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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四月九日 文件第 1/2021 號

討論文件   

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  

檢討範疇（b）及（d）項經整合的初步建議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檢討範疇（ b）及（ d）項經整合的初步建議進

一步徵詢專責小組的意見。  

背景

2. 專責小組在第十二及十三次會議初步審議中央行政津助、檢

視人手編制及薪金撥款基準的初步建議。有關薪酬架構、公積金撥

款基準、員工離職率／職位出缺情況及人力資源管理的初步建議尚

待審議。經進一步收集持份者的意見，社會福利署（社署）整合了

有關檢討範疇（ b）及（ d）項的初步建議供專責小組進一步討論。 

經修定的初步建議

中央行政津助

3. 在推行整筆撥款津助制度之前，社署已就津助服務向非政府

機構（機構）提供中央行政津助，並於 1988 年 4 月 1 日開始按機構

的受資助服務單位數目、津貼額及員工編制的人數計算中央行政津

助 1。社署於 1988 年至 1994 年期間進一步優化中央行政津助的計算

基礎，包括提供撥款為大型機構加設行政及文書支援、為小型機構

增加文書支援、提升個別機構首長的職級、為設有總社會工作主任

職級作機構首長的機構開設副主管的職位（屬高級社會工作主任職

級）、增加會計支援的撥款等。截至 2000-01 年度，在 173 間機構中，

共有 83 間機構獲得中央行政津助，以及所有 173 間機構均獲得會

計支援的撥款。

1
當時中央行政包括三個範疇 :  (1 )  統籌及規劃服務； (2)  一般行政及 (3)  財務管理和

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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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2001 年推行整筆撥款津助制度後，以往認可的中央行政

支援項目已被納入整筆撥款的資助基線，社署亦不時檢視機構的需

要，並增撥資源協助機構提升行政能力，包括：  

 

年度  項目  金額  

額外經常撥款  

2008-09 提升機構的行政能力  

 

2 億元  

2014-15 加強 中 央 行政 (1.6 億 )及 督 導支 援

(1.3 億 )、增加對「其他費用」的津

助 (0.5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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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億 ) 

4 億  

7,000 萬元  

額外一次過撥款  

2008-09 支援機構推行加強人力資源及財政

管理的措施  

2 億元  

2009-10 

至  

2012-13 

加強對小型機構的行政及專業支援  2,400 萬元  

2010-11 

至  

2020-21 

設立社會福利發展基金，資助機構

推行員工培訓、業務系統提升及服

務研究  

10 億元  

 

5.  考慮到機構的規模及發展步伐有所不同，有意見認為應進一

步檢視中央行政津助撥款的安排。持份者大致贊成按機構的規模及

政府以往已投入的中央行政津助的情況，訂立不同中央行政的基礎

津助水平，為已計算政府以往已投入的中央行政津助後仍未達到基

礎津助水平的機構提供額外資源，以加強機構的中央行政能力處理

中央行政工作。考慮到小型機構即使規模較小，仍需處理基本的中

央行政工作，持份者贊成就小型機構的中央行政的基礎津助水平設

最低津助額。持份者亦大致贊成為每個新服務單位，按直接服務津

助額，提供額外 5%的中央行政津助。  

 

6. 有持份者認為適宜在周年財務報告中，加入附表以列出由整

筆撥款調撥給中央行政的資源及實際開支，及中央行政的津助人手，

以增加使用撥款的透明度。社署亦可在將來檢視中央行政津助水平

時可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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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關中央行政津助的初步建議修訂如下：  

 

中央行政津助  

 

 建議在政府財政許可的前提下，按一般機構 2020-21 年

度的津助撥款額（按直接服務計算）就其現有服務制定

不同的中央行政基礎津助水平（平均約為 5%），為以該

基準年度計算而未達到有關水平的機構提供額外資源，

以補充其日後的中央行政相關的開支；此外，考慮到周

年津助撥款低於一千萬的機構的特殊情況，建議就其現

有服務的中央行政基礎津助水平定於較高的水平（約為

10%），或為這些小規模的機構提供一個合適的最低中央

行政津助額。  

 

 建議在政府財政許可的前提下，將來為每個新服務單位

提供基本經常津助額（按直接服務計算）的 5%作中央行

政津助 2。  

 

