

 

個人薪酬  參照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  

其他費用  參照政府整體物價調整因數  

收費  由社署另行通知  

假若機構需要支付為履行現時未能預見的法定職責的款項，而所需金

額並沒有計入整筆撥款的預算內，政府將會考慮調整整筆撥款額。  

整筆撥款的靈活性  

2.14 在《津貼及服務協議》範疇內，機構可靈活調配整筆撥款的款

項 (但不包括公積金部分 )，可應用的範圍包括 (但並不規限於 )以下幾

方面：  

(a) 員工開支，包括根據員工編制及薪酬所須支付的薪金、津

貼及個人開支 (包括附帶福利 )，而其薪酬標準須符合「不

能比公務員編制內相約職級優厚」的原則；及  

(b) 其他運作開支。  

2.15 整筆撥款是以每間機構作為單位。機構的管理層可以在評估需

要後，在各個服務單位之間重新調配整筆撥款所提供的資源，並由一

個成本項目轉撥到另一成本項目，例如由其他費用轉撥到薪酬，或反

過來，由薪酬轉撥到其他費用。只要機構能夠確保在作出這些重新調

配資源、轉撥和調整成本項目時符合上文第 2.14 段所訂明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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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無須事先取得社署的批准。機構的管理層須自行制定機構在使用及

轉撥資金時的程序及授權的權限。  

整筆撥款不包括的資助項目  

2.16 在剛推行整筆撥款時，下列項目將不包括在整筆撥款內：  

(a) 日間幼兒園的資助（即日間幼兒園、日間育兒園及日間混

合育嬰幼兒園）將按現行的資助規則及會計安排；  

(b) 租金及差餉將繼續以實報實銷形式發放；及  

(c) 附錄 2222 第 1111 及 2(a)2(a)2(a)2(a)段所列示的項目的資助按現行的資助

規則及會計安排。  

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的安排  

2.17 現職員工是指於二ＯＯＯ年四月一日時在「模擬成本資助」單

位，或已審核的「修訂標準成本資助」單位內擔任或暫時填補認可資

助職位的員工；亦包括截至二ＯＯＯ年四月一日在未審核的「修訂標

準成本資助」單位內工作，而經常規化後而獲得確認的員工。  

2.18 設立過渡期補貼及按實際公積金供款資助的目的，是協助機構

履行對現職員工在增薪及公積金方面的合約承諾。所有包括在二ＯＯ

Ｏ年四月一日定影內的員工，在增薪及公積金福利方面均受保障。詳

細的安排載述於下文。  

2.19 對於「模擬成本資助」單位，以及已審核的「修訂標準成本資

助」單位，有關發放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的規定如下：  

(a) 所有現職員工的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會根據在定影時所

申報的職級及職位數目 (包括分數職位 )計算。  

(b) 機構會獲發過渡期補貼，以支付現職員工在過渡期補貼期

內的增薪款額，直至他們離開原機構，或獲得晉升／調整

職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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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現職員工無論是否留任同一職位，或獲得晉升／調整職

級，他們的公積金，都會根據其聘用合約的規定，以過去

認可的標準 (即社署按現行的《社會福利津貼指引》所訂

明為僱主承擔公積金供款比例 )計算實報實銷，直至該員

工離開原機構為止。  

(d) 若有認可編制內的現職員工離開原機構，整筆撥款內的薪

金部分 (不論原來的整筆撥款額是高於或低於基準薪金 )

維持不變，但公積金方面，則改為按該員工在二ＯＯＯ年

四月一日進行定影時認可職級的中點薪金的 6.8%計算。

此外，若機構的整筆撥款薪金高於基準薪金，整筆撥款額

會由二ＯＯ六—Ｏ七年度 (即過渡期補貼期後 )起以 2%的

比率逐年遞減，直至等同基準薪金為止。  

2.20 至於未審核的「修訂標準成本資助」單位，有關規定則如下： 

把未審核單位常規化  

(a) 在這些單位內，已列入二ＯＯＯ年四月一日時定影的所有

員工 (不論他們是否出任認可編制的暫時填補職位，或出

任認可編制以外的「額外」職位 )，無論審核結果如何，

均可繼續按照合約承諾享有增薪及公積金。政府會資助實

際公積金需要及透過獎券基金資助過渡期補貼。  

(b) 至於出任 (或暫時填補 )認可編制職位的員工，在離開原機

構後，其公積金會以該認可職位中點薪金的 6.8%計算，

而出任「額外」職位的員工在離開原機構時，其公積金將

會終止，即不會以任何形式的款項代替。  

機構選擇不把未審核單位常規化  

(a) 機構選擇轉行整筆撥款制度時，若仍然選擇不為未審核單

位進行常規化，這些單位的員工將不會獲得過渡期補貼及

公積金，在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的安排上，這些員工不會

列為現職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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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這些單位的整筆撥款薪酬部份，將會保留在認可編制薪酬

的中點水平，而公積金方面，則會按這單位二ＯＯＯ年四

月一日定影時認可編制職位的中點薪金的 6.8%計算。  

(c) 機構的管理層必須自行設法，履行對在二ＯＯＯ年四月一

日時任職於這些未審核單位的員工在增薪及公積金福利

上的合約承諾。  

過渡期補貼的計算方法及申請程序  

2.21 當留在同一機構的現職員工的預計薪金超逾整筆撥款內給與

同一批員工的薪金部分，該機構便可獲發過渡期補貼。過渡期補貼相

等於所有這些現職員工由機構合資格領取過渡期補貼的年度起的累

積增薪額總和。換句話說，在決定機構是否合資格獲發過渡期補貼

時，現職員工離職及因而對機構的財政所造成的影響，不會列為考慮

因素。此外，機構所累積的儲備水平亦不會視作考慮因素。  

2.22 機構必須在每年九月更新有關現職員工狀況的資料，並須清楚

列明員工離職日期，以及晉升／更改職級日期。在更新員工名單時，

機構須清楚表示是否需要過渡期補貼，而社署會根據已更新的資料，

為所有現職員工預計所需的增薪款項，從而決定過渡期補貼的款額。 

2.23 社署會代表所有機構，向獎券基金申請撥款，以支付每年所需

的過渡期補貼總額。在每個財政年度內，政府會每季向機構預先發放

過渡期補貼。年內，若有現職員工在未有預計的情況下離職，因而引

致向機構超額發放過渡期補貼時，社署會在下一財政年度所發放的過

渡期補貼實際款額中作出調整。  

2.24 過渡期補貼一旦發放，便會計入資助總額，因此任何未應用的

款額，須撥入機構的儲備帳目內。  

公積金供款的計算方法及支付安排  

2.25 如同上文所列，機構必須在每年九月更新有關現職員工狀況的

資料 (和上文所載有關過渡期補貼的安排相同 )。為現職員工而設的公

積金供款，會根據已更新的資料及預計所需的公積金，作為每月資助

的一部分，按實際需要支付。任何未應用的公積金，須另外計入機構

的指定公積金帳目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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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附錄 3333 詳列有關例子，說明在不同情況下機構的過渡期補貼及

公積金應如何計算。  

2.27 在上文所列出的公積金資助安排下，有關公積金的資助資料，

會以以下方式披露：  

(a) 社署在發給機構的整筆撥款發放通知單上，分列列明現職

員工及 6.8%6.8%6.8%6.8%資助比率職位的公積金資助額；  

(b) 在機構的會計記錄中，須把現職員工及 6.8%6.8%6.8%6.8%資助比率職

位的公積金供款金額分開列明，同時亦須列明所獲得的公

積金資助總額及已支出的公積金款項；及  

(c) 機構的年度財務報告中須包括公積金的分析，顯示就現職

員工及 6.8%6.8%6.8%6.8%資助比率職位所獲得的公積金資助總額、支

出款額及未用餘款。  

2.28 機構的公積金計劃須根據《強制性公積金條例》內的法定要求

而訂定。為獲得資助，機構須發給供款者一份公積金供款帳戶年結

單，並就公積金供款計劃每年向所有供款者提供下列資料：  

(a) 供款者在計劃下所享有的權益的狀況；及  

(b) 僱員和僱主在該年度的供款。  

機構必須保存每名供款者的帳戶記錄，以便供款者和社署查閱。  

收入的處理  

收費及費用  

2.29 機構可自行保留認可收費（已包括在整筆撥款金額內）以外的

所有其他收益。即是說，機構可以按照下文第 2.36 段所述的收費原

則，從營辦資助服務時附帶提供的其他的服務而衍生出來的收入，例

如經營禮品店、提供影印服務等。  

2.30 在營辦有衍生收入的活動時，機構應確保該等活動符合機構的

宗旨和目標，同時嚴格遵守有關的法例規定（例如批地及租務合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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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牌照規定及版權規例等），更要確保受資助的活動不受影響，

同時對整體福利服務不會有任何不良影響。所衍生的收入將不會從整

筆撥款中扣除，但需記入一個獨立帳戶內，並必須在機構每年的審核

及財務報告中

 

滙報。  

捐助  

2.31 機構可接受及保留所有捐助款項，但須承擔因接受捐助而所造

成的經常開支，社署將不會對這些開支提供資助。  

2.32 所有獲得的捐助及其衍生的收入，均須在機構的帳目上分開列

明。  

儲備  

2.33 撥款中的未動用款額必須撥入儲備，並須在年度財務報告中向

社署申報。一筆相等儲備的現金必須存放在一個設於香港持牌銀行並

能生息的獨立帳戶內。財政年度終結時，累積儲備（包括利息但不包

括公積金儲備）的上限為機構在該年度內的營運開支 (不包括公積金

開支 )的 25%內。若儲備超出這個上限，除非機構以充分理由提出申

請，並獲社會福利署署長提高上限，機構必須把超出的金額在下一財

政年度退還政府，。  

2.34 在符合下列規定的情況下，機構可自行運用儲備：  

(a) 公積金儲備只能用作支付日後的公積金供款；  

(b) 儲備必須用於《津貼及服務協議》所訂定的活動及有關支

援服務；及  

(c) 機構須承擔所有因使用儲備而造成的財政後果。  

2.35 機構在考慮動用儲備時必須注意以下事項：  

(a) 確保機構不會遇到財務困難；  

(b) 若機構日後遇到財務困難時須自行解決，政府將不會給予

任何財務援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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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確保所產生的問題和解決方法不會影響機構達到《津貼及

服務協議》的要求及不會影響服務使用者的利益。  

收費及費用  

2.36 在管理收費及費用方面，機構應注意下列事項：  

(a) 必須繼續按照現行做法和程序，處理那些可用以抵銷資助

金額的認可收費；  

(b) 倘若機構為《津貼及服務協議》規定服務範圍內的服務提

供增值服務，因而須向使用者收取新的費用，機構須確保

建議的新收費：  

(i) 不會影響《津貼及服務協議》所提供的服務；  

(ii) 不會嚴重損害使用者的權益。就此方面而言，機構應

特別注意使用者的負擔能力和需要；及  

(iii) 已事先取得社署的同意 (或在日後納入機構的周

年計劃內 )。  

(c) 必須在服務單位內清楚展示所有收費，以便使用者可取得

有關費用的資料。有關費用的展示內容應包括下列細節： 

(i) 倘若服務使用者因對費用有疑問及／或投訴，要聯絡

機構職員時所需的資料；及  

(ii) 倘若服務使用者因對 (i)所作的回應感到不滿，要聯

絡社署人員時所需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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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財務管理  

3.1 本章述明社署對機構有下列的財務會計、外部審計及資助審查

的要求。  

財務會計  

3.2 本節訂明會計帳目及記錄、財務申報及內部控制的基本要求。

遵守該等要求是機構獲得整筆撥款資助的先決條件，而該等要求也可

幫助機構維持良好的財務管理。  

會計  

3.3 機構必須確保所有交易事項均須記錄在適當的帳簿及會計記

錄內。並把《津貼及服務協議》規定服務和有關支援服務（包括中央

行政及監督支援工作），以及非《津貼及服務協議》規定的服務分別

記帳。  

3.4 機構的有關《津貼及服務協議》規定服務及其支援服務的會計

要求如下：  

(a) 機構的財政年度必須訂為由四月一日起至翌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  

(b) 機構須在其帳目及年度財務報表中正確交代整筆撥款的

款項、過渡期補貼、其他社會福利津貼及支出的收支情況； 

(c) 每個受資助服務單位，即所有按《津貼及服務協議》下收

取整筆撥款、其他福利資助及其他收入的單位，必須備存

經營收支帳。每個受資助服務單位的經營收支帳必須：  

(i) 分開列明《津貼及服務協議》規定服務及非《津貼及

服務協議》規定的服務；  

(ii) 按照附錄 5555 所載的會計科目表編制會計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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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用作編製附錄 6 的周年財務報告；及  

(iv) 構成整個機構已審核年度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d) 機構須按附錄 6666 所述製備有關《津貼及服務協議》規定服

務及支援服務的周年財務報告；及  

(e) 個別活動項目，如有收入或指定捐款的資助，收支必須在

帳目中分別列明。  

3.5 每間機構均需備存下列基本帳簿及會計記錄：  

(a) 帳簿及記錄：  

(i) 現金登記簿；  

(ii) 記錄捐款、會費及收費等收入的每日收入總表及收據

存根；  

(iii) 各類支出的付款憑單；  

(iv) 列示全部職員的個人薪酬的支薪表；  

(v) 職員記錄，例如聘書，及有關升職、調職、加薪日期

等文件；  

(vi) 固定資產登記冊；  

(vii) 顯示收入及支出、資產及負債帳目的分類帳；及  

(viii)所有轉帳和帳目調整的日記帳簿。  

(b) 所有帳簿及其他有關記錄必須最少保留以下規定的時間： 

(i) 永久性的記錄，例如年度財務報表、資產存錄、屬資

本性質和有關政府非經常性撥款等的記錄。此等記

錄，在未獲得社會福利署署長的批准前，不得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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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最少保留七年才銷毀的記錄包括所有帳簿（例如分類

帳、現金簿等）、憑單、收據和銀行月結單；及  

(iii) 最少保留兩年才銷毀的記錄包括季度申報表、支

薪表和憑單等的副本；及  

(c) 機構備存的帳簿和相關的記錄及資料，在合理的時間下，

隨時供社署及審計署的認可人員審核。  

3.6 機構必須依照核數師在管理建議書中的建議和社署的建議，改

善機構的會計制度。  

財務申報  

3.7 財務申報的基本要求是機構每年就所有《津貼及服務協議》所

規定的服務 (包括其支援服務 )提交周年財務報告及其外聘核數師的

審查報告，以及整間機構的已審核的年度財務報表。  

3.8 機構每年須就訂有《津貼及服務協議》規定服務及其支援服務

編製周年財務報告。此等服務由整筆撥款、其他社會福利資助或其他

收入資助。格式詳述在附錄 6666。周年財務報告：  

(a) 內容必須取材自《津貼及服務協議》所資助的所有服務單

位的經營收支帳，並能與其帳目進行核對；  

(b) 在整個機構的帳目上，須要分開列示現職員工及 6.8%資

助比率職位所收到公積金資助及支出；及  

(c) 必須構成機構全年業務報告的一部分。  

內部控制  

3.9 內部控制是保持穩健和審慎的財政管理的基本原則。機構按其

性質、大小或所提供的服務，必須確立足夠的內部控制。社署在資助

審查後，會向機構提出改善內部控制程序的建議。此等建議詳列於附

錄 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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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審計  

