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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僱傭合約     

機電工程署 

[EMSD316 (2012 年2 月修訂)] (摘要) 

釋義 
(a) “連續性合約” 是指緊接某一指定日期前， 僱員已為僱主連續工作四星期或以上， 而該四

個星期內每星期至少工作18 小時； 
(b) “年青僱員”是指年屆15 歲而未滿18 歲的僱員； 
(c) 在本合約內， 凡指男性的字眼和用語也包括女性； 
(d) 對條例或規例( 包括《公務員事務規例》) 或其條文的提述， 是指對在不時進行替換、訂、

修改或重新制定後有關法例或規例或其條文的提述； 如屬條例， 則包括根據其制定的所有附

屬法例； 以及 

(e) 在本合約內， “政府”一詞是指“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 

通則 

 僱員必須遵守《防止賄賂條例》( 第201 章) 和《官方機密條例》( 第521 章)的規定。 
 僱員必須遵守部門訓令和所有適用於所任職位或所屬部門的條例和規例。僱員上任後， 即

有責任熟知這些規例和訓令。如有疑問， 應向部門主任秘書或司查詢。 
 除非聘書和本合約另有訂明， 否則僱員不會自動受《公務員事務規例》所約束。僱員的

職責包括所任職位須負責的一般工作， 以及僱主可能指派的其他職務。僱員可能須不定

時/在偏遠地區/在惡劣環境下工作， 並可能須輪班工作/上班候命/隨時候召/執行緊急工

作， 以及穿著制服/保護衣物、攜帶傳呼機/手提電話、操作電腦或自行駕車前往工作地

點。僱員可能遭調派至其他部門工作。 
 僱員不是公務員， 並非受聘擔任公務員編制內的職位。僱員亦不會有資格獲調職、晉升

或轉任任何公務員職位。僱員並非按公務員聘用條款及服務條件受聘， 不會享有一般為

公務員提供的附帶福利。 
 僱員的物品或財產若有任何損失或損壞， 無論在任何情況下，僱主概不負責， 除非有關

損失或損壞是由僱主的疏忽所造成。 
 僱員若因疏忽或錯誤造成金錢損失、設備或財物損失或損壞，須向僱主賠償。 
 僱員在辦公期間所生產的任何文件及物料， 均屬僱主的財產。 

 



工作時間 

每周規定總工作時數為44 小時的僱員， 正常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四由上午八時半至下午

五時半， 星期五則由上午八時半至下午四時半， 其間有一小時午膳時間； 而每周規定淨工

作時數為45 小時的僱員， 正常辦公時間則為星期一至星期五， 由上午八時至中午十二時， 並

由下午一時至六時。僱主可因應僱員所服務部門的運作需要更改這些工作時間， 或要求僱員

在不用上班的日子、休息日、法定假日或公眾假期工作。僱員如在某天超時工作， 或在的日

子工作而該日並非休息日或法定假日或公眾假期， 可於其他日子獲補假作償， 僱主不會發放 
額外工資。任何時候累積的補假作償不得超過180 小時。僱員如在休息日、法定假日或公眾假

期工作， 可根據本合約第6 至8 條放取另定假日， 僱主不會發放額外工資。 

工資及工資的發放 
 聘書已列明工資數額。除此之外， 再無任何津貼、花紅、佣金或其他形式的工資。僱主

可以在合約期內增加、凍結或削減工資。這些調整獨立於任何公務員薪酬調整。 
 日薪僱員如在星期六上午上班工作， 可獲得半天工資。 
 按月支薪的僱員在不用上班的日子(有關日子並非休息日、法定假日或公眾假期)會獲得薪

酬。 
 僱員會在工資期最後一天或僱傭合約完成或終止該日(以較早者為準)後七天內獲發放工

資。 
 “不用上班的日子” 指僱員通常無須工作的日子， 但該日並非休息日、法定假日或公眾期。 
 聘書列明的薪酬， 已包括聘書如已訂明的工作時間、用膳時間(只適用於每周規定總工作