 建議機構在周年財務報告中，加入附表以列出由整筆撥

款調撥給中央行政的資源及實際開支、中央行政的津助

人手（例如：人力資源管理人員、財務管理人員、資訊科

技人員）。  

 
 

人手編制及薪金撥款基準  

 

8. 政府當年推行整筆撥款津助制度的宗旨，是提供誘因以鼓勵

機構善用資源從而減低成本、提高成本效益及改善為使用者所提供

的服務。在此制度下，社署的監管角色由控制資源的投入，演變為

量度服務的成效。社署不再嚴格控制機構就人手編制、薪酬架構或

個別開支項目投入的資源，改為以「整筆撥款」的方式向機構發放

經常撥款，讓機構可靈活地調配資源和重整服務，適時配合社會不

斷轉變的需求。   

 

 

                                                      
2 參考社署自 2017 年 8 月在社署管理的基金的安排，中央行政支援主要包括以下七項開

支：  

(1) 服務計劃的籌劃及管理、工作協調及質素保證；  

(2) 人力資源管理；  

(3) 帳目管理及財務監控；  

(4) 風險責任管理、內部審計及管控；  

(5) 公共關係、伙伴協作、企業傳訊及服務推廣；  

(6) 辦公及活動場所與器材設施提供、日用消耗品補給；及  

(7) 資訊科技設施供應及技術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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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整筆撥款津助制度下，社署按個別服務所訂定的估計資助人

手編制只供社署計算受資助服務的資助額；而機構的薪酬架構及薪

級表與公務員的薪酬架構及薪級表脫鈎，薪酬成本改為根據整筆撥

款津助方程式獲得資助。社署根據個別服務的估計資助人手編制，

按有關職位在相關薪級表的中點薪金計算薪酬撥款。另外，社署已

按機構個別職級員工的招聘及職位出缺情況，在20個有招聘或挽留

人手困難的職級（包括專職醫療及前線照顧職級）3，在中點薪金之

上提供兩至三個額外薪級點的撥款。  

 

10. 在是次檢討中，為檢視社署估計資助人手編制，顧問公司向

機構收集有關實際資助人手的數據。在 2019年 6月，164間受整筆撥

款資助機構的受資助員工總人數（ 38 528人）與社署估計資助人手

編制總人數（39 184人）相若 4。另一方面，顧問公司亦向機構收集

了服務協議單位的實際資助人手編制數目；在 17種主要服務中 5，有

14種服務的實際資助人手編制較社署的估計資助人手編制為高，   

3種服務則較社署的估計為少 6，而實際人手的職系／職級亦與社署

估計資助人手編制有所不同。結果反映整筆撥款津助制度讓機構在

管理人力資源時靈活性增加，有助機構應付服務需求以至勞工市場

的變化。事實上，很多機構均有善用這項優點重整服務，以迅速回

應服務的需要及有效率地提供福利服務。社署亦不時就個別服務

                                                      
3   20 個有招聘或挽留人手困難的職級：臨床心理學家、言語治療主任、高級職業治療師、

一級職業治療師、二級職業治療師、高級物理治療師、一級物理治療師、二級物理治療

師、高級護士長、護士長、護士長（精神科）、註冊護士、註冊護士（精神科）、登記護

士、登記護士（精神科）、高級特殊幼兒工作員、特殊幼兒工作員、個人照顧工作員、

家務助理員及院舍服務員。  

 
4  164 間受整筆撥款資助機構的資助員工人數與社署估計資助人手編制的人數比較：  

 社工 專職醫療 

專業人員 

一般職級 

員工 

其他員工 總人數 

164 間受整筆撥款資助機構

的資助員工人數 

8 090 3 873 17 550 9 015 38 528 

26 565  

% 21% 10% 46% 23% 100% 

69% 

社署估計資助人手編制的人

數 

8 062 4 894 21 002 5 226 39 184 

26 228  

% 21% 13% 53% 13% 100% 

66% 

 
5  根據社署的記錄，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共有 146 種服務協議單位。顧問公司只能