3.10 機構必須委託外部核數師就對周年財務報告進行獨立審查。審

查應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執業指引。下文為審查報告內“審

查範圍＂的建議內容：  

“我們已完成審核 XYZ 截至 ZZZZ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

務報表，並已於 ZZZZ 年 Y 月 X 日就該財務報表發出一份無保

留意見／有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書。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實務說明，就夾附的 XYZ

截至 ZZZZ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周年財務報告表進行審

閱。審閱工作包括考慮編製周年財務報告表的相關程序和記

錄，使我們能認同周年財務報告表是根據上述 (即整個機構的 )

已審核財務報表所依據的帳簿和記錄編製而成的。＂  

3.11 周年財務報告的審查年度財務報表的審核須由執業會計師／

註冊會計師進行。會計師的名字必須刊登在憲報公布的執業會計師／

註冊會計師名單內。周年財務報告及年度財務報表必須由機構的兩位

認可代表，即主席及機構首長簽署。  

3.12 機構須將外聘核數師在審核機構的年度財務報表時發出的管

理建議書送交社署。外部審計包括評核機構的財政及會計記錄及程

序，總體來說，是否足夠及有效，目的是提供恰當及有效的內部控制

控制。核數師在審核過程中，可能發現內部控制不足之處，這些不足

之處連同改善建議應在核數師給機構管理層的管理建議書中提出。  

3.13 機構應按上述規定，每年最遲在財政年度結束 (即三月三十一

日 )後的七月三十一日，向社署財務科提交下列文件：兩份周年財務

報告連同核數師的審查報告及全個機構的已審核的年度財務報表連

同核數師的管理建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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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審查  

3.14 社署有關整筆撥款的資助審查會集中於制度審核及表現審核

兩方面。制度審核會檢討及建議內部控制程序，從而提供意見。而表

現審核則可能會聯同社署的服務表現監察小組進行關於衡工量值審

核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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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眾問責  

4.1 機構的資助屬於總目 170 社會福利署內的分目 410 康復服務

(補助金 )、分目 411 社會福利服務 (補助金 )、及分目 412 發還差餉的

帳目中。根據《公共財政條例》(香港法例第 2 章 )，社會福利署署長

作為總目 170 社會福利署的管制人員，需要對這些津貼分目下的所有

開支負責及承擔問責性。當社會福利署署長負起監控和管理社會福利

資助的法定責任時，亦須設立一個承擔公眾問責的架構，以確保接受

政府資助的機構，在使用公共資源方面，能透過社會福利署署長承受

公眾的問責。本章詳述適用於在整筆撥款制度下，機構的公眾問責架

構，其中大部分是取材自機構均已熟悉的現行《社會福利津貼指引》。 

社會福利署署長的角色及責任  

4.2 作為執行香港政府社會福利政策的部門首長，社會福利署署長

有責任確保無論是由社署或由機構提供的服務，即使在不斷轉變的環

境中，均能持續達致政府的政策目標，為此，署長須與服務提供者緊

密合作，檢討所提供服務的成效。  

4.3 作為社會福利津貼的管制人員，社會福利署署長有責任確保各

機構能夠妥善地和有效地策劃、推行和評估由政府資助的服務。同時

在規劃和評估服務的過程中，署長必須定期取得服務提供者的回應意

見。  

4.4 按有關《津貼及服務協議》，社署署長在協助其處理上述的角

色及職務時，可行使以下權力：  

(a) 在批出整筆撥款時訂立附帶條件；  

(b) 執行下列審核工作：  

(i) 評估機構在按《津貼及服務協議》所提供的服務，及

其有關支援服務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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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就由整筆撥款和其他福利服務資助提供經費的所有

範疇進行「衡工量值」的研究（署長可要求機構自行

進行這項審核）；  

(c) 有權取閱接受整筆撥款和其他社會福利資助等機構的記

錄和帳目。審計署及廉政公署亦具有同樣的權力；  

(d) 在廉政公署的協助下，可以查核機構的管理及監管程序，

目的在向其理事會／行政委員會提供有關防止貪污的意

見；  

(e) 接受整筆撥款和其他社會福利資助的機構必須呈交年度

審核帳目、財務報告、財務報表、有關表現指標的統計資

料，及其他有需要的報告及／或申報表；  

(f) 以觀察者的身分加入機構的行政或管理委員會；及  

(g) 如機構未能履行下列各項措施，或妨礙署長行使其上述權

力，社署將會扣撥或終止整筆撥款和其他社會福利的資

助：  

(i) 就《津貼及服務協議》所規定的全部要求，達到合理

表現水準；  

(ii) 執行合理和審慎的財務管理；及  

(iii) 遵守整筆撥款和其他社會福利資助的有關規定。  

機構的角色及責任  

4.5 接受政府資助的機構須有效策劃受《津貼及服務協議》管轄的

服務和活動，並維持符合成本效益的管理。要在整筆撥款制度下執行

這項職務，我們期望機構能建立問責機制，並且能夠靈活和主動地回

應社會不斷轉變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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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署長的公眾問責性  

4.6 作為社會福利津貼的管制人員，社署署長需要透過立法會的每

年撥款來取得用於資助活動的公共資源。在資源容許的情況，社署署

長負責批核所有整筆撥款的申請及其續領申請。  

4.7 在發放津貼時，社署署長須時刻遵守政府的整體資助政策及指

引。署長須向機構發放所有經修訂的津貼政策及指引，並以合時及有

效的方式確保機構遵從規定。社署會進行服務表現評估及審核，並向

機構管理層指出任何運作上的不當現象，以及建議修正及改善的辦

法。  

4.8 社署署長必須負責向立法局轄下政府帳目委員會，解釋及交代

經審計署署長發現在整筆撥款分配方面出現任何不當或管理不善的

情況，或對於機構運用撥款方面的系統、效率及成效的任何問題。  

機構的問責性  

4.9 接受整筆撥款及其他社會福利資助的機構須就公共資源的正

當和審慎運用方面向社署及公眾直接負責。機構的董事會和管理層有

責任妥善地管理整筆撥款的運作，同時確保整筆撥款的運用須符合

《津貼及服務協議》所訂明的要求和目標，並依遵本手冊所規定的條

件。機構須盡力達至最符合經濟效益的方式運用整筆撥款的期望，並

不得偏離既定用途。機構同時必須確保有效地管理收入。  

4.10 對於社署進行服務表現評核及審核時發現的任何不當表現，機

構必須迅速修正。  

4.11 倘若機構停止營運，必須把整筆撥款中任何未運用的餘款及累

積儲備金退回社署；同時必須在停止營運後兩個月內向社署呈交截至

最後營運日（包括該日）期間的審核帳目和財務報告。  

4.12  如審計署發現機構未能符合整筆撥款及《津貼及服務協議》

的規定及／或沒有審慎地運用公共資源，機構董事局主席及機構管理

層首長可能須與社署署長一起出席政府帳目委員會的研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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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  

4.13 對於機構運用公共資源以執行職務時所達至的經濟效益、效率

及成效，審計署署長有權進行他認為合理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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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最佳管理方法  

5.1 本章旨在為機構提供意見及指引，其內容涉及一般在評核機構

表現時，作為考慮之列的良好管理方法及步驟。這些意見及指引的目

的在於協助機構需就整筆撥款所給予的靈活性和所要求的問責性，作

出適當處理，社署期望機構可予以仔細考慮。我們以下提出的意見及

指引主要是關於機構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及內部審核三方面。我們會

參考福利界對這些方法的回應和意見，定期更新這些最佳管理方法，

以期能反映最新發展，並與大家分享個別機構採用的最佳管理方法。

此外，我們也會在社署與福利界的通信聯繫中提供有關其他管理課題

的意見及指引。同時，服務表現監察制度下所規定的服務質素標準亦

訂明了對機構執行良好管理制度的期望和相關的原則。  

機構管理  

5.2 這裏主要說明機構董事會／管理委員會的職責；員工在管理事

宜上的參與；以及服務使用者在規劃、提供服務和監察方面的參與。 

機構董事會／管理委員會的職責  

5.3 機構董事會及管理委員會負責監察機構的運作。他們應受到其

組織訂定的規例所管制，而他們也獲授與管理機構事務的責任。根據

他們所屬組織的規例和規則，他們最終要為機構的整體表現負責。一

般來說，機構的董事局／管理層要處理下列職務：  

(a) 為機構擬定使命和訂立目標；  

(b) 決定提供服務的模式，以滿足社會不斷轉變的需要；  

(c) 確保機構按指定用途正確運用公帑，而機構的服務表現應

符合《津貼及服務協議》的要求；  

(d) 負責制訂服務範疇的規劃和預算，以及人力資源管理；及  

(e) 建立社區網絡和支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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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為提高透明度及使機構能及時從有關人士取得回應和意見，機

構的董事會／管理委員會應就如何在管理程序中，能最有效地讓員工

和服務使用者共同參與的問題上，作出決定。在適當情況下，讓他們

加入機構的董事會／管理委員會，可作為一個方案。  

讓員工參與有關員工安排的事宜  

5.5 人力資源是福利服務最寶貴的資產。一般來說，在機構出現會

影響員工的變化時，機構的董事局／管理委員會應先諮詢員工的意

見。其中包括：  

(a) 更改現有職員編制；  

(b) 更改薪酬組合或工作條件；及  

(c) 重整及理順提供服務的模式，因應需要而更改人力調配的

安排。  

5.6 這裏特別需要指明一點：作為一項保障員工的特別安排，以整

筆撥款制度營辦的機構必須善用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供款安排，以承

擔對現職員工的合約承諾。有關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的安排詳載於本

手冊第二章。  

服務使用者在服務規劃、提供和監察方面的參與  

5.7 機構應考慮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量讓服務使用者參與服務

重整、更改現有服務提供模式及監察服務表現標準。機構可透過多種

渠道，例如服務使用者聯絡組、討論會或意見調查來收集服務使用者

的意見。  

人力資源管理  

5.8 在人力資源管理的範疇上，機構應為表現評核、薪酬及獎勵制

度、員工培訓及發展、人力規劃，員工招聘和與員工溝通渠道等方面，

制訂清晰的政策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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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評核  

5.9 為配合員工發展、調整薪酬、決定職位升遷和管理表現各方

面，機構應制訂一個客觀和開放的表現評核制度，以按照雙方協定的

目標／標準來評核個別員工的表現。這個表現評核制度應由管理層和

員工共同討論和確立，並且為雙方均願意接納的制度。  

員工培訓及發展  

5.10 為了使機構能夠應付未來的挑戰，機構應制訂一套培訓／發展

員工的計劃。這些計劃的目的是協助員工掌握在改善工作表現和提升

工作效率方面所需要的知識、技巧、能力和態度。  

5.11 對於現有管理人員或有潛質擔任管理職位的員工，機構需安排

他們接受適當培訓，以使他們在財務管理及人力資源管理方面具備應

有的知識和能力。  

人力規劃  

5.12 無論就短期或長期而言，為確保員工能夠提高工作效率，人力

規劃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根據規劃，機構可預計其未來人力和資源需

求，以應付不斷轉變的營運重點。人力規劃包括員工繼任規劃、因退

休或辭職而導致的員工流失狀況等方面。繼任規劃集中於評估對各主

要職位的要求和有關要求的改變，同時挑選具備合乎資格的員工來填

補這些空缺，並確保有適當人選可以繼任，而該等人士必須具備足夠

能力去擔任新職位。機構應擬訂並定期檢討繼任計劃，以確定：  

(a) 主要職位及可能繼任人；  

(b) 流失人員原因；  

(c) 繼任人的能力及所需要的培訓；及  

(d) 就未有明確繼任人的職位，擬採取的補救措施，例如直接

招聘外間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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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繼任計劃將有助確保機構有具備適當資歷的員工，從而能夠以

最高效率和最具成本效益的形式提供服務。  

招聘員工  

5.14 機構首先必須決定需要招聘的員工的職系、級別和數目，然後

考慮最合適的聘用條件。在此過程中，機構可考慮新員工將要執行的

職務的性質，以及整體人力調配。至於在甄選過程中，機構應制訂和

採用一個令申請人士容易明白的程序，並讓已符合指定最低條件的申

請人也有平等機會獲得甄選。而在甄選過程中，亦應以其過往工作成

績和能力為依據。  

員工關係  

5.15 員工關係涉及管理層與員工之間的有效溝通，以使員工能全面

合作地和積極地努力投入工作。為了讓員工可即時知悉各項轉變和獲

得他們的支持，機構管理層可採納下列措施：  

(a) 在管理層與員工之間建立直接的雙向溝通渠道，例如定期

舉行員工與管理層的聯絡小組；  

(b) 與員工及／或員工代表定期對話、緊密接觸和維持良好關

係；  

(c) 提供有效渠道，以聽取員工意見，並積極對他們的要求作

出回應；及  

(d) 在推行新計劃或新措施時，需跨部門／服務單位建立溝通

渠道，以加強合作。  

管理會計  

5.16 服務成效的控制及服務表現的管理是整筆撥款制度的主要特

色。要支援服務表現管理，機構應各自制定管理會計活動，例如預算

管制及計算單位成本。管理會計對促進機構的效率、成本效益及善用

資源方面起的作用十分重要。  



整筆撥款手冊  34 

第二版 2000年10月 

內部審計  

5.17 為加強問責性和財政管理，機構應開展審核活動，如內部審計

及審核委員會。在進行這些審核活動時，機構應顧及其規模、類別及

所提供的服務。  

5.18 內部審計對機構的活動進行獨立的評核，協助機構的管理層，

確保機構有足夠的監管程序及制度去保障機構的資產。內部核數師與

營運經理合作，同樣以達致機構的目標為己任。內部核數師也協助機

構最高管理層向他們提供獨立和客觀的審核，以監控機構在運用財

政、人力及實物資源方面的效率和成效。  

5.19 審核委員會是機構管理的其中一環，通常由機構的董事局成

立，主要負責檢討和監督機構的財政報告程序及內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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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服務表現監察制度服務表現監察制度服務表現監察制度服務表現監察制度     

1. 為確保公眾能夠獲得優質社會福利服務，並增加提供福利服務

過程中的問責性，社署與機構已合力推行一項服務表現監察制度。是

項計劃已在一九九九／二ＯＯＯ年度開始，在三年內分階段實行。服

務表現監察制度適用於由社署及機構所營辦的所有服務單位。  

2. 對於接受整筆撥款及其他社會福利資助的服務單位，在服務表

現監察制度之下，社署會按每項資助服務的《津貼及服務協議》，及

一套清晰界定的服務質素標準，對其表現作出評估。  

《津貼及服務協議》  

3. 機構所營辦的每項資助服務均須訂立《津貼及服務協議》。有

關協議界定需提供的服務及所要求達到的表現標準，包括服務質素、

表現成果，以及基本服務規定；後者應涵蓋服務目標、範圍和優先次

序，以配合不斷轉變的社會需要。《津貼及服務協議》也列出社署作

為資助者及非政府機構作為服務營辦者，雙方各自的角色、要求及責

任。附錄 1111 的附件 1111 載有全部《津貼及服務協議》的一覽表。  

4. 《津貼及服務協議》將會成為服務提供者每年在策劃服務的過

程中的基礎。我們會配合與訂定各項《津貼及服務協議》服務範圍的

中期計劃的檢討時間表，定期檢討相關《津貼及服務協議》的內容。 

服務質素標準  

5. 服務質素是作為評估一個服務單位表現的一項標準。服務質素

標準在管理及提供服務方面，界定了社署要求服務單位需達到的質素

水平。服務質素標準是根據下列四個原則來制訂，這些原則列明福利

服務的大致目標或核心價值。這四項原則旨在：  

(a) 清晰界定服務的宗旨和目標，並讓公眾可清楚知道提供服

務的模式；  

(b) 有效地管理資源，尤其注重靈活性、創新性及不斷改善服

務質素等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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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認定服務使用者的具體需要，並作出適當回應；及  

