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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摘要 

 
香港很早就認識到資訊及通訊科技發展的重要性。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在一九九八

年公佈首份「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隨後分別在二零零一年、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八年

三度修訂。本研究檢討二零零八年版「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並制訂香港未來數年的資

訊及通訊科技發展藍圖。 
 
1.1 昔日的「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 
藉助昔日的「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香港建立起世界一流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基礎設施，

在眾多領域取得重大進展，包括： 
 
●通訊網絡成熟穩健、收費相宜 
●流動裝置及寬頻滲透率及覆蓋率高 
●電子政府和電子商貿服務使用率較高 
●為培養創新所作的投資推動香港數碼經濟的蓬勃發展 
●涵蓋所有社群的數碼共融取得進展 
●研發工作穩步前進 — 許多與中國內地合作。 
 
儘管在實現昔日的「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設定的目標上，香港已取得重大進展，但資訊

及通訊科技的進步和應用正飛速改變著我們的日常生活，如今乃至未來數年的科技面貌，已

與二零零八年公佈「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時迥然不同。 
 
最近資訊及通訊科技的迅猛發展，開啟眾多行業的新局面，改寫商業模式，改善公眾、企業

及政府之間的交流。展望未來，為應對香港未來數年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現在務須了解資訊

及通訊科技的現況及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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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最新的科技發展 
 
隨著流動和雲端運算科技、物聯網、新一代辦公環境、大數據及分析和社交媒體的發展，香

港未來數碼策略蘊含的眾多機遇與挑戰初現端倪。 
 
1.2.1 流動 
 
近年來，流動裝置的使用情況激增，流動電子服務亦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現代市民日益期望

利用流動裝置隨時隨地處理各類事務，因此企業和政府須重新思考如何為用戶和市民設計及

提供流動電子服務。 
 
1.2.2 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為企業提供一個可擴展的運算環境；企業無需擁有或管理電腦器材，只需按需要採

購雲端運算服務。雲端運算帶來最具前景的實際機遇之一在於，雲端平台可使中小型企業

（SME）以低廉的價錢輕鬆利用直接所需的運算資源。 
 
1.2.3 物聯網 
 
物聯網（IoT）指內置具有感應、數據收集及通訊功能的連接裝置，例如內置射頻識別（RFID）

標籤、感應器及執行裝置的日常物品。這些日常物品可接入互聯網，並透過網絡互相連接，

形成智慧電腦系統及裝置的全球網絡。 
 
1.2.4 新一代辦公環境 
 
新一代辦公環境可使員工隨時隨地以任何語言在任何可信的裝置上工作。採用流動技術的社

交網絡服務將取代電郵，成為商務通訊的主要方式；員工將像「蜂群」一樣合作，為應對某

個問題或機遇迅速形成一個團隊，而後解散。透過集體協作，集思廣益，輕鬆分享和獲取知

識。 
 
1.2.5 大數據及分析 
 
簡單來說，大數據指前所未有地大規模收集複雜龐大的數據集，而且數據源源不斷地從各處

彙集，例如收集氣候資料的感應器、社交媒體網站上的張貼、數碼圖片及視訊、購買交易記

錄及移動裝置全球定位系統（GPS）訊號。數據類型變得更為多樣化。大數據分析可就生

活的各方面提供新鮮有用的見解，造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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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使人可以透過互聯網建立、分享及使用資訊、想法及內容。在過去數年，隨著互聯

網的普及，社交網絡發展勢如破竹，成為另一個不可阻擋的重要趨勢，在與客戶及／或市民

的交流中創造增值機遇。 
 
1.2.7 科技趨勢的影響 
 
這些數碼力量正改變著市民的生活、企業的運作及政府的服務方式。這一根本性轉變要求企

業和政府機構徹底重新思考如何改善客戶和市民的端對端體驗，實現以下新期望： 
 

●即時獲取資訊、產品及服務 

●隨時隨地，按需暢享 

●企業及政府機構公開透明 

●長期交易的信賴互惠關係 

●營造產品和服務品質的無縫體驗。 
 
1.3 SWOT 分析 
 
回顧香港推行「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的歷程，檢視目前及未來的主要科技趨勢，現以 SWOT
（優勢、劣勢、機會及威脅）分析揭開香港的獨特優勢和劣勢 — 如下表概述。 
 

優勢 劣勢 
●資訊及通訊科技基礎設施一流 
●法律、商業及經濟環境健全可靠 
●市場善於接受創新產品 
●繁榮的區域商業樞紐 
●在商業及科技新發展的商業化方面聲譽卓

著 

●本地市場規模較小 
●繁榮行業（如金融業）人才競爭激烈 
●製造業及工業式微 
●土地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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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威脅 

●中國內地的發展機遇 — 中國經濟正從出

口主導轉向內需拉動，服務業隨之擴展，

而中國的資訊及通訊科技亦處於快速成長

中 
●下一代科技趨勢帶來的巨大機遇（如雲端技

術、流動技術、大數據、社交媒體及物聯

網） 
●國際經驗表明，廣泛利用公共資料集裨益良

多 
●人口老化誘因下的醫護及安老服務創新 

●與其他亞洲及全球經濟體的競爭 — 這些

經濟體亦在尋求建立數碼領導地位 
●全球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 
●不能享用資訊及通訊科技人群的數碼隔膜

風險 

 
總括來說，香港擁有卓越的軟硬件基礎設施，繁榮的貿易和金融業在地區乃至全球享有盛名。

儘管本地市場狹小，但憑藉與中國內地相近的自然與文化背景，緊隨下一代科技趨勢，香港

仍有望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1.4 願景 — 智慧香港，智優生活 
 
我們希冀香港成為譽滿全球的智慧城市，科技透過以下方面推動著生活品質的提升： 
 

●企業和政府機構透過智慧互連的接觸點，與市民及遊客展開更多交流，加深對市民及遊客

的了解 

●企業更具創新精神地預測變動的客戶需求，衝出香港，開拓市場 

●本港資訊及通訊科技業一馬當先，把握內地新科技與機會，再創新高峰 

●建立更智慧的互連基礎設施，促進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建立開放協作的數碼生態系統，讓社會更加包容和繁榮 

●營建知識型社會，隨時隨地實時分享知識及資訊 
 
科技促進本港市民、企業與政府部門間更良好的溝通和合作，並應成為幫助社會弱勢社群的

支援手段。 
 
在新願景下，帶來以下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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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公眾而言，他們可輕鬆便捷地使用大部分公共服務及私營機構服務 — 無論身處何方，一

般透過個人流動裝置即可實現。服務通常高度個人化，帶來更加豐富的用戶體驗，並且資訊

完全貫通，提供最大方便。 
 
就商界而言，智慧城市能夠建立起必要的基礎設施，從而帶來快速普及的高頻寬接入，廣泛

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服務選擇，以及各種交易和支付平台等。此外，隨著電子商貿的廣泛推廣

和採用，企業將進一步提升能力，更有效、更廣泛地接觸客戶 — 開創香港與中國內地之外

的新市場。 
 
就資訊及通訊科技業而言，智慧城市將推動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的進一步發展，作為善用科技

