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事會授權和委員會

本文是公會的公共治理專題小組（PGIG）刊發的《公共
治理指引》（下稱《指引》）系列第五期。在前幾期《指

引》中，我們從營運公益事業的非政府組織（NGO）領
袖必須具備的個人品質談起，接著討論了成立非政府組織

的適用法律架構，解釋了社會企業之概念，然後詳細探討

有關擔保有限公司——大多數非政府組織選擇的架構——

的設立問題。再次重申，這些都是有關治理的討論。換言

之，非政府組織必須建立制度、原則和程序，以確保行使

權力者受到制衡及監控，了解其營運所處的複雜的社會經

濟環境，為其利益相關者創優增值，並為公共利益（即其

使命）行事。這些措施的作用在於降低風險，有利非政府

組織履行使命，更為重要的是，確保組織自身的營運可持

續發展，這是吸引捐款的關鍵因素。

在營運層面，非政府組織會設立董事會，並選舉其中一名

董事擔任主席。按《公司條例》（第622章）的《擔保有
限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範本》（https://www.cr.gov.hk/
sc/companies_ordinance/docs/ZAA_Sample_D.pdf），
公司的日常業務及事務均由董事管理，董事可行使公司的

一切權力。這意味著董事會須負責非政府組織日常營運的

治理。但由於董事會要處理的事務繁多，董事也可能不具

備特定範疇的專業知識，因此董事會將其部分義務和責任

授予向其匯報的委員會之情況並不罕見。

上述做法是允許的。例如，《章程細則範本》第4條規
定，如董事認為合適，董事會可根據章程細則授予其的權

力，向任何人或委員會轉授任何權力，該授權可按董事會

認為合適的條款及條件更改或撤銷。但重點是法律不允許

董事轉授其全部職責。他們必須時刻關注非政府組織的整

體工作，包括對獲授權的委員會作適當監督。

近期有一宗案件，一間非政府組織將特定的建築工程授予

一位委員會成員，但在施工前發現，這項工程並沒有取得

所需的政府建築批准。政府隨後拆除了該建築物。董事會

各成員正在區域法院被起訴討回該建築和拆卸工程的耗費

（這筆費用由政府事後向該非政府組織索取）。這項訴訟

的依據是，董事們違反了《公司條例》所規定的董事職

責，該條例自2014年起允許（公司）成員直接起訴董事違
反其董事職責。

因此，轉授權力並沒有問題，但須謹記，作為董事，你的

行事將會按一個合乎常理的董事會如何處理來作為判斷標

準。舉例而言，在上述案件中，如果要進行建築工程，合

乎常理的董事在開展建築工程之前，應向建築師等專業人

士確認是否已經取得所有相關的批准。無論如何，監控制

度也應要求會計部門取得必要的政府建築批准，才能開始

相關工程。

另外，就非政府組織需要什麼委員會而言，不存在“一刀

切”的通用方案。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最近在

其“非政府機構董事會網絡計劃”下進行了一項調查，有

77家非政府組織對此作出了回應。社聯根據這項研究的原
始數據，對機構在董事會轄下設有下列類型委員會的情況

進行了分析，並提供了以下資料。對此，我們向社聯表示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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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調查結果來看，不出所料，大多數非政府組織都有專門

的委員會來履行其公益事業或使命。大約62.3%的非政府
組織有各種各樣的項目和服務委員會。除這些核心項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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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類型 受訪者設立此類委員會

的比例

項目／服務 62.3%

財務／投資 59.7%

人力資源 53.2%

執行／管理委員會 45.5%

籌款／資源開發 38.7%

社區關係／公共關係 25.3%

治理／提名 23.4%

審計／合規 19.5%

資訊科技相關／知識管理 18.2%

研調 10.4%

成員支援／成員服務 10.4%

其他 7.8%

董事委員會——最佳實務

廉政公署(ICAC)在其《防貪錦囊——非政府機構的管治
及內部監控》（https://cpas.icac.hk/UPloadImages/
InfoFile/cate_43/2016/a8fc475c-de81-40d7-
9b13-01dab2833228.pdf）中對審計委員會、提名委
員會和薪酬委員會做了以下觀察評論。