(d) 尊重服務使用者的權利。  

6. 為提高服務質素，社署已制訂了一套共有十九項服務質素的標

準，而在每項標準下均設有多項準則。這些準則可幫助服務單位更具

體地掌握到在達到所要求的標準時，應採取的各種做法或機制。  

7. 附錄 1111 的附件 2222 詳列上述 19 項服務質素標準及實施時間表。  

表現評估  

8. 表現評估的目的是要客觀地評估服務表現，並根據《津貼及服

務協議》、服務質素標準及一套有系統的評估程序來建議改善服務的

方向。  

9. 社署轄下的服務表現事務組負責執行服務表現監察制度下所

規定的表現評估。評估的目的是審核服務單位是否符合《津貼及服務

協議》所要求的各項表現標準。評估程序包括：  

(a) 機構須於每季就每個服務單位提交有關各項成果標準表現

的統計資料；  

(b) 機構須於每年就每個服務單位進行自我評估，以確定是否

符合服務質素標準和主要服務要求，以至評估年度計劃的

成績；及  

(c) 每三年由服務表現事務組評估員為每個服務單位進行一次

社署評估，以確定已符合成果標準、服務質素標準和基本

服務規定，並確保機構已達到各項服務範疇的目標。  

10. 表現評估的重點在鼓勵改善服務質素，以及不斷提高水平。若

某服務單位被評定未能符合所要求的表現標準，有關單位必須擬訂計

劃，在特定的時間內改善服務。若經多次努力亦未能改善服務，社署

將會採取最終懲罰措施，撤銷有關服務單位的整筆撥款及其他社會福

利資助。  

11 在服務表現監察制度下，有關方面將設立一個覆核機制，以處

理服務單位就社署評估人員的評審結果所提出的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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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服務表現監察制度  

12. 引入在序言中曾提及經改善的社會福利服務規劃機制，將可加

強服務表現監察制度。日後，通過評核機構能否在中期計劃內達到所

擬訂的主要服務成果，以及其轄下個別服務單位能否在年度計劃所覆

蓋的各個服務範疇內達到的具體的目標，社署將會對有關機構的表現

作進一步評估。  



整筆撥款手冊  38 

第二版 2000年10月 

附錄 1111 的附件 1111 

津貼及服務協議  

本附錄列出《津貼及服務協議》所涵蓋的全部社會福利服務範疇。  

服務範疇 (1)：家庭及兒童福利  

《津貼及服務協議》  

編號 《津貼及服務協議》 編號 輔助《津貼及服務協議》* 

1.  男／女童院   

2.  男／女童宿舍   

3.  兒童院   

4.  兒童收容中心   

5.  臨床心理服務   

6.  露宿者日間援助中心   

7.  為適應社會有困難的人士而設的

就業服務 

  

8.  家務指導   

9.  家庭個案   

10.  家庭生活教育   

11.  寄養服務 1. 緊急寄養服務 

12.  海外領養   

13.  國際個案工作   

14.  新來港人士服務   

15.  住宿育嬰園   

16.  住宿幼兒園   

17.  受虐婦女服務――婦女庇護中心   

18.  兒童之家   

19.  露宿者臨時收容中心／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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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津貼及服務協議》 編號 輔助《津貼及服務協議》* 

20.  日間育嬰園服務** 2. 延長服務時間（幼兒中心）*** 

21.  日間幼兒園** 3. 

4. 

幼兒暫託服務*** 

弱能兒童兼收計劃***（屬於服務

範疇(4)：康復和醫務社會服務） 

22.  日間混合育嬰幼兒園**   

 22222222     4444    

* 輔助《津貼及服務協議》是《津貼及服務協議》的一種，訂明

為服務單位的主要服務（已訂有《津貼及服務協議》）所提供的

支援活動／服務。  

** 這些《津貼及服務協議》覆蓋資助日間幼兒中心。整筆撥款的

會計帳目及非政府機構的年度財務報告內將不包括這些服務的

財務報告，而應分別記入分類帳及營運收入及支出帳項內。  

*** 這些服務是由整筆撥款模式或模擬成本資助形式撥款，所以必

須包括在年度財務報告中。  

服務範疇 (2)：社會保障  

編號  《津貼及服務協議》  

1.  救濟及援助  

 1111    

服務範疇 (3)：安老服務  

《津貼及服務協議》  

編號  《津貼及服務協議》  編號  輔助《津貼及服務協議》 * 

1.  護理安老院  1. 老人痴呆症患者補助金  

2.  混合式安老院  2. 緊急住宿  

3.  安老院暨護理單位  3. 療養院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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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津貼及服務協議》  編號  輔助《津貼及服務協議》 * 

4.  安老院  4. 療養院照顧補助金  

5.  長者宿舍  5. 住宿暫託  

6.  護老者支援中心    

7.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8.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膳食服務已外判  

  

9.  長者度假中心    

10.  家務助理服務    

11.  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12.  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家務助理及膳食服務已外判  

  

13.  長者支援服務隊    

14.  護養院  6. 護養院的緊急住宿服務  

15.  長者戶外康樂巴士服務    

16.  長者活動中心    

17.  臨時收容所    

 17171717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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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 (4)：康復和醫務社會服務  

《津貼及服務協議》  

編號  《津貼及服務協議》  編號  補助《津貼及服務協議》 * 

1.  盲人護理安老院  1. 殘疾老人痴呆症患者補助金  

2.  混合式盲人安老院  2. 盲人療養院照顧補助金  

3.  盲人安老院  3. 盲人療養院單位  

4.  精神病康復者訓練及活動中

心  

  

5.  由個別機構提供的臨床心理

服務及中央心理輔助服務  

  

6.  由個別機構提供的職業治療

服務  

  

7.  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    

8.  明愛樂協會    

9.  為殘疾人士往返中心的租車

服務  

  

10.  為視覺受損人士而設之傳達

部  

  

11.  社區復康網絡    

12.  濫用治療精神病藥物患者輔

導中心  

  

13.  展能中心    

14.  展能中心暨宿舍    

15.  家居職業治療服務    

16.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4. 殘疾幼兒暫託服務  

17.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明德

兒童發展中心  

  

18.  盲人工廠    

19.  中途宿舍    

20.  中途宿舍續顧服務    

21.  家居訓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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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津貼及服務協議》  編號  補助《津貼及服務協議》 * 

22.  中度弱智人士宿舍    

23.  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24.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    

25.  嚴重肢體傷殘兼弱智人士宿

舍  

  

26.  已戒除毒癖者中途宿舍    

27.  長期護理院    

28.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之聽覺

受損人士綜合服務中心  

  

29.  自願接受的非醫療戒毒治療

及康復服務  

  

30.  殘疾人士家長／親屬資源中

心、精神病患者家長／親屬

資源中心  

  

31.  為視覺受損人士而設之康復

及訓練中心  

  

32.  設有住宿設施的特殊幼兒中

心  

  

33.  庇護工場    

34.  庇護工場暨宿舍    

35.  輕度弱智兒童之家    

36.  兼收輕度弱智兒童的兒童之

家  

  

37.  殘疾人士社交及康樂活動中

心  

  

38.  特殊幼兒中心  4. 

5. 

殘疾幼兒暫託服務  

為特殊幼兒中心的自閉兒童

提供的特別服務  

39.  輔助就業    

40.  輔助宿舍    

41.  輔助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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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津貼及服務協議》  編號  補助《津貼及服務協議》 * 

 41414141     5555    

服務範疇 (5)：違法者服務  

編號  《津貼及服務協議》  

1. 曾違法者及刑釋人士服務  

 1111    

服務範疇 (6)：社區發展  

編號  《津貼及服務協議》  

1. 社區中心  

2. 為舊建市區推行的綜合鄰舍計劃  

3. 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  

 3333    

服務範疇 (7)：青少年服務  

編號  《津貼及服務協議》  

1. 兒童中心  

2. 設有溫習／閱讀室之兒童中心  

3. 兒童及青年中心  

4. 設有溫習／閱讀室之兒童及青年中心  

5. 社區支援服務計劃  

6. 青年熱線服務  

7. 綜合服務隊  

8. 外展社會工作  

9. 學校社會工作  

10. 青年中心  

11. 設有溫習／閱讀室之青年中心  

 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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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 (8)：支援服務  

(a) 支援  

編號  《津貼及服務協議》  

1.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總辦事處  

 1111    

(b) 中央行政、會計支援及／或其他支援服務  

 這些服務不包括在《津貼及服務協議》內，而是由整筆撥款模

式資助，因此必須包括在就整筆撥款呈交的財務報表內。  

其他服務範疇 (9) 

編號  《津貼及服務協議》  

1. 綜合服務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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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11 的附件 2222 

服務質素標準  

1. 社署訂立了 19 項服務質素標準，並分三個階段實施：  

第一階段推行的五項服務質素標準（ 1999199919991999----2000200020002000）  

標準 1 服務單位確保製備說明資料，清楚陳述其宗旨、目標

和提供服務的形式，隨時讓公眾索閱。  

標準 4 所有職員、管理人員、管理委員會和／或理事會或其

他決策組織的職務及責任均有清楚的界定。  

標準 10 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保職員和服務使用

者處身於安全的環境。  

標準 11 服務單位確保服務使用者獲得清楚明確的資料，知道

如何申請接受和退出服務。  

標準 18 每一位服務使用者及職員均有自由申訴其對機構或服

務單位的不滿，而毋須憂慮遭受責罰，所提出的申訴

亦應得到處理。  

第二階段推行的五項服務質素標準（ 2002002002000000----2001200120012001）  

標準 3 服務單位存備其服務運作和活動的最新準確記錄。  

標準 12 服務單位運用有計劃的方法以評估和滿足服務使用者

的需要（不論服務對象是個人、家庭、團體或社區）。 

標準 16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的私人財產權利。  

標準 17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隱和保密的權利。  

標準 19 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確保服務使用者免受侵

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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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推行的九項服務質素標準（ 2001200120012001----2002200220022002）  

標準 2 服務單位隨時準備向公眾提供服務政策和程序方面的

最新資料。這些政策和程序應詳述服務單位如何處理

提供服務方面的重要事項，並應記錄在案。  

標準 5 服務單位實施有效的職員招聘、發展、訓練、評核及

調派守則。  

標準 6 服務單位制訂有效的機制，讓服務使用者、職員及其

他關注的人士就服務單位的表現提出意見。  

標準 7 服務單位定期檢討及評估本身的表現。  

標準 8 服務單位顯示本身能有效地管理財政。  

標準 9 服務單位遵守一切有關的法律責任及專業守則。  

標準 13 服務單位保證盡可能與其他服務單位協調其活動，以

促使服務使用者獲得最佳的服務成效。  

標準 14 服務單位支持服務使用者維繫家庭關係和社交關係。  

標準 15 服務單位盡量尊重服務使用者的自決權利。  



整筆撥款手冊  47 

第二版 2000年10月 

附錄 2 

不包括在整筆撥款計劃內的資助項目  

1. 下列中央項目將繼續按照目前適用的資助規則及會計安排予

以撥款，並必須包括在機構所呈交的已審核的周年財務報告中：  

(a) 殘疾老人痴呆症患者補助金；  

(b) 失明老人療養院照顧補助金；  

(c) 向受資助安老院舍發放照顧痴呆症患者補助金；  

(d) 向受資助安老院舍發放療養院照顧補助金；  

(e) 訓練登記護士應急計劃；  

(f) 為受資助員工進修聘請臨時職員津貼：及  

(g) 寄養津貼金。  

2. 下列項目亦將繼續按照目前適用的資助規則及會計安排予以

撥款，但無須包括在機構所呈交的審核財務報告中：  

(a) 餘下按單位資助的服務  

(i) 自願接受的非醫療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及  

(ii) 伸手助人協會――長者護理安老院宿位；  

(b) 獲 5%補助的資助日間幼兒園（即日間幼兒園、日間育嬰

園及日間混合育嬰幼兒園）；及  

(c) 所有以合約模式付款的服務，例如家居照顧服務及膳食服

務。  



整筆撥款手冊  48 

第二版 2000年10月 

附錄 3333 

有關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的安排說明  

1. 為協助機構履行與現職員工按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定影時所

訂定的合約承諾，在整筆撥款制度下，政府會以實報實銷方式承擔僱

主對這些員工的公積金供款，以及提供過渡期補貼，以支付這些員工

因增薪所需的款項。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的計算方法已載於第二章

(第 2.21 至 2.28 段 )。為進一步令這本手冊的使用者了解有關的安

排，現於本附錄列舉向機構提供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安排的七種不同

情況。為簡單起見，假設所有機構為單一服務單位的機構。  

2. 在擬定有關說明時，我們所揀選的機構，均在整筆撥款制度

下，有以下不同的特色：  

! 機構在現行制度下的資助模式：即模擬成本及修訂標準成本

資助模式，連同其已審核或未經審核的單位；  

! 將機構根據在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時的薪酬津助推算：即轉

行整筆撥款制度下的薪金，與基準薪金比較，是否高於或低

於基準薪金；  

! 機構選擇是否為修訂標準成本資助模式下的未審核單位常規

化所作出決定：即選擇為其轄下未審核單位常規化，或讓這

些單位維持原狀；以及  

! 機構開始轉行整筆撥款的年份。  

3. 透過不同機構 (即機構 A 至機構 E)，載於本附錄的例子說明過

渡期補貼及公積金安排有以下的特點：  

! 符合申領過渡期補貼的資格是十分顯淺，而過渡期補貼的計

算方法亦很簡單——即是機構所需的增薪金額的總和；  

! 向合資格的員工發放過渡期補貼的安排不會因現職員工已達

申報職級的頂薪點，或有現職員工離開有關的機構，而受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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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合資格的員工發放過渡期補貼的安排，不會因現職員工已

達申報級的頂薪點，或有現職員工離開有關的機構，而受影

響；  

! 在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定影時，填補較高職位或較低職位的

員工，或在核實過程並無暫時填補任何職位的員工，均可接

受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的安排；以及  

! 機構選擇維持不審核情形況下的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的安

排。  

4. 機構 F 及機構 G 是特別例子，以說明機構在不同時間轉行整筆

撥款制度時的情況，以及他們在五年的過渡期內 (即由 2001-02 至

2005-06 年度 )根據過渡期補貼安排所獲得的款額。



附錄 3 3 3 3
機構AAAA ( ( ( (在2000-012000-012000-012000-01年度轉行整筆撥款制度))))

機構特徵 說明要點

- 按模擬成本資助模式獲得資助   - 在2002-03年度，當按2000年4月1日定影內的現職員工預計薪金，超逾同一批員工的整筆撥款薪金時，便合資格

- 定影內員工的數目及職級均與編制相符  　  獲發過渡期補貼

- 定影薪金低於基準薪金   - 過渡期補貼相等於所有仍受僱於機構的現職員工，其由2002-03年度起累積的薪點遞增額總和

- 整筆撥款薪金等同基準薪金，即1,631,520元   - 員工的薪級達到按2000年4月1日定影內的申報職位頂薪點時的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安排

認可職位

整年的

職級 編制 中薪點 中點薪金

(元)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1.000    M27 423,420      

文書助理 1.000    M06 141,840      

高級社會工作助理 1.000    M26 404,460      

社會工作助理 2.000    M17 529,800      

社會工作主任 0.200    M37 132,000      

5.200    1,631,5201,631,5201,631,5201,631,520                (基準薪金，整筆撥款薪金)