從中選出 17 種作出分析，餘下 129 種未被分析的原因包括：相同服務類型的有效樣本

少於 5 個，不具代表性；估計資助人手編制中只有 1 或 2 個職位，或大多數是輔

助服務類型；不少機構未能按個別服務協議單位填寫數據；服務類型沒有典型估

計資助人手編制等。  

 
6 有 7 種服務的實際資助人手編制比估計資助人手編制為多 13% - 23%，有 7 種服務的實

際資助人手編制比估計資助人手編制為多 10%以下；有 3 種服務的實際資助人手編制

比估計資助人手編制少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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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服務的估計資助人手編制）作出檢視，以適時回應服務使用

者的服務需要。  

 

11. 在檢視中點薪金撥款基準方面，顧問公司初期透過機構調查

收集機構的實際薪酬支出，由於所得有效資料不足 7，顧問公司再透

過兩輪員工調查收集員工在現職機構的平均年資，再就 17 種服務

的社署估計資助人手編制及相關公務員薪級表推算相關薪酬支出。

顧問公司合共收到 1 287 份問卷，整體回應率達 60%。結果顯示，

在 17 種服務中，有 14 種服務的估算薪酬支出與社署中點薪金撥款

總額相若或低於中點薪金撥款基準；餘下 3 種服務的估算薪酬支出

較中點薪金撥款基準則分別超出 1%至 3%8。總括來說，機構估算薪

酬支出與社署中點薪金撥款大致相若。詳細數據請參閱附件一。  

 

12. 如上文所述，機構在過去已根據各項工作要求等，制定不同

的工作職級或職能和薪酬架構。因此，社署認為以員工在現職機構

的年資作為顧問公司的研究基礎，是相對客觀的做法。顧問公司在

研究過程中亦觀察到，大部分機構均有認可員工入職前的相關年資，

或已作出改革，重新設計人手編制、職系和薪酬機制，以創新思維

回應不斷轉變的社會需要。  

 

13.  在上文第 10段提及顧問公司向機構收集實際資助服務員工

人數，是按四個工作類別（即社工、專職醫療專業人員、一般職級

員工 9、其他員工 10）計算員工分類人數比例；再與兩輪員工調查回

覆樣本的員工分類人數比例進行比較。根據顧問公司的分析，兩輪

員工調查的員工分類人數比例與 164間受資助機構的員工分類人數

比例大致相若，反映調查所收集的樣本有一定的代表性。相關數據

請參閱附件二。   

 

 

                                                      
7  所有機構回覆的有效服務協議單位 (856 個 )的資料只佔 2018 年 3 月 31 日所有 2 730 個

服務協議單位的 31%。  

 
8
  兩輪員工調查的數據分析結果：在 17 種主要服務中 -  

  有 3 種服務協議單位的估算薪酬支出和中點薪金撥款基準相同，即綜合青少

年服務中心、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  

  有 11 種服務協議單位的估算薪酬支出低於中點薪金撥款基準（由 94%至 99%

不等），即護理安老院、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長者

日間護理中心、長者鄰舍中心、長者地區中心、兒童之家、寄養服務、嚴重弱

智人士宿舍、特殊幼兒中心及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及  

 有 3 種服務協議單位的估算薪酬支出較中點薪金撥款基準分別高出 1%至 3%，

即中度弱智人士宿舍、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和展能中心。  
9  一般職級員工：例如個人護理員、保健員、福利工作員等。  

 
10 其他員工：例如行政人員，其他專業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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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三會一方、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香港社會工作人員