審計委員會

• 如資源許可，應成立審計委員會，監督機構的所有
內部及外部審計工作。

• 委任獨立董事會成員擔任審計委員會主席，此職位
不應由董事會主席或其他專責委員會的主席

 兼任。

• 審計委員會應最少有一名具備會計或審計知識的委
員。

提名委員會

• 如資源許可，應成立提名委員會，按照董事會制定
的成員組合政策，物色合適人選填補董事會的空

缺。如機構的會員眾多，提名委員會應包括董事會

成員及一般會員。

薪酬委員會

• 如資源許可，成立薪酬委員會或設立機制，以訂定
機構的薪酬政策、高級行政人員的薪酬水平及其他

職員的薪級表。

• 只委任非執行董事（即非受薪成員）為薪酬委員會
委員，以避免利益衝突。

• 要求薪酬委員會根據高級行政人員在落實機構目標
方面的工作表現，檢討他們的薪酬福利水平。

服務委員會外，大約一半的受訪機構還設有與財務和投

資、人力資源和執行／管理相關的委員會。另外，較少受

訪機構（大約一半）設有其他對外的委員會，如籌款和資

源開發方面，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設有社區和公共關係委員

會。除此以外，其他委員會設立的比例似乎偏低，表明董

事會在尋求確保其機構短期財務可持續性的同時，可能需

要多加考慮長期推動機構整體的策略發展。但這些數據可

能只反映資源短缺或難以物色合適人選來提供協助。

從治理的角度來看，令人驚訝的是，受訪的非政府組織中

僅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表示他們設有治理、提名和審計

以及其他合規委員會。在商業機構，人們會預期此類與治

理相關的委員會存在。差異在於，人們預期非政府組織為

覓得捐助者和外部資助，應證明機構設有適當的審計委員

會、提名委員會和薪酬委員會，作為良好治理的一部分。

做到這一點將有助於吸納更多資源，並確保機構可長期持

續發展。

我們建議非政府組織設立審計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和薪酬

委員會，以展現對良好治理的承諾。再就審計委員會作補

充，在非政府組織的風險管理方面，應該有三道防線。第

一道防線是業務操作——意味著工作人員需接受培訓，以

了解在實踐機構使命時進行的籌款及提供的服務是否恰

當。第二道防線是非政府組織應設有政策和程序，客觀訂

立機構業務對內對外之行為標準。最後一道防線是外部審

計職能，也就是說，外聘審計師按照適用的財務審計標準

審核機構的帳目和記錄，以考查是否存在財務和非財務的

匯報問題。這將看出機構是否遵守必要的會計規則。審計

委員會的職能亦包括管理與外聘審計師的關係。

https://cpas.icac.hk/UPloadImages/InfoFile/cate_43/2016/a8fc475c-de81-40d7-9b13-01dab2833228.pdf