的榜樣，香港將向本地業界提供難得的機會。香港將構建支援資訊及通訊科技初創企業的發

展的生態系統，並提供更成熟的服務和環境，鼓勵在各自領域成為地區和全球領袖的城市資

訊及通訊科技翹楚再創輝煌。 
 
就政府而言，加強的電子化公共服務將使公務員提供更加個人化和更具針對性的服務，從而

更有效地回應市民需求。公務員尤其無需再為行政瑣事纏身，有更多時間直接聽取市民意見、

提供幫助。 
 
就香港社會的四大組成部分而言，我們提出了實現「智慧香港，智優生活」願景的具體策略

重點。 
 
1.5 實現「智慧香港，智優生活」願景的策略重點 
 
作為宏觀的策略計劃，我們設計了以下四項策略重點以推動香港實現願景： 

●善用科技，提升潛能 

●激勵創新，成就未來 

●發揮優勢，拓展產業 

●貫通資訊，利便市民。 
 
善用科技，提升潛能 
當前，資訊及通訊科技在各個生活層面都扮演著重要角色，包括教育、工作、休閒、娛樂、

文化、藝術、業務及公共服務等。市民惟有具備接觸及使用科技的基本技能、素養及信心，

才能充分提升其潛能。 
 
為實現這一願景，我們必須確保每個人都擁有這些基本能力，以便在資訊及通訊科技盛行的

環境中運作和生活。在此策略重點的推動下，本港主要區域還將實現透過有線、流動及／或

其他無線機制的高頻寬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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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本報告勾勒的願景重點是香港民眾，但我們亦可藉此良機大大改觀因商務、旅遊或探親

訪友等原因訪港之遊客的體驗，我們尤須關注的一點，是必須讓所有社群都參與全新的數碼

環境，並特別體察長者、殘疾人士、經濟不寬裕者／經濟拮据者等群體的需求。此外，我們

還必須考慮藉助科技改善殘疾人士生活質素的可能，例如便利他們在市內探路及出行。 
 
為實現這一重點，關鍵措施如下： 
 
● 為每位香港市民提供免費通用的數碼身分 — 以供在更寬泛的智慧城市電子服務（即更

個人化、功能更多樣）中方便穩妥地使用，以處理日常交易（如電子支票） 
 
● 提供便利的科技和寬頻上網 — 旨在消除屏障，讓市民享受居住在世界領先數碼城市的

生活裨益 
 
● 透過高頻寬上網為各學校各課室提供全課程電子學習，以推進教育 — 透過在網上以多

媒體方式提供相關多語種課程、教材、測試評估及其他協作電子學習工具，讓學生獲得真

正革新的學習體驗及素質；教學人員不再冗事纏身，可投入更多精力關注個別學生，推動

取得更好的學習成果 
 
● 將程式編寫元素併入每個孩子的教育計劃，培養其一貫的邏輯思維及運用資訊及通訊科

技解決問題的習慣 — 提供一種新穎方式，幫助孩子們學會慣用科技的浩瀚力量，發揮創

意獨立解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並培育有條不紊的思考方法及邏輯思維 
 
● 為遊客及市民提供切合需要的資訊 — 透過先進、個人化及多媒體線上體驗增進每位遊

客及市民的參與度，並使他們盡可能地享受樂趣與方便。 
 
善用科技，激勵創新，成就未來 
 
近年來，一些最具活力和最有影響力的商業機構之所以成功（包括谷歌(Google),、臉書

(Facebook)、維基百科(Wikipedia)、亞馬遜(Amazon)及阿里巴巴(Alibaba），不在於研發嶄

新科技，而在於巧妙地應用科技。 
 
此策略重點旨在制訂一套激勵、培育及保護創新意念的全新方法，並營造嶄新的協作環境，

讓這些意念得到分享與交流，進而轉化為業務創新潛能，給香港帶來重要的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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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所有公共資料（PSI）供富有遠見的資訊及通訊科技企業家使用，將進一步擴大業務創

新的種類及規模。例如，美國的經驗表明，廣泛分享公共資料能夠激發公眾的興趣及熱情，

富有創意地利用這些資料開發新的流動應用程式。 
 
為實現這一重點，關鍵措施如下： 
 
● 建立創新及協作平台，透過加速對創新業務科技的應用提升本港競爭優勢 — 培養創造

性及創新性社群以促進各界積極交流創意，催生富有激勵性及價值的全新資訊及通訊科技

業務模式／解決方案 
 
● 推行中小型企業雲端平台和知識共享，幫助他們透過加大使用科技取得成功 — 探索新

方法激勵中小企在實踐中多運用新技術，從而提高生產力、實現更大商業成功並為社會擴

大就業機會 
 
● 開放所有公共資料供私營及其他非政府機構使用，加快創新步伐 — 免費開放公共資料

這座封藏的寶庫供富有遠見的資訊及通訊科技企業家使用，讓他們開發創意新應用程式

（以流動裝置的種類為重點）供香港使用，一旦該等應用程式在香港大獲成功，亦可考慮

將其推向國際市場。 
 
發揮優勢，拓展本港產業和研發 
如 SWOT 分析中所述，香港開放透明的政府架構和優越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基礎設施，讓其

成為資訊及通訊科技企業家的沃土，他們將層出不窮的創新意念，化為一間間蓬勃發展的資

訊及通訊科技初創企業。香港坐擁毗鄰內地的獨有優勢，加上其由來已久的區域商業要樞地

位，都將助力冉冉升起的本港資訊及通訊科技業塑造其獨有特質。 
 
此策略重點旨在解決如何發展本港獨有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業這一難題 — 幫助將創新和研

究轉化為商業機會及經濟價值。 
 
吸引及保留合適的資訊及通訊科技人才是這一主題的首要要素。配合上一個策略重點提到的

創新環境，掌握適當的人力資本及人才將提供推動資訊及通訊科技業所需的智慧動力，並最

終有助於打造香港的產業冠軍。 
 
儘管香港本地市場狹小，但與內地合作將帶來多方面機遇 — 研發領域尤其活躍。同時，香

港彙集大量設計精英，流動服務幾乎遍及全港，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的發展優勢得天獨厚，

有助於將香港打造成為流動卓越中心及數碼媒體卓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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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香港成功的標準之一是融合商業與科技的初創企業數量有明顯增加，以及在爭奪人才、

比拼創意的市場競爭中出現資訊及通訊科技冠軍。 
 
為實現這一重點，關鍵措施如下： 
 
●完善扶持科技初創企業的生態系統 — 營造良好的文化及環境，彙聚一切必要因素，促進

融合商業與科技的初創企業成功發展，打造香港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冠軍 
 
●培養資訊及通訊科技及企業科技應用領域的頂尖人才 — 建立合適的專業框架，與產業領

袖合作，提供更專業的培訓 — 扶持潛在僱主及僱員 
 
●把香港建設為跨平台應用程式卓越中心 — 積極推動和鼓勵為跨平台解決方案提供更多

業務機會、進行更多活動及展開更激烈的競爭 
 
●繼續發展雲端運算和數據中心樞紐 — 嘗試更有效的方法，推動雲端運算和數據中心的發

展 
 
●善用經濟一體化，融合本港媒體、創意及科技產業優勢，打造數碼媒體卓越中心 — 建立

協作創新平台，促進專業人士、業餘愛好者及普通市民透過最新數碼媒體創新、共同開發

及發佈新成果 
 
●繼續利用香港的獨特地位，推動資訊及通訊科技企業把握內地機遇 — 充分利用與內地相

近的自然與文化背景，推動源自本港商業智慧及科技創新的一流解決方案及服務打入內地

市場 
 
貫通資訊，利便市民 
 
在最近十年中，對市民和企業來說，電子政府服務已從純粹提供網上靜態歷史公共資料，發

展為更加以民為本的交互多媒體雙向客戶體驗服務。嶄新及新興科技正大力推動政府的新一

代公共服務之路。 
 
此策略重點力求依託香港政府在改進對社群的服務及交流上已有的成就。具體而言，流動技

術為提供隨時隨地的個人化服務提供了轉變途徑。香港的流動裝置滲透率居全球之首，具備

從電子政府向流動政府轉變的條件，公共服務的交付及覆蓋範圍將迎來根本性的轉變。 
 
轉變的關鍵益處在於，流動政府可提供更優質方便、資訊更貫通、高度個人化及能識別位置

的廣泛服務。隨著電子政府向流動政府的轉變及流動裝置滲透的持續加快，流動途徑未來應

成為提供公共服務的恆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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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智慧城市透過智慧感應器提供海量實時數據，即時將有價值的實時多媒體位置敏

