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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境前管制措施規定，有意來港就業、投資、居留、就學或受訓而沒

有香港居留權或無權在香港入境的人士，在入境前必須申領入境簽證或許可

證。政府已推出下列 8 項入境計劃，以吸引優秀人才、投資者和勞工在香港工

作／逗留：

(a) 優秀人才、專業人士及非本地畢業生入境計劃 4 項計劃分別為一

般就業政策就業類別、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及非

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

(b) 投資者入境計劃 兩項計劃分別為一般就業政策投資類別及資本投

資者入境計劃；及

(c) 輸入外籍家庭傭工 (外傭) 及勞工計劃 兩項計劃分別為外傭入境

計劃及補充勞工計劃。

入境事務處 (入境處) 負責處理各項入境計劃的申請個案，並向獲得批准的申請

人發出簽證或入境許可證。有關人士在進入香港後須遵守入境處根據《入境條

例》(第 115 章) 施加的逗留期限及相關逗留條件，並可向入境處申請延長逗留。

除外傭及補充勞工計劃下輸入的勞工外，任何人在另外 6 項入境計劃下來港及

合法地連續 7 年通常居於香港，可申請永久性居民身分。根據入境處管制人員

報告，在 2015–16 年度入境前管制綱領下的預計總開支為 2.81 億元。

2.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二零一五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會按照人

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的建議採取多項優化措施，以更積極進取和目標清晰的方法

吸引更多外來人才來港工作和定居。有關方面放寬了一般就業政策、輸入內地

人才計劃及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獲批准申請人／來港人士的逗留期限和延長逗留

模式，並列出處理一般就業政策投資類別申請的考慮因素。審計署最近就入境

處管理這 8 項入境計劃的工作進行審查。

優秀人才、投資者及勞工入境計劃

摘要



— vi —

摘要

優秀人才、專業人士及非本地畢業生入境計劃

3. 一般就業政策就業類別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一般就業政策就業類別及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旨在吸引具認可資歷的專業人士來港工作，以滿足本地的人

力需求。前者的對象是海外、台灣及澳門的專業人士，後者則為內地的專業人

士。申請人如符合有關資格準則，包括受聘從事的工作不能輕易覓得本地人擔

任，以及薪酬福利與市場水平大致相同，申請可獲考慮批准。在 2006 年 1 月

至 2015 年 12 月期間，約有 273 100 宗一般就業政策就業類別申請獲得批准，

這類申請在 2011 至 2015 年期間獲得批准的平均比率為 95.7%。在輸入內地人

才計劃方面，計劃自 2003 年 7 月開始推行至 2015 年 12 月為止，約有 83 700

宗申請獲得批准， 這類申請在 2011 至 2015 年期間獲得批准的平均比率為

91.7%(第 1.6(a) 及 (b)、2.2 及 2.3 段)。

4. 有需要監察一般就業政策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下處理時間頗長的申請個

案 入境處在 2011 至 2015 年期間處理一般就業政策就業類別及輸入內地人才

計劃的入境簽證和許可證申請都能達到目標，在 4 個星期內 (收到全部證明文

件起計) 處理 90% 的申請個案。審計署對在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9 月期間收

到並獲批准申請的實際處理時間 (收到申請起計) 進行分析，發現在 53 694 宗

一般就業政策獲批准申請中， 處理時間超過 90 天的有 665 宗 (1%)， 而在

15 663 宗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獲批准申請中則有 1 055 宗 (7%)。審計署抽查了 30

宗這類個案，進一步發現在 13 宗 (43%) 個案中，入境處在要求申請人提供補

充證明文件方面有延誤 (第 2.4 及 2.5 段)。

5. 有需要在評估本地人手供應及薪酬福利情況方面提供更多指引 個案負

責人員在處理一般就業政策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的申請時，應考慮本地人手供

應及市場薪酬福利水平，以確定申請人是否符合第 3 段所載列的資格準則。輸

入內地人才計劃的指引訂明，應要求保證公司作出聲明，確認已盡力進行招聘

但未能覓得本地人擔任有關職位，並在有需要時向保證公司 (即僱主) 索取證

明。然而，一般就業政策的指引沒有這同一要求。入境處表示，在考慮申請人

的每月薪酬福利情況時，會參考政府統計處編制的薪酬統計報告，以及由就業

服務網站公布的薪酬調查報告，但這做法沒有在入境處的指引內明文列出。在

部分個案中，申請人的薪酬福利低於入境處所述資料來源公布的平均薪酬／薪

酬中位數，但個案負責人員在批准申請時，並沒有就接納其薪酬福利與市場水

平大致相同一事，以文件記錄相關理據 (第 2.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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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需要確保遵照明文指引處理申請 根據有關指引，個案負責人員在處

