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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ce 1973 

教育局員工工作表現管理 
 

工作表現管理是全面人力資源管理策略不可或缺的一環。無論是公營部門又或是私人

機構，一個公平、公開、公正及高效能的工作表現管理制度，都能激勵員工的士氣，

鼓勵他們盡展所長，提高效率和整體工作成效。從政府角度而言，良好的工作表現管

理是饒具意義的。透過它，政策局及部門能夠在芸芸優秀的公務人員中，擢升表現最

卓越的員工，委以他們更大、更重的責任，協助推動及執行政策，造福社會。 

關於教育局內員工的工作表現管理，我們可以參考兩份管方文件 ------ 教育局內部通

告第 46/2000 號及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 6/2013 號。前者是在 2000 年，由當時的教育

署向全體署內員工發出名為「工作表現管理制度」的內部通告，就督導人員的職責，

工作指標的訂定，工作表現評核，評核會面及評核報告協調小組的要求及運作原则，

作出了闡述，並一直沿用至今。後者則為公務員事務局於 2013 年發出關於「公務員工

作表現管理」的修訂版，通告除闡明公務員工作表現管理的修訂指引和良好方法外，

更重要是強調了執行評核時須要注意的各個事項和部門首長、職系首長及各級評核人

員的相關責任。 

本會非常認同上述兩份通告的理念及當中大部分的指引，並期望局方高層及各相關主

管真心誠意落實通告提出的做法。 

然而，局內的員工工作表現管理是否有因應上述兩份通告而得到適當的提升？答案是

否定的！本會收到不少會員及會友回饋，並申訴不少關於制度及相關人員執行上存在

的不公平和荒謬現象。以下僅為一些例子，如會員及會友有任何回應或補充，歡迎隨

時與本會聯絡。 

 

範疇 情況 本會的質疑 

評核

報告 

 有評核人拖延完成受核人的評核

報告，其中有最嚴重個案受評人竟

被拖延評核報告近 9 個月之久！ 

 拖延完成評核報告對受核人是絕對不公

平的。首先，受核人無法得知其工作表

現，亦難以盡快改善缺點(如有的話)。其

次，受核人的晉升或續聘機會亦受影響。 

  有評核人不但沒按要求與受評人

進行中期檢討，更要求受評人在空

白文件上簽署，以揑造完成工作的

事實。 

 由於受評人拒絕接受，評核人在徵

詢加簽人意見後改稱已於平日與

受評人討論工作表現，藉以避過企

圖捏造的事實。 

 受評人向行政分部投訴，但分部竟

以沒有足夠表證為由，拒絕跟進，

 評核人不按局方要求與受評人進行中期

檢討，肯定是違反指引。評核人要求受評

人在空白文件上簽署，以揑造完成工作的

事實，就更加罪加一等！ 

 行政分部以沒有足夠表證為理由，拒絕跟

進，亦拒絕向加簽人作出跟進查問，究竟

意欲何為？是存心包庇，還是另有苦衷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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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ce 1973 

範疇 情況 本會的質疑 

亦拒絕向加簽人(註：加簽人親口

向受評人說明評核人向他承認曾

要求受評人在空白文件上簽署)作

出跟進查問。 

  有加簽人以受核人的工作性質及

複雜性相對於其他在同一科組並

由他審視的同職級員工較低為理

由，調低由評核人給予的整體評

分。覆核人更對加簽人的做法予以

確認。 

 受核人作出投訴，但不獲行政分部

受理，原因是加簽人及覆核人是有

權按照同職級內的審核標準作出

調整云云。  

 究竟評核報告是評核受核人的工作表現

還是受核人的工作性質？ 

 作為監察制度是否獲得公正執行的行政

分部不僅沒有為同事把關，還落井下石，

本末倒置！ 

 

 

(由於問題嚴重，本會將另發會訊報導。) 

 