申報的員工編制

在2000年4月1日 2000-01年度 在2001年4月1日 2001-02年度 在2002年4月1日 2002-03年度 2002-03

職位 申報的 申報的 公積金 公積金 申報的 申報的 公積金 公積金 申報的 申報的 公積金 公積金 年度的

職級 數目 支薪點 整年薪金 供款比率 款額 支薪點 整年薪金 供款比率 款額 支薪點 整年薪金 供款比率 款額 過渡期補貼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1.000    M21 321,660      5% 16,083    M22 336,900      10% 33,690    M23 352,800      10% 35,280     15,900   

文書助理 1.000    M04 125,040      5% 6,252     M05 133,380      5% 6,669     M06 141,840      5% 7,092      8,460    

高級社會工作助理(註1) 1.000    M28 443,280      10% 44,328    M29 464,340      10% 46,434    M29 464,340      10% 46,434     0

社會工作助理 1.000    M15 240,120      5% 12,006    M16 252,120      5% 12,606    M17 264,900      5% 13,245     12,780   

社會工作助理 1.000    M18 278,040      5% 13,902    M19 291,840      5% 14,592    M20 306,360      5% 15,318     14,520   

社會工作主任 0.200    M37 132,000      10% 13,200    M38 138,060      15% 20,709    M39 144,456      15% 21,668     6,396    

5.200    1,540,1401,540,1401,540,1401,540,140                105,771105,771105,771105,771        1,616,6401,616,6401,616,6401,616,640            134,700134,700134,700134,700        1,674,6961,674,6961,674,6961,674,696            139,037139,037139,037139,037                58,05658,05658,05658,056            

2000-012000-012000-012000-01年度的公積金：：：： 105,771105,771105,771105,771                 2001-02 2001-02 2001-02 2001-02年度的公積金：：：： 134,700134,700134,700134,700             2002-03 2002-03 2002-03 2002-03年度的公積金：：：： 139,037139,037139,037139,037                

 2001-02 2001-02 2001-02 2001-02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 (註 2)  2002-032002-032002-032002-03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58,05658,05658,05658,056                    

註 1 :    這名員工的薪級在2001年4月1日達致高級社會工作助理的頂薪點

註 2 :    申報的員工編制的預計薪金少於整筆撥款薪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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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BBBB ( ( ( (在2000-012000-012000-012000-01年度轉行整筆撥款制度))))

機構特徵 說明要點

- 根據修訂標準成本資助模式獲得資助     - 在2001-02年度合資格獲發過渡期補貼，因為按2000年4月1日定影內的現職員工預計薪金，超逾同一批員工在

- 已審核的單位        2001-02年度的整筆撥款薪金

- 定影內員工的數目及職級均與編制相符     - 過渡期補貼相等於所有仍受僱於機構的現職員工，其由2001-02年度起累積的薪點遞增額總和

- 整筆撥款薪金為1,727,340元，亦即定影薪金，數額比基準薪金為高     - 員工薪級達到按2000年4月1日定影內的申報職級頂薪點時的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安排

    - 員工離開機構時的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安排

認可職位

整年的

職級 編制 中薪點 . Pt. Salary 中點薪金

$ (元)

助理社會工作 1.000     M27 35,285    423,420     

文書助理 1.000     M06 11,820    141,840     

高級社會工作 1.000     M26 33,705    404,460     

社會工作助理 2.000     M17 22,075    529,800     

社會工作主任 0.200     M37 55,000    132,000     

5.200     1,631,5201,631,5201,631,5201,631,520        (基準薪金)

申報的員工編制

在2000年4月1日 2000-01年度 在2001年4月1日 2001-02年度 在2002年4月1日2002-03年度 2002-03年度

職位 申報的 申報的 公積金 公積金 申報的 申報的 公積金 公積金 2001-02年度 申報的 申報的 申報的 公積金 公積金 2002-03年度

職級 數目 支薪點 Salary 整年薪金 供款比率 款額 支薪點 Salary 整年薪金 供款比率 款額 的過渡期補貼 支薪點 每年薪金 整年薪金 供款比率 款額 的過渡期補貼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助理社會工作 1.000     M31 42,405    508,860     5% 25,443    M32 44,395    532,740    10% 53,274    23,880    M33 46,485    557,820    10% 55,782    48,960    

文書助理 1.000     M04 10,420    125,040     5% 6,252     M05 11,115    133,380    5% 6,669     8,340     M06 11,820    141,840    5% 7,092     16,800    

高級社會工作 1.000     M28 36,940    443,280     10% 44,328    M29 38,695    464,340    10% 46,434    21,060    M29 38,695    464,340    10% 46,434    21,060    

社會工作助理 1.000     M15 20,010    240,120     5% 12,006    M16 21,010    252,120    5% 12,606    12,000    M17 22,075    264,900    5% 13,245    24,780    

社會工作助理 1.000     M18 23,170    278,040     5% 13,902    M19 24,320    291,840    5% 14,592    13,800    M20 25,530    306,360    5% 15,318    28,320    

社會工作主任 0.200     M37 55,000    132,000     10% 13,200    M38 57,525    138,060    15% 20,709    6,060     M37 55,000    -        6.8% 8,976     -       

5.200     1,727,3401,727,3401,727,3401,727,340        115,131115,131115,131115,131            1,812,4801,812,4801,812,4801,812,480        154,284154,284154,284154,284            85,14085,14085,14085,140                1,735,2601,735,2601,735,2601,735,260        146,847146,847146,847146,847            139,920139,920139,920139,920            

(整筆撥款薪金)

 2000-01 2000-01 2000-01 2000-01年度的公積金：：：： 115,131115,131115,131115,131             2001-02 2001-02 2001-02 2001-02年度的公積金：：：： 154,284154,284154,284154,284             2002-03 2002-03 2002-03 2002-03年度的公積金：：：： 146,847146,847146,847146,847            

 2001-02 2001-02 2001-02 2001-02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85,14085,14085,14085,140                 2002-03 2002-03 2002-03 2002-03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139,920139,920139,920139,920            

註：

 1. 這名員工的薪級在2001年4月1日達致高級社會工作助理的頂薪點

2. 這名員工在2002年3月31日離開該機構 

    (若他在2002年1月31日離開機構，其可獲的過渡期補貼便會在2002-03年度作出調整，數額相等於該名員工2個月的薪點遞增額)

    - 接替的員工不獲發過渡期補貼

    - 社會工作主任(即認可職位)中薪點的6.8%會付予機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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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CCCC ( ( ( (在2000-012000-012000-012000-01年度轉行整筆撥款制度))))

機構特徵 說明要點

- 根據修訂標準成本資助模式獲得資助 - 在2001-02年度，當按2000年4月1日定影內的現職員工預計薪金，超逾同一批員工的整筆撥款薪金，便合 

- 定影內員工的數目及職級與編制有別         資格獲發過渡期補貼

- 常規化後有暫時填補職位的安排     - 過渡期補貼相等於所有仍受僱於機構的現職員工，其由2001-02年度起累積的薪點遞增額總和

- 常規化後的認可薪金比基準薪金為低 - 一名職級較低員工暫時填補較高職位的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安排

- 整筆撥款薪金等同基準薪金，即2,035,980元 - 一名職級較高員工暫時填補較低職位的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安排

- 在常規化的過程中機構聘請的額外員工，並無暫時填補職位，對這些員工的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的安排

認可職位

整年的

職級 編制 中薪點 中點薪金

(元)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1.000   M27 423,420        

文書助理 1.000   M06 141,840        

高級社會工作助理 2.000   M26 808,920        

社會工作助理 2.000   M17 529,800        

社會工作主任 0.200   M37 132,000        

6.200   2,035,9802,035,9802,035,9802,035,980                    (基準薪金，整筆撥款薪金)

申報的員工編制

常規化後 在2000年 在2001年 在2002年

用作計算 4月1日 2000-01年度 4月1日 2001-02年度 4月1日 2002-03年度

職位 認可 整筆撥款的 申報的 申報的 公積金 公積金 申報的 申報的 公積金 公積金 2001-02年度 申報的 申報的 公積金 公積金 2002-03年度

職級 數目 支薪點 認可薪金 支薪點 整年薪金 供款比率 款額 支薪點 整年薪金 供款比率 款額 的過渡期補貼 支薪點 整年薪金 供款比率 款額 的過渡期補貼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1.000   M22 336,900        M22 336,900    5% 16,845    M23 352,800    10% 35,280  15,900     M24 369,420    10% 36,942    32,520       

文書助理 1.000   M04 125,040        M04 125,040    5% 6,252     M05 133,380    5% 6,669   8,340      M06 141,840    5% 7,092     16,800       

高級社會工作助理 1.000   M24 369,420        M24 369,420    10% 36,942    M25 386,280    10% 38,628  16,860     M26 404,460    10% 40,446    35,040       

社會工作助理 1.000   M14 228,660        M14 228,660    5% 11,433    M15 240,120    5% 12,006  11,460     M16 252,120    5% 12,606    23,460       

社會工作助理(註1) 1.000   M16 252,120        M16 252,120    5% 12,606    M17 264,900    5% 13,245  12,780     M18 278,040    5% 13,902    25,920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註2) 1.000   M22 336,900        M29 464,340    5% 23,217    M31 508,860    5% 25,443  44,520     M32 532,740    5% 26,637    68,400       

社會工作主任 0.200   M34 115,128        M34 115,128    10% 11,513    M35 120,456    15% 18,068  5,328      M36 126,048    15% 18,907    10,920       

福利工作員(註3) 0.500   M07 75,570     5% 3,779     M08 80,550     5% 4,028   4,980      M09 85,800     5% 4,290     10,230       

二級工人(註3) 0.500   L07 59,880     5% 2,994     L08 61,050     5% 3,053   1,170      L08 61,050     5% 3,053     1,170        

7.200   1,764,1681,764,1681,764,1681,764,168                    2,027,0582,027,0582,027,0582,027,058        125,580125,580125,580125,580            2,148,3962,148,3962,148,3962,148,396        156,419156,419156,419156,419    121,338121,338121,338121,338                2,251,5182,251,5182,251,5182,251,518        163,875163,875163,875163,875            224,460224,460224,460224,460                    

 2000-01 2000-01 2000-01 2000-01年度的公積金：：：： 125,580125,580125,580125,580         2001-02 2001-02 2001-02 2001-02年度的公積金：：：： 156,419156,419156,419156,419         2002-03 2002-03 2002-03 2002-03年度的公積金：：：： 163,875163,875163,875163,875    

 2001-02 2001-02 2001-02 2001-02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121,338121,338121,338121,338         2002-03 2002-03 2002-03 2002-03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224,460224,460224,460224,460    

註： 

1. 由社會工作助理暫時填補高級社會工作助理職位，其申報的支薪點被確認為整筆撥款薪金，而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供款則會根據2000年4月1日定影內的申報職位(即社會工作助理)計算。

2. 由助理社會工作主任暫時填補社會工作助理職位，其整筆撥款薪金上限為社會工作助理的頂薪點(即M22)，而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供款則根據2000年4月1日定影內的申報職位(即助理社會工作主任)計算。

3. 並無暫時填補職位的員工，仍會根據2000年4月1日定影內申報的職級(即福利工作員及二級工人)獲得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供款。倘若他們離開該機構，接替的員工不會獲得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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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D機構D機構D機構D (在2000-01年度轉行整筆撥款制度) (在2000-01年度轉行整筆撥款制度) (在2000-01年度轉行整筆撥款制度) (在2000-01年度轉行整筆撥款制度)

機構特徵 說明要點

- 根據修訂標準成本資助模式獲得資助 - 在2001-02年度，當按2000年4月1日定影內的現職員工預計薪金，超逾同一批員工的整筆撥款薪金，便合 

- 定影內的員工數目及職級與編制有別         資格獲發過渡期補貼

- 常規化後有暫時填補職位的安排     - 過渡期補貼相等於所有仍受僱於機構的現職員工，其由2001-02年度起累積的薪點遞增額總和

- 常規化後的認可薪金比基準薪金為低 - 一名職級較低員工暫時填補較高職位的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安排

- 整筆撥款薪金等同基準薪金，即2,035,980元 - 一名職級較高員工暫時填補較低職位的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安排

- 在常規化的過程中，機構聘請的額外員工並無暫時填補職位的安排，對這些員工的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的安排

- 機構員工離職時的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安排 

- 就兩名離開機構的助理社會工作主任(或其他職級)的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安排作出比較，其中一名是

        編制內的助理社會工作主任，另一名是在編制內暫時填補一個社會工作助理職位的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認可職位
整年的

職級 編制 中薪點 中點薪金

(元)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1.000   M27 423,420        

文書助理 1.000   M06 141,840        

高級社會工作助理 2.000   M26 808,920        

社會工作助理 2.000   M17 529,800        

社會工作主任 0.200   M37 132,000        

6.200   2,035,9802,035,9802,035,9802,035,980                        (基準薪金，整筆撥款薪金)

申報的員工編制

常規化後 在2000年 在2001年 在2002年

用作計算 4月1日 2000-01年度 4月1日 2001-02年度 4月1日 2002-03年度

職位 認可 整筆撥款的 申報的 申報的 公積金 公積金 申報的 申報的 公積金 公積金 2001-02年度 申報的 申報的 公積金 公積金 2002-03年度

職級 數目 支薪點 認可薪金 支薪點 整年薪金 供款比率 款額 支薪點 整年薪金 供款比率 款額 的過渡期補貼 支薪點 整年薪金 供款比率 款額 的過渡期補貼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註1) 1.000   M22 336,900        M22 336,900    5% 16,845    M27 - 6.8% 28,793    - M27 - 6.8% 28,793    -

文書助理 1.000   M04 125,040        M04 125,040    5% 6,252     M05 133,380    5% 6,669     8,340      M06 141,840    5% 7,092     16,800      

高級社會工作助理 1.000   M24 369,420        M24 369,420    10% 36,942    M25 386,280    10% 38,628    16,860     M26 404,460    10% 40,446    35,040      

社會工作助理 1.000   M14 228,660        M14 228,660    5% 11,433    M15 240,120    5% 12,006    11,460     M16 252,120    5% 12,606    23,460      

社會工作助理(註2) 1.000   M16 252,120        M16 252,120    5% 12,606    M17 264,900    5% 13,245    12,780     M18 278,040    5% 13,902    25,920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註3) 1.000   M22 336,900        M29 464,340    5% 23,217    M31 508,860    5% 25,443    44,520     M17 - 6.8% 18,013    -

社會工作主任 0.200   M34 115,128        M34 115,128    10% 11,513    M35 120,456    15% 18,068    5,328      M36 126,048    15% 18,907    10,920      

福利工作員(註4) 0.500   M07 75,570     5% 3,779     M08 80,550     5% 4,028     4,980      M09 85,800     5% 4,290     10,230      

二級工人(註4) 0.500   L07 59,880     5% 2,994     L08 61,050     5% 3,053     1,170      L08 61,050     5% 3,053     1,170       

7.200   1,764,1681,764,1681,764,1681,764,168                        2,027,0582,027,0582,027,0582,027,058        125,580125,580125,580125,580            1,795,5961,795,5961,795,5961,795,596        149,932149,932149,932149,932            105,438105,438105,438105,438            1,349,3581,349,3581,349,3581,349,358        147,101147,101147,101147,101            123,540123,540123,540123,540                    

(註 5)

 2000-01 2000-01 2000-01 2000-01年度的公積金：：：： 125,580125,580125,580125,580         2001-02 2001-02 2001-02 2001-02年度的公積金：：：： 149,932149,932149,932149,932     2002-03 2002-03 2002-03 2002-03年度的公積金：：：： 147,101147,101147,101147,101    