協會及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對上述研究方法表示關注，詳情見附

件三、附件四、附件五及附件六。  
 

15. 社署曾向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介紹有關優化整筆撥款津助

制度的檢討方法和最新進度。委員普遍認為整筆撥款津助制度讓非

政府機構更自主靈活地調配資源，以配合不斷轉變的服務需求；委

員亦明白有必要採取一些內部成本控制措施，以確保公帑運用得當。

有委員認為按中點薪金基準計算員工薪酬撥款並不足夠，政府應增

加整筆撥款津助制度下的撥款，以便機構招聘和挽留員工；但亦有

委員指出即使薪酬撥款按高於中點薪金基準的水平計算而有所增

加，部分機構若沒有做好財政規劃以評估在整筆撥款津助制度下所

能承擔的員工薪酬開支，仍可能會把員工薪酬上限定於經調整的薪

金基準。   
 

16. 事實上，自 2010-11 年起，社署透過推出社會福利發展基金，

資助機構推行員工培訓、業務系統提升及服務研究等計劃。在業務

系統提升方面，社署鼓勵機構申請撥款進行精算研究，以協助機構

優化薪酬架構及財政預算；當中已有 11 間機構採用精算研究，協助

進行有效及長遠的財政預算，以更有效運用公帑於人力資源之上。

值得留意的是，在 2017-18 年度、2018-19 年度及 2019-20 年度，在

164 間受資助的機構中，分別有 28、 34 及 33 間機構須把高於其全

年營運開支 25%的整筆撥款儲備款額退還政府 11。在 2019-20 年度，

164 間機構的總累積整筆撥款儲備（包括寄存帳戶儲備 12，不包括公

積金儲備）達 44.7 億元，相對於 2015-16 年度（五年前）的 34.9 億

元，增幅為 28%。2019 至 20 年度，另有 32 間機構的整筆撥款儲備

（包括寄存帳戶儲備，不包括公積金儲備）則在其全年營運開支的

40%或以上。另一方面，社署留意到儘管整體上機構定影員工數目

已由 2015 年 9 月的 6 959 人減少至 2019 年 9 月的 4 738 人（下降

32%），寄存帳戶及／或整筆撥款儲備（包括寄存帳戶儲備，不包括

公積金儲備）的累積結餘卻沒有相應的減幅；在同期的五年（2015-

16 至 2019-20 年度）裏，寄存帳戶總金額由 18.2 億元僅輕微下降至

18.0 億元，減幅為 1.1%；而非定影員工的公積金儲備則由 11.2 億

元上升至 15.5 億元，升幅為 38%。  

                                                      
11 在整筆撥款津助制度下，機構可保留未用的整筆撥款，把其撥入本身的儲備，以應付

未來的開支。整筆撥款儲備（包括利息收入，不包括公積金儲備）的累積上限為機構

全年營運開支的 25%。機構須在下一個財政年度把高於 25%上限的款額退還政府。  

 
12 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於 2001 年實施後，機構在 2001-02 年度至 2005-06 年度獲提供過渡

期補貼，以供機構履行對「定影員工」在增薪方面的合約承諾。在 2006-07 年度不再發

放過渡期補貼後，社署便推出另一項名為特別一次過撥款的資助計劃及其他配套措施，

以協助機構履行對定影員工的合約承諾，及提升他們的人力資源安排。為機構而設的配

套措施之一，是在 2004-05 年度至 2006-07 年度的 3 個財政年度內，暫緩要求機構退還

高於 25%上限的整筆撥款儲備餘額，有關儲備為寄存帳戶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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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檢視顧問公司的相關數據及分析，以及持份者的意見後，

社署就有關人手編制及薪金撥款基準的初步建議修訂如下：  
 

人手編制及薪金撥款基準  
 

 在是次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中，顧問公司的數據

分析結果顯示大部分機構已運用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提供

的彈性聘用人手，以迅速回應服務的需要及有效率地提

供福利服務，所以大部分持份者認同制度應予保留。  
 

 根據顧問公司研究所得的資料，機構的估算薪酬支出與

社署中點薪金撥款大致相若，因此建議應維持中點薪金

的撥款基準。  
 

 社署會把資助機構使用精算服務作財務推算的計劃恆常

化，以協助機構在審慎理財及顧全員工利益之間取得平

衡，並會優先要求定影員工數目大幅減少但寄存帳戶及

／或整筆撥款儲備（包括寄存帳戶儲備，不包括公積金

儲備）的累積結餘沒有相應減幅的機構、累積龐大儲備

金額的機構、以至須把高於其全年營運開支 25%的儲備

款額退還政府的機構，參與精算服務資助計劃。   
 

服務檢視  
 

 為配合服務的發展及迎合服務使用者不斷轉變的服務需

要，社署服務科會在未來的服務檢討中檢視服務的不同

範疇，包括相應的社署估計資助人手編制（包括職位的

學歷／年資要求、督導支援的人手、服務所需的職能等）。

就此，社署會參考檢討範疇（ f）的有關建議，與業界探

討未來服務檢討的優次。  

 

