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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的進展

不少會員來電查詢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的進展，現簡報如下：

(1) 職位檢視

第二階段顧問現正進行職位檢視工作，其中包括：

(a) 由職系主管提交工作分析問卷，以提供比較職位的相關資料。

(b) 由職系主管提名在職者代表參與職位檢視會面。

(c) 顧問根據工作分析問卷為每個比較職位擬備工作簡介。

(d) 顧問與在職者代表進行職位檢視會面，以核實工作分析問卷所載的資料，及讓
在職者代表提供補充資料。

(e) 顧問根據職位檢視會面所蒐集的資料修訂工作簡介擬稿，把經修訂的工作簡介
再向職系主管、部門協商委員會及員工工會諮詢。

職位檢視工作預期在六月底完成。

(2) 獲邀參與調查的私營機構名單

第二階段顧問同時已草議擬邀參與這次薪酬水平調查的私營機構的初步名單。經本會

代表和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諮詢小組成員反映和表達意見後，顧問作了如下修訂﹕

(a) 在建築／工程界別加添了 16間顧問公司和公共機構。

(b) 在測量界別加添了 5間測計師行。

(c) 一些個別機構可能不符合納入調查範圍的選取準則，顧問把五間屬於不同經濟
行業的機構從名單上刪除。

(d) 有四間公司因合併已從修訂名單上刪除。

最後納入修訂名單內的私營機構有 208間。

(3) 下一階段發展

第二階段顧問在徵詢諮詢小組職方有關的工作方案後，便會開展職位配對和資料蒐集

工作，本會將繼續密切監察有關工作。此外，本會亦十分關注有關資料的分析方法。

公務員事務局預計可以在本年底收到顧問的調查結果，然後就調查結果的建議應用

方案諮詢職方的意見。

（二） 公務員醫療及牙科福利──發還醫療費用

有關發還醫療費用的修訂建議，已在二零零五年八月及十二月的會員通訊中簡略解

釋。員方代表正繼續與公務員事務局商討有關細節。現就該政策的背景資料及原則，

作出解釋。

(I) 整個發還醫療費用的政策，必須符合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900及 902條的原則：

「合資格人士及其家屬，可免費獲得醫療意見及診治，X 光檢驗及藥物供應。
但這些福利只限由政府或醫院管理局的醫療機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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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所提供的治療，全視病情需要而定，當局會盡力向公務員及家屬提供最

佳的護理及治療。但所給予治療的程度及性質，則由主診醫生全權決定。」

(II) 在此基礎下，如何界定「病情需要」(Medically essential)就成為能否獲發還醫療
費用的關鍵。在實際運作上，因某些原因，醫管局的醫生在簽發「醫療需要」

上常顯得為難，導致申請發還費用上的障礙。

(III) 公務員事務局正草擬修訂發還醫療費用的申請表格。其中考慮採納下列三點為

簽發「醫療需要」的原則：

1. 作治療用途（即生活方式所需和純粹作預防用途的項目，都不獲發還費用。）

2. 證實確用療效，對有關病人療效顯著。

3. 醫管局未能提供其他具相同療效的替代治療，或該替代治療對有關病人缺
乏療效。

(IV) 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的立場如下：

1. 爭取「預防用途」的藥物開支納入發還費用範圍內。

2. 取消正氣壓機發還費用上限（最新修訂為$5,800）。應以主診醫生所建議的
型號所需款項全部發還。

3. 「病情需要」成「醫療上必需」是醫生的專業決定，不應作出任何行政規
範。為使醫管局前線醫生清楚了解公務員醫療福利的範圍及政策，應向他

們發放有關的文件，如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900, 902條及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
14/96號。