 2001-02 2001-02 2001-02 2001-02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105,438105,438105,438105,438     2002-03 2002-03 2002-03 2002-03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123,540123,540123,540123,540    

註： 

1. 這名員工在2001年3月31日離開該機構

    (若他在2001年1月31日離開該機構，其可獲的過渡期補貼便會在2001-02年度作出調整，數額相等於該名員工2個月的薪點遞增額)

   - 接替的員工不會獲發過渡期補貼

   -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即認可職位)中點的6.8%會付予機構(參閱註 3)

2. 由社會工作助理暫時填補高級社會工作助理職位，其申報的支薪點被確認為整筆撥款薪金，而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供款則會根據2000年4月1日定影內的申報職位(即社會工作助理)計算

3. 由助理社會工作主任暫時填補社會工作助理職位，其整筆撥款薪金上限為社會工作助理的頂薪點(即M22)，而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供款則會根據2000年4月1日定影內的申報職位(即助理社會工作主任)計算

    這名員工在2002年3月31日離開機構 

    (若他在2002年1月31日離開該機構，其可獲的過渡期補貼便會在2002-03年度作出調整，數額相等於該名員工2個月的薪點遞增額)

   - 接替的員工不會獲發過期渡補貼

   - 社會工作助理(即認可職位)中薪點的6.8%會付予機構

4. 並無暫時填補職位的員工，仍會根據在2000年4月1日定影內所申報的職級(即福利工作員及二級工人)獲得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供款。倘若他們離開機構，接替的人員不會獲得過渡期補貼和公積金供款。

5. 註1所指的助理社會工作主任離開後，包 括在2000年4月1日定影內的其餘現職員工(包括兩名額外人員)，其預計薪金(即1,795,596元)會超逾同一批員工的整筆撥款薪金，即1,612,560元(亦即整筆撥款薪金減離職助理社會工作主任職位的中薪點

       薪金)，因此該機構合資格獲發過渡期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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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E機構E機構E機構E (在2000-01年度轉行整筆撥款制度) (在2000-01年度轉行整筆撥款制度) (在2000-01年度轉行整筆撥款制度) (在2000-01年度轉行整筆撥款制度)

機構特徵 說明要點

- 根據修訂標準成本資助模式獲得資助 該機構不會獲發過渡期補貼，而公積金供款比率亦定為 

- 定影內員工的數目及職級均與編制有別 基準薪金的6.8%

- 機構的管方選擇維持不審核單位

- 整筆撥款薪金以基準薪金為上限

認可職位

整年的 公積金供款

職級 編制 中薪點 中點薪金 中點薪金 (6.8%)

(元) (元) (元)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1.000 M27 35,285   423,420     28,793

文書助理 1.000 M06 11,820   141,840     9,645

高級社會工作助理 2.000 M26 33,705   808,920     55,007

社會工作助理 2.000 M17 22,075   529,800     36,026

社會工作主任 0.200 M37 55,000   132,000     8,976

6.200 2,035,9802,035,9802,035,9802,035,980            138,447138,447138,447138,447

(基準薪金，整筆撥款薪金)

申報的員工編制

在2000年4月1日 2000-01年度

職位 申報的 申報的 公積金 公積金

職級 數目 支薪點 薪金 整年薪金 供款比率 款額

(元) (元)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1.000 M22 28,075   336,900     5% 16,845     

文書助理 1.000 M04 10,420   125,040     5% 6,252      

高級社會工作助理 1.000 M24 30,785   369,420     10% 36,942     

社會工作助理 1.000 M14 19,055   228,660     5% 11,433     

社會工作助理 1.000 M16 21,010   252,120     5% 12,606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1.000 M31 42,405   508,860     5% 25,443     

社會工作主任 0.200 M34 47,970 115,128     10% 11,513     

福利工作員 0.500 M07 12,595   75,570      5% 3,779      

二級工人 0.500 L07 9,980    59,880      5% 2,994      

7.200 2,071,5782,071,5782,071,5782,071,578            127,806127,806127,806127,806                

註：

1. 公積金供款相等於認可職位中點薪金的6.8%，即138,447元

2. 不會獲發過渡期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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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F機構F機構F機構F (在2001-02年度轉行整筆撥款制度) (在2001-02年度轉行整筆撥款制度) (在2001-02年度轉行整筆撥款制度) (在2001-02年度轉行整筆撥款制度)

機構特徵 說明要點

- 根據修訂標準成本資助模式獲得資助 - 在2001-02年度合資格獲發過渡期補貼，因為按2000年4月1日定影內的現職員工預計薪金，超逾同一批員工的整筆撥款薪金 

- 已審核的單位     - 過渡期補貼相等於所有仍受僱於機構的現職員工，其由2001-02年度起累積的薪點遞增額總和

- 定影內員工的數目及職級均與編制相符    - 5年過渡期內的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安排

- 整筆撥款薪金為1,727,340元，亦即定影薪金，數額比基準薪金為高    - 員工的薪級達到在2000年4月1日定影內的申報職位頂薪點時的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安排

   - 員工離開機構時的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安排

認可職位

整年的

職級 編制 中薪點 中點薪金
(元)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1.000      M27 423,420    

文書助理 1.000      M06 141,840    

高級社會工作助理 1.000      M26 404,460    

社會工作助理 2.000      M17 529,800    

社會工作主任 0.200      M37 132,000    

5.200      1,631,5201,631,5201,631,5201,631,520        (基準薪金)

申報的員工編制

在2000年 在2001年 在2002年

4月1日 2000-01年度 4月1日 2001-02年度 4月1日 2002-03年度

職位 申報的 申報的 公積金 公積金 申報的 申報的 公積金 公積金 2001-02年度 申報的 申報的 公積金 公積金 2002-03年度

職級 數目 支薪點 整年薪金 供款比率 款額 支薪點 整年薪金 供款比率 款額 的過渡期補貼 支薪點 整年薪金 供款比率 款額 的過渡期補貼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註1) 1.000      M31 508,860    5% 25,443      M32 532,740    10% 53,274   23,880      M33 557,820    10% 55,782    48,960       

文書助理 1.000      M04 125,040    5% 6,252       M05 133,380    5% 6,669    8,340       M06 141,840    5% 7,092     16,800       

高級社會工作助理(註2) 1.000      M28 443,280    10% 44,328      M29 464,340    10% 46,434   21,060      M29 464,340    10% 46,434    21,060       

社會工作助理 1.000      M15 240,120    5% 12,006      M16 252,120    5% 12,606   12,000      M17 264,900    5% 13,245    24,780       

社會工作助理(註3) 1.000      M18 278,040    5% 13,902      M19 291,840    5% 14,592   13,800      M20 306,360    5% 15,318    28,320       

社會工作主任(註4) 0.200      M37 132,000    10% 13,200      M38 138,060    15% 20,709   6,060       M37 - 6.8% 8,976     -

5.200      1,727,3401,727,3401,727,3401,727,340        115,131115,131115,131115,131                1,812,4801,812,4801,812,4801,812,480        154,284154,284154,284154,284        85,14085,14085,14085,140                    1,735,2601,735,2601,735,2601,735,260        146,847146,847146,847146,847            139,920139,920139,920139,920                    

(整筆撥款薪金)     (註 5)

整筆撥款薪金 :整筆撥款薪金 :整筆撥款薪金 :整筆撥款薪金 : 1,727,3401,727,3401,727,3401,727,340            

現行津貼撥款額 = 1,727,340 + 115,131現行津貼撥款額 = 1,727,340 + 115,131現行津貼撥款額 = 1,727,340 + 115,131現行津貼撥款額 = 1,727,340 + 115,131 2001-02 年度的公積金:2001-02 年度的公積金:2001-02 年度的公積金:2001-02 年度的公積金: 154,284154,284154,284154,284                    2002-03 年度的公積金:2002-03 年度的公積金:2002-03 年度的公積金:2002-03 年度的公積金: 146,847146,847146,847146,847        

2001-02 年度的過渡期補貼:2001-02 年度的過渡期補貼:2001-02 年度的過渡期補貼:2001-02 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85,14085,14085,14085,140                        2002-03 年度的過渡期補貼:2002-03 年度的過渡期補貼:2002-03 年度的過渡期補貼:2002-03 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139,920139,920139,920139,920        

在2003年 在2004年 在2005年

4月1日 2003-04年度 4月1日 2004-05年度 4月1日 2005-06年度

申報的 申報的 公積金 公積金 2003-04年度 申報的 申報的 公積金 公積金 2004-05年度 申報的 申報的 公積金 公積金 2005-06年度

職級 支薪點 整年薪金 供款比率 款額 的過渡期補貼 支薪點 整年薪金 供款比率 款額 的過渡期補貼 支薪點 整年薪金 供款比率 款額 的過渡期補貼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註1) M33 557,820    10% 55,782     48,960      M33 557,820    10% 55,782   48,960      M33 557,820    10% 55,782    48,960       

文書助理 M07 151,140    5% 7,557      26,100      M08 161,100    5% 8,055    36,060      M09 171,600    5% 8,580     46,560       

高級社會工作助理(註2) M29 464,340    10% 46,434     21,060      M29 464,340    10% 46,434   21,060      M29 464,340    10% 46,434    21,060       

社會工作助理 M18 278,040    5% 13,902     37,920      M19 291,840    5% 14,592   51,720      M20 306,360    5% 15,318    66,240       

社會工作助理(註3) M21 321,660    5% 16,083     43,620      M22 336,900    5% 16,845   58,860      M22 336,900    5% 16,845    58,860       

社會工作主任(註4) M37 - 6.8% 8,976      - M37 - 6.8% 8,976    - M37 - 6.8% 8,976     -

1,773,0001,773,0001,773,0001,773,000        148,734148,734148,734148,734                177,660177,660177,660177,660                1,812,0001,812,0001,812,0001,812,000        150,684150,684150,684150,684        216,660216,660216,660216,660                1,837,0201,837,0201,837,0201,837,020        151,935151,935151,935151,935            241,680241,680241,680241,680                    

2003-04年度的公積金 :2003-04年度的公積金 :2003-04年度的公積金 :2003-04年度的公積金 : 148,734148,734148,734148,734                2004-05年度的公積金 :2004-05年度的公積金 :2004-05年度的公積金 :2004-05年度的公積金 : 150,684150,684150,684150,684                     2005-06年度的公積金 : 2005-06年度的公積金 : 2005-06年度的公積金 : 2005-06年度的公積金 : 151,935151,935151,935151,935        

2003-04年度的過渡補貼 :2003-04年度的過渡補貼 :2003-04年度的過渡補貼 :2003-04年度的過渡補貼 : 177,660177,660177,660177,660                2004-05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2004-05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2004-05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2004-05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 216,660216,660216,660216,660                    2005-06年度的過渡期津貼:2005-06年度的過渡期津貼:2005-06年度的過渡期津貼:2005-06年度的過渡期津貼: 241,680241,680241,680241,680        

註：

 1.這名員工的薪級在2002年4月1日達致頂薪點，其未來數年的過渡期補貼會以2002-03年度的水平為上限

 2. 這名員工的薪級在2001年4月1日達致高級社會工作助理的頂薪點

 3. 這名員工的薪級在2004年4月1日達致頂薪點

 4. 這名員工在2002年3月31日離開機構 

    (若他在2002年1月31日離開機構，其可獲的過渡期補貼便會在2002-03年度作出調整，數額相等於該名員工2個月的薪點遞增額)

   - 接替的員工不會獲發過渡期補貼

   - 社會工作主任(即認可職位)薪級中點的6.8%會付予機構

 5. 當社會工作主任離開後，包 括在2000年4月1日定影內的其餘現職員工，其預計薪金(即1,735,260元)會超逾同一批員工的整筆撥款薪金，即1,595,340元(亦即1,727,340元 - 132,000元)，因此該機構合資格獲發過渡期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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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G機構G機構G機構G (在2002-03年度轉行整筆撥款制度) (在2002-03年度轉行整筆撥款制度) (在2002-03年度轉行整筆撥款制度) (在2002-03年度轉行整筆撥款制度)

機構特徵 說明要點

- 根據修訂標準成本資助模式獲得資助  - 在2002-03年度轉行整筆撥款制度後，便合資格獲發過渡期補貼，因為按2000年4月1日定影內的現職員工預計薪金，超逾同一批員工 

- 已審核的單位     在2002-03年度的整筆撥款薪金

- 定影內員工的數目及職級均與編制相符   - 過渡期補貼相等於所有仍受僱於機構的現職員工，其由2001-02年度(在該年度內按2001年4月1日定影內的現職員工薪金，超逾

- 整筆撥款薪金為1,727,340元，亦即定影薪金，數額比基準薪金為高      同一批員工的整筆撥款薪金)起累積的薪點遞增額總和

   - 5年過渡期內的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安排

   - 員工的薪級達到在2000年4月1日定影內的申報職位頂薪點時的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安排

   - 員工離開機構時的過渡期補貼及公積金安排

認可職位

整年的

職級 編制 中薪點 中點薪金
(元)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1.000        M27 423,420      

文書助理 1.000        M06 141,840      

高級社會工作助理 1.000        M26 404,460      

社會工作助理 2.000        M17 529,800      

社會工作主任 0.200        M37 132,000      

5.200        1,631,5201,631,5201,631,5201,631,520            (基準薪金)

申報的員工編制

在2000年 在2001年 在2002年

4月1日 2000-01年度 4月1日 2001-02年度 4月1日 2002-03年度

職位 申報的 申報的 公積金 公積金 申報的 申報的 公積金 公積金 申報的 申報的 公積金 公積金 2002-03年度

職級 數目 支薪點 整年薪金 供款比率 款額 支薪點 整年薪金 供款比率 款額 支薪點 整年薪金 供款比率 款額 的過渡期補貼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註1) 1.000        M31 508,860      5% 25,443      M32 532,740       10% 53,274      M33 557,820      10% 55,782    48,960      

文書助理 1.000        M04 125,040      5% 6,252       M05 133,380       5% 6,669       M06 141,840      5% 7,092     16,800      

高級社會工作助理(註2) 1.000        M28 443,280      10% 44,328      M29 464,340       10% 46,434      M29 464,340      10% 46,434    21,060      

社會工作助理 1.000        M15 240,120      5% 12,006      M16 252,120       5% 12,606      M17 264,900      5% 13,245    24,780      

社會工作助理 1.000        M18 278,040      5% 13,902      M19 291,840       5% 14,592      M20 306,360      5% 15,318    28,320      

社會工作主任(註3) 0.200        M37 132,000      10% 13,200      M38 138,060       15% 20,709      M37 - 6.8% 8,976     -

5.200        1,727,3401,727,3401,727,3401,727,340            115,131115,131115,131115,131                1,812,4801,812,4801,812,4801,812,480                154,284154,284154,284154,284                1,735,2601,735,2601,735,2601,735,260                146,847146,847146,847146,847            139,920139,920139,920139,920                    

(整筆撥款薪金) (註 4)

整筆撥款薪金 :整筆撥款薪金 :整筆撥款薪金 :整筆撥款薪金 : 1,727,3401,727,3401,727,3401,727,340            

現行津貼撥款額 = 1,727,340 + 115,131現行津貼撥款額 = 1,727,340 + 115,131現行津貼撥款額 = 1,727,340 + 115,131現行津貼撥款額 = 1,727,340 + 115,131 現行津貼撥款額 = 1,812,480 + 154,284現行津貼撥款額 = 1,812,480 + 154,284現行津貼撥款額 = 1,812,480 + 154,284現行津貼撥款額 = 1,812,480 + 154,284 2002-03年度的公積金 :2002-03年度的公積金 :2002-03年度的公積金 :2002-03年度的公積金 : 146,847146,847146,847146,847                    

