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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力资源

税务局组织图（在 2017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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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员数目

局长办公室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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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科 240

总数 2,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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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

税务局的最高管理层由局长、两名副局长、五名助理局长和部门秘书组成。

税务局最高管理层成员 ( 在 2017 年 3 月 31 日 )

赵世明先生
助理局长 ( 总务科 )

谭大鹏先生
副局长 ( 执行事务 )

黄权辉先生
局长

赵国杰先生
副局长 ( 技术事宜 )

梁迅慈女士
部门秘书

严国昌先生
助理局长 ( 第一科 )

徐少芳女士
助理局长 ( 第二科 )

谢玉叶女士
助理局长 ( 第三科 )

陈凤娟女士
助理局长 ( 第四科 )

在 2017 年 3 月 31 日，本局的编制共有 2,841 个常额职位 ( 包括 27 个首长级职位 )，分布于局长办公

室和局内的 6 个科别。属部门职系 ( 即评税主任、税务督察及税务主任职系 ) 的职位有 1,929 个，负

责处理税务事宜；其余 912 个职位属共通∕一般职系人员，为本局提供行政、资讯科技和文书的支援 

(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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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职员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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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大部分的专业人员年龄都在 45 岁以下 (图 36)，而男女专业人员的比例则为 1 比 1.6。

图 36	 专业人员年岁及性别概况 ( 以实际人数计算 )

年岁组别 男性 女性 总数

25 岁以下 13 (5%) 21 (5%) 34 (5%)
25 岁至不足 35 岁 60 (22%) 149 (33%) 209 (29%)
35 岁至不足 45 岁 48 (18%) 96 (22%) 144 (20%)
45 岁至不足 55 岁 110 (40%) 140 (31%) 250 (35%)
55 岁及以上 41 (15%) 40 (9%) 81 (11%)
合共 272 (100%) 446 (100%) 718 (100%)

员工晋升和变动

在 2016-17 年度，税务局有 43 名部门职系人员和 21 名共通∕一般职系人员获得晋升。加入本局的员

工共有 154 名，其中 96 人为新入职人员，另有 58 人由其他职系∕部门调派至本局。至于离开本局的

员工则有 175 名 ( 包括 43 人调往其他部门 )。

培训及发展

员工是部门的重要资产，我们十分重视对员工提供持续学习的机会，使他们能与时并进和具备应有知

识，以处理日常工作。本局为员工提供多元化的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税务、会计、沟通技巧、管理、

语文、电脑等。在  2016-17 年度，本局员工参加培训课程的总日数达  9,862 天，相当于每人约有

3.47 天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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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本局在 2016-17 年度为员工提供的主要培训项目：

培训班 

•	 为各职系新入职的员工举办入职培训课程 

•	 为新入职的助理评税主任开办为期两年的税务法例及实践课程 

•	 有关新修订的法例和新推出的服务的简介会 

•	 专业知识复修课程 

•	 香港会计准则课程 

•	 英文写作及会话技巧课程 

•	 普通话课程 

•	 电脑课程

工作坊 

•	 领导才能及团队协作工作坊 

•	 师友计划工作坊 

•	 工作评核报告的撰写和评核面谈技巧工作坊 

•	 人尽其才工作坊 

•	 电话上的顾客服务技巧工作坊 

•	 沟通技巧工作坊 

•	 情绪健康正能量工作坊 

•	 督导要领工作坊 

•	 成立中国外资企业的法律要求及监管规范工作坊 

•	 如何处理有不同需要的纳税人工作坊 

•	 谈判技巧工作坊 

•	 领导创新及改革工作坊 

•	 解决问题及决策能力工作坊 

•	 化危为机－积极处理顾客投诉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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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专业进修

培训委员会为本局专业人员举办了 14 场持续专业进修讲座，主题如下： 

•	 香港未来发展－落实二十国集团应对税基侵蚀及利润转移的方案及税法革新 

•	 清盘的程序及方式 

•	 香港的立法程序 

•	 中国企业所得税法下的避税与反避税 

•	 调解 

•	 中国税务局的税务调查 

•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的最新情况－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及 16 号 

•	 国际税务的最新情况 

•	 法证会计－调查方法 

•	 2015 年税务 ( 修订 ) ( 第 2 号 ) 条例－私募基金的税务概览 

•	 2016 年税务 ( 修订 ) ( 第 2 号 ) 条例－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概览 

•	 香港实施共同汇报标准以落实自动交换资料 

•	 税基侵蚀及利润转移的最新情况 

•	 税务上诉个案的最新情况

以上有 5 场讲座由本局职员担任讲者，其余则由各业界的专业人士主讲，共有 1,392 名职员参加。这

些讲座的录像档均已上载到本局的内联网，年内共有 688 名员工在网上观看或重温。

海外及内地课程

本局经常安排专业人员前往外地受训，让他们扩阔视野及掌握相关知识，以处理日趋繁复的国际性议

题。过去一年，本局共有 32 名专业人员分别前赴内地、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及新加坡修读不同议

题的培训课程，以及 12 名前往内地大学参加国家事务研习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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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学习

