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文件第 2/2017 號  

討論文件  

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專責小組  

檢討範疇 (修訂擬稿 )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的修訂範疇徵詢委

員的意見。  

 

 

 

 

 

 

 

 

背景  

2. 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於二零零一年一月推出，容許受資助的非政

府機構自願參加，以回應傳統津助制度所受的批評。傳統津助制度被

指為不夠靈活、缺乏彈性、過於複雜，而且未能提供誘因以鼓勵非政

府機構善用資源來減低成本、提高成本效益或改善為使用者所提供的

服務。根據整筆撥款津助制度，非政府機構在調配津助資源方面可保

持靈活自主，更能適時應付社會不斷轉變的需要。在過去 16 年，政

府為非政府機構提供的額外一次性撥款超過 43 億元，協助機構從傳

統津助制度過渡至整筆撥款津助制度，另外又提供了超過 8.5 億元的

額外經常撥款，以便機構加強中央行政及督導支援、聘請輔助醫療人

員或採購相關服務，以及增加「其他費用」的撥款，以應付營運需要。

有關詳情見附件 1。  

檢討範疇尚待討論和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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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府在二零零八年委任獨立檢討委員會全面檢討整筆撥款津

助制度。獨立檢討委員會認為推行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所依據的原則是

正確的，因此這制度值得保留。獨立檢討委員會於二零零八年發表報

告，提出 36 項優化制度的建議。隨着政府在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推

出非政府機構《最佳執行指引》 1，上述建議經已全部落實。  

 4. 一如《行政長官 2017 年施政報告》施政綱領所述，政府會與

社福界商討如何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為此，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已

責成社會福利署  (「社署」 )  成立專責小組，與持份者進行整筆撥款津

助制度優化檢討，並提出建議。在釐定檢討範圍時，專責小組必須顧

及社福界內不同持份者的意見。  

 持份者意見  

 5. 以下各段概述有關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的主要意見。  

 A. 行政長官選舉政綱 2
 

6. 行政長官選舉政綱承諾，政府會與社福業界商討如何優化整筆

撥款資助制度。  

                                                      
1
 《最佳執行指引》涵蓋 14 個項目 (包括非政府機構必須遵從的 7 個第一組別項目，

以及機構宜於採用的 7 個第二組別項目 )。另有 4 個項目尚未達成共識，並未納入

《最  佳執行指引》內。《最佳執行指引》就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機構管治及問  責

幾方面提供指引，精神在於提高非政府機構的透明度，以及加強機構管理層、員工

和服務使用者之間互相溝通。  

2
 《林鄭月娥 2017 行政長官選舉政綱》第 6.1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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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立法會議員、關注團體及傳媒  

7. 立法會議員、社福界關注團體及傳媒就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提出

以下關注事項：  

(a) 非政府機構管理層享有過多彈性，高層與基層員工薪酬水平

相距甚遠；  

(b) 非政府機構在管治、對公眾問責和透明度方面  (例如薪酬調

整、薪酬架構和人手編制的依據等 )  令人有所疑慮；以及  

(c) 非政府機構保留過多整筆撥款儲備和公積金儲備，又或不當

運用整筆撥款儲備。  

 C.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8.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社聯」)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日致函當時

的政務司司長，就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提出意見，重點如下：  

 (a) 靈活安排和交叉補貼  

(i) 現行處理交叉補貼的方法僵化，局限整筆撥款津助制度賦予

非政府機構的靈活安排，窒礙機構填補服務缺口的創新思

維  (例如成立社會企業，為殘疾人士提供培訓和就業機會 )；  

(ii)  非政府機構推行多個獲不同政府決策局／部門資助的項目，

以達到個別的政策目標。當中不少撥款項目不設中央行政及

／或租金支援，即使有提供也往往不足夠；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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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不應規定與其他公帑資助項目攤分成本。  

