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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政策
1.1 本守則旨在規範中心人員招聘之程序，即由建議、公告、甄選及聘用等階段構成，
為填補中心職位空缺而進行之一系列程序。
1.2 本守則遵從公平及效率原則。
1.3 職位空缺分為兩種：
- 新增性職位空缺：在現有人員架構以外增聘之職位，該職位必須獲得理事會通過
- 填補性職位空缺：為填補現有人員架構空缺之職位，該職位必須獲理事長之確認
1.4 人員之聘用方式以全職聘用爲主，例外情況下，得以兼職聘用。
1.5 除理事長及副理事長之職位，中心之職位空缺得由以下方式補充：
- 内部方式，即透過中心現有之轉職或晉升機制
- 透過招聘程序，公開接納職位申請及進行甄選
1.6 人事及總務部按本守則開展、執行及監督招聘程序，並向理事長及副理事長匯報。
2

建議
2.1 部門主管得按本守則之規定向理事長提出職位空缺之申請。部門主管須於提出的申
請中訂定有關空缺之職位內容，當中必須包括：
- 職位空缺之所屬種類
- 職位名稱
- 職位要求的資格及技能
- 職位之工作內容
- 職位空缺的填補方式
2.2 人事及總務部就職位空缺申請按以下之規定提出組成甄選小組之建議：
2.2.1 甄選小組成員按以下情況組成：
- 一般情況：甄選小組成員包括副理事長（甄選小組主席）
、人事及總務部（人
事）經理、招聘部門之高級經理，及招聘部門之主管。
- 例外情況：甄選小組成員得由理事長委任。
2.2.2 甄選小組成員設候補人，以在正選成員缺席或迴避時替代其執行某一階段或全
部階段的甄選程序。
2.2.3 甄選小組成員之候補人為其當下之代任人，若副理事長缺席時則由理事長代替
其成為甄選小組主席。
2.3 經理事長及副理事長批准後，有關職位空缺及甄選小組之組成方為確定。
2.4 屬中心現職之人員以轉職或晉升之方式填補空缺之情況，須由有關部門主管以建議
書之方式提出，故不適用本守則之招聘程序。

3

公告
3.1 人事及總務部收到獲理事長及副理事長批准之職位空缺申請表後，方可展開招聘程
序，並須作出公告。
3.2 上述公告得透過(且不限於)中心內部公告、中心網頁、網路媒體、報章廣告、職業
中介公司、學校推薦、技術或商業轉介之方式作出，以接受職位申請。其中公告方
式必須最少包括中心內部公告、中心網頁及報章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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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告之內容必須包括：
- 招聘部門
- 職位名稱
- 職位要求的資格及技能
- 職位之工作內容
- 職級及相應之報酬
- 公告日期
- 截止接受申請日期
3.4 公告一經公佈，則視爲中心正式開始接受職位申請。
3.5 若符合職位基本要求的申請人人數少於 10 名，則甄選小組可提出延後截止接受申
請日期或作重新公告。
甄選
4.1 向職位空缺提出申請者即視為職位投考人。
4.2 中心人員得按本守則之規定申請成為職位投考人，但須通知其部門主管。
4.3 職位投考人之甄選及決定是由甄選小組透過 4.7 所指之甄選程序作出。
4.4 符合職位基本要求之投考人必須通過一般測試，合格後方可進入甄選程序。
4.4.1 一般測試之考核内容由中心從其設立的統一電腦測試題庫中，由電腦以隨機程
序選定；該考核旨在評估投考人於語文理解、語理及數理邏輯、數學運算、行
政工作、一般常識及基本法認識等方面的基礎知識及技能。
4.4.2 一般測試之成績滿分為 60 分，合格線為 30 分，並對合格者設成績排名。
4.4.3 一般測試合格之投考人其成績將保留 2 年，期間若該投考人投考中心其他職位，
得獲免除一般測試，並以其最近一次之成績直接進行排名。
4.5 人事及總務部須於甄選程序開展前向甄選小組報告職位空缺的投考情況，報告內容
必須包括：
- 投考人總數
- 符合職位基本要求之投考人人數
- 不符合職位基本要求之投考人人數及具體原因
- 一般測試之結果
4.6 甄選小組須視乎人數情況，按照一般測試合格者排名名單，根據 4.8 所訂定的甄選
標準，決定能進入 4.7 所指之履歷分析階段的投考人名單，惟該准入人數所佔比例
不應低於一般測試合格者總人數的百分之三十，但不應超過 25 人。