薪酬架構  
 

18. 如上文第 9 段所述，在整筆撥款津助制度下，機構的薪酬架

構及薪級表與公務員的薪酬架構及薪級表脫鈎，薪酬成本改為根據

整筆撥款津助方程式獲得資助。因此，受資助機構應訂立機制設計

合適的職系及薪酬制度，毋需跟從社署估計資助人手編制及公務員

薪級表。  
 

19. 根據顧問公司收集到的資料，不少機構因應服務需要及按機

構的人力資源政策，開設與社署估計資助人手編制不同的職級，以

及發展不同的薪酬架構。部分機構按照專業職能、工作複雜程度等

因素，將部分專業職系劃分不同層級。以社工職系為例，機構按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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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員工的學歷和經驗劃分不同層級：  

 

 社工 I（要求：社工學位， 5 年督導 /管理經驗）  

 社工 II（要求：社工學位， 3 年相關經驗）  

 社工 III（要求：社工學位）  

 社工 IV（要求：社工文憑， 3 年相關經驗）  

 社工 V（要求：社工文憑）  

 

20. 在訂定薪酬方面，顧問公司發現個別職級的入職薪酬比公務

員相若職級的起薪點為低 13，另亦有頂薪點／最高薪酬高於公務員

相若職級的中點薪金的情況 14。  

 

21. 持份者大致認為機構可按本身的人力資源政策開設與社署

估計資助人手編制不同的專業職級，機構亦應有明確制度，為員工

提供專業發展階梯，而薪酬水平亦應反映相關職位所要求的經驗和

需承擔的責任。其他職系人員，尤其是有招聘困難的職位，機構亦

應適時檢視薪酬待遇以吸引、挽留及激勵員工。  

 

穩定人手措施  

 

22. 員工是機構的最重要的資源，團隊穩定性對社會福利服務十

分重要。根據顧問公司收集到的資料，服務使用者關注員工的流動

會影響服務質素，而員工表示離開以往任職機構的主要原因與薪酬

福利、工作時間及專業發展有關。  

 

23.  有持份者認為機構應定期檢視其人力資源政策，按整體財政

狀況設立認同員工貢獻的薪酬政策，從而吸引和挽留員工，尤其是

有招聘困難的職位。相關措施亦應盡量屬長遠而非短期性質並定期

檢視。  

 

24. 另一方面，政府當年參考福利界僱主平均承擔的僱員每月入

息的 6.8%的公積金供款率，作為計算非定影員工公積金供款資助的

                                                      
13 下列職級入職薪酬低於公務員起薪點的機構比率（按有下列職級的回覆機構計）：  

職級 入職薪酬低於公務員起薪點的機構比率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ASWO) 50% 

社會工作助理(SWA) 39% 

個人照顧工作員(PCW) 55% 

 
14 下列職級最高薪酬高於公務員中點薪金的機構比率（按有下列職級的回覆機構計）： 

職級 最高薪酬高於公務員中點薪金的機構比率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ASWO) 51% 

社會工作助理(SWA) 57% 

個人照顧工作員(PCW)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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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而自 2000 年 1 月開辦的新服務公積金撥款亦由中點薪金的

5%調高至 6.8%。按中點薪金的 6.8%計算公積金供款資助，符合成

本效益和公平原則。考慮機構長遠的需要，社署容許機構把非定影

員工公積金撥款的餘款撥入獨立的公積金儲備帳戶內，不設 25%上

限。  

 

25.  根據顧問公司收集到的資料，機構大致能應付受資助非定影

員工的公積金開支，並有公積金儲備。在 118 個曾就公積金供款率

回覆的機構中，有 34 個機構（ 29%）設 6.8%為供款率上限；有 41

機構（ 35%）持續將為所有員工的公積金供款劃一訂為 5%供款率；

及有 43 個機構（ 36%）按服務年資遞增公積金供款率，而供款率超

過 6.8%。社署的資料亦顯示，過去五年（ 2015-16 至 2019-20 年度）

整體公積金撥款使用率維持在 84%至 88%；而截至 2020 年 3 月，

機構的整體公積金儲備約 15.5 億元，較 2019 年 3 月上升接近 1.6

億元，反映機構仍有空間運用非定影員工公積金撥款以優化現職員

工的退休保障，例如為服務年資較長的員工提供高於法例最低要求

的公積金，以鼓勵具經驗的員工留任。  

 