(b) 受資助服務人力檢討  

(i) 要求全面檢討所有受資助服務因需求漸趨複雜和對服務質素

期望日漸提高而需要的人手；  

(ii)  因應服務擴充和發展，以及對公眾負責的要求日增，要求檢

討非政府機構的中央行政支援標準。  

(c) 整筆撥款基準  

(i) 要求檢討整筆撥款以中點薪金及其  6.8% 計算薪酬及公積金

的方法；以及  

(ii)  「核心職位」不應限於招聘方面有困難的職位  (例如個人護理

員 )；負責管理和監察服務供應的人員也應視為「核心職位」。 

 D.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香港社會工作者總

工會和邵家臻立法會議員辦事處 (即「三會一方」)聯合舉辦的 9  場

諮詢會  

9. 「三會一方」在二零一七年十月舉辦 9 場諮詢會，收集福利界

持份者對整筆撥款津助制度的意見，並在摘要報告中提出多個關注事

項，現列舉如下：  

(a) 基本撥款、估計人手編制和資歷要求須予檢討，以支援服務

發展。社福規劃機制成效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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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現行的服務編配制度令非政府機構為求爭取營辦新服務的經

費而增加財政風險，短期的計劃也無法保證可納入常規；  

(c) 沒有定期檢討估計人手編制和督導支援人手比例；  

(d) 撥款分配不應與政府薪級表的中點薪金掛鈎。由於沒有劃一

的薪酬架構和資歷認可制度，員工晉升前景因而受阻；以及  

(e) 非政府機構保持靈活自主之餘，政府仍須予以監察，兩者應

取得平衡。非政府機構的董事會應主動與員工和服務使用者

溝通，並設法讓他們參與重大管理決策事宜。  

(諮詢結果詳見相關摘要，網址為：  

https://www.facebook.com/LSGreform/photos/a.1659019187511850.1073741828.16

58989670848135/1708463109234124/?type=3&theater) 

 E. 審計署  

10.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審計署 署長向立法會提交

第  六  十  九  號報告書  (「審計報告」)。在審計報告第 1 章「社會福利署

對整筆撥款的管理」第 6.19 段，審計署署長建議社署署長就改善整筆

撥款津助制度進行檢討時，考慮審計報告內的審查結果和建議。有關

建議列舉如下：  

(a) 財務監察  

(i) 提醒機構採取進一步措施以善用儲備，並協助機構分享有關

https://www.facebook.com/LSGreform/photos/a.1659019187511850.1073741828.1658989670848135/1708463109234124/?type=3&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LSGreform/photos/a.1659019187511850.1073741828.1658989670848135/1708463109234124/?type=3&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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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儲備和披露儲備用途的優良措施；  

(ii)  查明某些機構持續錄得整筆撥款營運虧損的原因，並留意這

些 機 構 的 營 運 情 況 ， 確 保 機 構 順 利 提 供 《 津 貼 及 服 務

協  議》  (「協議」 )  規定的服務；  

(iii)  為實施機構最高三層管理人員薪酬檢討和披露的規定，採取

跟進行動；以及  

(iv) 要求在分攤經常開支予協議規定服務和非協議規定服務方面

有欠妥當的機構進行檢討，並加以糾正；協助機構採用合適

的基準，把經常開支分攤予協議規定服務和非協議規定服務。 

(b) 管治及管理事宜  

(i) 提醒機構遵守《最佳執行指引》的規定，並敦促機構議定《最

佳執行指引》內 4 個尚未達成共識的項目；  

(ii)  鼓勵機構採用效率促進組《管治指引》所載的優良措施；  

(iii)  因應行政署長就控制和監察受資助機構薪酬安排提出的建

議，採取跟進行動；以及  

(iv) 提醒機構監察員工流失率，並採取措施處理員工流失率高企

的問題。  

(c) 機構自我評估服務質素和社署對服務的監察  

(i) 機構須就其服務量／服務成效指標達標水平進行更準確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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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評估；  

(ii)   密切監察服務表現持續欠佳的機構，並視乎需要適時採取行

動，處理服務表現持續欠佳的個案；  

(iii)  檢視不設時限的協議，並為所有協議訂立服務成效指標；以

及  

(iv) 提醒機構在進行協議相關活動前應諮詢社署，以確保服務資

源用得其所。  

(d) 檢討整筆撥款津助制度  

(i) 向所有已進行精算研究的機構徵詢意見，並把意見公布給各

間機構，以助他們進行相關研究；以及  

(ii)  檢討整筆撥款津助制度的改善工作時，應考慮相關的審查結

果和建議。  

 檢討範疇  

 11. 根據以上各段概述的意見、專責小組在 2017 年 11 月 27 日舉行的

第一次會議上的討論及專責小組委員其後提交的書面意見 (見附件

2(a)-(d))，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的修訂範疇可細分如下：  

(a)  非政府機構在整筆撥款津助制度下的運作環境  

非政府機構在整筆撥款津助制度下可靈活調配資源和重整服務，

適時配合社會不斷轉變的需要。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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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包括檢視接受整筆撥款津助的非政府機構在不斷轉變的社會