2002-03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2002-03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2002-03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2002-03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 139,920139,920139,920139,920                    

在2003年 在2004年 在2005年

4月1日 2003-04年度 4月1日 2004-05年度 4月1日 2005-06年度

申報的 申報的 公積金 公積金 2003-04年度 申報的 申報的 公積金 公積金 2004-05年度 申報的 申報的 公積金 公積金 2005-06年度

職級 支薪點 整年薪金 供款比率 款額 的過渡期補貼 支薪點 整年薪金 供款比率 款額 的過渡期補貼 支薪點 整年薪金 供款比率 款額 的過渡期補貼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註1) M33 557,820      10% 55,782      48,960      M33 557,820       10% 55,782      48,960       M33 557,820     10% 55,782      48,960      

文書助理 M07 151,140      5% 7,557       26,100      M08 161,100       5% 8,055       36,060       M09 171,600     5% 8,580       46,560      

高級社會工作助理(註2) M29 464,340      10% 46,434      21,060      M29 464,340       10% 46,434      21,060       M29 464,340     10% 46,434      21,060      

社會工作助理 M18 278,040      5% 13,902      37,920      M19 291,840       5% 14,592      51,720       M20 306,360     5% 15,318      66,240      

社會工作助理 M21 321,660      5% 16,083      43,620      M22 336,900       5% 16,845      58,860       M22 336,900     5% 16,845      58,860      

社會工作主任(註3) M37 - 6.8% 8,976       - M37 - 6.8% 8,976       - M37 - 6.8% 8,976       -

1,773,0001,773,0001,773,0001,773,000                148,734148,734148,734148,734                    177,660177,660177,660177,660                1,812,0001,812,0001,812,0001,812,000                150,684150,684150,684150,684                216,660216,660216,660216,660                    1,837,0201,837,0201,837,0201,837,020            151,935151,935151,935151,935                    241,680241,680241,680241,680                    

 2003-04年度的公積金 : 2003-04年度的公積金 : 2003-04年度的公積金 : 2003-04年度的公積金 : 148,734148,734148,734148,734                    2004-05年度的公積金 :2004-05年度的公積金 :2004-05年度的公積金 :2004-05年度的公積金 : 150,684150,684150,684150,684            2005-06年度的公積金 :2005-06年度的公積金 :2005-06年度的公積金 :2005-06年度的公積金 : 151,935151,935151,935151,935            

2003-04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2003-04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2003-04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2003-04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 177,660177,660177,660177,660                    2004-05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2004-05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2004-05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2004-05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 216,660216,660216,660216,660            2005-06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2005-06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2005-06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2005-06年度的過渡期補貼 : 241,680241,680241,680241,680            

註：

 1. 這名員工的公積金供款率由2001年4月1日起增至10%，而他的支薪點亦由2002年4月1日起達致助理社會工作主任的頂薪點

 2. 這名員工的薪級在2001年4月1日達致高級社會工作助理的頂薪點

 3. 這名員工在2002年3月31日離開機構 

   - 接替的員工不會獲發過渡期補貼

   - 社會工作主任(即認可職位)薪級中點的6.8%會付予非政府機構

 4. 當社會工作主任離開後，包 括在2000年4月1日定影內的其餘現職員工，其預計薪金(即1,735,260元)會超逾同一批員工的整筆撥款薪金，即1,595,340元(亦即1,727,340元 - 132,000元)，因此該機構合資格獲發過渡期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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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444 

收費  

 服務範疇／ 

津貼及服務協議 

收費與綜援 

金額掛� 

 

收費類別 

在 2000200020002000年 4444月 1111日的收

費水平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

下列收費均為月費） 

(1)(1)(1)(1)    家庭及兒童福利 

 

   

 (a) 幼兒暫託服務 x 服務費 全日 64元 

半日 32元 

每 2小時 16元 

膳食每餐 6.4元 

 

 (b) 延長服務時間（幼兒中心） x 服務費 260元（每週 5小時） 

520元（每週 10小時） 

偶然使用者每小時$13

元 

 

 (c) 男童院／女童院 

 

   

  －男童中途宿舍 x 住宿費 610元    註 1111 

 

 (d)  海外領養 

 

x 領養費 每宗個案 1,580美元 

 (e) 新來港人士輔導服務 

 

x 活動費用 每個單位 

每年 29,760元 註 2222 

 

 (f) 

 

露宿者臨時收容中心 

／宿舍 

 

✓  住宿費 1,420元   註 2222 

(2)(2)(2)(2)    社會保障  無 

 

 

(3)(3)(3)(3)    安老服務 

 

   

 (a) 長者宿舍 

 
✓  住宿費 ） 

 

低度照顧宿位 502元* 

 (b) 安老院／長者宿舍 

（供膳部） 

 

✓  住宿費 ） 

 

安老院宿位1,429元*／

1,506元** 

 (c) 臨時收容所 

 
✓  住宿費 ） 

  

護理安老院宿位 1,605

元*／1,81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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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範疇／ 

津貼及服務協議 

收費與綜援 

金額掛� 

 

收費類別 

在 2000200020002000年 4444月 1111日的收

費水平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

下列收費均為月費） 

 (d) 安老院暨護理單位 

 
✓  住宿費 ） 註 3333 

 (e)  混合式安老院 

 
✓  住宿費 )  

 (f)  護理安老院 

 
✓  住宿費 )  

 (g) 護養院 

 
✓  住宿費 ) 1,994元 

 (h)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x 交通費 ) 30元    註 2222 

  膳食服務已外判的長者 

 

日間護理中心 

✓  服務費 ) 901元*／988元** 

（提供膳食） 

166元*／253元** 

（膳食服務已外判） 

 

 (i) 家務助理服務 ✓  服務費 每支服務隊 

6,890元   註 2222 

 

 (j) 長者活動中心 x 會員費 每年 21元 

 

 (k) 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x 會員費 每年 21元 

 

 (l) 長者戶外康樂巴士 x 服務費 每程 850元（空調） 

每程 670元（非空調） 

 

 (m) 長者渡假中心 x 營費 週末宿營費 158元 

平日宿營費 131元 

週末日間營費 56元 

平日日間營費 45元 

 

(4)(4)(4)(4)    康復和醫務社會服務 

 

   

 (a)   盲人安老院 ✓  住宿費 ） 

 

 

 (b) 中度弱智人士宿舍 ✓  住宿費 ） 

 

1,429元*／1,506元** 

 (c) 庇護工場暨宿舍 ✓  住宿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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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範疇／ 

津貼及服務協議 

收費與綜援 

金額掛� 

 

收費類別 

在 2000200020002000年 4444月 1111日的收

費水平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

下列收費均為月費） 

   x 交通費 174元 

 

 (d) 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  住宿費 ） 

 

 

 (e)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  ✓  住宿費 ） 

 

 

 (f) 

 

嚴重肢體傷殘兼弱智人

士宿舍  
✓  住宿費 ） 

 

 

1,605 元 *／1,813** 

 (g) 

 

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  ✓  住宿費 ） 

 

 

 (h) 盲人護理安老院  ✓  住宿費 ） 

 

 

 (i) 長期護理院  ✓  住宿費 ） 

 

 

 (j) 展能中心暨宿舍  ✓  住宿費 ） 

 

 

   x 交通費 174 元  

 

 (k) 精神病康復者中途宿舍  ✓  住宿費 

 

1,171 元  

 (l) 輔助房屋  ✓  住宿費 

 

502 元 *／ 553 元 ** 

 (m) 輔助宿舍  ✓  住宿費 

 

853 元 *／ 932 元 ** 

 (n) 殘疾幼兒暫託服務（特

殊幼兒中心／早期教育

及訓練中心）  

x 服務費 全日 64 元  

半日 32 元  

每 2 小時 16 元  

膳食每餐 6.4 元  

 

 (o) 殘疾人士社交及康樂活

動中心  

 

x 會員費 每年 21 元  

 (p) 精神病康復者訓練及活

動中心  

 

   

  －社交俱樂部  x 會員費 每年 2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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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範疇／ 

津貼及服務協議 

收費與綜援 

金額掛� 

 

收費類別 

在 2000200020002000年 4444月 1111日的收

費水平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

下列收費均為月費） 

 (q)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x 會員費 每年 146 元  

 (r) 特殊幼兒中心 

 

   

  －日間 x 服務費 

 

354元 

   x 交通費 87元 

 

  －住宿 x 住宿費 402元（每週 5天） 

534元（每週 7天） 

 

 (s) 殘疾人士家長／親屬資源

中心、精神病患者家長／親

屬資源中心 

 

x 會員費 每年 21元 

 (t) 為殘疾人士往返中心的租

車服務 

 

x 交通費 174元 

 (u) 家居職業治療服務 

 

x 服務費 每次 51元 

 (v) 已戒除毒癖者中途宿舍 

 

x 住宿費 每日 13元  註 2 

 (w) 明愛樂協會 x 會員費 會員每年 10元 註 2 

附屬會員每年 50元 

 

 (x) 自願接受的非醫療戒毒治

療及康復服務 

 

✓  住宿費 

 

1,429元   註 2 

(5)(5)(5)(5)    善導服務 

 

   

 (a) 釋囚服務 

 

   

  －釋囚宿舍 x 住宿費 每日 39元 

 

(6)(6)(6)(6)    社區發展 

 

   

 (a) 社區中心 x 會員費 每年 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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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範疇／ 

津貼及服務協議 

收費與綜援 

金額掛� 

 

收費類別 

在 2000200020002000年 4444月 1111日的收

費水平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

下列收費均為月費） 

(7)(7)(7)(7)    青少年服務 

 

   

 (a) 兒童及青年中心 

 

x 會員費 每年 29元 

 (b) 綜合服務隊 

 

x 會員費 每年 29元 

(8)(8)(8)(8)    支援服務 

 

 無  

(9)(9)(9)(9)    其他服務範疇 

 

   

 (a) 綜合服務 

 

   

  －綜合服務中心 x 會員費 每年 29元  註 2 

 註釋  

1. 收費水平與社署營辦的觀塘宿舍相同。  

2. 僅用作計算資助額。  

3. 低度照顧宿位每對夫婦收費 917 元。至於長者宿舍的供膳部，

單身長者收費 1,429 元，夫婦收費 2,306 元。  

* 殘疾程度達 50%的成人或單身長者的收費。  

** 殘疾程度達 100%的成人／傷殘津貼受惠人的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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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555 

會計科目表  

1. 會計科目表旨在協助機構訂定機構整體及其個別受資助單位

的收支帳戶名稱。表內並非盡錄所有收支項目，機構可以按本身需要

增加更多的帳戶。  

(A) 收益  

1. 整筆撥款  

a. 現職員工之公積金（註 1）  

b. 6.8%資助職位之公積金（註 2）  

c. 薪酬及其他費用  

2. 過渡期補貼  

3. 收費  

4. 中央項目  

a. 殘疾老人痴呆症患者補助金  

b. 失明老人療養院照顧補助金  

c. 向受資助安老院舍發放照顧痴呆症患者補助金  

d. 向受資助安老院舍發放療養院照顧補助金  

e. 訓練登記護士應急計劃  

f. 為受資助員工進修聘請臨時職員津貼  

g. 寄養津貼金  

5. 租金及差餉資助  

a. 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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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差餉  

c. 其他項目（例如，政府租金及管理費）  

6. 其他收益  

a. 捐款  

b. 其他活動收益  

c. 發還員工墊款  

7. 利息收入  

(B) 支出  

1. 個人薪酬  

a. 薪酬  

b. 公積金供款  

i. 現職員工之公積金供款（註 1）  

ii. 6.8%資助職位之公積金供款（註 2）  

c. 津貼，例如：署理／兼任津貼、責任津貼、辛勞津貼及代

職員工  

2. 其他費用  

a. 公用事業費用，例如：電費、煤氣及燃料費、水費、排污

費及工商業污水附加費  

b. 膳食，例如：服務使用者膳食及員工膳食  

c. 行政費用，例如：清潔費、郵費、電話費、廣告費、自動

轉帳發薪的銀行費用、公積金計劃的註冊費，以及核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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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備用品及設備，例如：清潔費及其材料費、印刷、文具、

報章及雜誌  

e. 維修與保養  

f. 特別津貼，例如：庇護工場工人獎勵津貼、兒童之家駐任

家長津貼及家務助理／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特別津貼  

g. 活動項目收入及支出  

h. 運輸及交通費，例如：車輛牌照費、車輛第三保險費、車

輛維修與保養及燃料費  

i. 保險，例如：僱員補償保險及公眾責任保險  

j. 雜項，例如：制服、床上用品及衣服、洗衣費、醫療物品、

玩具及教材  

3. 中央項目支出（註 3）  

a. 殘疾老人痴呆症患者補助金  

b. 失明老人療養院照顧補助金  

c. 向受資助安老院舍發放照顧痴呆症患者補助金  

d. 向受資助安老院舍發放療養院照顧補助金  

e. 訓練登記護士應急計劃  

f. 為受資助員工進修聘請臨時職員津貼  

g. 寄養津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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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租金及差餉  

(C) 儲備金  

1. 來自整筆撥款的儲備（不包括公積金）  

2. 公積金儲備  

a. 現職員工（註 1）  

b. 6.8%資助職位（註 2）  

註 1：  現職員工是指於二ＯＯＯ年四月一日時在「模擬成本資助」單

位，或已經核實員工資料的「修訂標準成本資助」服務單位內

的暫時填補或擔任認可資助職位的員工。同時亦包括截至二Ｏ

ＯＯ年四月一日在未經核實員工資料的「修訂標準成本資助」

服務單位內工作，而經常規化後而獲得確認的員工。  

註 2：  6.8%6.8%6.8%6.8%資助職位是指在未經審核的「修訂標準成本資助」單位內

的認可編制的職位，以及那些當任職者離開機構後，其職位的

公積金供款變成 6.8%的職位 (並不包括認可編制以外的職位 )。 

註 3：  所有與中央項目有關的支出，包括個人薪酬及其他費用應分

別記入上述的中央項目帳目。  



整筆撥款手冊  66 

第二版 2000年10月 

附錄 6666 

周年財務報告 

非政府機構：      

  年四月一日至    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2001200120012001----02020202 

總數 

(元)    

2000200020002000----01010101 

總數 

(元)    

備註 

A.    收益     

1. 整筆撥款     

 a.  整筆撥款（不包

括公積金） 

1a 

 

A   

 b.  公積金 1b B   

2. 過渡期補貼  C   

3. 收費 2 D   

4. 中央項目 3 E   

5. 租金及差餉 4 F   

6. 其他收益 5 G   

7. 利息收入  H   

總收益  I   

     

B.    支出 

 

    

1. 個人薪酬 6 J   

 a.  薪酬     

 b.  公積金 1b K   

 c.  津貼     

2. 其他費用 7 L   

3. 中央項目 3 M   

4. 租金及差餉 4 N   

總支出  P   

     

C.    年內盈餘／（虧損） 8 U   

簽署  

主席  行政總裁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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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財務報告附註  

1.    整筆撥款  

 a. 整 筆 撥

款（不包

括 公 積

金） 

指年度內所收到的整筆撥款（不包括公積金） 

 b. 公積金 指在年度內所收到的公積金資助及公積金供款。詳細分析如下： 

  公積金供款 現職員工 6.8%資助 

職位 

總金額 

   $ $ $ 

  公積金資助 X X B 

  公積金供款 (X) (X) (K) 

   ----- ----- ----- 

  盈餘／（虧損） X X R 

  加：上年度盈餘／（虧損）

轉入 

X X X 

   ----- ----- ----- 

  盈餘／（虧損）轉撥下一 

年度 

X X X 

   === === === 

   