感資料透過流動裝置傳達予市民。 
 
為實現這一重點，關鍵措施如下： 
 
●為市民和企業提供觸手可及的流動政府服務 — 隨時隨地，暢享無阻 — 將跨平台定位為

提供網上電子服務的恆常途徑 — 作為世界第一的「流動社群」，務必提高服務品質，造

福大眾，提高生產力 
 
●根據個人需求度身打造資訊貫通、切合需要的服務 — 設計及交付更加個人化的電子服務 

— 符合個人需求及要求 — 為香港的市民及企業提供卓越服務，提高其運作效率 
 
●透過進一步數碼化和物聯網建設智慧城市基礎設施，利用大數據管理蓬勃發展的城市 — 

在全港擴大部署感應及其他智慧裝置，進一步利用其他數碼技術 — 而後將所獲數據彙總

分析，提煉出造福整個社會的見解及解決方案 
 
1.6 向「智慧香港，智優生活」邁進 
 
本報告載明指引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未來數年發展的願景和藍圖，並提出一系列策略重點及

支援措施推動「智慧香港，智優生活」願景的實現。 
 
有關詳情及各項措施的相關工作範疇，請參閱本報告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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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簡介 
 
2.1 背景 
 
縱觀全球，資訊及通訊科技（如互聯網、寬頻及流動技術）持續轉變著人們生活、娛樂、工

作、消費產品及服務的方式。隨著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流動技術的普及，更多基礎設施的興建

和互連，科技的影響愈發凸顯。 
 
香港很早就認識到資訊及通訊科技發展的重要性，以及科技對香港屢創佳績的潛在貢獻。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在一九九八年公佈首份「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冀將香港打

造成為數碼城市。策略配合近十年不斷轉變的社會需要和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分別在二零

零一年、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八年三度修訂。 

 
鑒於「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在香港卓有成效，以及不同版本的策略變化及現時取得的進

展，政府著手開展一項更廣泛的檢討，研究香港現狀、資訊及通訊科技的角色、國際發展、

香港的未來策略及政府和其他各方應進行的計劃和行動，以確保香港日後能夠充分發揮資訊

及通訊科技優勢。當然香港能夠有效利用資訊及通訊科技離不開眾多組織，乃至全社會的貢

獻。本次策略檢討不僅關注政府可以採取的行動，而且探索政府如何與其他重要持份者合作，

令其各盡所能。 
 
2.2 報告 
 
「智慧香港，智優生活」是指引香港未來數年資訊及通訊科技整體發展的策略。策略並不局

限於某個日期或世紀，反映出資訊及通訊科技或數碼發展正融入香港社會、經濟及公共機構

的各方面，因此策略並非一項獨立的數碼計劃。當然計劃本身必須制訂清晰的藍圖、行動及

時限，我們在報告後文對此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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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制訂的願景及策略重點 

 
 
 
在此，萬國商業機器要衷心感謝以下公司或單位對本次研究給予的大力幫助和意見： 

最新的科技發展 檢討香港現時資訊及

通訊科技策略及發展 

優勢 劣勢 

機會 威脅 

願景 
智慧香港，智優生活 

善用科

技，提升

潛能 

激勵創新，

成就未來 
發揮優勢，

拓展本港產

業和研發 

貫 通 資

訊，利便

市民 

檢討及趨勢（第三及四章） 

SWOT 分析（第五章） 

願景（第六章） 

策略重點（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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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討香港現時資訊及通訊科技策略及發展 
 
3.1 回顧 
 
昔日的「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為香港利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打下堅實的基礎：通訊網絡成
熟穩健、收費相宜，電子政府和電子商貿服務使用率較高，涵蓋所有社群的數碼共融取得進
展，及蓬勃發展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業。下圖闡明各版本「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的演變過
程，以及香港依次經歷基礎、連接、加速直至數碼化的路程。 

 
圖 2 以往「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的重點 

 

 
 
 

檢討發現，推行二零零八年版「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在近年來取得顯著成就，同時也存
在有待改善之處。以下段落再次核查二零零八年版策略中五個重點範疇的成果。 

一九九八年 
●高容量通訊系統 
●共通軟件界面作穩妥的電子交易 
●通曉應用資訊科技的人才 
●激發創意和樂於應用先進資訊科技的

文化和環境 
 二零零一年 

●增強發展香港優良的電子商務環境 
●確保香港政府以身作則，帶動電子商務發展 
●培育人才，配合香港資訊經濟發展 
●加強香港社群掌握數碼科技的能力 
●充分發揮香港本身應用促進資訊科技發展技

術所具備的優勢 

●政府的領導 
●持續的電子政府計劃 
●基礎設施及營商環境 
●制度檢討 
●科技發展 
●蓬勃發展的資訊科技業 
●知識型經濟中的人力資源 
●消除數碼隔膜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八年 
●推動數碼經濟 
●推廣先進科技及鼓勵創新 
●發展香港為科技合作及貿易的樞紐 
●促進新一代公共服務 
●建立數碼共融的知識型社會 

基礎 
連接 

加速 

數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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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推動數碼經濟 
 
政府繼續發揮重要作用，擔當資訊及通訊科技和有關應用方案的使用者、提供者及促進者，

並聯合社會中的相關持份者 
 
流動裝置及寬頻滲透率高 
自二零零八年以來，憑藉通訊事務管理局的大力推動，香港的住戶寬頻滲透率從 75%增至

85.5%（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流動裝置滲透率激增，從 140%左右直逼 228.4%（截至二

零一三年三月）1，處於全球前列水平，遙遙領先鄰近的亞洲經濟體（見下圖 3）。本港互聯

網服務的最高連線速度平均為每秒 57.5 兆比特，為全球之冠；平均連線速度則為每秒 9.3
兆比特，亦屬全球高速之列。2 
 

圖 3 鄰近經濟體的流動裝置滲透率（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三年） 

 
 

 
參考來源：萬國商業機器分析，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資訊通訊發展管理局（新加坡），

「經濟部」（台灣），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政府用於資訊及通訊科技的開支持續增加 
 
政府志在充分利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提升內部運作效率及改善服務。下表顯示政府自二零零

一年以來的資訊科技開支，其中資訊及通訊科技開支從二零零八年起顯著增加。 
 

                                                        
1 參考來源：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主要的通訊業統計數字」 
(http://www.ofca.gov.hk/en/media_focus/data_statistics/key_stat/index.html)，有關數字截至二零一三年三

月 
2參考來源：Akamai，《互聯網發展狀況》2012 年第四季度報告 

  香港 

新加坡 

台灣 
南韓 滲

透
率

 

http://www.ofca.gov.hk/en/media_focus/data_statistics/key_sta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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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政府歷年的資訊及通訊科技開支 
 

 

 
 

參考來源：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官方網站 — 資料和數字，「政府用於資訊科技的開支」。

最後更新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競爭力及負擔能力排名前列 
在發達經濟體中，香港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的發展與創新廣受認可，詳見以下選定排名。這些

排名亦指出香港與其他發達及發展中國家在資訊及通訊科技基礎設施、創新及競爭力等標準

上的差距。 
 

表1 香港在選定的國際資訊及通訊科技評比中的排名結果 
來源 國際排名 

國際管理發展研究所（IMD）— 
《2013 年世界競爭力年報》 

第三 

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及世界經濟論壇（WEF）
—《2013 年全球資訊科技報告》 

國際互聯網頻寬排名第一 
營商及創新環境排名第二 

流動服務收費負擔能力排名第三 
 

二零一三年全球創新指數 世界第七 
亞洲第一 

20
13

-2
01

4（
預
算
） 

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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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基礎設施的雄厚實力在這些排名中顯露無遺，堪稱推動數碼經濟發展的

關鍵動力。 
 
結語 
政府的大力推動，自由開放的市場，各種電訊、寬頻及流動服務營運商的積極經營，共同將

香港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基礎設施打造成為世界之最。同時政府以身作則，近年來持續增加用

