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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董事及管理人員 
如何依法處理人事管理爭議課題 

以避免刑事責任及法律訴訟 

 

作為企業董事、管理層成員或經理，必須依法和有效

管理團隊及處理各項具爭議人力資源課題，以避免承

擔不必要刑事、法律責任及引起不必要的法律訴訟。

本課程對象為企業董事、管理團隊成員及前線經理，

並從僱員入職、日常及工作表現管理、及下屬離職時，

企業管理人員如何面對人力資源相關法律責任及風險，

附以大量法庭最新案例講解如何避險。 

 

個別企業如有眾多從外地、國內前來香港工作的管理

人員，更須全面掌握本地法規，以避免觸犯法規而承

擔法律責任。 

 

建議課程內容 (為企業度身訂造) 
 

甲. 香港法制基礎概念 

 成文法及普通法 

 概覽與人力資源相關法例: 僱傭條例、僱員補償條例、各項歧視條例、個人資

料私隱條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最低工資條例、競爭法及道歉法 

 僱主／管理人員對僱員的隱含責任 

 轉承責任：管理人員及經理可能須為下屬的侵權行為「轉承責任」，應如何避

險 

 

乙. 僱員入職前 – 管理人員及經理面對的法律風險 

 

1. 招募僱員下屬時，需面對法律風險及刑事責任 

 根據《入境條例》第 115條17I (1) ，「 任何人僱用不可合法受僱的人為僱員

即屬犯法」，僱主及其授權人士包括經理需承擔相關刑事責任，2017年大型企

業僱主敗訴，最終經理入獄三個月及僱主刑事罪名成立的個案分享及討論。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在面試時，有甚麼資料可以搜集及準備以避免觸犯條

例 

 在決定聘請候選人過程中，如何確保避免觸法歧視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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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依法處理人事管理爭議課題 

以避免刑事責任及法律訴訟 

 

丙. 僱員入職後 – 管理人員及經理在日常及工作表現管理中需面對的法律風險 

 

2. 企業董事、管理人員應如何有效及依法處理僱員違規、誠信及不當的行為，及合理解

僱相關違規僱員:  

 處理僱員遲到、早退、曠工、不服從上司合情合理工作指令行為的相關法例規

定，法庭案例中給予管理人員及經理甚麼啟示?  

 如何依法處理刻意慣常病假的僱員？ 解僱慣常病假僱員的法律風險 

 如何提醒下屬在職期間不當及侵權行為(例如: 撮取及披露客戶資料、使用非法

軟件、不妥善處理客戶個人資料及透露公司商業秘密等)須承擔的刑事責任?從

法庭案例中，企業董事、管理人員及經理須轉承甚麼法律責任及損害賠償？  

 在合理解僱違規、違約及行為嚴重不當僱員時，法庭案例中僱主勝訴的法律觀

點及指引，管理人員及經理應如何部署及與人力資源管理人員配合？  

 不合法解僱：管理人員及經理應如何在日常管理中，避免不合法解僱，以減低

僱主及執行董事遭受刑事檢控的風險: 僱主遭刑事檢控個案分享  

 

 

3. 企業董事及管理人員觸犯僱傭條例的刑事責任及如何避險？ 

 甚麼是僱傭條例中「嚴格法律執行」條文（即剔除、疏忽及無犯罪意圖的免     

責），遭刑事票控，而違反23及63條文 

 改動僱員薪酬福利，程序出錯而遭刑事檢控個案分享 

 未有根據僱傭條例規定安排僱員相關福利的刑事檢控個案分享 

 

 

4. 歧視條例下，董事、企業管理人員、經理需面對的法律風險及如何避險：  

 觸犯歧視條例的法律觀點  

 僱主與經理在條例下的法律責任及相關法庭案例  

 如何在不觸犯歧視條例下，依法處理及解僱工作表現嚴重不佳及行為失當的懷

孕或長期病患僱員？法庭案例中給予經理甚麼啟示？  

 僱主應如何依法及有效處理僱員的性騷擾投訴，以避免不必要訴訟及需承擔的

法律責任？法庭案例包括僱員性騷擾行為而遭起訴或僱主遭起訴的案例分享及

啟示 

 個案分享包括:企業管理層性騷擾檢控而遭法庭判決入罪的個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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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企業董事、管理人員及經理應如何與人力資源管理人員配合，依法及有效處理懷疑工

傷個案及合法、合理解僱工傷僱員:  

 遇懷疑工傷個案，應如何依法處理？  

 如何引用僱員補償條例第16節，安排僱員會見公司指定醫生，以審視懷 

 疑工傷或濫用工傷病假 - 僱員因拒絕相關安排而遭取消工傷索償的最新案例 

 懷疑工傷法庭訴訟中，法庭觀點對經理啟示 - 有關申報程序、事件搜證邏輯

及證人口供的處理  

 照顧者責任(Duty of Care): 在2019年4月最新的判例，部門主管對有傷患僱

員疏於照顧，最終僱員勝訴，獲$2000萬巨額賠償。個案中，管理人員及經理

應與人力資源部如何配合，避免承擔疏於照顧責任。 

 