環境下持續發展所面對的挑戰及困難，以促進機構繼續維持質素

和發展服務。  

(b) 《津貼及服務協議》相關活動和非政府機構的靈活性  

非政府機構獲政府／公帑資助，一直協助推行各項政策措施，服

務日趨多元化。根據《整筆撥款手冊》第 2.37 段，整筆撥款和整

筆撥款儲備同屬經常資助金，本質上是用以支付協議所訂服務或

相關活動的營運開支。有指整筆撥款津貼用作支援其他措施，會

攤薄協議原訂服務所獲的人力資源，引起關注。社署同意由

二  零  一  七  年八月起 3，視乎個別項目的評估結果，在社署管轄的

基金撥款相關計劃會向非政府機構提供增撥申請基金的 5% 至

15% 不等的中央行政成本作後勤用途，以便非政府機構為社區提

供多方面服務。不過，業界對如何審議協議相關活動仍然關注。

目前正是處理此事的適當時候，現把下列各項納入檢討範圍：  

(i) 審視協議相關活動的評估準則，為協議相關服務的供應和靈活

性提供清晰的指引，讓機構可適時回應和滿足社會及地區對服

務的需要；  

(ii)  審議相關服務及其財政影響  (例如是否須就協議相關服務制

定服務表現、監察及服務量指標；這些服務可否及如何納入整

筆撥款津助範圍；是否准許以實報實銷方式發還租金和差餉；

                                                      
3
 社聯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六日獲悉有關決定。整筆撥款督導委員會於二零一七年

十  月表示支持這項安排。勞工及福利局亦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日知會其他政策局

有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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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須就服務項目、設施及空間的規定進行評估，以確保能夠

配合協議所訂服務 )；以及  

(iii)  闡明協議／協議相關服務與其他非協議服務的成本分攤原

則。  

(c)  檢視人手編制及撥款基準  

有意見指估計人手編制及撥款基準應予檢討，以追上服務發展的

步伐。就此，這次檢討應由業界向社署提供相關資料及數據，好

讓社署全面審視因服務需求漸趨複雜和服務使用者期望日漸提高

而有需要進行檢討的事項，包括：  

(i) 估計專業人手、中央行政支援及督導支援的人手編制，以維持

穩定和高質素的團隊；  

(ii)  中點薪金撥款基準；以及  

(iii)  6.8%公積金撥款基準。  

(d) 透明度和對公眾負責  

由於營運社會福利服務涉及巨額資助，非政府機構已按照《整筆

撥款手冊》第 4.5 段建立有關撥款運用的問責架構，並根據《整

筆撥款手冊》第 4.14 至 4.19 段披露財政資料，包括經審計的周年

財務報告及最高三層管理人員的薪酬條件。為符合《最佳執行指

引》的規定，非政府機構亦須向員工提供有關整筆撥款儲備和公

積金儲備的資訊。此外，立法會、員工、服務使用者和市民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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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加強透明度的期望日益提高，審計報告建議社署按行政署長發