本局除提供传统的课堂式培训外，亦透过许多方式推广终身自学的文化，包括鼓励员工修读由公务员

易学网提供的网上课程，以及赞助员工参加由专业和学术团体举办的研习课程。过去一年，共有 17 名

员工获本局赞助修读研习课程。大部分关于技术事宜的培训教材都已上载到本局的内联网，员工可透

过阅读网上资料温故知新。

师友计划

自 2008 年起，本局推行「师友计划」，为新入职的助理评税主任提供工作时段以外的个人辅助，由

较早入职的同事以「亦师亦友」的身分提携后晋，介绍他们认识部门的架构、工作、人脉和文化，帮

助他们适应新环境。

员工关系与福利

本局非常重视员工关系及员工福利。我们致力维系管方与各级员工的有效沟通，促进双方的合作和互

信关系，从而提升本局的运作效率和生产力。

税务局部门协商委员会

本局设立部门协商委员会，为管方和员方提供一个正式而有效的平台，让双方就共同关注的事宜，例

如招聘、晋升、职位调派、培训、工作环境、员工福利、办公室保安及工作安全等交换意见。委员会

由副局长 ( 执行事务 ) 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局内所有员工协会∕职工团体和员工组别的代表。

一般职系协商委员会

一般职系协商委员会由部门秘书担任主席，成员包括文书及秘书职系的代表，让一般职系的员工可与

管方讨论其职系特别关注的事宜。

会见员工计划

会见员工计划在 1996-97 年度开始推行，让各科别的高层管理人员和不同组别的员工可在轻松的气氛

下会面，就局内事务和公务员事务坦诚交换意见。这项计划是在正式协商渠道以外增辟的另一交流途

径，可有效促进员工和管理层之间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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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局员工建议书计划

局方在 2016-17 年度共收到 12 份透过税务局员工建议书计划提交的建议书，其中两份获局方颁发现金

奖和奖状，以表扬员工对提升部门工作效率和服务质素的贡献。

《税声》

《税声》是另一个供员方与管方沟通的渠道。这份每 4 个月

出版的员工通讯，旨在提高员工对部门的归属感。《税声》

刊登各组别管理层的来稿，藉以传达有关本局的工作、员工

动向、员工福利、资讯科技、环保和绿色议题、职业安全及

健康等的消息。员工也很积极来稿分享他们的工余活动及兴

趣。另外，《税声》亦会定期汇报税务局体育会的康乐活动

和税务局义工队的活动。

税务局一般员工福利基金

税务局一般员工福利基金于 1972 年成立，营运资金来自员工的自愿捐献，目的是为突然遇到经济困难

的员工，在短时间内提供小额免息贷款，作为在紧急情况下的额外及快捷援助。基金由管理委员会负

责管理，委员会由部门秘书担任主席，成员包括税务局部门协商委员会员方代表、一般职系协商委员

会员方代表及税务局体育会代表。管理委员会辖下设有申请审核小组委员会，负责审批员工提出的经

济援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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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嘉奖信计划

在 2016-17 年度，44 位员工因工作表现持续优秀而获税务局局长颁发嘉奖信，以表扬他们在公务员队

伍中的模范表现。颁奖典礼于 2017 年 3 月举行。

2016 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嘉许状

在 2016 年，两位高级评税主任及一位高级文书主任

获颁发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嘉许状，以表扬其特别杰出

和持续优秀的工作表现。颁奖典礼于  2016 年  11 月

举行。

长期优良服务公费旅行奖励计划

在 2016-17 年度，共有 25 名长期服务表现优良的员工，按长期优良服务公费旅行奖励计划获奖，到

海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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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局体育会

体育会的使命是推动会员在智能、社交及运动方面的兴趣。体育会的活动旨在为同事提供一个办公室

以外的交流平台，从而增加他们对部门的归属感。在本年度，体育会为会员安排了一系列的丰富活动，

包括各式各样的兴趣班、工作坊及午间专题讲座、远足郊游及周年晚宴。所有活动均深受同事们和亲

友欢迎。

除了安排上述丰富多元的活动外，体育会也举办了各类型的运动比赛。这些比赛不但让会员们能一展

其运动才能，也向大家推广了健康生

活的正面讯息。我们的运动健将今年

亦参加了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的

「工商机构运动会」，在乒乓球及网

球多个组别的项目中均获奖项，其中

在网球女子单打比赛更勇夺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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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体育会的支持下，税务局义工队一如既

往积极参与不同的公益事务。在 2016-17 年度，

同事们参与的各类义工服务的总服务时数达 2,551

小时。税务局亦连续 12 年获香港社会服务联会选

为「关怀机构」，并颁发「10年 Plus 同心展关怀」

标志，以表扬本局热心公益及关怀弱势社群。

在慈善方面，体育会继续积极响应多项慈善筹款

活动，如「无国界医生日」、「奥比斯世界视觉

日襟章运动」及「宣明会－饥馑一餐」。各活动均获同事

慷慨解囊支持，筹款成绩也十分理想。在「奥比斯世界视

觉日襟章运动」，体育会更获颁发「最多参与人数机构」

奖座，成绩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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