4.7 甄選小組須按以下各甄選階段決定最終接納之投考人：
4.7.1 履歷分析：
4.7.1.1 履歷分析是指甄選小組成員基於職位空缺之工作內容及要求，透過客
觀分析，對投考人之履歷背景作出評分。
4.7.1.2 履歷分析之成績滿分為 10 分，合格線為 5 分，並設成績排名。隨後由
甄選小組根據 4.8 所訂定的甄選標準，決定能進入下一甄選階段的投
考人名單。如出現履歷分析不合格者，甄選小組得再次從一般測試合
格者名單中依次選出下一位投考人進行履歷分析。
4.7.1.3 履歷分析設評分細項，其中學歷水平佔 5 分，相關工作經驗佔 3 分，
相關職業技能或認證佔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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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專業測試：
4.7.2.1 專業測試之考核内容由招聘部門之小組成員根據職位空缺之特定工作
内容及具體專業知識或技能要求而擬定，可包括電腦操作、商業及公
函寫作等，並須經甄選小組通過；該考核程序旨在評估投考人對該職
位的勝任力。
4.7.2.2 進行專業測試時，須確保所有投考人在統一標準之環境或情境下作答。
4.7.2.3 完成專業測試後，須對投考人的履歷分析及專業測試成績進行加總，
並進行成績排名。隨後由甄選小組根據 4.8 所訂定的甄選標準，決定
能進入下一甄選階段的投考人名單。
4.7.3 面試：
4.7.3.1 面試是指甄選小組與投考人進行面談，並用客觀分析之工具對投考人
作出整體性的評估。
4.7.3.2 面試期間，應提問與職務相關之問題，又或能進一步了解投考人之相
關工作經驗、職業技能或培訓等情況的問題。
4.7.3.3 面試評核標準由甄選小組統一訂定。
4.7.3.4 甄選小組可於面試結束前向投考人說明該職位的職級、基本薪金及其
他聘用條款，包括工作時間、休息時間、假期及福利等。
4.8 各甄選階段可具淘汰性質，為此，甄選小組須在正式開始甄選程序前為每個甄選階
段分別設定人數限制，以作為甄選之標準。有關標準一經訂定，則不可於隨後之甄
選過程中修改。
4.9 中心之現職人員若提出投考申請，且符合職位基本要求，可獲豁免一般測試而直接
進入甄選程序。
4.10 投考人之總成績是以其於履歷分析、專業測試及面試所獲得之分數，採用加權的方
式進行計算。其中，履歷分析成績佔百分之十，專業測試成績佔百分之五十、面試
成績佔百分之四十。一般測試成績僅作爲投考人可否進入甄選程序之標準，故不計
入總成績。
4.11 人事及總務部須對投考人之總成績，進行成績排名，得出一總成績名單，並經甄選
小組確認後，以最高成績者作為最終接納之投考人。甄選小組須將甄選結果呈理事
長確認後甄選結果方為有效。
4.12 任用時，應按總成績名單之排名次序依次任用投考人。
4.13 若甄選小組於任一甄選階段中未能得出可進入下一甄選階段之投考人，須將結果呈
理事長知悉並重新開始招聘程序。
4.14 甄選小組得於任一甄選階段中提出重新進行某甄選階段，但不可修改根據 4.8 已訂
定的甄選要求及標準。重新進行甄選程序必須經充份討論及作出合理理由，並經過
半數甄選小組之成員同意方可作出。
4.15 甄選小組須於 3 個月內完成整個甄選程序，期限自 4.8 所指之甄選標準獲確定之日
起計；延誤者，須向理事長呈交書面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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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
5.1 人事及總務部按確認後的甄選結果展開聘用程序。
5.2 最終接納之投考人須通過入職前身體檢查，於簽署《僱員備忘錄》後方為中心僱員，
而有關職位空缺亦視爲完成填補。
5.3 人事及總務部須按招聘職位之內容擬訂《僱員備忘錄》
。
《僱員備忘錄》視爲員工於
試用期期間之《僱員合同》，內容基本包括職責、於中心職程制度中所屬之職級、
報酬、工作時間、試用期之期限、適用之相關法律及其他基本資料。
5.4 《僱員備忘錄》由招聘部門之高級經理(財務部則是財務總監)及人事及總務部高級
經理代表中心簽署。
5.5 有關聘用之人員完成試用期並通過試用期之評核後，人事及總務部須為有關人員擬
