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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重點 

1) 《最佳執行指引》的推行進度 

2) 《最佳執行指引》三項新增項目 

3) 《最佳執行指引》優化監察措施 

4) 第二組指引優良措施分享 



《最佳執行指引》的推行進度  
 (2014年7月推行) 

 
第一組指引包括以下七項： 

 1)善用整筆撥款儲備 

2)整筆撥款儲備狀況 

3)使用非定影員工的公積金儲備 

4)非定影員工的公積金儲備狀況 

5)薪酬調整 

6)不同層級的投訴處理所涉及的人員、職能及責任 

7)機構處理投訴的政策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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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執行指引》的推行進度 

第一組指引 
• 截至2017年6月30日，所有接受
整筆撥款津助的非政府機構已
落實所有第一組指引(七項) 



第一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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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執行指引》的推行進度 

35.4% 

64.6% 
59.4% 

40.6% 

100% 



 

第二組指引包括以下七項： 
1) 最合適的儲備水平 

2) 溝通 

3) 董事會任期 

4) 董事會職能 

5) 界定董事會的職能及責任 

6) 社署津助服務的重要管理事項的決策 

7) 社署津助服務的重要管理事項的決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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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執行指引》的推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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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執行指引》的推行進度 
第二組指引 



落實比率最高的項目–董事會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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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執行指引》的推行進度 
第二組指引- 截至2017年3月31日(共159間非政府機構) 
 



落實比率最低的項目–最合適的整筆撥款儲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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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執行指引》的推行進度 
第二組項目- 截至2017年3月31日(共159間非政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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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執行指引》的推行進度 
第二組指引 截至2017年3月31日(159間非政府機構) 
 



機構就推行《最佳執行指引》
所表達的意見 

 機構董事會更留意董事會成員的任期 
 界定董事會和高級管理人員的職能及責任 
 高級管理人員和董事會成員組成工作小組 
 商議指引的推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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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就推行《最佳執行指引》
所表達的意見 

機構可不斷改善服務及持續發展 
滿足急促變化和複雜的社會需要 

業界內分享實踐智慧和互相支援 
促進機構的良好管治，惠及整個社群 

鼓勵職管雙方交換意見及期望 

提升機構管治和問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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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新項目 
(人力資源 
管理範疇) 

獲督導委員會接納 
由2018年10月1日

起推行 

第一組項目 

1.調職及終止合約的
處理 

2.僱傭合約的決策 

第二組項目 1.披露薪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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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執行指引》三項新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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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調職及終止合約的處理（第一組） 
    Handling of Internal Transfer and 

Contract Termination (Level One) 
  

原則 

•機構應就員工僱傭合約的處理訂立
清晰及具透明度的政策 

 

《最佳執行指引》三項新增項目 



準則及程序 
 

•機構須訂立受資助職位(包括有時限及
無時限合約) 的招聘政策，例如是否透
過公開招聘及會否首先通知內部員工。   

•機構應備有文件，說明處理僱傭合約的
政策，包括員工內部調職、續約、不續
約及終止合約的政策、程序及通知員工
的具體時限。有關文件可供員工閱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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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僱傭合約的決策（第一組） 

 NGOs’ Decision Making on   
Employment Contracts  

 (Level One) 
 原則 

•機構在處理僱傭合約的決策時，
須依從相關的規定和程序 

 

 

《最佳執行指引》三項新增項目 



 

 

 

 

 

 

 

 

準則及程序 

 

•機構須備有文件說明處理員工聘任、
內部調職、續約、不續約及終止合約
決策的規定及程序。機構須通知員工
，包括現職及剛到任的員工有關文件
及閱覧途徑。 

•機構須備有文件，說明處理有關僱傭
合約方面的投訴的政策及程序。有關
文件可供員工閱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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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披露薪酬政策（第二組） 
Disclosure of Remuneration Policy 
(Level Two) 

 

 原則 

•機構應設有薪酬政策，包括：各職
級的薪酬架構及／或起薪點，以備
相關職系／職級／職位的員工參考 

  

《最佳執行指引》三項新增項目 



•機構應備有文件，說明員工薪酬政
策，包括各職級員工的薪酬架構及
／或起薪點，以備相關職系／職級
／職位的員工參考。 

 

•機構應設立與員工溝通的渠道，以
闡釋其薪酬政策及收集意見。 

 19 

準則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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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執行指引》三項新增項目
呈交自我評估清單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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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執行指引》優化監察措施 

七項第一組指引 

年度評估 

七項第一組指引 
自我評估清單修訂 

《最佳執行
指引》優化
監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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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指引(七項)年度評估 

於2017-18年度呈交的第一組指引(七項) 
開始實施，措施如下： 

•抽選以機構為基礎，以每年抽選百分
之五機構(約九間，大中小機構各三間)
為原則進行隨機抽選，曾被抽選的機
構將獲豁免。 
 
 
 



 
 第一組指引(七項)年度評估 

•評估主任會致函被抽選的機構。 

•請機構先提交相關文件。 

•再安排進行評估探訪。所有探訪均以
預約方式進行。 

•探訪目的是確保機構符合第一組指引
(七項)的規定，並分享執行第二組指
引(七項)的情况，探討是否合適把某
些第二組指引提升為第一組。 

 
23 



24 

第一組指引(七項) 
自我評估清單修訂 

呈交2017-18年度(截至2018年3月31日)
的第一組指引(七項)自我評估清單： 
 

• 須列出相關執行記錄的資料，例如
機構董事會討論有關項目的開會日
期、向員工發布有關資訊的方式及
日期等。 



有機構在清單中分享了他們在推行《最佳
執行指引》時所識別和採用的優良措施，
包括： 
擬備5至20年的財務推算 
成立加強管治的專責委員會 
編製有關機構管治的指引 
每年諮詢員工和服務使用者對《最佳執行
指引》政策的意見，並由董事會進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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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指引 
優良措施分享 



有關機構管治的參考資料 

《受資助機構企業管治指引》 

效率促進辦公室    2015年6月 第二版 

http://www.eu.gov.hk/tc/reference/publications/guide_to_cg_f
or_so_tc_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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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u.gov.hk/tc/reference/publications/guide_to_cg_for_so_tc_2015.pdf
http://www.eu.gov.hk/tc/reference/publications/guide_to_cg_for_so_tc_2015.pdf


《社會福利界非政府機構董事會成員及職員行為守
則範本》  廉政公署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5年 

http://www.icac.org.hk/filemanager/tc/Content_1031/bo
ard_members_and_staf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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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機構管治的參考資料 

http://www.icac.org.hk/filemanager/tc/Content_1031/board_members_and_staff.pdf
http://www.icac.org.hk/filemanager/tc/Content_1031/board_members_and_staff.pdf


《防貪錦囊 － 非政府機構的管治及內部監控》 

  廉政公署 

http://www.icac.org.hk/filemanager/tc/Content_103
1/ngo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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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機構管治的參考資料 

http://www.icac.org.hk/filemanager/tc/Content_1031/ngo_c.pdf
http://www.icac.org.hk/filemanager/tc/Content_1031/ngo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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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指引 
優良措施分享 

 • 心光盲人院暨學校 
  行政及財務主任李慧賢女士 
 

 董事會任期 

 董事會職能 

 界定董事會的職能及責任 
 



第二組指引 
優良措施分享 

 
• 基督教靈實協會 
  營運總經理俞美雲女士 

 溝通 

 非政府機構就社署津助服務的重要
管理事項的決策 

 非政府機構就社署津助服務的重要
管理事項的決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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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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