於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支出。但是，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用戶對輕鬆便捷（隨時隨地）獲取

快速服務的需求不斷增長，數據量成倍劇增，香港需要繼續專註於完善科技基礎設施，支援

未來的發展。 

 
 
3.3 推廣先進科技及鼓勵創新 
 
維持香港作為善用科技、鼓勵創新的世界智慧城市的領先地位 
 
研發（R&D）開支 
 
下圖顯示香港在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一年間的研發開支總體趨勢。儘管公共機構在此期間的

研發投入增幅超過 20%，但同期私營機構的研發開支卻陷於停滯。香港總體的研發開支佔

本地生產總值（GDP）的不到 1%，低於南韓或新加坡等鄰近經濟體（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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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香港的研發開支（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一年） 
 

 
 

參考來源：政府統計處，「2011 年香港創新活動統計」 
 
創新設施 
 
香港的研發力度及研發能力一直穩步加強。例如，香港科學園正在開發三期擴建，園區規模

增加一半，可再容納 150 間公司，創造 4,000 個研究相關職位。新期建設將從二零一四年

到二零一六年逐步完工。 
 
數碼港仍然是促進和支援香港新興資訊及通訊科技相關企業的重要設施。例如，數碼港最近

贊助創辦了移動體驗中心（MEC），力求打造新科技概念和移動體驗的交流平台，為中小型

企業（SME）提供諮詢，抑或利用流動技術增強他們的工作環境，創造商機。 

（百萬港元） 
公共機構研發 
私營機構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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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顯示正在進行的數碼港培育計劃及數碼港內的兩項其他措施的一些核心統計數字。 
 

表 2 數碼港培育計劃進展（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 
已接納的公司數目 189 
向參與培育計劃的公司授予的專利、註冊外觀設

計及商標數目 
103 

向參與培育計劃的公司頒發的獎項數目 106 
參與培育計劃的公司吸納的天使投資資金額 550,000 港元 

 
參考來源：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數字 
 
該計劃向參與的公司提供先進的設施和資源、業務發展上的支援，幫助融資和僱傭畢業實習

生，並安排企業家精神和科技培訓。港內參與培育計劃的公司還可獲得免租金的辦事處。該

計劃推動其他世界先進公司和組織與數碼港租戶及參與培育計劃的公司發展商業合作夥伴

關係。促生的知識產權水平之高，吸納的天使投資資金之多，無不證明著該計劃的巨大價值。 
 

表 3 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進展（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 
授出資金金額（港元） 6300,000 
獲支援的項目數 63 
項目的成功完成率 3 95% 

 
參考來源：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數字 
 
  

                                                        
3項目的成功完成指實現認可項目建議書指明的目標結果和里程碑。這些項目成功地將產業相關的業務理念

轉化為切實可行的商業企業。許多成功的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受助者隨後加入數碼港培育計劃，進一步發

展他們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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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CCMF）計劃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啟動，為激勵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的創

新，向引領產業相關創新產品或服務發展的公司提供 100,000 港元種子基金，幫助落實六

個月期間的概念和原型開發。一些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支援的項目隨後被海外知名企業收購。 
 
儘管對實體設施和中心的投資無法立竿見影，但成功的曙光已然在望，香港企業在二零一二

年亞太資訊及通訊科技大獎（APICTA）中斬獲五項大獎及六項優異獎，尤其在電子健康及

媒體娛樂業成就卓著。 

 
採用開源軟件（OSS） 
 
開源軟件作為一種最具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日益受到政府部門的青睞。在訴求平台即服務

的新型電子政府基建服務（新型 EGIS）中，開源軟件主要用於應用程式伺服器。鑒於開源

軟件的採用率，超過一半的 EGIS III 電子服務將使用 JBoss（開源軟件）作為其應用程式伺

服器軟件。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五十個政府部門（約佔政府部門總數的一半）合共約使

用 4,317 台基於開源軟件的電腦。基於開源軟件的電腦總數從二零零六年十二月的 3,440
台增加到二零零七年十二月的 4,317 台，增幅 25%。這反映出政府部門在軟件產品的選擇

上趨於開放，開源軟件的運用日益增多。開源軟件主要用於網絡、數據庫、電郵、安全、代

理伺服器及辦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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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公共資料 
 
推動創新的另一個重要領域在於公共資料（PSI）再用。政府在二零一一年三月推出一個名

為「資料一線通」的入門網站，建立起傳播數碼格式的公共資料的中央平台，促進增值再用。

該平台彙集集體智慧，依託科技進步，便利市民，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創造性地方便營商。

令人鼓舞的是，許多流動應用程式據此開發而出。最熱門的公共資料集當屬交通情況快拍數

據，至今每日下載量超過 700,000 次。快拍數據提供實時道路交通資訊，從而幫助香港司

機規劃最佳行車路線。政府亦開放其他十一類公共資料，並計劃陸續增加。至於免費向公眾

開放的資料，亦應在「資料一線通」上提供數碼格式，以供免費再用。 
 
結語 
 
儘管自二零零八年以來，推廣先進科技及鼓勵創新工作實現重大進展，但私營機構的研發投

入相對較低，在制訂香港未來資訊及通訊科技藍圖時仍需注意。亟待考慮的一項挑戰是，由

於香港土地短缺、本地市場狹小，資訊及通訊科技初創企業往往面臨高昂的初創成本，難以

擴張。同時，資訊及通訊科技業還要與香港的其他行業（如金融服務業）展開精英爭奪戰。

放眼全球，亞洲及其他經濟體正尋求建立數碼領袖地位，加強在新數碼紀元的競爭優勢。因

此，香港若要保持先進科技和創新的領先地位，挑戰重重。 
 
3.4 發展香港為科技合作及貿易的樞紐 
 
善用香港作為協助內地企業的雙向平台，推動資訊及通訊科技業蓬勃發展 
 
《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稱《安排》） 
《安排》為本港資訊及通訊科技業與內地加深經濟合作帶來特殊機遇。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

服務供應商可以設立合資企業，提供數據庫服務，亦可設立獨資企業，提供數據處理及軟件

實施服務。香港居民可參加電腦技術及軟件水平考試。與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相關的《安排》

措施完整清單見附件 D。 
 
日後將發展跨境電子商貿電子簽名證書互認，進一步擴大香港與內地的數碼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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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項目及平台 
 
萬國商業機器的研究顯示，透過合作，商業與科技的結合推動創新創造最大的價值。在中央、

省市各級已建立許多研發合作平台，促進香港與內地的合作，例如深港創新圈及包含資訊及

通訊科技研發的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劃（TCFS）。現已批准總資金超過 2.5 億港元的四十餘

個聯合項目，支援兩地大學、研究院及科技公司之間的研發合作。 
 
資訊及通訊科技及研發合作設施 
 
在最近兩年內，四所香港大學在深圳南山區高新區建立產業、學術及研究基地，進行研發並

與內地對口合作。 
 
香港現有 12 間實驗室與內地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合作，成為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其

中一些正積極開展與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相關的尖端研究。 
 
結語 
 
最近幾年，與內地的合作日益密切，尤其在研發活動上合作加深。《安排》規定將繼續為日

後更大的經濟合作提供機會。 
 
3.5 促進新一代公共服務 
 
善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改善公共服務 
 
下圖顯示最近數年香港電子政府資料查詢及事務處理次數急劇增加，這表明香港市民有能力、

有意願接受科技並更好地使用公共電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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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電子政府事務處理及資料查詢次數 
 

 
 
 

參考來源：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內部調查數字（始於二零一零年） 
 
與其他發達經濟體一樣，香港應該預見，由於部分受市民在商業市場上積極運用電子服務的

推動，公眾會越來越期望享受更多、更優質的公共電子服務。因此，政府更應妥善準備，提

供切合市民需要、資訊更加貫通、更加個人化的公共服務。 
 
電子政府服務 
 
善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可以使政府透過全面即時的分析，更深入地了解市民及問題。政府藉