訂《僱員合同》。《僱員合同》為一不具期限之合同，其内容除應與《僱員備忘錄》
基本相同外，尚應另外訂明僱員之福利條款。
5.6 《僱員合同》由理事長及副理事長代表中心簽署。
5.7 有關聘用之人員簽署《僱員合同》後，得按中心之規定享有福利。
5.8 若最終接納之投考人為中心現職人員，人事及總務部須將甄選結果通知招聘部門及
投考人所屬之部門，有關部門之主管須訂定該人員擔任新職位之起始日期及試用期
期限，但該期限不應多於 30 日。
5.9 對於總成績名單中未獲聘用之投考人，其申請及資料將由人事及總務部保存，自總
成績名單獲確認之日起計，為期 6 個月，期後會被銷毀。
5.10 若在上述 6 個月期間，中心出現同一職位空缺或與該職位之職務內容及要求相類
似之空缺，有關招聘部門得按以下情況進行聘用：
5.10.1
屬同一部門之情況，得繼續根據總成績名單之排名，依次任用投考人。
5.10.2
屬另一部門之情況，若人事及總務部及招聘部門經討論一致認為適當，得
向理事長及副理事長建議，繼續根據總成績名單之排名，依次任用投考人。此
情況下，甄選小組得就新的職位空缺組織一面試，以確認有關投考人是否合適。
若甄選小組認為有關投考人不適合該職位空缺，則應重新展開招聘程序。
5.11 人事及總務部須於甄選程序完成後，通知有關投考人不獲聘用之結果及 5.9 中所提
及之有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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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程序
本守則之實行必須按以下程序作出：
程序

負責人/部門
第一部份 - 建議
招聘部門主管須提交有關職位空缺之「職位空缺/填補 - 建議」表格(HRA/018)，如屬新
招聘部門主管
增之職位，須附上已獲批准的相關建議書。
檢視有關「職位空缺/填補 - 建議」表格(HRA/018)，並建議組成甄選小組。
HRGA 及 FIN
批准／拒絕「職位空缺/填補 - 建議」表格(HRA/018)。
DG 及 DDG
第二部份 - 公告
按已批准之「職位空缺/填補 - 建議」表格(HRA/018)之內容與招聘部門主管檢視及確認
HRGA 及招聘部門主管
有關招聘通知之內容。
內部公告及對外公告，自該公告起接受申請之有效期一般為 15 天。
HRGA
第三部份 - 甄選
通知合資格投考人進行「一般測試」
，考試於 10 個工作天內進行。
HRGA
「一般測試」結束日起計 5 個工作天內填寫並向甄選小組提交「職位空缺/填補 - 甄選」
HRGA
表格(HRA/019)第一部份，作為職位申請及「一般測試」情況之報告。
甄選小組於 5 個工作天內定出每個甄選階段之准入人數限制及淘汰準則。
甄選小組
甄選小組於 5 個工作天內完成「履歷分析」
甄選小組
完成「職位空缺/填補 - 甄選」表格(HRA/019)第二部份，作為「履歷分析」之結果及進
HRGA
行成績排名。
定出合資格投考人名單進行「專業測試」
。
甄選小組
甄選小組通過「專業測試」內容。
甄選小組
通知合資格投考人進行「專業測試」
，考試於於 10 個工作天內進行。
HRGA 及甄選小組
完成「職位空缺/填補 - 甄選」表格(HRA/019)第三部份，作為「專業測試」之結果及進
HRGA
行成績排名。
定出合資格投考人名單進行「面試」
。
甄選小組
通知合資格投考人進行「面試」
，考試於 10 個工作天內進行。
HRGA 及甄選小組
完成「職位空缺/填補 - 甄選」表格(HRA/019)第四部份，作為「面試」之結果及進行成
HRGA
績排名。
完成「職位空缺/填補 - 甄選」表格(HRA/019)第五部份，作為「履歷分析」
、
「專業測試」
HRGA 及甄選小組
及「面試」之總成績報告，並於 5 個工作天内確定最終接納之投考人。
將甄選結果呈理事長確認。
DG
第四部份 - 聘用
按已確認之甄選結果通知接納之投考人，以確定其受聘意願。
HRGA
安排入職前身體檢查。
HRGA
訂定入職日期。
HRGA
訂定及安排簽署《僱員備忘錄》。
HRGA
開始試用期。
HRGA
進行試用期評核及確定通過試用期。
HRGA
訂定及安排簽署《僱員合同》
。
HRGA
程序完成。
HRG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