2.    收費 指在年度內為提供的社會福利服務而收取的收費。現時認可收費之

水平記載於《整筆撥款手冊》的附錄 4。 

 

3. 中央項目 指不包括在整筆撥款內的其他資助服務，該等服務的資助

水平須按照社署發出之其他文件及通訊來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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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02 

$ 

 2000-01 

$ 

 a.收入      

 殘疾老人痴呆症患者補助金  

失明老人療養院照顧補助金  

向受資助安老院舍發放照顧

痴呆症患者補助金  

向受資助安老院舍發放療養

院照顧補助金  

訓練登記護士應急計劃  

為受資助員工進修聘請臨時

職員津貼  

寄養津貼金  

    

 總金額   E   

      

 b.支出      

 殘疾老人痴呆症患者補助金  

失明老人療養院照顧補助金  

向受資助安老院舍發放照顧

痴呆症患者補助金  

向受資助安老院舍發放療養

院照顧補助金  

訓練登記護士應急計劃  

為受資助員工進修聘請臨時

職員津貼  

寄養津貼金  

    

 總金額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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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租金及差餉 指社會福利署所資助的金額。  

5. 其他收益 包括年度內社會福利撥款以外的捐款及收益。  

6.    個人薪酬 個人薪酬包括薪酬、公積金及與薪酬相關的津貼。 

 

   2001-02 

  個人全年薪酬分析 職員人數 $ 

  
全年 HK$500,001至 HK$600,000 

全年 HK$600,001至 HK$700,000 

全年 HK$700,001至 HK$800,000 

全年 HK$800,001至 HK$900,000 

全年 HK$900,001至 HK$1,000,000 

全年 HK$1,000,000以上 

 

  

7.    其他費用  

    2001-02  2000-01 

  其他費用 $  $ 

  (a) 公用事業費用    

  (b) 膳食    

  (c) 行政費用    

  (d) 備用品及設備    

  (e) 維修與保養    

     (f) 特別津貼    

     (g) 活動項目收入及支出    

     (h) 運輸及交通費    

     (i) 保險    

     (j) 雜項    

      總金額 L   



整筆撥款手冊  70 

第二版 2000年10月 

8.8.8.8. 儲備金分析  

 

 儲備金分析 

 整筆撥款 

和過渡期補貼 

利息 

收入 

租金及

差餉 

中央 

項目 

總數 

收益      

整筆撥款和過渡期補貼 A+B+C - - - A+B+C 

收費 D - - - D 

其他收益 G - - - G 

利息收入 - H - - H 

租金及差餉 - - F - F 

中央項目 - - - E E 

總收入(a) X X X X I 

      

支出      

個人薪酬 J - - - J 

其他費用 L - - - L 

租金及差餉 - - N - N 

中央項目 - - - M M 

總支出(b) J+L - X X P 

      

年內盈餘／（虧損）

(a)-(b) 

X X X X U 

減：公積金盈餘／(虧損) R    R 

 X X X X X 

      

承前盈餘／（虧損） X X X X X 

 X X X X X 

減：轉予政府 X X X X X 

結轉盈餘／（虧損） S T X X X 

      

註： *S+T 不得超過 25% x (J+L 減去公積金支出 ) 



 

 

9. 按服務範疇及《津貼及服務協議》規定服務及支援服務之收益及支出分析  

 收益  支出    

 整筆撥款及

過渡期補貼 

收費 中央 

項目 

租金及

差餉 

其他 

收益  

總收

益 (1) 

個人 

薪酬 

其他 

費用 

中央 

項目 

租金及

差餉 

總支出

(2) 

盈餘／

（虧損）

(1)-(2) 

備註 

服務範疇 1 

《津貼及服務協議》11 

服務單位 111 

服務單位 112 

“ 
“ 

《津貼及服務協議》12 

服務單位 121 

服務單位 122 

“ 
“ 

服務範疇 2 

《津貼及服務協議》21 

服務單位 211 

服務單位 212 

“ 
服務範疇 8 

中央行政 

會計支援 

 

             

總金額 A+B+C D E F G  J L M N 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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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內部控制  

1. 檢討機構的內部控制系統及程序是社署資助審查的一項重要

工作。社署每年在通知機構的撥款信裏，或在進行資助審查後通知機

構的管理建議書裏，也有就機構的內部控制系統及程序提出意見。本

附錄詳列這些意見內容，包括：  

節  

(一 ) 收入及收據  

(二 ) 現金、支票及貴重財物的保管  

(三 ) 銀行帳戶及支票  

(四 ) 零用現金  

(五 ) 付款  

(六 ) 活動的收入及支出  

(七 ) 固定資產  

(八 ) 會計記錄及財務報表  

(九 ) 採購  

2. 足夠的內部控制程序對於保持良好的財政管理很有幫助。機構

應該就本身組織和服務活動的性質及規模訂定出足夠和有效的內部

控制程序。  



整筆撥款手冊  73 

第二版 2000年10月 

第一節  

收入及收據  

1.1 職責劃分  

 收取款項的工作（包括製備正式收據和收款憑單）及入帳工作

應由不同的職員負責。倘若在實際環境下不能作上述般的分

工，亦應該確保有適當的審查和核對程序。若發現有任何已收

的款項沒有正確地發收據及入帳，應立即通知管理層。  

1.2 正式收據  

(a) 正式收據應符合下列要求：  

(i) 必須就所有收到的收入發出正式收據 (自動轉帳除

外 )；  

(ii) 所有正式收據必須有指定格式；  

(iii) 必須有順序編號，並應按編號次序發出；  

(iv) 在收到款項後，應即時發出正式收據（並填上適當日

期）及交給收款人；及  

(v) 用墨水筆／原子筆書寫。  

(b) 正式收據上不得有任何修正或更改。正式收據如有錯誤，

必須予以取消及保存。  

(c) 每日發出的最後一張收據存根應由監督人員簡簽。  

(d) 應在損壞或過時的收據上即時蓋上「取消」字樣。該等收

據應保存在正式收據簿內。在銷毀該等收據時，必須由另

一名較高級和獨立的職員核實並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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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獲授權收取款項的出納員在發出收據時，應就每類收據只

使用一本收據簿。如不可行的話，亦應把同時使用的收據

簿的數量減至最少。  

(f) 應備存一本正式收據簿登記冊，以記錄不同種類的正式收

據簿的存量及分發情況。附件 AAAA 載有正式收據簿登記冊的

建議格式。  

(g) 應把未使用或使用過部份的正式收據簿鎖好。  

1.3 收取帳款  

(a) 不應接受期票，除了捐助款項。  

(b) 若收到未劃線支票，應立即劃線，抬頭人應為機構本身或

服務單位，並指定須存入受款人銀行帳戶。  

(c) 會計記錄上應顯示出收到的收入的總金額（即收入不應與

支出費用抵銷）。  

(d) 收到的款項應盡快存入銀行。  

1.4 每日收帳匯總表  

(a) 每日收帳匯總表是記錄每日收到的款項。每次發出收據

後，應立即記入表內。此匯總表應包括各個細項，例如收

據日期、所發出的正式收據的編號、收入性質、收到金額

及存入銀行日期。附件 BBBB 載有每日收帳匯總表的建議格式。 

(b) 於當天辦公時間結束時，在每日收帳匯總表的最後一項記

錄及每日最後一張發出收據存根上（如當天有收到款項），

應由監督人員在旁簡簽。  

(c) 每日辦公時間結束後在核對匯總表時，監督人員應核對當

日所收到的現金／支票額、當日發出的正式收據及每日收

帳匯總表的記錄，確定它們的總金額互相吻合。收帳匯總

表上的總收入金額必須由監督人員核對無誤，確認及簡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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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定期收費記錄表  

 定期收費記錄表記載所有服務使用者／學生／會員的每月 (或

其他周期 )付款情況，以方便找出那些尚未收到及被拖欠一段時

期的帳款。這份記錄，連同每日收帳匯總表，可以確保收入記

錄的完整性。附件 CCCC 載有定期收費記錄表的建議格式。  

1.6 服務使用者／學生／會員登記冊  

 機構必須定期更新登記冊，以反映服務使用者／學生／會員的

加入和退出狀況。  

1.7 幼兒園資助證明書  

 幼兒園應核對學生的幼兒園資助證明書，以確保向家長所收取

／退回的學費的金額正確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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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金、支票及貴重財物的保管  

2.1 把現金／支票存入銀行  

(a) 應安排最少每星期一次把收到的現金／支票存入銀行，或

當達到預先規定的金額時，即須存入銀行。  

(b) 嚴禁把機構的款項存入某職員的私人銀行戶口內。  

2.2 妥善保管現金、支票及貴重物品  

 所有現金，以及其他貴重物品和重要文件必須存放在可上鎖的

儲物櫃內，並由兩位持有鑰匙的人員共同管理。  

2.3 掌握密碼鎖號碼組合和保管鑰匙的人員記錄冊  

 機構必須記錄所有掌握密碼鎖號碼組合和保管鑰匙的人員的下

列各項資料：員工姓名；開始掌握該等資料／鑰匙日期；以及

確認收到密碼組合／鑰匙的簽名。掌握密碼鎖號碼組合和保留

鑰匙的人員必須承擔個人責任，確保不會遺失或洩漏。  

2.4 就每日收到的帳款作突擊點算現金  

(a) 這項突擊檢查應由持有現金的人員以外的其他人員進行，

以確保能夠揭露及阻嚇遺失或不適當運用現金／支票的情

況。負責檢查的人員應在現金簿上簽署，並填上日期和檢

查結果。所點算得的金額必須與收帳記錄相吻合。如發現

任何錯漏，應向管理層報告並進行調查。  

(b) 突擊檢查應由機構總部的獨立人員或服務單位的監督人員

在一年內不同時段不定期進行突擊檢查，例如每年最少三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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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遺失現金／支票／貴重物品  

(a) 若發現遺失收據／支票／貴重物品，應立即報告管理層。  

(b) 若遺失的金額超過預先規定的金額，例如 1,000 元，應立

即報警，並須隨後就個案作出詳細報告。報告必須在最短

時間內送交管理層。  

2.6 註銷  

 應收帳款、貴重物品、虧損和資產等的註銷應由管理委員會批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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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銀行帳戶及支票  

3.1 銀行帳戶及支票的授權  

(a) 應訂明每名人員可授權提取的款項限額。  

(b) 所有銀行帳戶必須以機構／服務單位的名稱開戶，並必須

得到管理委員會事先批准和備存記錄。  

(c) 每個銀行帳戶須由最少兩名獲授權人簽署，方可運用。所

有支票簿的申請書亦必須附有兩名經授權可動用有關帳戶

款項的人員簽署。  

3.2 支票及支票簿  

(a) 授權人不應預先簽署任何支票。在簽發支票時，必須有文

件證明其付款正確。嚴禁保存預先簽發的支票。應盡可能

避免使用「現金」支票。不應使用圖章蓋印簽署文件。  

(b) 不應在同一時間就一個銀行帳戶使用多過一本支票簿。  

(c) 必須保存支票存根。廢票上，應蓋上「取消」字樣，然後

由監督／批核人員簽署。已取消的支票應與支票簿內的存

根釘在一起。  

(d) 收到的支票簿應記錄在支票簿登記冊上 (附件 H)，並由接

收人簽收。發出支票簿時，機構必須作出嚴密監管，並應

該記錄收件人的姓名、簽名和日期。  

(e) 未用的支票應該鎖好，並由獨立的高級人員掌管鑰匙。  

(f) 機構應訂立足夠的保安措施，以保管已使用了的部份支票

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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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簽發支票  

(a) 簽發支票的人員必須確保在支票上填寫的金額與有關文件

或憑單所註明的金額相符。  

(b) 在支票上加簽的人員必須確保另一名簽署人員的簽名真確

無誤。  

3.4 記錄銀行交易  

 不應在同一現金登記簿中混淆地記錄不同銀行帳戶的交易。應

就每個銀行帳戶備存一本現金登記簿，或可把現金登記簿分成

多個欄，撥作記錄不同銀行帳戶的交易。  

3.5 銀行對帳表  

(a) 機構應每月就每個銀行帳戶編製一份對帳單。編製的人員

應在銀行對帳單上簽署並寫上日期。附件 DDDD 載有銀行對帳

單的建議格式。  

(b) 對帳單應由另一名獨立的人員審閱、核對和核實，然後簽

署並寫上日期，以顯示曾經審查內容。  

(c) 表上若有未兌現的支票，應即時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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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零用現金  

4.1 定額備用金制度  

 建議機構應實行定額備用金制度。在此制度下，掌管零用現金

的人員會獲預撥一筆固定金額的浮存現金，有關人員將從這筆

現金中支付零用現金的支出。當該筆浮存現金差不多用罄時，

有關人員可申請發還他已支付的款項（以發票／個別申索人的

申請表作為憑證）。因此，定額備用金制度的特點是在任何時

間，掌管零用現金的人員所持有的已付款而又未申請發還款項

的發票的總金額，加上手頭的現金必須相等於浮存現金的固定

金額。定額備用金的金額不應訂得太高。  

4.2 批核支付零用現金  

(a) 所有零用現金必須事先獲批准，方可領取。  

(b) 不應由同一名人員負責批准向個別申索人支付零用現金和

掌管零用現金。  

(c) 不應由同一名人員負責批准向零用現金掌管人發還零用現

金和批准向個別申索人支付零用現金。  

4.3 收取零用現金的憑證  

(a) 領取零用現金的人員必須在發票／憑單上簽署，以證明已

收到所要求支付的款項。  

(b) 在結清申請支付的現金後，應在有關發票／申請現金表格

上即時蓋上「已付」印章，以避免重覆付款。  

4.4 記錄零用現金交易  

(a) 應備存一本多欄式的零用現金簿，分別記錄不同類別的支

出，並應經常地將新的收款及支款記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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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不得在零用現金簿內登記與發還零用現金無關的收入。  

4.5 手頭及存在銀行的零用現金  

(a) 特別開設來存放零用現金的銀行帳戶應以機構或服務單位

的名義而不是掌管零用現金的人員的名義開立。掌管零用

現金的人員應只是兩名獲授權簽署人員的其中一名。  

(b) 掌管零用現金的人員必須把所有現金及付款憑證 (例如發

票 )鎖好。  

(c) 嚴禁職員從定額備用金中預支款項，作私人用途。  

(d) 定額備用金應完全獨立於機構的其他款項。  

4.6 突擊點算現金  

(a) 這項突擊檢查應由掌管零用現金的人員以外的其他人員進

行，以確保能夠揭露及阻嚇遺失或不當地運用現金的情

況。負責檢查的人員應在零用現金簿上簽署，並填上日期

和檢查結果。所點算得的金額必須與零用現金簿上記錄及

付款憑證互相吻合。若發現任何差異，應向管理層報告並

進行調查。  

(b) 應由機構總部的獨立人員或服務單位的監督人員在一年內

不同時段不定期進行突擊檢查，例如每年最少三次。  



整筆撥款手冊  82 

第二版 2000年10月 

第五節  

付款  

(A) 付款（不包括個人薪酬）  

5.1 批核付款  

在支付任何款項前，有關支出必須獲正式批核。應備存獲授權

人士的簽名樣本記錄。獲授權人士應由管理委員會授權和委任

以負責這項事務。  

5.2 付款憑單的詳細內容及附件  

(a) 所有付款必須附上付款憑單，作為附件。付款憑單應附上

發票的正本或借項通知單，詳細列出所提供的貨物和服務。 

(b) 每張付款憑單必須由兩名不同獲授權人員，即核對和批核

人員簽署核准（用墨水筆）。應由不同人員分別負責編製、

核對和批核付款憑單。  

(c) 負責核對和批核的人員必須確保有關支出是實際支出，同

時其性質符合規定，而金額亦正確，方可批准支付。  

(d) 所有已支付的憑單及發票必須由負責付款的人員蓋上「已

付」字樣，以避免重覆付款。  

(e) 所有付款憑單均應載有下列資料：  

(i) 順序並最好是已預早印備的憑單號碼；  

(ii) 憑單發出日期；  

(iii) 分類帳戶；  

(iv) 付款項目的描寫，或所提供的貨物和服務的詳細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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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金額；  