此可及早預見和解決問題，不再反應滯後。自第一代互聯網服務推出數年以來，香港的電子

政府服務從基於單一的部門資訊網站演化成為資訊更加貫通、與用戶更多互動、以民為本的

電子服務。「香港政府一站通」將這一演化體現無遺，該網站是政府在二零零七年提供「一

站式」電子公共服務的第一步。下圖顯示前者此後向「我的政府一站通」的演化過程，後者

是資訊貫通、個人化及以民為本的電子政府服務入門網站。計劃在二零一三年底前推出流動

版本。 

（以百萬計） 

事務處理 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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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電子政府發展時間表 

 

 
表 4 「香港政府一站通」統計數字（截至二零一三年五月） 

在香港的流量排名 112 
桌面版（www.gov.hk）平均日瀏覽量 74,983 

流動版（m.www.gov.hk）平均日瀏覽量 20,305 
 
參考來源：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內部調查數字 
 

圖 8 「香港政府一站通」的平均日瀏覽量 

 
參考來源：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內部調查數字 

年 

香港電子政府服務的演化 
資
訊
貫
通
及
個
人
化

水
平

 

政府網頁 

「香港政府一站

通」入門網站 

「我的政府一站

通」入門網站 

流動版「我的政府

一站通」 

流動版 

桌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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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政府服務的最近進展舉例如下： 
 
●海關在二零一零年底重新開發空運貨物清關系統，以提供更快速的清關，增強貨物裝卸能

力，改善貨物選擇的安全性和準確性，實現更高效的數據分析（包括走私趨勢）。海關還

於二零一一年底全面推出道路貨物資料系統，促進電子清關。後者的利用次數在二零一二

年達到 3,600 萬次，是二零一一年的 4.6 倍。 
 
●差餉物業估價署（RVD）於二零一零年底推出電子差餉地租單服務，可先於紙質帳單，透

過互聯網向市民發出季度徵收差餉及／或地租通知單。該服務在電子差餉地租單發出後通

知用戶，並可提醒用戶付款到期日。 
 
●公司註冊處與稅務局於二零一二年中聯合推出一站式電子成立公司及商業登記服務，使本

地和海外投資者如今在一小時之內即可創業。新服務簡化及自動化處理兩個部門的業務流

程，為香港的初創企業帶來便利。公司還可透過新服務提交 15 種常用的公司法定申報表。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二零一一年底完成首階段的新世代綜合圖書館系統，使讀者可透過不

同平台檢索、預約、借閱及續借圖書資料，並在選定的幾間分館試點推行無線射頻識別

（RFID）技術。第二階段推廣現已開始，將逐步推出一些新功能及服務，如自助列印、

電子付款、客戶關係管理、虛擬參考服務、電子資源管理、圖書館互借及管理資訊系統。 
 
●覆蓋全港、以病人為本的電子健康記錄（eHR）互通系統第一階段的發展正在進行中，同

時正就法律、私隱及保安框架展開公眾諮詢。根據電子健康記錄法例的成文法則，電子健

康記錄互通系統計劃在二零一四年底前推行。 
 
更多示例及有關規劃和進展的相關資訊，請上網瀏覽。4 
 
下圖表明香港十大最受歡迎的電子事務處理及資料查詢公共服務的相關使用人次。值得注意

的是，這些電子服務多種多樣且功能各異，從追蹤國際 Speedpost 郵件到圖書館圖書線上

預約及續借。 
 
 

                                                        
4參考來源：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11-12/english/panels/itb/papers/itb_eb.htm 

http://www.legco.gov.hk/yr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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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內十大最受歡迎的事務處理電子服務 

 
參考來源：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內部調查數字 
 
圖 10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內十大最受歡迎的資料查詢電子服務 

 
 
參考來源：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內部調查數字 

使用人次（百萬） 

香港郵政 — 郵件追蹤 

海關 — ROCARS（道路貨物資料系統） 

康文署 – 圖書預約及續借 

海關 — TDEC（貿易報關系統） 

庫務署 — 繳交政府帳單 

稅務局 — 更改用戶資料及通行密碼，檢視稅務狀

況及信息 

康文署 — 香港公共圖書館多媒體資訊系統

（MMIS）的預約館藏資料及存取館藏資料 

康文署 — 康體通系統 

工業貿易署 — 紡織商登記方案（TTRS）下的電

子紡織品通知書 

房屋署 — 全方位維修系統（TMS）承建商作業

訂單處理 

使用人次（百萬） 

香港天文台 — 智能手機上使用的「我的天文台」（iOS／
Android） 

香港天文台 — 天氣精靈 

香港天文台 — 提供以可擴展標記語言編碼的天氣資訊 

勞工處 — 就業服務（ESD）— 求職者搜尋職位空缺數據庫 

香港天文台 — 透過航空天氣資訊系統獲取天氣資訊 

地政總署 — 地理資訊地圖 

公司註冊處 — 搜尋註冊公司文件 

香港天文台 — 打電話問天氣系統 

康文署 — 電子雜誌世代 

土地註冊處 — 土地登記冊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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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應用程式 
 
流動服務變革了政府的服務方式，向無法或不願透過傳統方式或互聯網獲取公共服務的市民

遠程交付政府服務及資訊，使服務變得更容易取用，更加以民為本。理論上，許多政府服務

可以在世界上任何被流動網絡覆蓋的地方隨時取用。 

 
 
現已推出電子政府服務的流動版本，「香港政府通知你」和「Tell me@1823」流動應用程式，

為政府與公眾建立隨時隨地的雙向溝通。在一方面，「香港政府通知你」為市民建立一站式

平台，提供市民選擇的各個政府部門通知。在另一方面，「香港政府一站通」與效率促進組

聯合推出的「Tell me@1823」，使市民可以藉助文字、照片、錄音／錄影及其 GPS 位置，

向政府提交問詢、資訊及意見。這有助於政府更好地回應公眾需求和關注的問題，增強公眾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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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五月，政府已開發出 59 個流動網站及 56 個流動應用程式，其中三個跨部

門，即上述「香港政府通知你」、「政府 App 站通」及「消閒一站通」。26 個政府部門已開

發流動應用程式，32 個政府部門已開發流動網站，作為向公眾提供服務的其他電子途徑。 
 
在所有政府資訊電子服務中，當屬「我的天文台」流動應用程式最受歡迎，瀏覽者從二零一

一年的 19 億激增到二零一二年的 92 億。 
 
內部運作及行政支援 
 
政府部門正更大範圍地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提升效率，簡化運作。例如，消防處在二零一

二年中全面推出電腦化「綜合發牌、消防安全及檢控系統」，提升各單位在分享防火資訊方

面的效益，並用於處理有關持牌處所的申請。該系統提供流動工作平台，讓消防人員可在實

地工作時，隨時查閱及輸入個案數據。海關亦更換了案件處理系統，以支援約 1,700 名內部

用戶（包括紀律人員和文職人員）處理案件。該系統提供電腦化分析工具，並支援對海關管

制站的過量應稅商品的電子付款。一些政府部門亦在探索應用分析學以助改善績效。 
 
作為一項連合措施，政府雲端平台（GovCloud）旨在支援共享服務的部署，包括電子資料

管理（EIM）、人力資源管理及電子採購，擬於二零一三年底開始以靈活且具成本效益的方

式向政府部門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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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方面，已向各政府部門公佈全政府範圍內的電子資料管理策略及框架，旨在指導各部

