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會議 

HN 重組事務工作小組 

《2021 Hyper Group 整體架構及管理層重組報告》 

近年來，HN 遊戲業務及營運業務日漸穩定，我們亦持續開發新的系統及拓展新的

業務。但是，我們終究遇上了阻撓，不論在人事上，還是行政上，都出現前所未有

的衝擊。(首席行政總監 : 2021/3/30) 因此，我們決定對 HN 整體進行重組。 

 

重組分為 4 部分，HyperNitePo. 架構及營運模式、HyperNologCo. 架構及人手，HN 
管治架構 及 部分文獻更新。 

 

首先，就 HyperNologyCo. 方面，經過工作小組討論後，建議進行以下改動： 

 部門重組 (Departmental Reforming)  

1. 中央政策組 (CPU) 將會改組成行政委員會 (AC) ，同時改為諮詢性質。工作小組

認為可以繼續沿用 Tsang Man Lok 作委員會主席，但設有觀察期，確保該職員

有足夠能力擔任行政委員會主席。 

2. 經工作小組討論後，一致認為 廣告事務部 及 市場拓展及業務部 均為 
HyperNologyCo. 業務範疇的核心部門，並且工作類似，因此建議合併成「業務

部 (BSU)」，並且行使「雙主管制」。 

3. 經工作小組討論後，一致認為 培訓及發展部 現時職員數目及發揮之效能未能

達到部門效益，因此建議於行政會議轄下成立「培訓事務專責工作小組」，並

由現任培訓主任擔任工作小組主席。 

4. 經工作小組討論並諮詢 首席營運及信息總監 後，一致認為現時 專案管理部 
(PMD) 與資訊科技部 (ITD) 部分工作性質相同，因此建議予以合併。 

5. 經過工作小組深入討論後，建議取消企業傳訊及顧客關係部 (CRRD) ，並成立 
公關及傳訊部 (PRD) ，並設公共關係總監一職 (PRD) 。 

 



 職位重組 (Position Regrouping) 

1. 經過工作小組討論後，並向 前任首席行政總監 (CAO) 、首席執行長 (CEO) ，人

力資源副經理 及 前營運經理後，一致認為現任人力資源經理 (HRM) Lau Chi 
Ching 不但未能 領導人力資源部 發揮該部門職能，而且未有擔任主管 或 基本

行政員的基本能力，因此建議行政會議予以彈劾，並由 Rory Pun 暫代相關職

位。 

2. 基於專案管理部之移除，將會取消 Benson Lung 首席專案經理 (CPM) 一職，並

於資訊科技部 (ITD) 出任專案經理 (PM) 。 

 

 

CEO

PRD

Public Relation 
Department

CAO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Administrative 
Decision 

Committee

AAO

COIO

Business Un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partment

CFO

Accounting 
Department



第二，就 HyperNitePo. 架構及營運模式部分。經過工作小組討論並向管理層進行諮

詢後，一致認為 HyperNitePo. 營運模式過於行政化 (Administration) ，導致伺服器

營運及建設部分被嚴重限制，因此我們將會決定將 HyperNitePo. 去行政化 (De-
administration) ，並希望是次改革能夠對 HyperNitePo. 的運作有所改善。 

 

除了更改組織營運架構外，是次改革亦會對組織總經理 (OGM) 的一些權限進行更

新，希望藉此能夠讓組織總經理可以更彈性處理 HyperNitePo. 業務。 

 

詳細更新如下： 

 組織總經理權限更新: 新增 伺服器 (創建/移除) 權限，調整伺服器及組織架構之

權限。 

 增設 助理組織總經理 (Assistant Organizational Manager) 一職，主要負責 
HyperNitePo. 的行政工作。 

 刪除營運部門，並由現時所有 營運相關部門主管 或 組長出任「核心管理組 
(Core Management Group)」成員，負責所有 Minecraft 遊戲伺服器的基本運作及

營運。 

 刪除 GMSN / SGM 一職，並由 CMG 統一負責。 

 組織將會以伺服器作單位，延伸 管理，開發及建築組，並由 CMG 統一負責。 

 小組內將定期進行 「KPI 系統評核」，以評核 CMG 成員是否有足夠能力出任相

關職位，評核程序及運作容後公佈。而 OGM 和 AOM 亦會在伺服器中甄選能力

出眾的職員加入 CMG，並淘汰能力不足的成員。 

 HyperNitePo. 未來將會專注營運事務，首席設計師及設計師將會加入公關及傳

訊部，協助圖片製作事務。 

 總編輯，業務拓展總監 將會加入 新成立之 年報編輯工作小組，同時隸屬於行

政會議。 

 研發主任一職將會被取消，相關職員將會加入業務部，協助未來業務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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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 HN 管治架構部分，工作小組建議作而下調動： 

1. 基於現時管理委員會已經能夠發揮審核人力資源事務上的工作，因此建議將 
人事諮詢工作小組 (HRRG)  及 管理委員會 合併，讓管理委員會同時發揮 HRRG 
的功能。 

2. 工作小組亦建議刪除「營運工作小組」，原因如下： 

 現時營運工作小組的定位是用作首席營運及信息總監與相關轄下部門對 

HyperNitePo. 營運部門及管理層的通知，模式及運作類似 部門主管及管理層會

議 (WhatsApp 群組) 的功能。因此，工作小組建議將相關會議寫入架構當中，同

時剔除營運工作小組。 

3. 根據 OMS 資料顯示，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需要重新進行選舉，但礙於重組事

務，工作小組建議延後選舉，等待重組完成後，在進行相關主席選舉。 

4. 經過工作小組觀察後，工作小組一致認為現時 議事規則委員會 未能夠有效發

揮其工作職責，經深入調查後，原因為主席上線率過低，導致多次法定人數不

足而流會，因此建議未來對相關委員會進行重新主席選舉。 

5. 經過工作小組觀察及調查後，認為功能界別分類及管理委員會與選舉管理委員

會及提名委員會功能上有重疊因此經過深入討論後建議作以下調整： 

 將原有功能界別分類及管理委員會所舉辦的委員會主席選舉交由選舉管理

委員會負責，並任命現時相關委員會主席為選舉主任，繼續協助委員會主

席選舉。 

 將原有功能界別分類及管理委員會成員加入到提名委員會，並擔任提名委

員會委員，同時進行主席互選。 

6. 經過工作小組討論後，建議取消財務委員會，將現時財務委員會需要審核之事

項交由全體委員會處理。 

7. 理事會因應 HyperNitePo. 架構進行調動將會重組，同時將會根據以下模式重

組： 

(公關宣傳代表 + 核心管理組代表 + 各伺服器代表 + 必然成員 + 非執行理事) 

 

  



最後，工作小組將會就以下文獻進行更新及修正，以確保符合最新運作架構： 

 《行政管理委員會權力及行政指引》 

 《危險措施採取等級》 

 《提名達標及出閘要求》 

 《決策機構及委員會準則》 

 《選舉法》 

 《組織章程》 

 《決策會議、委員會主席之選舉辦法》 

 

我們明白是次的改革及更新影響深遠，但我們希望可以藉著是次整體營運架構上的

更新，讓我們可以度過這個難關，繼續持續優化並秉承原有理念提供優良服務及遊

戲伺服器。 

 

工作小組報告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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