出的披露指引的詮釋，與非政府機構跟進如何糾正有關的披露規

定。就此，這次檢討應包括下列事項：  

(i) 審議可加強對公眾負責和提高透明度的範疇  (例如薪酬架

構、人手編制、儲備運用披露事宜等 )；以及  

(ii)  檢討和訂明非政府機構匯報最高三層管理人員薪酬條件檢討

的規定  (例如社會福利服務範疇相關營運收入的準則 )。  

(e)  整筆撥款儲備／公積金儲備的運用和財政規劃  

有意見指部分非政府機構囤積巨額儲備而欠缺具體用途，而有一

些機構卻面對財赤。非政府機構有需要檢討如何運用整筆撥款儲

備和進行財政規劃，內容如下：  

(i) 審視運用整筆撥款儲備和公積金儲備的現況及如何規劃儲備

的運用；以及  

(ii)  審視及早識別財政風險  (例如整筆撥款儲備持續錄得赤字 ) 的

機制和財政策劃的機制。  

(f) 薪酬架構及員工離職率  

員工對非政府機構的薪酬政策及架構表示深切關注。就此，是次

檢討應包括以下項目：  

(i) 檢視社福界的薪酬政策及薪級表  (包括考慮員工的工作經



- 11 - 

驗、起薪點、薪酬調整、合約安排等政策 )；以及  

(ii)  審視員工離職率和研究所需的改善措施。  

(g) 溝通及持份者的參與  

有意見指應邀請員工和服務使用者參與重大管理決定及服務發展

計劃的決策，並加強他們與董事會溝通。是次檢討應研究非政府

機構的現行措施，探討最合適的安排。  

(h) 檢討《津貼及服務協議》的機制及機構服務表現評估的機制  

為了回應社會不斷轉變的需要，業界認為應設立檢討《津貼及服

務協議》的常規機制，並收集服務使用者對協議內容的意見，以

維持服務質素及促進服務發展。審計報告提出數項建議，以加強

非政府機構對服務表現的自我評估。是次檢討應包括以下項目：  

(i) 檢討《津貼及服務協議》的常規機制；  

(ii)  檢討並修訂服務表現的自我評估機制，識別和分享機構在自我

評估方面的優良措施；以及  

(iii)  研究改善服務表現自我評估機制的可行措施。  

 

 徵詢意見  

 12. 謹委員就上文第 11 段載列的修訂檢討範疇提出意見。  



- 12 - 

社會福利署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 13 - 

附件 1 

 

社會福利津助  

額外撥款  

 

 

額外經常撥款  

年度  項目  金額  備註  

2008-09  提升機構的行政能力  2 億元   

2011-12 

2013-14 

2015-16 

2017-18  

因應實施法定最低工

資對受影響的津助福

利服務提供的額外經

常撥款  

0.63 億元  共四次額外撥款。  

2012-13  以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CCPI）計算「其他

費用」撥款的調整率。

該年度「其他費用」的

撥款津助的調整率為

上調 4.5% 

0.69 億元  0.69 億元只為

2012-13 年度因應上

調 4.5%所涉款項，並

未計算其後每年所需

的額外撥款。  

2014-15 加強中央行政及督導

支援、增加對「其他費

用」的津助及協助機構

更有效地招聘和挽留

輔助醫療人員或購買

輔助醫療服務  

4.7 億元  此外，所有新開辦的

服務單位亦會獲得督

導支援及輔助醫療支

援的額外經常撥款。  

2017-18 增撥「其他費用」為資

助住宿照顧服務提供

全面冷氣  

0.42 億元   

總數：  8.44 億元  尚未計算其他因優化

個別服務所涉及的額

外經常撥款。  

一次性撥款  

年度  項目  金額  

2001-02 業務改進計劃 (BIP) 1.05 億元  

2001-02 五年的過渡期補貼 (TOG) 14.73 億元  

2006-07 特別一次過撥款 (SOG) 9.12 億元  

2008-09 一次過撥款 (one-off subsidy)支援非政

府機構推行各項加強人力資源及財政

管理  

2 億元  

2009-10 獎券基金的一次過整體補助金 (one-off 

block grant)  

0.8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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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 為有需要僱用輔助醫療人員或有關服

務的非政府機構提供額外資源  

2.77 億元  

2009-10 小型非政府機構撥款  0.24 億元  

2012-13

至

2013-14 

為有需要僱用輔助醫療人員或有關服

務的非政府機構再提供額外資源  

2.29 億元  

 

2010-11

至

2018-19 

社會福利發展基金 (SWDF) 10 億元  

 

總數：  4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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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a)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HKCSS’ comments on the “Scope of the Review” (Paper 1/2017) of the Task Force for 

Review on Enhancement of Lump Sum Grant Subvention System  

 

1. Overall comments 

 

1.1. The Review should examine the fundamental objectives, design and underlying 

assumption of the LSG System, and see whether any of these elements are no 

longer applicable to present circumstances, and whether any current practices have 

violated the original objectives and design.  Issues / topics that should be 

reviewed include: 

1.1.1. whether pitching the benchmark at mid-point salary is adequate for NGOs 

to sustain their subvented services financially; 

1.1.2. similarly, the adequacy of the 6.8% PF allocation; 

1.1.3. establishment of a mechanism to review the level of LSG subvention, 

including: calculation of salary benchmark, notional staffing establishment 

of different service units, annual adjustment of other charges and central 

administrative support. 