4. 要與醫管局前線醫生直接溝通。了解他們在簽發「病情需要」時所遇到真
正困難，以助理順整個發還費用的程序。

5. 檢討整個公務員醫療及牙科福利，適當增撥資源，以應付發還醫療費用的
增加，避免其它醫療福利服務受影響。

6. 醫管局的開源計劃，包括加強外判服務，推行藥物名冊，及增加收費項
目，都無可避免地會影響公務員醫療福利的使用，如輪候時間，質量水

平及收費安排。公務員事務局應盡快檢討與醫管局有關的安排，以貫徹

公務員醫療及牙科福利的保障。

協會現時正收集有關是項福利的實際運作問題，以便能向公務員事務局更具體地表達

意見。如會員在申請發還醫療費用或其它醫療及牙科福利上遇到任何問題或有任何建

議，請傳真(2523 3319)或電郵(hksgoa@biznetvigator.com)至協會。

（三） 重組合併是上策嗎？

本港自去年年中接連發生豬隻帶�鏈球菌和淡水魚含孔雀石綠等食物安全事件後，政

府決定在今年成立一個監控食物安全的中心，以【一條龍】的管理和執法模式，來統

籌所有涉及食物安全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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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設立食物安全中心的大方向上，是沒有爭議的。 但在策劃上以調配及合併方式
而準備將【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重組，卻遭受漁護署人員的強烈反對，並在去

年底一度登報表達不滿。 與此期間，【環境保護署】（環保署）人員亦去信立法會反對
收納漁護署職員。

本會極度關注是次就政府擬重組部門架構計劃而引起的反對浪潮，並多次與漁護署和

環保署人員接觸，以便在有需要時提供協助。 就本會所了解，漁護署和環保署人員的
反對是基於下列基本原則：

1. 重組計劃下受影響的部門員工並沒有得到充分諮詢；

2. 草擬中將環保、污染控制工作(現由環保署負責)和自然保育工作（現由漁護署負
責）合併，並非是政府所述的國際常規，亦不配合香港現時環保發展的實際需要；

3. 草擬成立的食檢署，在職能上實是將食物的管理生產和監察工作分家，有違【一條
龍】處理食物安全的基本原則。 政府的建議不切實際、不合時宜，並且與國際所
倡議的處事方法背道而馳。

4. 政府的建議會喪失一個具備全面自然科學知識的專業部門，在組織結構上欠缺應有
的專業意見和管理合作；

5. 破壞行之有效的緊急應變支援結構，打擊員工士氣。

漁護署和環保署所持的反對理據，充分得到漁農業界和商會的支持，最終重組漁護署

的計劃未能在立法會通過。 由是次事件中，漁護署和環保署的人員均深深感受到團結
力量在爭取和維護權益上所發揮的作用。 因此，漁護署和環保署的專業人員現正計劃
籌組工會，本會已向他們承諾提供協助和全力支持。

(四) 附帶福利檢討

公務員事務局就上述檢討制訂了最終修改措施。有關措施於 2006 年 5 月 19 日獲立法會
財委會通過並予實施。新措施主要有下列數個要點：

1. 冷氣機津貼和酒店膳宿津貼將取消。

2. 新申領「海外教育津貼」或「本地教育津貼」的公務員子女，其津貼額將會調低至
1997 年的水平。該兩項津貼的現有申領者，其津貼額將會被凍結，不會按年調整。
所有現職公務員（如其入職條件包括上述兩項津貼）的子女在未來仍可享受該兩項

津貼。

3. 公務員現有房屋津貼和旅費津貼仍予保留。

基於本會代表的積極爭取，新措施比公務員事務局的原本建議有下列多項改進：

1. 海外教育津貼及學生旅費津貼將繼續以當地貨幣（而非港幣）發放，免除同事承受
匯價風險。

2. 取消原有建議中對學生旅費津貼每年使用次數及航機客位級別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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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搬遷津貼改為非實報實銷形式但維持津貼額不變。