時數為44 小時的僱員)、休息日、法定假日、公眾假期、不用上班的日子、病假、產假的

薪酬， 以及聘書和僱傭合約內相關條款所指明的其他應享有工資的假期的薪酬。僱主不

會發放其他款項。 
 薪酬以本港貨幣， 即港元， 於每月下期發放。 
 在本港賺取薪酬， 均須繳納本地稅項。 

休息日 

 按連續性合約獲僱主僱用的僱員， 以《僱傭條例》( 第 57 章) 第 17 條的規定為準， 每

七天內享有一個休息日。休息日是僱員除法定假日、另定假日或代替假日之外可享有的

假期。休息日指僱員在連續 24 小時內有權不為僱主工作。如非按月支薪的僱員， 除非

他在休息日上班工作， 否則不會獲得薪酬。 
 休息日由僱主指定， 並會在聘書訂明或以輪流方式放取。如休息日以輪流方式放取， 僱

主會在每個月開始之前以書面或張貼輪值表的方式通知僱員。如僱主及僱員雙方同意， 
休息日的日期可以更改。另定休息日須安排在同一個月份內的原定休息日之前， 或在原

定休息日後的30 天之內。不過， 遇有機器或工廠設備故障， 或因其他不能預見的任何

緊急事故而有此需要， 僱主可要求僱員在原定休息日工作， 但他必須在48 小時內通知

僱員作為代替該休息日的另一休息日的日期， 而該另一休息日須定於原來指定的休息日

之後30 天之內。 
 除工業經營場地的年青僱員外， 僱員可自行要求在休息日工作， 但須徵得僱主同意。僱

主也可以要求僱員在休息日工作，但僱員可自行決定同意與否。 

法定假日 

“公眾假期”指《公眾假期條例》( 第149 章)訂明的公眾假期。根據《公眾假期條例》， 所有

星期日、《僱傭條例》指明的12 日法定假日， 以及五日指定假期， 即耶穌受難節、耶穌受難

節翌日、復活節星期一、佛誕和聖誕節後第一個周日， 都是公眾假期。 
 
有薪年假 
按連續性合約受聘滿12 個月的僱員， 每一假期年有權按以下賺取率享有有薪年假︰  



      受僱期                假期年的年假日數 
滿一年但不足八年                 12 
滿八年但不足九年                 13 
滿九年或以上                     14 

 僱員可享有的年假， 僱主必須在有關假期年屆滿後緊隨的12 個月內批出， 而僱員亦必

須在這段期間放取。 
 僱員在放取年假期間將獲發正常工資。 
 如獲僱主批准， 僱員可要求根據已完成的服務年資， 按比例在該假期年當年內預支年假。 
 假如僱員在不可按比例享有假期年當年年假的情況下， 其僱用期並非在假期年屆滿時終