1.1.4. for the review of the level of LSG subvention and notional staffing 

establishment mentioned in 1.1.3, factors to be considered should include 

the changes in social needs and the supply of related professional and 

social welfare personnel. 

 

1.2. It should be clearly recognised that the lack of welfare planning in past years has 

caused subvented NGOs to adopt different measures in order to meet changing 

community needs, which may in turn affected the NGOs’ performance and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Welfare planning should hence be addressed in the 

review, which should adopt an integrated and holistic planning framework in 

examining  service development and delivery.  The Review should aim at 

establishing a regular review mechanism for ongoing welfare planning and 

improvement of LSG, including both the planning of manpower and welfare 

premises. 

 

1.3. Technical and operation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LSG should be 

handled by LSG Steering Committee. 

 

1.4. Landscape study of LSG should consider: what environmental factors have been 

changing, any strengths of LSG System exhibited in the past which no longer 

manifest, and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s that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subvention system. 

 

1.5. The Review should be conducted with the core values being upheld for assuring 

quality of service and fostering development of welfare sector. 

 

2. Comments on individual areas of the Scope of Review  

 



- 16 - 

Scope  

(a) FSA related activities 

and flexibility provided 

for NGOs 

 

● The “parameters” for assessing FSA-related activities 

should be examined and identified, and “clear 

guidelines” should be developed, with due 

consideration of the purposes of LSG, which is not 

only to provide “flexibility” to NGOs in the use of 

funding and deployment of manpower resources, but 

more importantly to encourage NGOs to be able to 

respond to changing community needs more 

promptly, to maintain their pioneering spirit which 

leads to social innovation, to engage community 

resources and build community partnership more 

effectively, and consequently to build a more cohesive 

community.  The recognition of FSA-related 

activities should provide adequate flexibility for NGOs 

to meet the ever-increasing service needs in the 

community. 

 

(b) Manpower deployment 

and core positions 
● As stated before, the Review should review benchmark 

of mid-point and 6.8% Provident Fund allocations and 

examine the adequacy of subvention level in facing the 

factors such as:  

(i) the ever changing soci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emerging community needs which affect optimal 

staff mix and staff establishment; 

(ii) the growing maturity of the work force of the sector;  

(iii) the ‘market’ demand of different posts which might 

have pushed up the salary level; and 

(iv) the level of social work posts (e.g. the need for degree 

holders and senior practitioners) in view of the 

growing complexity and nature of intervention 

required. 

 

● The Review should aim at establishing a mechanism to 

provide periodical examination of service need.  All 

services should be examined instead of limiting to 

those with priority need.  

 

● All positions in all service types are essential, it is 

inappropriate to say that any positions are not core and 

important.  

 

(d) Use of LSG/PF reserve 

and financial planning 
● Identification of good practices should be considered 

by the LSG Steering Committee, instead of this Task 

Force. 

● If there are structural operating deficits, then the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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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Force should examine whether the level of LSG 

subvention is adequate or not, instead of simply 

attributing all the problems to the financi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NGOs.   

 

(f) Communi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stakeholders  

 Should examine the enhancement of communications 

between SWD and NGOs on various aspects, including 

finance monitoring, governance, operation matters 

such as subvention calculation details, inspection 

practice, policies of SWD in governing LSG 

implementation, etc. 

 

 Should explore interventions that facilitate 

stakehold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limitations of LSG 

system. 

 

(g)  Service performance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matters 

 

● Enhancement of service performance assessment 

mechanism and identification of good practices in 

BPM should be regular function of LSG Steering 

Committee.  

 

●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ut on reviewing and refining 

the existing mechanism, rather than on particular 

practices.  

 

● Should examine the impact of current and newly 

propose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mechanism / 

practices on workload and direct services. 