(vi) 支票號碼（注意：支票號碼亦應寫在現金簿上，以供

互相參照）；  

(vii) 三名人員，即編製、核對和批核人員的簽名和簽

署日期；及  

(viii) 收款人姓名。  

(f) 付款憑單下端未填寫的空白地方應劃去。這樣可防止後來

才加上的偽造項目。  

(g) 嚴禁在付款憑單上作出重大修改。如屬輕微修改，可刪去

或加入字樣，但不得用塗改液塗掉。任何修改必須由核對

或批核付款憑單的人員簡簽／簽署。  

5.3 核對和批核付款憑單的人員的責任  

(a) 核對人員的責任是核對下列各項，方可在付款憑單上簽署： 

(i) 已收到有關貨物或服務，或根據合約規定或正常商業

慣例已到期須預付款項；  

(ii) 價格公平合理，或符合合約規定或價目表；  

(iii) 計算正確無誤；  

(iv) 被指名的人士有權收取付款；  

(v) 已獲得批准付款；  

(vi) 所付款項並未超出總批核限額；及  

(vii) 過去並未就同一發票支付款項。  

(b) 批核人員在付款憑單上簽署前必須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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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付款憑單已經妥為核對；  

(ii) 所批核的付款與附件相符；及  

(iii) 核對人員的簽名真確無訛。  

5.4 付款  

(a) 應盡量利用支票付款。應就現金付款訂立一個上限，任何

超出該上限的發票必須用支票支付。  

(b) 任何未領取的支票應蓋上「取消」字樣。  

(B) 個人薪酬  

5.5 支付薪金及津貼  

(a) 應編製及印備支薪表，詳列每名收取薪金的僱員的資料，

並就任何薪金變動作出解釋，以供批核人員核對。支薪表

應由編製及核對人員簽署並註明日期。  

(b) 銀行自動轉帳  

(i) 應盡量採用這個方法支薪；及  

(ii) 僱員一旦辭職，應立即在自動轉帳指示上刪除其名

字。  

(c) 負責付款的人員在把劃線支票或現金支付給僱員時，應要

求僱員在支薪表上簽署，確認已收到薪金。  

(d) 任何未領取的抬頭支票均應蓋上「取消」字樣。  

5.6 支付公積金  

(a) 機構所實行的公積金計劃必須妥為註冊，而公積金的信託

契約亦必須妥為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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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應每年向每名僱員發出一份匯報表，詳列在公積金計劃

下，僱員的供款、僱主的供款及僱員的權益。  

(c) 應按照公積金的信託契約的規定下，把沒收的供款清楚地

入帳。  

5.7 保管人事記錄  

(a) 個人檔案  

 機構必須為每名僱員備存包含下列資料的個人檔案。  

(i) 由僱員和僱主互相簽署的僱用信；  

(ii) 職員資歷、工作經驗，及有關晉升、調職、休假及辭

職的一切記錄；  

(iii) 香港身份證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iv) 有關職位調動及薪酬福利變更的一切記錄；及  

(v) 其他最新更改的個人資料。  

(b) 僱用信  

 應向所有獲聘用的職員發出僱用信，列明僱用日期、職位、

薪酬級別、起薪點、加薪日期及其他僱用條件。僱員應在

信上簽署，以確認接受並同意各項僱用條件。  

(c) 職位變動／薪金調整／晉升  

 任何職位變動和薪酬調整或晉升安排均必須事先獲得批

准，並在個人檔案內作出記錄；同時應向有關僱員發出有

關更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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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活動的收入及支出  

6.1 活動的會計記錄  

(a) 在每項活動完結後一個月內應為該活動編製財務報告，並

由一名獨立的高級職員批核。附件 EEEE 載有活動財務報告的

建議格式。  

(b) 活動的收入和支出應 (例如：在經營收支帳 (全年的 )中 )分

開入帳。切勿從活動收入中直接撥款支付支出（或進行對

沖）。  

(c) 應就活動備存出席記錄，並應根據這些記錄核對有關收費

記錄。  

6.2 活動支出  

(a) 機構應為每項活動編製財務預算。附件 FFFF 載有活動預算表

的建議格式。  

(b) 付款方式  

(i) 應盡量利用支票付款；及  

(ii) 若必須以現金付款，應盡量採用發還款項的形式支

付。  

(c) 預付活動支出  

(i) 所有需預付的款項應先獲得批核，並只支付給負責舉

辦活動的員工；  

(ii) 活動舉辦日期與預付款項日期之間的時間應盡量縮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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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如供應商未有就小額支出提供發票，機構應另行

編製憑單，詳列有關交易的資料，以供核對和批准；  

(iv) 若實際的支出超出預付款項時，員工應透過正常付款

程序領回超額；及  

(v) 預付款項中若有未用餘款，應盡量在活動完結後一個

月內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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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固定資產  

7.1 就每項資產加上編號  

 每項資產均應加上附有固定資產登記冊裏指定的編號。這樣可

以方便盤點資產。  

7.2 固定資產登記冊  

 每個中心均應備存一本固定資產登記冊。登記冊應載有下列資

料：  

(a) 資產的類型；  

(b) 資產編號；  

(c) 擺放的位置、單位或持有人；  

(d) 購買日期；  

(e) 購入的價格及經費來源；及  

(f) 廢棄或出售資產的日期、原因和授權人。  

 附件 GGGG 載有固定資產登記冊的建議格式。  

7.3 資產的盤點  

 機構應最少每年一次為資產進行盤點，並應保存盤點的結果和

記錄。若發現任何差異，應進行調查，並向管理層匯報。若由

於損壞、磨損、過時或遺失而需要註銷／廢棄資產，必須預先

取得批准。有關批准的憑證應予以保存，或記錄在登記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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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會計記錄及財務報表  

8.1 帳簿  

(a) 應妥為備存帳簿（包括銀行記錄、現金登記簿、零用現金

簿、日記帳簿和總分類帳）。  

(b) 應盡量避免就資助撥款設立暫記帳戶。若必須設立暫記帳

戶，亦應盡快結算結餘。所有暫記帳戶的記錄必須由管理

委員會妥為批核。  

(c) 在編製和保存帳簿時，應採用下列有效做法：  

(i) 應根據上年度已審核的帳目的結餘，作為本年度的期

初餘額。分類帳目應每月計算結餘；  

(ii) 應把支出／收入記錄在適當的分類帳目內；  

(iii) 應在帳簿內記錄正式收據號碼、支票號碼、憑單

號碼及分類帳頁碼等，以方便互相參照；  

(iv) 所有交易均須有書面憑證支持，例如適當批核的付款

憑單、零用現金憑單、收據憑單、日記帳憑單，以及

正本單據；及  

(v) 在入帳時若出現錯誤，應把錯誤項目劃去，並由簿記

員在旁簡簽，而不應擦掉或用塗改液蓋去。同時，所

有調整帳項都需經過批核才可進行調整。  

8.2 管理委員會應在定期會議上審閱財務報告及帳簿。委員會應特

別留意下列各項，並在需要時尋求適當解釋：  

(a) 行政總裁的薪酬；  

(b) 不平常的銀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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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不平常的資產／負債項目（例如：大額存款、銀行透支等）； 

(d) 不平常的收入和支出；  

(e) 個人開支 (例如應酬費、海外培訓及旅遊費 )；  

(f) 董事及員工向機構所作的借貸及機構之間的借款；及  

(g) 任何其他不平常帳項等。  

8.3 記錄／貴重物品應妥善保管  

 所有人事記錄、會計記錄及其他貴重物品應存放在防火和可上

鎖的文件櫃裏；在許可的情況下，應存放在夾萬裏。而文件櫃

／夾萬的鑰匙應交由負責保管上述記錄／貴重物品的人員保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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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採購     

9.1 公眾問責及衡工量值  

機構的經費無論是來自政府資助或公眾捐款，歸根究底也是運

用社會的資源。因此，機構必須在運用這些款項時，對公眾負

上妥善運用公款的責任，並隨時準備為機構的採購決定作出交

代。  

因此，機構在運用公款於採購上，必須以最經濟及有效為原則

(即最具成本效益 )。  

9.2 透明度及公開和公平的競爭  

機構應就所有擬進行採購項目的要求及規格作出清楚及廣泛

的公佈，讓所有可能的供應商及承辦商知悉。機構必須營造公

平的競爭環境，讓所有可能的競投者參與合約的競投。  

機構應公平地對待所有投標者及供應商。  

9.3 要達致第 9.1 及 9.2 段所述的採購政策，機構應考慮採取下列

與擬採購物品或服務價值相稱的採購程序：  

(a) 向供應商／承辦商索取報價／招標  

機構應嘗試盡量尋找多些供應商／承辦商，加強競爭性，

以便達成最合符成本效益的採購。機構可循下列三種方法

向供應商／承辦商索取報價／招標：  

(i) 公開模式：讓所有有意競投的供應商／承辦商得知有

關消息 (如透過報章的啟事 )，並自由地提出報價／招

標。  

(ii) 選擇性模式：只讓在認可名單上的供應商／承辦商獲

悉機構採購的意向，並可以其資歷及經驗參與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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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單一或限制模式：基於緊急或保安理由、涉及專

利物品或為求配合起見，只有一個或小數已獲機構管

理層批准的供應商／承辦商可獲邀提供報價和招標。 

(b) 訂定貨品或服務的要求及規格  

在訂定貨品或服務的要求及規格時，機構應以貨品或服務

的功用、表現及國際標準為準則來釐訂。貨品或服務的要

求或規格不應根據某一牌子的特性或來源地來規定。  

(c) 邀請報價或招標的通知書  

通知書可包括：  

(i) 有關要求及規格的廣泛描述；  

(ii) 預計需要的數量及時間；  

(iii) 截止提交報價和投標的日期及時間；  

(iv) 遞交報價和標書的地址；  

(v) 索取報價／投標文件的地方 (通常內附標準承辦表

格 )；及  

(vi) 查詢的辦事處或人員名稱及電話號碼。  

(d) 審核投標  

管理層應盡量在不知道供應商／承辦商的身分下審核投

標，並以格式統一的審核報告進行評估工作。管理層進行

審核時，可考慮下列事項：  

(i) 供應商的技術及財政能力，以及他們過去的表現；  

(ii) 會否準時交貨或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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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提供的服務或貨品是否符合預備購置的貨品／服

務的要求；  

(iv) 購置貨品後，會否提供事後支援服務，例如維修保養

及更換零件及保用證；  

(v) 營運及維修保養的成本；及  

(vi) 市場價格是否合理等。  

審核過程完成後，管方：  

(i) 應採用完全符合貨物／服務條件及規格，並是最低價

格的報價單／投標書；或  

(ii) 若除價格以外有一個或多個應先考慮的因素，應採用

技術及價格方面均獲得最佳評級的報價單／投標書。 

(e) 核准報價單／投標書  

須得到兩位由管理委員會授權的認可人士同意，才可批出合

約。對於高價採購，應通知管理委員會。  



 

 

附件 A 

正式收據簿登記冊  

收到  發出  已用完或作廢表格  

 序號    序號     

日期  由  至  保件人簽署  日期  由  至  保件人簽署  退回日期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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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每日收帳匯總表  

序號：      

  金額  

收款日期 收據號碼 宿舍收費 活動收費 其他 存入銀行日期 

 

 

 

 

 

 

 

 

 

 

 

 

 

 

 

 

 

 

 

    

每日總計金額     

 

編製人員：            日期：     

每日收款項目已與每日總金額及正式收據核對無誤。  

核對人員：            日期：     



 

 

附件 C（ 1/2）  

定期收費記錄表  

姓名
＠ 會員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號碼＠ 收款日期 正式收據 收款日期 正式收據 收款日期 正式收據 收款日期 正式收據 收款日期 正式收據 收款日期 正式收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人數              

備註：  @ 應根據會員登記冊核對姓名及會員號碼  

  * 應在空格內填入正式收據號碼，並與收帳匯總表核對。  

編製人員：                

日期：                 

核對人員：                

日期：                 

（一般適用於院舍及老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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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2/2）  

定期收費記錄表  

姓名
＠  會員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號碼＠  收款日

期  

正式收

據  

收款日

期  

正式收

據  

收款日

期  

正式收

據  

收款日

期  

正式收

據  

收款日

期  

正式收

據  

收款日

期  

正式收

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人數               

備註：  @ 應根據會員登記冊核對姓名及會員號碼  

  * 應在空格內填入正式收據號碼，並與收帳匯總表核對。  

編製人員：                

日期：                 

核對人員：                

日期：                 

（一般適用於院舍及老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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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銀行對帳單  

    $ 

銀行月結單結餘 X 

減： 未過數支票    

 支票日期 支票號碼 金額 

$ 

 

 年／月／日 A1 X  

 年／月／日 A2 X  

 年／月／日 A3 X  

   ____________ (X) 

 已入帳但未記錄在現金登記簿內的收入 (X) 

加： 未記錄在現金登記簿內的自動轉帳項目 X 

 已收到但未存入銀行的收入 X 

需要 

跟進項目 

現金登記簿結餘   X 

 

 

編製人員：            日期：     

審核人員：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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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活動財務報告  

活動編號： _______________ 

活動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舉辦日期： ______________ 

 

活動實際支出 憑單參考號碼 金額 

 

食物 

交通／運輸 

印刷及文具 

推廣 

佈置 

禮品 

記念品 

攝影 

雜項 
 

帳簿頁碼  $ 

 

憑單總數                 總金額：  

 

活動實際收入 金額 

$ 

活動收費     $   ×  參與人數 

              （按照出席記錄） 

實際盈餘／虧損 
 

 

總金額：   

 

預支款項 金額 

$ 

現金 

支票 （支票號碼：     ） 

 

預支款項總金額：  

減：    總支出：  

應退回盈餘／（應發還虧損）：  

編製人員：           日期：      

核對人員：           日期：      

收回退款人員：         日期：      

收回發還款項人員：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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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 

活動預算表  

活動編號： _______________ 

活動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舉辦日期： ______________ 

 

活動預算支出 

細項 

金額 

 

食物 

交通／運輸 

印刷及文具 

推廣 

佈置 

禮品 

記念品 

攝影 

雜項 

 

$ 

總金額：  

 

活動預算收入 金額 

$ 

活動收費     $   ×  參與人數 

預算盈餘／虧損 

 

 

總金額：  

 

預支金額：現金 $     （付款憑單號碼    ）  

 支票 $   （支票號碼   ）（付款憑單號碼    ） 

編製人員：           日期：      

批准人員：           日期：      

收取預支費用人員：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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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G 

固定資產登記冊  

   增加項目 廢棄／出售項目 

資產 

編號 

類型 位置 日期 金額 經費來源 日期 理由 批准 

參考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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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H 

支票簿登記冊  

收納  發出  退回的支票

存根  

支票號碼  支票號碼  日期  

由  至  

保管

人簽

署  

日期  

由  至  

保管

人簽

署  

退回

日期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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