止， 則僱主有權就預支的年假， 向僱員追討相等於已付工資的款額。僱主可從僱員的

工資及其他應付予僱員的款項中扣回上述金額， 而無損其他追討權利。 
 “假期年”指僱員開始受僱當日起計的12 個月， 以及以後每年由該日起計的12 個月； 而

假期年當年則指累積有關年假的12 個月。 
 除非本條另有規定， 否則有薪年假會按《僱傭條例》的規定處理。 

病假 
僱員最多可累積 120 天有薪病假 。計算方法如下： 
(a) 在按連續性合約受僱第一年內， 每服務滿一個月可累積兩天有薪病假； 以及 

(b) 由第二年起， 每服務滿一個月可累積四天有薪病假。 

僱員如符合下列條件， 可享有疾病津貼： 

(a) 已累積足夠的有薪病假； 

(b) 所放取的病假連續不少於四天(這項規定不適用於僱員因產前檢查、產後治療或流產而沒有

上班的期間)； 以及 

(c) 能夠提交有效的醫生證明書。 

酬金 

 僱員如圓滿完成整個合約期， 或並非因表現欠佳或行為不當的理由而遭僱主終止合

約， 則可就其完成的服務期(包括任何賺得的例假)獲得一筆酬金。具體來說， 僱主

須認為僱員於服務期內的工作表現和行為良好才會發給酬金。 
 僱員所得的約滿酬金， 加上僱主向強積金計劃作出的供款， 將相等於聘書訂明的比

率。僱主如認為僱員在服務期內的工作表現和行為未如理想， 可減少或不發放酬金。 
 如僱員正接受紀律處分程序或刑事訴訟程序或就任何可能影響發放酬金的行為接受

調查， 僱主可把酬金暫時扣起。 
 酬金須繳付本地薪俸稅。如僱員在合約期內死亡， 應得的酬金會撥作其遺產。 
 僱員如辭職或被解僱或因工作表現及行為未符理想而被終止合約， 將不會獲得任何

酬金。 
 如僱主誤以為僱員符合下述規定而向他發放酬金： 

(a) 已圓滿完成合約； 或 

(b) 在任職於政府的整段公職服務期間並未觸犯下列任何一項罪行而被定罪： 
(i) 任何與其任職於政府的公職服務有關的罪行， 而且是行政長官核證為已對香港造

成嚴重損害或可能令人對公職服務大失信心的罪行; 
(ii) 《防止賄賂條例》( 第201 章) 第I I 部所訂的罪行， 而該罪行是與該員任職於

政府的公職服務有關的； 

(iii) 《刑事罪行條例》( 第200 章) 第2 條所訂的叛逆罪； 或 
(iv) 任何其他單憑罪行本身已足以使僱員被解僱的罪行。 
 



暫停發放每月退休金及享有醫療及牙科福利的資格 
(只適用於重行受僱的退休公務員) 
根據香港退休金法例， 僱員在受僱期間( 包括其間賺取的假期)的每月退休金／ 退休津貼將

暫停發放， 除非及直至僱員已屆相關退休金法例訂明的適用正常退休年齡或指定退休年齡。

當僱員在每月退休金／ 退休津貼暫停發放期間， 沒有領取退休金或年積金， 僱員本人及其

家屬在該段期間便不符合資格享有公務員醫療及牙科福利。 

因工傷亡可享的福利 

 如僱員在受僱期間因工遭遇意外而致受傷或死亡， 僱主須承擔《僱員補償條例》( 第282 
章)訂明的賠償責任。因工受傷的僱員可免費獲得政府或醫院管理局提供的醫療服務。 

 凡僱主須根據《僱員補償條例》給予僱員按期付款， 僱員因工受傷而引致暫時喪失工作

能力而需要缺席的期間， 可獲發全薪。 
辭職 

 僱員可給予僱主書面一個月通知， 或給予僱主一筆相等於規定通知期內應得薪金的代通

知金， 隨時終止合約。 
 除非本合約另有規定， 否則僱員一旦辭職， 即喪失其受僱用職位可享有的一切權利、特

權及離職福利。 
(欲知詳情可向本會理事查詢) 

 

週年會員代表大會通知書 
定於 2012 年 3 月 14 日(星期三)，在本會所：九龍油麻地廟街 47-57 號正康大樓 2 字樓，召開

週年會員代表大會。請各會員代表準時出席上述會議，為荷！ 
大會日期：2012 年 3 月 14 日(星期三) 
大會時間：下午 7 時正 
地  點：油麻地廟街 47-57 號正康大樓 2 字樓 

 

喜迎回歸 15 載  國內聯歡大聚餐  兩天團 
江門、開平二天遊 
第一天： 上午深圳接團往廣州－午餐大聚餐花好悅園酒家－江門梁啟超故居－晚餐江門－住

宿江門逸豪酒店／麗宮國際酒店（五星） 

第二天：上午汽車往開平－自力村碉樓群－午餐黃鱔飯－下午立園－送回關口 

費  用﹕港幣$680 

**詳情請留意下期通訊** 

 

海洋公園門票 

(成人)  $229 元/原價$280 元 

(小童 3-11 歲)  $116 元/ 
原價$140 元 

 

美心西餅咭  

$38.2 元 (每張一打) 

原價$48 元 

 

東海堂西餅咭 

$40 元 (每張) 

原價$5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