6.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企業董事、管理人員及經理需承擔的刑事責任及法律風險：  

 對下屬的侵權行為例如洩露客戶資料的責任轉承：企業需制訂甚麼政策以避免

相關法律風險 

 經理在管理過程中，如觸犯私隱條例第35條(直接促銷行為的刑事責任)，該如

何避險? 附2017及2018年某大型企業觸犯條例的法庭個案參考。 

 

7. 於日常企業管理中如何運用「道歉條例」及「競爭法」，以避免不必要僱員及顧客訴

訟。 

 

丁：僱員離職時行為管理及僱員需承擔的法律責任 

 

8. 如何制訂有效及法庭具約束力之限制條款協議，以確保離職僱員不必與僱主存在不公

平競爭，以保障僱主及公司權益。附近年具參考性的法庭僱主勝訴及敗訴個案。 

 

9. 企業董事、管理人員、經理對離職僱員提醒，以避免僱員需承擔不必要法律責任 

 如何提醒僱員離職後對公司機密資料的保密？法庭個案參考 

 如何提醒僱員不可儲存公司機密資料，並可能觸犯刑事罪行，包括「不誠實獲 

益電腦罪」 

 如何提醒僱員，假如刪除公司資料，需承擔的刑事責任 

 

 

 

**本課程可以為不同行業、企業「度身訂造」相關課程，以便更符合個別企業需求。詳

情請聯絡本學會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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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簡介  
Raymond Fung – 卓思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 首席顧問 
畢業於英國數間著名大學，並分別獲取工業關係學及勞動法哲學碩士及工商管理學碩士。馮

先生曾任職數間上市公司的培訓總監、人力資源總監、及總經理數職，對人力資源及企業管

理有深厚經驗。  

 

在過往20年，馮先生為超過 200 間企業客戶，提供及執行不同類型企業管理、服務及銷售

管理、培訓及人力資源管理策略顧問項目，曾協助客戶並與律師團隊處理多宗在勞資審裁處、

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與人力資源相關糾紛及民事訴訟，對法例結合人力資源運作的引用有著

深厚認識。  

 

馮先生在過去20年已主講「僱傭條例及人力資源相關法例」超過200場公開講座。馮先生過

去為不同企業及多間本港及海外大學、專上學院及專業組織任教，培訓超過 80,000 位行政

及管理人員，曾獲三次全港最佳培訓管理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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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格 

企業董事及管理人員如何依法處理人事管理爭議課題以避免刑事責任及法律訴訟 

□半天 HK$1,000/位                      □一天 HK$2,000/位                    □一天半HK$2,500/位 

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姓名：   

電郵：   

課程日期：   

地點：   

 

 

職位：   

電話：   

時間：   

參加人數：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1. 本會收集及保存個人資料將作為跟進及處理課程報名申請、入學登記、學術及相關之行政的用途。所有提供的個

人資料，學會將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處理。 

2. 此報名表格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將供本會進行直接營銷活動之用，包括但不限於學會的活動、講座、培訓、獎項、

調查和其他服務的推廣（包括特別優惠和折扣）。如不欲接收此聲明中的本會資訊，請於空格內填上號。 

本人已細閱並同意上述聲明之全部資料。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可議 

地點： 由客戶提供 

語言： 廣東話 (輔以中文講義) 

費用： 半天 HK$1,000/位；一天 HK$2,000/位；一天半 HK$2,500/位  

(不包括場地及衍生之相關費用) 

 **包班需至少20人**   特別優惠: 9折(21至35人)；85折(35人或以上)  

繳費方法： 支票(抬頭: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有限公司 或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Ltd) 

查詢： 學習及發展部 – 黃先生 (電話: 2837 3825 或電郵至 learning@hkihrm.org) 

注意事項： 請填妥報名表格後，於開班前至少三星期電郵至 learning@hkihrm.org 預約， 

並須於確認後十四日內付款。(費用在任何情況下將不設退款) 

7.5 hours 

 

取消細則: 

 本學會保留更改課程的內容、時間及場地或拒絕任何人士報名之權利。 

 缺席者仍須繳付課程的全數費用。已繳付的費用在任何情況下均不設退款。 

 如課程在任何不可避免的因素下取消(如惡劣天氣)，本學會將不會為此衍生之相關費用負上任何責任。課程
日期將另行安排。 

 如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於下列時間仍然生效，活動將取消： 

 上午 6 時 – 上午及全日之活動將取消 

 中午 10 時 – 下午之活動將取消 

 下午 2 時 – 傍晚之活動將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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