門的電子資料管理策略發展，推動各政府部門電子資料管理的一致實施，實現整個政府更完

善的內容、記錄及知識管理。 
 
結語 
 
自二零零八年以來，政府電子服務的數量和多樣性持續增加，預期公眾日後將會日益期望和

要求更多電子政府服務，尤其是流動電子服務，使市民可以隨時隨地體驗資訊更加貫通、更

加個人化的服務。除根據已知的市民需要增添新服務外，政府還將考慮制訂跨部門措施，探

索和利用收集而來的海量數據，積極開發新的電子服務。 
 
3.6 建立數碼共融的知識型社會 
確保社會各界均能享受資訊及通訊科技帶來的益處 
 
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諮詢委員會轄下的數碼共融專責小組負責協助制訂策略及措施，解決

香港的數碼共融問題。在專責小組的指導下，政府採取多管齊下的方法，推動弱勢社群更廣

泛、更創新地利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充分發揮資訊社會的全部潛力。 
 
政府 Wi-Fi 計劃 
 
自二零零九年以來，政府 Wi-Fi 計劃（GovWiFi）在近 410 處指定政府場地的 2,200 多個熱

點推行，為公眾提供免費的 Wi-Fi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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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共融計劃 

 
政府已啟動一批重要計劃促進數碼共融，並實施針對性措施，致力於協助三組最需要優先照

顧的社群。這些社群是：低收入家庭學生、殘疾人士及長者。 
 
已發起的無障礙網頁運動及首次由政府領導的無障礙網頁嘉許計劃，促進無障礙網頁設計的

採用，方便包括殘疾人士在內的所有市民獲取網上資訊及服務。為樹立榜樣，所有政府網站

須在二零一三年之前，以一切可行的方式達到萬維網聯盟（W3C）發佈的《無障礙網頁內

容指引》2.0 版（WCAG 2.0）的 AA 級標準。政府還資助了眾多發展項目，為包括殘疾人

士在內的弱勢社群開發資訊及通訊科技類的輔助工具及應用程式。 
 
為幫助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已於二零一一年七月推出為期五年的「一家一網e學習」上

網學習支援計劃，協助他們在家進行網上學習。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282,000 戶

合資格家庭中有 65,904 戶（23.4%）已參加該計劃，17,652 戶至少接受過一種服務。5 
 
 
 
 
 

                                                        
5
參考來源： 

http://www.legco.gov.hk/yr12-13/english/panels/itb/papers/itb0610cb4-711-4-e.pdf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檢討顧問服務            
策略報告 
 

© 2013 年 IBM Corporation 版權所有                                                         33 

 
 

 
最後，政府還引進了為長者服務的一套全方位計劃。例如，於二零零九年推出「長青網」入

門網站，鼓勵長者熟悉及更好地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於二零一二年底在全港推出了首屆智

醒長者嘉許計劃，以表揚和嘉許在日常生活中積極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長者。同時，政府

專為青少年設立政府青少年入口網站（Youth.gov.hk），向 15 至 24 歲的年青人提供服務及

機會。以上僅是政府利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建立數碼共融的知識型社會的部分實例。 
 
自二零零八年「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公佈以來，長者和殘疾人士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

情況已有所改善（如下圖所示）。 
 

圖 11 各社群使用電腦的比例 

 
 
參考來源：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香港數碼共融研究」 

主流社群 

殘疾人士 

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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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政府已採取多項措施，推動弱勢社群更深入的數碼共融。自二零零八年以來數碼共融指標較

高，長者方面尤為出色，令人鼓舞。政府應繼續推廣更具針對性的數碼共融措施，進一步縮

窄長者及殘疾人士存在的數碼隔膜。 
 
3.7 總結成就及改善機會 
 
香港成功建立世界一流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基礎設施，在以下眾多領域取得重大進展： 
 
●本港流動裝置及寬頻滲透率高，在競爭力及流動負擔能力上排名前列 
 
●憑藉對設施的重大投資及公共資料（PSI）的應用，研發力度及研發能力穩步加強 
 
●建立起大量研發合作平台，促進香港與中國內地的合作 
 
●透過資訊貫通、切合需要的方案，如「香港政府一站通」、「我的政府一站通」入門網站及

各種流動應用程式，提供公共服務 
 
●推行多項援助計劃，縮窄數碼隔膜。 
 
但外部因素同樣不容忽略，面對激烈的人才競爭，狹小的本地市場，全球經濟前景的不確定

以及數碼排斥的風險，我們需要深入探索如何利用新策略轉變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未來數年

的發展。 
 
與此同時，科技的發展和擴張繼續飛速改變著我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今乃至未來數年

的科技面貌，已與二零零八年「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公佈時迥然不同。 
 
下一章分析受科技趨勢所致，正在發生的重大變化及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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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新的科技發展 
 
4.1 正在發生的變化 
 
如上一節所述，儘管自上次「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公佈以來，五個重點範疇取得重大進

展，但科技從未止步。科技的發展，開啟眾多行業的新局面，改寫商業模式，改善公眾、企

業及政府之間的交流。 
 
本章介紹有可能在近期、中期及日後長期推動資訊及通訊科技發展的一些趨勢。首先最近期

的趨勢當屬流動及雲端運算。這些技術的成熟度較高，已被消費者、企業及政府廣為接受。

但「Nexus of Forces」6無疑會逐漸演化，同樣對消費者、市民、企業及政府產生重大影響。 
 
中期來看，隨著實時擷取、建立及累積數據，從結構化數據（如銀行記錄）到流及非結構化

數據（如數碼圖片、視訊及任意文字），建立更多樣的數據類型，世界如今正充溢著前所未

有的海量數碼數據。同時，預期我們將會達到一個臨界點，而後邁向資訊富足的新紀元。這

可幫助企業及政府較以往更全面地了解客戶及市民。未來擁有無限可能，可開發更具針對性

的產品和服務，切合用戶及市民的切實需要，並確保正確的資源在正確的時間被用於實現目

標。 
 
長期來看，隨著我們認識到海量數據及資訊的重要性及可能性，可以預計將會開發新式存儲、

處理及分析技術，充分利用各種數據，管理和保衛人類的這一新財富。 
 
我們預計這些科技趨勢將會在生活和工作的眾多方面繼續推動變革和發展。我們對各項科技

趨勢給予簡要描述，以勾勒科技發展演變的概貌，並說明科技對社群、企業及政府的影響。

在本章總結時，我們描繪了一幅科技趨勢如何交融貫通的情境。 
 
4.2 科技趨勢 
 
4.2.1. 流動 
流動運算不僅具備傳統運算的基本能力，而且更方便可攜、功能更強大。智能手機及媒體平

板是流動運算的兩個常見典型，而流動裝置的類型正推陳出新。例如，谷歌最近透過 Google 
Glass，推出採用可穿戴技術的流動運算。利用定位服務、社交網絡及多媒體的流動運算，

功能增強，為日常生活帶來各式各樣的創新。 
 
 
 

                                                        
6參考來源：Gartner，2013 年「智慧政府的 10 大策略科技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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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四季度，智能手機的全球出貨量 7有史以來首次超過個人電腦（PC）的出貨量 8。

此外，預計平板電腦的全球出貨量亦會在二零一三年超越個人電腦 9。如下圖所示，智能手

機及媒體平板的出貨量在二零一二年為 8.5 億台 10，預計在二零一七年前達到 18.6 億台。 
 

圖 12 全球個人電腦及智能裝置出貨量（2012-2017） 
 

 

 
參考來源：IDC，「二零一二年第四季度全球智能連接裝置市場預測單位出貨量（百萬）」 
 
隨著流動裝置的爆炸式增長，人們日益期望能夠隨時隨地解決任何事情，政府及企業需要重

新思考應如何重新構建系統，透過流動運算向市民及個人傳遞價值。 
 

                                                        
7參考來源：IDC，「Android 崛起，Symbian^3 及 Windows Phone 7 面世，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同比增長

87.2%」。二零一一年二月七日。 
8參考來源：IDC，「二零一零年第四季度全球 PC 市場增速放緩」。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二日。 
9參考來源：IDC，「二零一二年全球智能連接裝置市場出貨量超過 10 億，蘋果在第四季度逼近三星」。二