26.  另外，員工流失是機構面對的主要挑戰之一。顧問公司的調

查結果顯示，機構採用較短合約期的聘用合約往往不利於挽留員工。

據社署了解，大部份機構大致按與社署簽訂的《津貼及服務協議》

的有效期訂定聘用員工的合約期。然而，不少機構仍採用較短合約

期的合約聘用提供長期服務的員工，合約期從 1 至 3 年不等，而 1

年合約期在業界最為常見，亦有機構在聘用初期採用兩年或以上的

合約期，其後按情況轉為不設時限的聘用合約。  

 

27. 在檢視顧問公司的相關數據及分析，以及持份者的意見後，

社署建議有關薪酬架構及穩定人手措施的初步建議修訂如下：  

 

 員工是機構的最重要的資源，團隊穩定性對社會福利服

務十分重要，機構應定期檢視其人力資源政策，按整體

財政狀況設立認同員工貢獻的薪酬政策，從而吸引和挽

留員工，尤其是有招聘困難的職位。相關措施亦應盡量

屬長遠而非短期性質。社署亦會因應個別職級的招聘及

職位出缺情況，考慮是否有需要額外撥款供機構調整相

關職位的薪酬水平。  

 

 公務員總薪級表在整筆撥款津助制度下只是社署計算機  

構撥款額時採用的工具，並非用作薪酬標準。機構在制

定員工薪酬架構時，應訂立評估受聘員工的專業服務經

驗的機制，薪酬水平亦應反映相關職位所要求的經驗和

需承擔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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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應善用寄存帳戶及 /或公積金的儲備，藉此維持或加

強人力資源措施，包括建立一支優質的員工隊伍，例如

為服務年資較長的員工提供高於法例最低要求（即每月

供款上限 $1,500 或僱員每月入息的 5%，以較低者為準）

的公積金，以鼓勵具經驗的員工留任。機構可參考檢討

範疇（ c）的有關初步建議，改善管理寄存帳戶。  

 

 留意到不少機構採用短期合約聘用員工，建議機構應制

定有利員工事業發展的人力架構，包括在合理的時間及

條件下，為已服務一段時間而且表現優秀的員工提供不

設時限的聘用合約，以增加員工對機構的歸屬感，及為

服務使用者提供穩定服務。  

 

 機構應持續改善人力資源管理，例如安排與離職員工會

面 15、定期向董事會滙報離職率等資料，以便制定適當的

員工友善及減少人手流失的措施。  

 

 

檢討工作時間表  

 

28.  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疫情，檢討工作時間表亦作出相應

的修訂。社署將於四月內就所有初步建議諮詢相關界別，並隨後把

檢討報告書的草擬本傳閱供成員參考。視乎成員的意見，社署須於

五月內向勞工及福利局 (勞福局 )提交最終報告。勞福局會爭取在本

年七月前向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及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匯報檢

討結果。  

 

徵詢意見  

 

29. 請專責小組成員就經修訂的初步建議（第 7、17 及 27 段）

提出意見。  

 

 

 

社會福利署  

二零二一年四月  

                                                      
15  審計署署長第 69 號報告書第 1 章就「社會福利署對整筆撥款的管理」第 5 部分有

關員工流失率問題上，建議向機構公布與離開機構的員工進行離職會面的良好做

法，使機構更了解員工的顧慮。社署回應指「社署會透過適當渠道鼓勵機構採納

良好管理方法，包括為離職員工進行離職面談，並會於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

討中詳細審視有關員工離職率一事」。  



附件一  

17 種服務類別的估算薪酬支出與中點薪金撥款比

較（以社署估計人手編制及員工平均年資 1計算） 

服務種類 中點薪金

撥款 

按第一輪 

員工問卷回覆 

估算薪酬支出 

按第一輪及 

第二輪 

員工問卷回覆 

估算薪酬支出 

1 中 度 弱 智 人 士 宿 舍

(HMMH) 

100% 100% 102% 

2 兒童之家 (SGH) 100% 102% 99% 

3 長者鄰舍中心  (NEC) 100% 98% 98% 

4 嚴 重 弱 智 人 士 宿 舍

(HSMH) 

100% 97% 99% 

5 護理安老院 (C&A) 100% 95% 95% 

6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ICYSC) 

100% 100% 100% 

7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IFSC) 