 

 

 

6 Dec,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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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b)  

 

Response to Scope of the Lump Sum Grant Review 

 

Hong Kong Social Workers Association has been thriving for the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nd 

continue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workers for the benefits of the service 

quality as well as well-being of the users.  

 

As regards the Paper 1/2017 as the first draft for the Review on Enhancement of LSG 

Subvention System, the comments are as follows: 

 

Ground Principles 

1. Defining the scope of the Review is the prime function of the Task Group as a basis to 

work on the recommendation. However, the purpose of the Review should be well stated 

as it will form the  grounding of the task 

2. Agreeing with the method in data collecting for charting the landscape of the welfare 

sector since 2007. Even though Lump Sum Grant was affirmed in the last LSG Review, 

the approach should address the limitation on the performance of LSG subvention system 

vis-a-vis the original design as allowing flexibility and assuring sustainability in face of 

the rapidly changing socio-economic society. 

3. Formulating the scope and corresponding measures is the crux of the Task Group, yet, 

without the planning of the programs standards and provision, it is hardly achieved to 

serve the purpose of the review and making recommendation. No matter it has been 

predefined as “out scope” for the Review, it should be registered in the Review, and 

where and how to address this important subject.   

4. For sustainability and long term development of social welfare, it is worth noting 

government’s leading role especially cross bureau in pursuit of the coordination of policy 

initiatives and resources allocation. 

5. The target result and critical path should be spelled out for the Review. 

 

Scopes of Review 

a. FSA related activities & flexibility provided for NGOs 

Support the orientation of enlarging the parameters of FSA related activities. However, it 

is not up to the expectation of the Review confining the scope to this definition only when 

NGOs are supposedly to develop and expand the services in response to a huge demand 

of programs as well as the arising social needs.  

b. Manpower deployment and core positions  

Do not support the assumption of defining core vs non-core positions. It will be of no 

value for further discussion and resulted in further debate only. Manpower de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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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be changed to “Manpower review”. 

c. Transparency & public accountability 

No comment 

d. Use of LSG/PF reserve and financial planning  

Knowing this is a public and staff concern, there is a need for monitoring and reviewing 

the reserves is necessary for SWD. Again, purpose of the Review of LSG should be clear 

whether it is part of the scope of the Task Group. Besides, the benchmark of LSG at 

mid-point and 6.8% for MPF should be well re-examined critically and stated in the scope 

for review. 

e. Pay Structures, staff turnover and professional/supervisory support 

Agreed and should include the resources implication 

f. Communi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stakeholders 

Agreed in principle and in fact, the system is not easily comprehended by a lot of 

stakeholders 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and technicality of the system. Government’s role 

should also be stated under this scope. SWD as a monitoring body of the subvention, it 

should also be the conductor of the communication with public on both the upside and 

downside of the system. 

g. Service performance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matters 

Do not agree that this is part of the scope of the Review. Rather, it should be put under the 

regular monitoring committee or even the work of the Department. 

 

Recommend adding an item to the scope  

h. Review mechanism   

There is an absence of a timely and regular review mechanism which put the system at 

risk. The inherent defects of the system and lacking the machine to kick off the review 

will definitely cause accumulated issues and accelerated grievances as well as mistrust on 

the system. A review mechanism including review timeframe & engagement of 

stakeholders should be explored.  

 

 

 

Irene Leung 

Hong Kong Social Workers Association 

6/12/2017 

  



- 20 - 

附件 2(c)  

 

Ms Noel Yeung 

 