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10參考來源：IDC，「二零一二年第四季度全球智能連接裝置市場預測單位出貨量」 

智能手機 
個人電腦 
媒體平板 

單位：百萬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檢討顧問服務            
策略報告 
 

© 2013 年 IBM Corporation 版權所有                                                         37 

新一代應用程式，體驗隨時隨地 
流動裝置的迅速普及已經並將繼續對個人、企業及政府產生巨大影響。流動裝置的應用程式

一般分為兩類：縱向 — 專註於特定行業；以及橫向 — 對現有服務的增強。例如，在教育

領域，在學習過程中引入流動運算，透過增加價格低廉，常常免費的應用程式，流動裝置可

變為個人學習環境（PLE）11。像目標設定、研究、合作及內容創作之類的傳統學習活動如

今可以隨時隨地進行。 
 
在商業上，設計新的商業模式以流動裝置

為先。從建築業（PlanGrid）、銷售及市場

推廣服務（ServiceMax）到支付方法

（MasterCard PayPass）的商業應用程

式，企業正在迅速擴大流動裝置上的服務

範圍。 
 
各地政府已經選用或首選透過流動裝置

開通其網上電子服務，提供氣象旅遊之類

的資訊及教育服務，以及報稅及接收社會福利之類的事務處理服務。隨著越來越多的政府電

子服務轉向流動渠道，市民將能夠隨時隨地獲取政府服務。 
 
4.2.2. 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包含一組運算、存儲及網絡資源，可藉助特殊軟件予以分配及「轉移」。雲端運算

為企業提供可擴展的運算環境，企業無需擁有或管理電腦器材。 
 
這種動態的分配可以讓用戶按需採購及運用運算服務。用戶可採購基礎硬件及操作系統（稱

為「基礎設施即服務」（IaaS）），為應用程式的開發準備的基礎設施（稱為「平台即服務」

（PaaS）），或已帶有特定商業用途的基礎設施，如客戶關係管理（稱為「軟件即服務」

（SaaS））。 
 
 

                                                        
11參考來源：Mark van Harmelen，「個人學習環境」，電氣電子工程師協會轄下電腦學會。二零零六年。 

國際經驗和裨益 
Square, Inc.是一間美國流動支付公司，將流動

裝置轉變為創新的銷售點（POS）支付系統。

公司首先開發配合流動裝置的產品和商業模

式，讓個人和商人可以透過流動裝置接受卡片

付款。將一個塑膠小附件插入所支援的智能手

機或平板電腦的音訊插孔，便能讀取卡片的磁

條。公司按每次卡片交易收取服務費，無月費

或安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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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乎安全、公司或法規規定，雲端運算可在公司的數據中心內部交付，可由第三方公司在外

部交付，或二者兼具。 
 
這種技術的最新理念，名為協作即服務（CaaS），將不同的雲端運算環境結合在一起，讓電

腦與所有其他參與者分享所有基礎設施、平台及軟件服務，類似點對點技術（P2P）網絡的

工作方式。但這種方式尚在初期階段，仍需進一步研究。 
 
預計雲端服務的全球市場在可預見的未來將繼續增長，估計在二零一七年前後的五年複合年

增長率將達到 16.8%，超過 2,000 億美元。12如下圖表示，估計全球雲端運算市場將在二零

二零年達到 2,410 億美元。 
 

圖 13 預計全球雲端運算市場到二零二零年每年增長 22% 
 

全球雲端運算市場預測 

 
參考來源：Forrester Research，「雲端市場規模估計」 

 
為蓬勃發展的產業加速 
對企業而言，雲端平台可極大地推動蓬勃發展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業，或促進初創企業的發展，

並可加快初創創新企業進入市場。根據最近曼徹斯特商學院協助Rackspace Hosting開展的

一項研究，在最近三年成立的企業中，有 90%的受訪企業稱雲端運算使成立企業變得更加

容易。13雲端平台使企業家及創意人才以最小的資本要求開創新企業，透過購買雲端功能並

在此基礎上推行其商業應用程式，從而快速獲得所需的技術服務。 
 
 

                                                        
12參考來源：Gartner，「預測概述：2011-2017 年全球公共雲端服務，2013 年第一季度更新」。 
13參考來源：Rackspace，「雲端網誌的經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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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平台同樣轉變著政府的內部運作。政府

可藉助雲端調整其服務，提升運作效率。政

府還可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迅速開發

新服務。此外，雲端運算內的標準化組件可

減少獲得運算資源所需的審批量，從而節省

時間和金錢。 
 
 
 
 
4.2.3. 物聯網 
物聯網（IoT）指內置具有感應、數據收集及通訊功能，可實現機對機通訊的連接裝置，例

如內置射頻識別（RFID）標籤、感應器及執行裝置的日常物品。這些日常物品可以是咖啡

機、洗髮水瓶子、汽車、方向盤、伺服器或任何你能想到的物品。這些日常物品可透過網絡

互相連接，形成智慧電腦系統及裝置的全球網絡。連接裝置可彼此互連，可監控實體環境、

單個對象或個人動作或行為的變化等，最終傳回資訊以供分析。 
 
未來，許多日常物品將可以接駁互聯網。如下圖所示，我們身邊的連接裝置正在成倍增加。

預計到二零一五年將有 250 億台裝置接駁互聯網，到二零二零年將達到 500 億台。14在龐

大的互連物品網絡中，任務及資訊交流可自動完成，將給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翻天覆地的變

化。 
 
 
 

                                                        
14參考來源：Cisco，「物聯網 — 互聯網的下一輪演變如何改變世界」。二零一一年四月。 

國際經驗和裨益 
 
Cycle Computing 是一間建立在雲端之上，

向科學及科技公司提供按需高頻寬超級運

算服務的公司。公司向客戶提供超級運算服

務，幫助其他初創企業及小企業以超低的成

本利用這種運算能力，而超級運算一般只有

財富 100 強公司才可以考慮。結果，大量小

企業紛紛藉此進軍新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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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人均連接裝置數量 

 
參考來源：Cisco，「物聯網 — 互聯網的下一輪演變如何改變世界」。 
 
實時監控及響應 
隨著連接裝置的發展，可以實時監控實體環境的變化並即時分析實時資訊，從而使決策者更

快地作出更好的決策。這種能力可以應用於零售、醫護、製造業、物流業、公共服務及眾多

其他行業。 
 
在零售業，連接裝置可以安裝到使用紙幣的顧客

的個人檔案數據（一般存儲在他們的會員卡）中，

從而收集任何相關資訊，以利在銷售點成交。例

如，可根據從感應器收集的資訊，找出關注價格

的顧客，向他們提供更多折扣或促銷資訊。零售

商還可在大量顧客入店選購時收集及處理他們的

數據。連接裝置可探察顧客在個別陳設前逗留的

時間並記錄他們最終購買的商品。基於此類資訊

的模擬系統將透過優化零售佈局，有助增加收入。 
 
 
 
在醫護領域，連接裝置可用於追蹤處於危險中的病人的行為及症狀（如體溫、血壓、心率及

其他參數），改善病人護理的安全性和品質。根據病人的實時資訊，醫師可更準確地診斷疾

病，對症治療。就醫院／醫護設施的營運績效而言，可在昂貴的手術設備上安裝感應器，監

控設備的實際使用情況，從而盡量增加設備的使用率、減少等候時間。 
 

國際經驗和裨益 
一項遠程起搏器監測解決方案利用可植

入裝置，為病人提供更優質的護理。帶

有起搏器的心臟病患者一般每 3 到 12
個月接受一次隨訪。遠程起搏器監測解

決方案可每日自動傳輸相關數據，而後

分析工具便可提示醫師生命體徵是否在

預定限度內。該方案使病人享受到更優

質的護理，安心無憂，醫師亦可及早診

斷問題，還改善了行政效率及維護。 

全球連接裝置總量 
人均連接裝置數量 

人
均
連
接
裝
置
數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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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製造業及物流業，透過連接裝置收集的資訊可有助促進運作效率。可在製造部件上安裝感