理一般就業政策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的申請時：(a) 所批准的逗留期限須根據申

請人旅行證件的有效期而定，以確保他們有條件返回原居地或所屬地；(b) 所

批准的逗留期限不應超出僱傭合約的有效期，或入境處訂明的期限，兩者以較

短者為準；(c) 應核查以公司內部調職為理由提出的申請，確保獲保薦調職的

人員在有關公司工作不少於 1 年；及 (d) 應對外籍廚師施加特別逗留條件，包

括限制他們轉換僱主。然而，審計署對獲批准的申請進行了抽查，發現有不遵

照明文指引行事的情況 (第 2.10 至 2.16 段)。

7.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這項計劃旨在吸引具高技術或有才能的人士來港定

居。計劃設有配額 (現時為每年 1 000 人)，並採用計分制，包括為具備卓越才

能或技術並擁有傑出成就的人士而設的成就計分制，以及為具備其他技術和才

能的人士而設的綜合計分制。自計劃在 2006 年 6 月開始推行至 2015 年 12 月

為止，約有 3 000 宗申請獲得批准，這類申請在 2011 至 2015 年期間獲得批准

的平均比率為 28.9%(第 1.6(c) 及 2.20 段)。

8. 有需要把人才清單納入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內 在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9 月期間，有 713 名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申請人先後遞交申請 2 至 4 次 (共 1 500

宗，佔該段期間所接獲的 10 574 宗申請的 14%)，但當中只有 151 人 (21%) 獲

分配名額。大量申請人一再提出申請，顯示他們未必清楚目標優才需具備的條

件。勞工及福利局現正研究可否制訂人才清單以吸引高質素人才。入境處有需

要與該局密切聯繫，待人才清單一經制定，即將其納入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內，

讓準申請人在知悉更多資料後才決定是否遞交申請 (第 2.28 段)。

9.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 這項計劃旨在吸引已在香港考獲全

日制經本地評審本地課程學位或更高資歷的外國及內地學生留港╱回港工作。

自這項計劃在 2008 年 5 月開始推行至 2015 年 12 月為止，約有 51 500 名非本

地畢業生獲准留港╱回港工作，這類申請在 2011 至 2015 年期間獲得批准的平

均比率為 99.9% (第 1.6(d)、2.31 及 2.33 段)。

10. 有需要核實證明文件的真偽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的申請

人／來港人士只須遞交學歷／專業資格證明及聘用信的副本，以支持其入境或

延長逗留期限申請。隨着資訊科技進步 (例如影像處理技術)，非本地畢業生留

港／回港就業安排申請的證明文件有可能存在偽造風險。審計署研究過海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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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當局管理的類似計劃，發現可透過各種不同方法核實證明文件的真偽，例如

可要求申請人提供由某間院校發出的認可信正本 (第 2.34 及 2.35 段)。

11. 有需要以文件記錄在評審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申請人從事

工作所需資歷時的考慮因素 按照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回港畢

業生 (即並非應屆畢業生) 在提出入境申請或來港人士在提出延長逗留期限申請

時必須已獲得聘用，而受聘從事的工作須通常由學位持有人擔任，以及其薪酬

福利條件須達到市場水平。在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9 月期間，有 442 宗每月