Public Governance第五期 • 2019年10月 公共治理指引

董事委員會——職權範圍

1. 組織架構。審計委員會（“委員會”）是公司董事會
（“董事會”）的下屬委員會，由董事會授權代其審議

載於下文第4段的事宜。

2. 目的。委員會須就有關財務及其他報告、內部監控、
外聘審計事宜以及董事會不時釐定的其他事宜等職責充

當其他董事、外聘審計師之間的溝通橋樑。【註：此處

假定貴組織沒有內部審計職能。如有，可參考原文件增

加相關職權範圍。】

3. 行政架構
組成。委員會由不少於【三】名成員組成（不包括委員

會秘書）。【註：成員人數最好是奇數。】

全部須為非執行董事（大多是非受薪及義務性質）。委

員會須至少有一名熟悉財務報告準則及常規的成員。

【註：委員會成員是非執行董事的原因乃確保獨立

性。】

委員會主席及成員須由董事會經考慮提名委員會的建

議後委任。董事會或其他專責委員會的主席不可兼任

委員會成員。【註：這是廉政公署推薦的良好工作常

規。】

匯報程序及次數。委員會每年須在匯報及審計週期內的

適當時間召開至少兩次會議，主席可要求舉行額外會議。

會議應由委員會秘書召開。外聘審計師將獲邀出席會議。

委員會委員的絕對人數過半數即構成會議的法定人數。

所有會議均須進行會議記錄，由委員會秘書備存並提呈

董事會，並應委員會主席的指示提呈委員會和／或董事

會的其他成員。

無論如何，委員會主席將應董事會要求不時向董事會口

頭匯報委員會的事務及決策，並至少每年提交該年有關

其授權和結果的書面報告。 

4. 授權
財務報告。委員會須監察有關其財務業績的財務報表的

完整性。委員會須檢視以下各項事宜並在必要時提出質

疑：(a)會計政策及常規是否一致（包括年與年之間）及
其中任何變更；(b)公司是否遵守適當的會計及審計準則
並作適當的估計和判斷（經考慮外聘審計師的意見）；

(c)任何重大財務報告事宜及判斷和財務報表中呈報的所
有重要數據；及(d)有關財務報告及帳目中所反映或可能
需要反映的任何重大或不尋常事項。

內部監控。委員會須：(a)監察並與管理層、合規部、外
聘審計師檢討公司有關內部監控的政策及程序是否足夠

及有效；及(b)與管理層商討內部監控系統的範疇及質
量，以及每年檢討確保管理層已履行其職責確保內部監

控系統有效。

外部審核。委員會須：(a)考慮及就委任、重新委任及
罷免公司外聘審計師向董事會提出建議，監察新審計師

的甄選過程，以及在外聘審計師辭任時進行調查；(b)
監督與外聘審計師的關係，包括但不限於：批准其薪酬

（由管理層負責商討）；(c)與外聘審計師審視外部審核
所發現的問題（如有需要可在無管理層參與的情況下進

行）；(d)取得管理層對有關外聘審計師是否積極回應公
司需要的意見，並就此與審計師溝通；和(e)就其工作提
交年度報告。

權力。委員會獲授權：(a)獲得其為履行職責而要求公司
任何僱員提供的資料、紀錄或報告，所有僱員均必須與

委員會合作；(b)就其職權範圍內的事宜尋求外界法律或
其他專業顧問的意見，費用由公司承擔；及(c)在必要時
要求公司任何僱員出席委員會會議接受提問。

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規則》有許多關於審計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和薪酬委員會及其委任、職能和監管的規定。

下文為參考自香港聯合交易所的控股公司及廉政公署推薦的良好工作常規後制定的職權範圍（https://sc.hkex.com.
hk/TuniS/www.hkexgroup.com/about-hkex/organisation/board-and-committees/terms-of-reference?sc_
lang=zh-cn）的簡化版本。內容可以根據自身需求增改。

【非政府組織的名稱】（“公司”或“機構”）

審計委員會——職權範圍

https://sc.hkex.com.hk/TuniS/www.hkexgroup.com/about-hkex/organisation/board-and-committees/terms-of-reference?sc_lang=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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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委員會——職權範圍（續）

1. 組織架構。提名委員會（“委員會”）是【非政府組
織的名稱】（“公司”）董事會（“董事會”） 的下屬
委員會。

2. 目的。委員會須協助董事會：(a)確保董事會及其委員
會的成員具備適當的技能、多元化的背景及對公司有所了

解，並配合得宜，讓董事會能有效履行其職務；(b) 提名
出任董事會董事的人選；(c) 制定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的繼
任計劃；(d) 審閱對董事會及／或任何董事委員會進行的
評審中有關董事委員會角色及成效的反饋意見（如有）。