評核

會面 

 會面過程維時僅只 10 分鐘，且負

責會面的覆核人亦只官腔地重覆

評核制度，沒有為受核人提供任何

建議，讓會面流於空泛。 

 受核人作出投訴，行政分部回覆稱

可安排另一次會面。 

 會面過程兒戲及欠缺誠意，員工不但沒有

得到應有的建議，還有被人愚弄的感覺，

情況實比沒有會面更壞更差！ 

 由行政分部對投訴的回應來看，根本他們

早已了解會面只是一個例行公事，甚或一

場虛應公務員事務局的遊戲。 

晉升

委員

會 

 委員會組成的成員經常由一少撮

人員重覆出任。更巧合地，這一少

撮人員日後卻又往往獲得晉升的。 

 本會曾就此向行政分部要求提供

過去 20 年出任晉升委員會的成員

資料，可惜多次爭取之下，行政分

部亦只僅提供最近 3 年的的資料，

並以相關資料已按內部規定銷毀

為理由拒絕提供，更無回應一少撮

人員重覆出任委員會成員的問題。 

 本會明白晉升委員會的決策過程需要保

密，但為了提升委員會的公信力，局方應

致力避免重覆委任出任少數人員委員會

的成員。否則，難免讓人感到委員會存在

黑箱作業的問題，又或只是個欠缺獨立性

的小圈子遊戲而已！ 

 

評核

報告

協調

小組 

 協調小組成員竟然由署任人員出

任，而最嚴重情況是個別協調小組

還出現全體成員(除主席外)均由

署任人員出任。 

 本會曾就此向局方高層反映，得到

的答覆是有關安排是合法的，並無

違反協調小組的要求。 

 眾所周知，管方一直沒有為協調小組制訂

科學化的調整機制。因此，為了取得比較

客觀的調整結果，小組現時是必須依賴在

職系及職級內具經驗、資歷深厚和見識廣

博的人員出任。但實際的情況卻非如此！

協調小組不但不是由資深人員擔任主席

及成員，更不靠譜的，是全面起用署任人

員！必須指出，協調小組的工作是涉及敏

感的人事問題，以署任人員出任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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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情況 本會的質疑 

(無論多少)，實無助提升工作的公信力和

說服力！本會不能不質疑，局內是否真的

沒有足夠實任和有公信力的人員嗎？如

果局方高層堅持有關安排是合法的話，那

只是合法而不合理，更不合情呢！ 

 況且，根據教育局內部通告第 46/2000 號

附錄 A 內「一般原則」的要求，基於行政

方便或以待晉升而署任較高職級人員的

評核報告，應由實任職級的協調小組處

理。究竟協調小組成員竟然由署任人員出

任的做法又是否符合規定呢？ 

  有受核人的評核報告評分給協調

小組調低了，理由是評核人(註：

評核人本人亦是某評核報告協調

小組的成員)在報告內提供的理據

過於薄弱。 

 能出任協調小組成員的人員，不但應熟知

撰寫評核報告的技巧，更應非常掌握協調

小組的工作要求。如果他們連這些基本要

求都未能掌握，試問他們還有資格和有能

力出任小組成員嗎？ 

  有受核人的評核報告評分給協調

小組調低了，而調低評分的協調小

組的主席和成員並非他人，他們正

正就是受核人的加簽人和覆核

人！ 

 這似乎不僅是加簽人和覆核人的資歷問

題！這還涉及加簽人和覆核人的專業操

守問題！當加簽人和覆核人選擇不堅持

決定，並以「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的

態度來推翻自己決定的做法不僅貽笑大

方，對受核人不公平，更讓人擔心是否有

人在背後操控，讓他們失去獨立自主！ 

 

西諺“Justice must be seen to be done”說得好。公平、公正和公義不只是個口號，亦

不是一兩份官方文件和一些的打動人心的言詞可以簡單地堆砌出來，更不是官威或職

位賦予的權力可以讓人信服。統治者必須身體力行，死命維護制度和當中的精神，才

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尊重。在執行工作表現管理的制度上亦然。在教育局內，縱使相

關制度早已設立，但要是局方和各級官員無視維護公平、公正和公義的需要，不致力

恪守其公平性，甚至參與動搖它的根基，制度最終只會淪為管治者愚弄群眾、為所欲

為的工具而已！ 

 

政府教育人員職工會 

2016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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