薪酬福利為 9,000 元或以下的申請獲得批准，審計署對其中 30 宗進行審查，

發現在 6 宗申請中，有關個案負責人員批准申請人從事指定讓會考證書持有

人／中五畢業生或持有更高學歷者申請的工作。在這些個案中，沒有文件記錄

個案負責人員在允許計劃申請人從事讓會考證書持有人／中五畢業生申請的工

作時曾經考慮過的因素 (第 2.36 至 2.38 段)。

投資者入境計劃

12. 一般就業政策投資類別 一般就業政策除設有就業類別外 (見第 3 段)，

也設有投資類別以准許海外、台灣及澳門有意在香港開辦或參與業務，並能夠

對本港經濟作出重大貢獻的投資者來港。在 2006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間，

約有 3 300 宗一般就業政策投資類別申請獲得批准，這類申請在 2011 至 2015

年期間獲得批准的平均比率為 66.7%(第 1.6(e) 及 3.4 段)。

13. 有需要改善處理申請的效率 審計署就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9 月期間

一般就業政策投資類別收到並獲批准申請的實際處理時間 (收到申請起計) 進行

分析， 結果顯示在 330 宗獲批准申請中， 處理時間超過 90 天的有 193 宗

(58%)。審計署抽查了其中 15 宗這類個案，結果進一步顯示，3 宗申請的個案

負責人員平均需時 73 天才要求申請人提供進一步資料。在另外 5 宗個案中，

由收到全部證明文件至申請獲得批准平均需時 87 天 (第 3.5 及 3.6 段)。

14. 有需要改善就延長逗留期限申請進行的業務審視 入境處可在有條件的

情況下批准入境申請，條件是該處可就其後提出的延長逗留期限申請進行業務

審視 (審視範圍包括開設辦事處情況、僱用本地員工情況及業務表現)。審計署

抽查了 15 宗在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9 月期間的業務審視個案，發現在 4 宗

(27%) 個案中，雖然申請人沒有按照入境申請所聲稱的計劃規模營運業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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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負責人員在批准其延長逗留期限申請時，並沒有提出必須再次接受業務審

視的要求 (第 3.7 及 3.8(a) 段 )。

15.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計劃在 2003 年 10 月推出，以利便某些把資金投

資在本港的獲許投資資產但不會參與經營業務的人士來港定居。自計劃開始推

行至 2015 年 12 月為止，約有 28 200 宗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申請獲得批准，

涉及投資金額約 2,440 億元。這類申請在 2011 至 2015 年期間獲得批准的平均

比率為 99.9%。鑑於香港的經濟情況，政府決定由 2015 年 1 月 15 日起暫停資

本投資者入境計劃。截至2015年12月，有待處理的申請共有11 429宗 (第1.6(f)

及 3.15 段)。

16. 有需要加強監察處理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申請的情況 審計署抽選了 10

宗在 2014 及 2015 年獲批准的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申請進行審查，發現在其中

兩宗申請中，個案負責人員分別需時 49 個月和 60 個月才給予最終批准。兩宗

申請的處理時間長，部分原因是個案負責人員有延誤，例如有關人員分別在文

件遞交期限屆滿後 10 個月及 25 個月，才提醒申請人提供所需資料 (例如投資

證明)( 第 3.21 段)。

17. 有需要加強管制違反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規則的情況 計劃規則規定，

如申請人／投資者沒有在 14 天內把出售其計劃資產的所得收益再投資，有關

金融中介機構必須通知入境事務處處長。審計署在大約 300 宗違反再投資規定

的個案中，審查了其中 10 宗，發現入境處在違規情況發生一段長時間後 (平均

為 525 天) 才向有關投資者發出警告信。此外，在該 10 宗個案中，儘管入境

處曾發出警告信，3 宗的投資者各自違反再投資的規定 2 至 4 次 (第 3.23 段)。

外籍家庭傭工入境計劃

18. 政府自七十年代初期起准許外傭來港工作，以應付本地留宿家庭傭工嚴

重短缺的問題。在 2011 至 2015 年期間，有 492 139 宗申請獲得批准，這類申

請獲得批准的平均比率為 99.5%。截至 2015 年 12 月，約有 34 萬名外傭在香

港工作 (第 1.6(g) 及 4.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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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有需要加強對懷疑跳工的外傭採取跟進行動 為回應公眾對個別外傭在