3. 行政架構
組成。委員會由不少於【三】名成員組成（不包括委員

會秘書）。【註：成員人數最好是奇數。】

委員會主席應為非執行董事。委員會主席和成員（其中

可能包含非董事會成員）應由董事會委任。【註：委員

會主席是非執行董事的原因乃確保獨立性。廉政公署的

推薦的良好工作常規允許非董事會成員被委任進入本委

員會。】

匯報程序及次數。委員會每年須召開至少兩次會議，主

席可要求舉行額外會議。會議由委員會秘書召開。外部

專家將獲邀出席會議。

委員會委員的絕對人數過半數即構成會議的法定人數。

所有會議均須進行會議記錄，由委員會秘書備存並提呈

董事會，並應委員會主席的指示提呈委員會和/或董事會
的其他成員。

委員會主席將應董事會要求不時向董事會口頭匯報委員

會的事務及決策，並至少每年提交該年有關其授權和調

查結果的書面報告。

4. 授權
董事會組成及多元化。委員會每年進行至少一次檢視董

事會的架構、規模、組成及所需的各種技能、經驗、知

識及多元化（包括性別及種族方面），以及其他關乎董

事會成效的因素，並就其成員組成向董事會提供意見。

就委任董事提供建議。委員會須：物色及提名人選以填

補(a)董事會董事的臨時或其他職位空缺；(b)行政總裁；
和(c)董事會下屬委員會（“董事委員會”）和每個委員
會的主席；審閱對董事會（如有）及／或任何董事委員

會進行的評審中對董事委員會角色及成效的反饋意見，

並就任何變動提供建議。

繼任計劃。委員會須充分考慮董事、行政總裁及其他高

級管理人員的繼任計劃，並每年至少就此向董事會提供

一次建議。

領導才能發展及董事培訓。委員會須持續檢討在領導才

能方面的需要和培訓發展計劃。

權力。委員會獲授權：(a) 獲得其為履行職責而要求公司
任何僱員提供的資料、紀錄或報告，所有僱員均必須與

委員會合作；及(b)就其職權範圍內的事宜尋求外界法律
或其他專業顧問的意見，費用由公司承擔。

【非政府組織的名稱】（“公司”或“機構”）

提名委員會——職權範圍

1. 組織架構。薪酬委員會（“委員會”）是【非政府組
織的名稱】（“公司”）董事會（“董事會”） 的下屬
委員會。

2. 目的。委員會須協助董事會：(a)監督公司僱員薪酬框
架及政策的制定及實施；(b)審議有關公司僱員（包括行
政總裁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薪酬及福利的所有事宜；

及(c)制定評估公司僱員（包括行政總裁（如有））表現
檢討的框架。

3. 行政架構
組成。委員會由不少於【三】名成員組成（不包括委員

會秘書）。【註：成員人數最好是奇數。】

主席和全部委員會成員須為非執行董事。委員會主席和

成員須由董事會委任。【註：在廉政公署推薦的工作常

規中，委員會主席和成員均沒有薪酬，實務中是非執行

董事並沒有薪酬。無論如何，請選擇非授薪的非執行董

事。】

【非政府組織的名稱】（“公司”或“機構”）

薪酬委員會——職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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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委員會——職權範圍（續）

總結

我們想強調的是，雖然董事會將其權責授予委員會既合

理，且能提高董事會的效率，但對所作決定的最終責任，

仍由董事會自身承擔。

因此，董事將其職責下放給委員會時應保持警惕，並應制

定合理的政策和程序，以督導機構的營運常規。HKICS

匯報程序及次數。委員會每年須召開至少兩次會議，主

席可要求舉行額外會議。會議由委員會秘書召開。人力

資源主管及／或外部專家可獲邀出席會議。人力資源主

管亦可被指定為委員會秘書。

委員會委員的絕對人數過半數即構成會議的法定人數。

所有會議均須進行會議記錄，由委員會秘書備存並提呈

董事會，並應委員會主席的指示提呈委員會和／或董事

會的其他成員。

委員會主席將應董事會要求不時向董事會口頭匯報委員

會的事務及決策，並至少每年提交該年有關其授權和調

查結果的書面報告。

4. 授權
薪酬政策。委員會須：(a)制定有關公司僱員的薪酬架構

及政策並提交董事會批准；(b)就行政總裁及其他高級管
理人員的薪酬架構及政策提供建議；及(c)落實董事會通
過的薪酬政策，並定期檢討有關政策。

表現目標及評估。委員會須：(a)按情況釐定、檢討及批
准僱員表現評估的框架以及準則；及(b)檢討及批准有關
行政總裁薪酬的個人表現目標。

其他事項。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委員會必須確保所有

董事或管理人員（或其任何關聯人士）概無參與制定自

身的薪酬。

權力。委員會獲授權：(a)獲得其為履行職責而要求公司
任何僱員提供的資料、紀錄或報告，所有僱員均必須與

委員會合作；及(b)就其職權範圍內的事宜尋求外界法律
或其他專業顧問的意見，費用由公司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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