本會認為新措施雖然未能完全滿足同事的要求，但大致上尚可以接受。我們亦樂於見到

公務員事務局在制訂新措施的過程中顯示出極大彈性，積極吸納員方提出的建議，盡量

減少新措施對同事們的影響。最後，我們要向在檢討過程中細心研究各項建議並作出回

應的理事們作出衷心感謝。

（五） 貴州考察訪問

　　本會副主席郭志德和袁國華，應「西部開發人才支援計劃」的邀請，在今年四月十

一日至十五日，往貴州進行考察訪問。

　　「西部開發人才支援計劃」是一個義務性服務計劃，目標是把香港的專門人才安排

到中國西部地區，把知識、經驗和技能傳授給西部民眾，加快西部地區開發。計劃由香

港工會聯合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香港專業進修高等學院和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協會

合辦。

　　這次行程組織了十多名香港英語老師，為貴陽市八十多名中小學英語老師舉辦了一

個五天的英語培訓工作坊，以提升當地老師的英語教學理論和方法。

　　行程原來包括邀請本會就「香港政府對房地產開發項目的監管」發表專題演講，後

當地政府因行政安排需要把有關演講押後。雖然如此，本會仍然繼續參與考察訪問。

　　我們除參加了英語培訓工作坊的開幕典禮外，也參觀了黃果樹大瀑布，前往安龍縣

黔西南民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訪問、並與「園丁工程」受資助學生舉行座談會，期間還

與工作坊的師生打氣。

　　這次訪問使我們更深入體會西部貧困地區的困難，和思考香港高級公務員可以如何

加以支援。本會有各行業的專門人才，確實可以在專業知識方面作出貢獻。「西部開發

人才支援計劃」將在 8 月初前往新疆服務，本會正積極安排理事和會員，在廉政制度建

設，及交通系統規劃和管理方面作專題演講。各會員如對這項有意義的計劃感興趣，請

致電 2626 1512與本人（郭志德）聯絡。

（六） 會員優惠

(1) 廣州天一酒店（準 4 星酒店）地址：廣州市同福東路 644 號（市二宮地鐵 D 出口）
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之會員憑有效之會員證，可享有下列優惠：

房間類別 門市價（RMB 間  / 天） 優惠價格（RMB 間  / 天）

高級客房 468 278

商務單間 568 318

豪華客房 498 298

三人客房 568 308

高級套房 788 450

豪華套房 1118 738

以 上 協 議 房 價 均 為 淨 價         ＊  每張加床以¥80 元／床／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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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a) 此優惠價格有效期從簽定日起直至 2006年 12月 31日（交易會期間除外）

b) 入住可享受以下各項優惠：
‧ 住房旺季優先安排房間：

‧ 免費延遲退房至下午 14:00（需視乎酒店當天入住率）
查詢及訂房電話：(86-20) 3409 8388 (Ms. Carol Chan)     傳真：(86-20) 3409 8383

(2) 香港駕駛學院 

(3) Special offers for HKSGOA Members 

a. AIG China Assist Card - Medical coverage for almost 200 hospitals throughout the Mainland.
Premium at HK$380 / annum. Phone Ms Amana Cheung on 9232 3682 or 3104 3939 for
applications.

b. AIG Motor Issurance - Special discount in premiums, with petrol coupons for new cars. For
quotation, phone Ms Amana Cheung on 9232 3682 or 3104 3939.

ATTENTION!

From time to time, members may receive promotional or advertisement
materials / leaflets from commercial companies together with HKSGOA's mailing
publications and reports. Please note that the Association does not accept any
liability arising from any misrepresentation in the materials / leaflets. Members are
reminded to satisfy themselves with the accuracy of information contained therein
before acting on it.

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會員及其親友學車優惠

優惠詳情：

會員及其親友學車優惠：

私家車／輕型貨車課程 – 門市原有優惠再勁減

其他優惠推介：

電單車課程 - 最低價保證

優惠期：

優惠期至 2006年 12月 30日止
報名及查詢詳情，請與梁小姐聯絡，電話:2118 5556
門市及推廣員不設相同優惠，請先登記，方可獲得有關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