工作時蓄意表現不佳以促使僱主提前終止合約的關注，入境處已採取措施，加

強管制外傭的入境簽證申請，以遏止可能出現的濫用情況。審計署抽選了 30

宗懷疑跳工個案 (即外傭在提出新簽證申請前 12 個月內曾有兩次或以上提前終

止僱傭合約記錄) 進行審查，發現有 7 宗的個案負責人員雖然沒有與所有曾經

對申請人工作表現給予惡評的前僱主聯絡，但仍批准這些個案的簽證申請。此

外，有關方面沒有制訂明文程序，指示個案負責人員應如何處理懷疑跳工外傭

的新簽證申請 (第 4.7 至 4.11 段)。

20. 有需要收緊對外傭擔任駕駛職務申請個案的審批 自 2000 年 1 月起，

除非僱主提出充分理由，證明有真正需要讓其外傭擔任駕駛職務，否則外傭一

律不得擔任駕駛職務。在 2000 至 2015 年期間，獲得批准讓外傭擔任駕駛職務

的申請由 903 宗增加至 2 032 宗，增幅為 125%。審計署審查了 10 宗獲得批准

的申請，發現在有關申請表格上填報的理由是為執行一般家務而有交通需要，

但沒有詳細解釋為何只可以由外傭駕車來解決這類交通需要 (第4.13至4.15段)。

其他行政事宜

21. 有需要妥善備存電腦記錄 各項入境計劃遞交的入境及延長逗留期限申

請，全部由電腦系統輔助處理。審計署的審查發現，在一般就業政策、輸入內

地人才計劃及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的申請中，部分個案沒有把薪

酬福利或就業資料輸入電腦系統或輸入了不正確的資料。可靠的資料庫有助入

境處擬備管理資料，以便作出更恰當的決策和資源策劃 (第 5.2 及 5.3 段)。

未來路向

22. 有需要定期擬備主要統計數字及進行檢討以評估各項入境計劃的成

效 為達到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提出的人口政策目標 (見第 2 段)，行政長官在

《二零一五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應實施優化入境計劃的措施，以應對人口老化

和勞動人口減少的問題。有關已取得居留權的來港人士及來港人士留港時間的

統計數字，是反映他們是否願意在香港工作／逗留的重要指標。不過，由於入

境處的電腦系統未能即時整理出這些統計數字，因此該處沒有定期擬備有關數

字。隨着各項優化措施在 2015 年相繼推出，入境處有需要在諮詢保安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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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監察這些措施的實施情況及檢討入境計劃的成效，並參考本審計報告所載

的審計署意見及建議 (第 6.2、6.5 至 6.7 及 6.9 段)。

審計署的建議

23.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報告書的相關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審計

署建議 入境事務處處長應：

優秀人才、專業人士及非本地畢業生入境計劃

(a) 監察一般就業政策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下處理時間頗長的申請個案

(第 2.18(a) 段 )；

(b) 發出指引，清楚列明在處理一般就業政策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申請

個案時考慮本地人手供應和市場薪酬福利水平的所需程序 ( 第
2.18(b)(i) 及 (ii) 段 )；

(c) 與勞工及福利局密切聯繫，待人才清單一經制定，即將其納入優秀

人才入境計劃內 (第 2.29(b) 段 )；

(d) 加強管制，以核實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申請人／來

港人士所提交證明文件的真偽 (第 2.40(a) 段 )；

投資者入境計劃

(e) 加強監察一般就業政策企業家申請的處理時間 (第 3.13(b) 段 )；

(f) 加強管制違反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的計劃規則的情況 (第 3.24(b)
段 )；

外傭入境計劃

(g) 發出指引，列明處理有提前終止僱傭合約記錄的新簽證申請的各項

主要跟進程序 (第 4.17(b) 段 )；

(h) 考慮收緊對外傭擔任駕駛職務申請個案的審批 (第 4.17(e)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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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行政事宜

(i) 採取措施確保妥善備存各項入境計劃的電腦記錄 (第 5.9(a) 段 )；
及

未來路向

(j) 優化電腦系統，定期擬備統計數字，並檢討各項入境計劃的成效

(第 6.10(a) 及 (b)(ii) 段 )。

政府的回應

24. 政府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