100% 104% 100% 

8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ICCMW) 

100% 95% 98% 

9 特殊幼兒中心  (SCCC) 100% 92% 95% 

10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EETC) 

100% 92% 94% 

11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DE) 100% 96% 96% 

12 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

服務 (HCS) 

100% 95% 98% 

13 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  

(IVRSC) 

100% 101% 103% 

14 展能中心 (DAC) 100% 99% 101% 

15 寄養服務 (FC) 100% 101% 96% 

16 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

作隊 (DYOT) 

100% 98% 100% 

17 長者地區中心  (DECC) 100% 97% 98% 

1 年資按服務類別(如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安老服務、康復服務、青少年服務等)計算平均值。 



附件二

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

兩輪員工調查的結果  

164 間受整筆撥款資助機構的員工人數 1及分類人數比例

社工 專職醫療

專業人員

一般職級

員工

其他

員工

總數

人數 8 090 3 873 17 550 9 015 38 528 

百分比 (%) 21% 10% 46% 23% 100% 

兩輪員工問卷調查

第一輪回覆 134 81 450 173 838 

百分比 (%) 16% 10% 53% 21% 100% 

第二輪回覆 121 40 207 81 449 

百分比 (%) 27% 9% 46% 18% 100% 

第一及二輪

回覆  

255 121 657 254 1 287 

百分比 (%) 20% 9% 51% 20% 100% 

1  以 2019 年 6 月 30 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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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家臻立法會議員辦事處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 

胡忠大廈 8 樓 

社會福利署總辦事處 

社會福利署署長 

梁松泰先生, JP 

梁署長︰ 

三會一方 

強烈反對社會福利署不承認社工／社福界從業員資歷 

就近日「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下稱「檢討」）當中，署方及顧問在分析「中點薪金撥款

基準」部份，以《員工問卷》作為檢視年資的基礎，並藉此推算以中點薪金撥款作為基準撥款是否足

夠。唯問卷當中並未有問及員工入職現職機構之前的相關年資。如此問卷設計實反映署方並不承認社

工／社福界從業員相關資歷，亦違背認可社工專業發展的精神，未能回應津助制度的其中一項核心關

注，重視累積專業經驗為重要資產。 

設計《員工問卷》內容時搜集員工在現職機構任職年期，只屬一般資料，署方及顧問完全未有提

及有關數據將被視作員工相關年資，並推算撥款基準是否足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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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邵家臻立法會議員辦事處（合稱「三會一方」）各代表已一再在檢討

專責小組會議當中反對署方及顧問的做法；然而，署方無視專責小組成員的反對，一意孤行以上述錯

誤的基礎，堅持進行「員工後續調查」，三會一方對此表示強烈抗議。 

社會服務的提供，由始至終，須以社會需要、服務質素為首要考慮，重視員工資歷及經驗正正是

服務質素當中重要的一環。署方率先否定社工／社福界從業員資歷的重要性，並期望以前設錯誤的「員

工後續調查」來檢視員工資歷及「中點薪金撥款基準」，三會一方感到費解，肯定業界必定堅持捍衛社

工專業價值，絕不會接受「員工後續調查」的結果及任何由此得出的結論。 

三會一方嚴正促請署方回應業界意見，立即擱置「員工後續調查」，並與業界盡快商討適當的做法。

我們期望政府重視及聆聽業界聲音，使社會服務得以長遠及健康地發展。敬祝 

鈞安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行政總裁 

蔡海偉 

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 

會長 

林靜雯教授, MH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會長 

倫智偉 

立法會 

社會福利界議員 

邵家臻議員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日 

副本交：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 

附件三



會服務聯會

贊助人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

PATRON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Hon.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