在不觸及推翻整筆撥款制度這個原則或前設下，就整筆撥款制度進行檢討及優化，而當

中期望能有一個豐富的討論，從而獲得一個大多數持份者認同為可接受及可行的解決方

案，並確保一切議決之後能順利的執行，使未來十年的社福界能和諧共處，減少內耗，

又締造優質的服務及工作環境，惠澤更多有需要的市民，我認為是次的檢討內容必須包

括： 

A. 切實了解及面對 LSG 制度的自身的不足，以及影響其持續發展的環境及人為因素。

因為要從根本入手，才可解決問題。 

1. 從根本入手檢視整筆撥款起初持守的信念、理念、目標，以至價值基礎，在過去

17 年的推行中，有否被改變？原因何在？以及如何影響機構在滿足社會服務需要

的表現。 

2. 必須要釐清什麼問題是源自制度本身的不足或缺陷。曾否作出改善及補救？ 

3. 社署是否有給予制度向前發展及穩定成熟所需的土壤和營養？有什麼是來自制度

以外的環境及人為因素，使其不能成長？ 

4. 有些什麼重要的概念，大家有不同理解及演譯？是否因溝通不足等等的情況，做成

什麼的差異和問題。 

5. 社署建議的檢討內容的(a)、(b)及(e)屬此範疇，但若不就承托 LSG 制度推行的撥款

金額、服務的規劃、資源投放及分配等的重要議題及其改變作任何檢視，是明顯的

不足。 

 
B.  檢視機構的管治理念及手法與 LSG 的信念、理念、目標，以至價值基礎有否砥觸？ 

1. 管理層的任務是根據上述的情況，採取不同的方法盡力去推行 LSG 制度、以滿足不

同持份者的要求。究竟是否管理層本身的理解出問題，以致方法錯，所以在推行上

產生咁多問題？ 

2. 要適當地理解何為管理層面的錯失，什麼是制度的問題，以及兩者的關係。 

3. 機構與社署在財務及管冶的自主與監管上的矛盾及處理，以及對服務創新的影響。 

4. 如何協助各持份者接納 LSG 的限制及締造一個合理的期望？ 

5. 社署建議的檢討內容的(c)、(d)及(e)、(f)及(g)屬此範疇，但社署不能守護 LSG，放手

讓機構按其狀況如實的運作 LSG、不給予切實需要的彈性及資源，以及建構讓 LSG

制度持續改善的檢討機制，是明顯將管理層與 LSG 終有一日一起送上斷頭台。 

 
C.  檢視持份者的意見，辨識分類，按優次及於合適的渠道中討論及處理 

1. 面對持份者的不同意見，社署須辨識屬何層次的意見及問題，並運用適合的委員會

及渠道處理，不應全數納入成為檢討內容，這不單會偏離檢討的原意，同時加重委

員會的負荷，達不到原有的目標。 

2. 特別是審計署的意見，多屬理財上的技術問題，不宜納入是次檢討範疇。至於交叉

補貼的問題，不是因 LSG 產生的問題，尤來以久，且牽連甚廣，影響深遠，社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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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單方面及簡單化處理，有需要尋求局與局之間的共識，以便部門與部門之間的溝

通，以及釐定適切的執行指引。 

3. 然而，檢視現時的管理要求及 SQS 的工政工作對直接服務所做成的影響是必須回應

的。 

 

D. 我希望檢討範疇是針對 LSG 制度的問題、機構與社署在管理及監管上的矛盾，以及

理順各持份者的要求及不同意見，以合理期望達致真正的和諧及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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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d)  

 

對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專責小組檢討範圍的意見 

 

1. 津貼及服務協議相關活動及賦予機構的彈性 

除了原來 3 點外，建議增加 

- 檢視現行資助制度下 FSA 何等程度滿足社會及地區需要？ 

- 檢視現行資助制度下 FSA 的擬定標準的比例性 proportionality 

2. 人力資源安排及核心職位 

除了原來 4 點外，建議增加 

- 檢視現行資助制度下人手編制的擬定標準的比例性 proportionality 

3. 透明度與公眾問責 

除了原來 2 點外，建議增加 

- 檢視 NGO 公開資料方式的有效性 

- 檢視整筆撥款督導委員會及獨立處理投訴委員會對優化 LSG 的成效 

4. 儲備運用及財務規劃 

除了原來 4 點外，建議增加 

- 檢視 NGO 累積儲備的方式 

5. 薪酬架構、員工流失及專業/督導支援 

除了原來 3 點外，建議增 

- 檢視 NGO 的薪酬架構與政府薪酬架構的差異 

6. 持份者溝通及參與 

除了原來 1 點外，建議增加 

- 檢視 NGO 有否提供足夠資源協助持份者參與及成效？ 

7. 服務表現評估及管理事宜 

除了原來 3 點外，建議增加 

- 檢視現行資助制下社署如何評估 NGO 創新服務的成效 

- 檢視現行資助制度下社署延續 NGO 具成效的創新服務的機制 

- 檢視 BPM 推行後對優化 LSG 的成效 

 

 

 

草擬：張志偉 

日期：2017 年 12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