胡忠大廈8樓

社會福利署總辦事處

社會福利署署長

梁松泰先生，JP

梁署長：

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

行政總裁

蔡海i!i先生

CHIEF EXECUTIVE 

Mr CHUA Hoi Wai 

「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已進行了一段時間·其中一個主要的核心問題·是

在勺是供彈性予機構有效回應社會需要」及r恰當程度監管以滿足公眾問責期望」兩者

之間取得平衡。社聯肯定公眾問責的重要性，但過度監管將可能窒礙機構靈活性，使服

務流於僵化，並非整筆撥款津助制度的初衷。

經歷近一年全球大疫情·社福機構盡職善用資源·靈活調動緊絀人手·守住院舍免

於疫症大爆發·協助社區應對前所未見的挑戰，照顧最無助的群體。這充份反映保持機

構適度彈性·是現代社會福利資助和管理制度中重要一環。

然而，社聯認為員工可享薪酬待遇，與制度保持彈性不應出現矛盾。事實上·福利

服務必須依賴穩定而具經驗的專業團隊·才能確保服務質素·有效滿足社會需要。再者·

任何監管和問責措施必然附帶成本·機構要配置適當資源才能確保完善的財務管理·以

致內部的監管制度。因此，監管也要考慮成本效益，過度規管反而做成浪費。

社聯與其他持份者 期望是次檢討能釐清幾個長久困擾福利界的問題，包括：以薪級

中位作撥款基準是否足夠讓機構為員工提供與年資相配的薪酬水平？服務人手編制能

否追上日益複雜的社會商題？整筆撥款制度有否為機構配置適當的行政資源處理社會

問責的要求？

可惜·進行多時的顧問研究仍未能提供可信數據· 回答上述問題。其中·顧問忽視

員工問卷設計原意· 憑藉單一問題（即「員工在現職機構的工作年期」），推斷整筆撥

款是否足夠·更間接否定相關專業員工的年資計算方式。社聯實在不能接納其結論。 在

未能弄清撥款基準是否足夠，及確保整筆撥款制度提供足夠資源之前·應繼續為機構運

用資源留有彈性· 現階段實難對機構的薪酬政策作出任何硬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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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Facebook (9.1.2021) 

[15:33] 

LSG檢討- 有人靜雞雞講以為冇人知 

https://www.facebook.com/165937923461968/posts/3573337972721929/ 

政府喺2017年攪咗個「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專責小組」，個小組最近就

細細聲將「顧問報告初稿」擺咗上枱面講，意味個檢討已經去到尾聲。 

人手編制冇檢討冰封咗廿年，「顧問報告初稿」指出原來唔少服務都因應服務

需求，比原編制請咗更多既人手，拉薄咗LSG下機構有既資源。 

「顧問報告初稿」又指出唔少既前線職系(PCW、WW、SWA、ASWO)都跟唔

到MPS起薪點，而且大部份都以Mid-Point作為頂薪點，但高層員工就可以跟足

Point。 

或者「瘦下」就係用嚟頂住財政壓力既皇道…… 

共渡時艱，真係難聽過粗口。 

傳送門: 

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專責小組 會議紀錄及議程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ngo/page_taskforce/ 

三會一方「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聯合交流會 PPT (#內有「顧問報告初稿」

節錄) 

LINK: https://www.hkswgu.org.hk/news_detail.php?id=495  

#嚟緊工會推聯署 

#儲行動力就要攪預備會啦 

#官方業界諮詢會你唔會唔去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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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Facebook (10.1.2021) 

[14:00] 

https://www.facebook.com/165937923461968/posts/3575646535824406/ 

LSG檢討- Mid-Point課金夠晒找數? 

話說LSG下，社署只係用同事人工薪級點既Mid-Point 計數俾機構去出你

份糧，機構就驚驚你過咗Mid-Point 要另外搵錢填你人工條數，一於將你

頂薪點Bar喺Mid-Point度…… 

不過「顧問報告初稿」竟然計到條數，話機構就算跟足MPS支薪，都夠

～錢～找～數～架! 

夠錢? 咁多年同事被消失咗個幾個Point究竟去咗邊? 

又不過呢，社聯就反駁指出個顧問喺計數時，原來係將同事入職現職前

既年資排除在外，全部當你Fresh Grad “0”年資起計，先夠錢找數咋

喎…… 

一邊就當你的資歷是零，一邊就Bar 你人工喺Mid-Point行最保守路線。

點檢討，輸既都係前線…… 

傳送門: 

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專責小組 會議紀錄及議程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ngo/page_taskforce/ 

三會一方「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聯合交流會 PPT (#內有「顧問報告

初稿」節錄) 

LINK: https://www.hkswgu.org.hk/news_detail.php?id=495  

#嚟緊工會推聯署 

#儲行動力就要攪預備會啦 

#官方業界諮詢會你唔會唔去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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