應器，透過自動追蹤或有助於減少遺失及失竊。航空及貨運物流業可利用連接裝置獲取有關

氣象、交通模式及車輛位置的最新資訊 — 藉助連接裝置可隨時調整路線，減少擁堵成本，

增加網絡的有效容量。 
 
物聯網應用在資訊科技服務及網絡業初露鋒芒。例如，在雲端基礎設施下，管理不同數據中

心安裝的網絡設備及伺服器的解決方案及做法；管理流動裝置，如蘋果公司的「Find Your 
iPhone」；暢銷的流動裝置管理工具，避免在流動裝置丟失時數據洩漏等。 
 
在公共服務領域，連接裝置廣泛應用於多個領域，包括環境保護及運輸。市民及政府機構可

藉助連接裝置感知事態，從而採取行動，準確反應，作出明智決定，並根據感應器資訊展開

分析，幫助規劃決策。例如，使用連接裝置可為公共停車這樣的簡單服務帶來便利。安裝在

部分停車表中的感應器可提供交通及道路使用資訊。綜合數據可為交通網絡設計提供參考，

並向道路使用者提供補充資訊，改善駕駛體驗。 
 
4.2.4. 新一代辦公環境 
 
隨著資訊數碼化，流動及協作技術登峰造極，

今日的辦公場所除了實體的辦公室，更可以是

虛擬環境，員工可以在辦公室內外透過多種裝

置完成工作。員工希望能夠隨時取得工作所需

的資訊，並可利用協作技術與他人合作，突破

地域界限。 
 
辦公環境目前正迎來全球變革。在更連通的工

作環境中，分散於不同辦事處／位置的員工透

過文字、語音及視訊，隨時展開合作、交流、

分享、會面甚至決策。工作人員更佳靈活，業

務效率有望提升。 
 
 

國際經驗和裨益 
加拿大政府部門加拿大公共工程及政府服

務部（PWGSC）引進「辦公環境 2.0」
（Workplace 2.0），推行公務員的現代化辦

公。這項舉措強調三個要素：實際工作場

所、支援政策（如遠程辦公）、程序及系統

（如加拿大服務共享局），協助公務員工

作，同時利用新科技，促進公務員與政府

各部門及加拿大民眾交流（如高解析度視

訊會議系統）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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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隨時隨地以任何語言在任何可信的裝置上工作的條件將會加強，在以結果為導向

的工作環境中，將根據績效，而不僅僅是出勤率來評價員工。在不久的將來，採用流動技術

的社交網絡服務將取代電郵，成為商務通訊的主要方式 15；員工將像「蜂群」一樣合作，為

應對某個問題或機遇迅速形成一個團隊，而後解散 16。過集體協作，集思廣益，輕鬆分享和

獲取知識。 
 
政府已推行電子資料管理（EIM）措施，著手實現記錄數碼化。最終以數碼形式存儲的記錄，

為便利的資料存取奠定基礎，政府職員即使不在辦公室，亦可輕鬆查閱。進一步加強協作，

隨時隨地交流分享集體智慧，將有助於滿足員工對未來辦公環境的期望。 
 
4.2.5. 大數據及分析 
 
簡單來說，大數據指前所未有地大規模收集複雜龐大的數據集，而且數據源源不斷地彙集，

並持續增加。全世界每天產生 2.5 百萬兆字節的數據。據估計，如今全球 90%的數據完全

是在近兩年產生的 17。數據源無所不在，例如收集氣候資料的感應器、社交媒體網站上的張

貼、數碼圖片及視訊、購買交易記錄及移動裝置全球定位系統訊號。數據類型變得更為多樣

化。總之，大數據在數量、速度及種類三個方面挑戰與機遇並存。 
 
為應對大數據的數量、速度及種類帶來的挑戰，我們需要徹底重新思考如何最好地存儲及檢

索數據及資訊。首先，由於數據產生幾乎無處不在，一些來自結構化數據源（如銀行的交易

記錄系統），另一些則是客戶及市民產生的，來自非結構化數據源（如社交媒體網站上的圖

片及任意文字評論）。數據常存儲在許多不同的系統及豎井中。有鑒於此，企業及政府需要

重新思考如何檢索及存取如此多樣化的數據集，以利用大數據輔助日常運作及重要的決策流

程。例如，一項名為 Hadoop 的開源軟件框架可解決對大容量、多樣化的分散數據集的存取

需求。 
 
 

                                                        
15 Gartner，「全球的無限電郵用戶將在二零一四年底達到十億」，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6 Gartner，「全球辦公環境在未來十年面臨十大變革」，二零一零年八月四日 
17參考來源：萬國商業機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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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企業及政府需要確保數據存儲優化有序，建立健全的機制以決定何種數據應移至數據

倉，何種數據又應卸載，如鮮少存取的數據或陳舊數據。 
 
但數據的大爆炸同時，也意味著更需要數據收集者完全公開數據的收集時間及使用方式。在

使用大數據作出決策時，透明是建立信賴和信心的最佳途徑。 
 
海量、多樣、高速彙集的大數據來源於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客戶及市民的需求、偏好及行

為模式上，可為企業及政府帶來寶貴新資訊。企業及政府可極大地改善服務方式，提供更加

切合客戶及市民需要的產品及服務。相應地，整個社會可進一步減少浪費，提升總體效率及

效益。 
 

圖 15 大數據數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張 

 
 

參考來源：萬國商業機器分析 
 
善用大數據需要一套新型的分析工具，即進階分析。進階分析通常指一套建立在各種用以開
發數據模式的數學及統計建模成熟技術（如關聯及隨機指數）之上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工具。
有了大數據，進階分析可使用建模技術處理及分析結構化（如關係數據）及非結構化數據（如
任意文字、圖像及視訊），揭開客戶及市民的產品及服務消費、偏好、時機及更深層的情感
反應模式。而後藉助準確的分析及解譯，這些模式可轉化成有關客戶及市民的有用參考。 

到二零一五年網絡裝置數量將達到全球人口

總數的兩倍。 

社交媒體帳戶總數超過全球人口

總數。 

數據品質解決方案針對客戶、產品

及地址數據之類的企業數據，但這

僅是企業數據總量的一小部分。 

企業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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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又相應地為企業及政府創造新的機遇，讓他們不僅可以追蹤歷史記錄，更重要的是，還可

以提前預測客戶及市民的需求變動，促使決策者及時做出明智決定。 
 
從生活中發掘真知 
在醫護領域，進階分析及大數據將轉變生物醫學資訊學，掀起一場醫護革命。大數據分析可

發掘出預測人口疾病狀況或可用於識別複雜社群疾病病因的有用資訊，追蹤傳染病病原體的

傳播及演變，分析治療目標病人類別的最有效療法，或最有效地分配初級及專科護理的資源。 
 
在運輸領域，進階分析及大數據可預測交通狀況，管理車輛流量，優化燃料消耗並避免事故。

構建智能交通系統，實現智能行車。將航班數據與公

路及鐵路交通數據結合分析，可優化終端及機場的交

通管理。 
 
在教育領域，教育工作者可利用進階分析及大數據決

定最佳的教學方式，並根據學習記錄及學生行為分析，

預測教育成果。還可制定個人化的課程綱要及教學內

容，實現定製教育。 
 
除上述與本港公共服務密切相關的領域外，公營及私營機構的其他領域，如金融、物流及公

用事業，亦可透過部署大數據及分析技術，獲利頗豐。提供者提供有價值、以民為本的服務，

相應又獲得寶貴的用戶回饋，從而促進工商界及城市的競爭力得到加強。 
 
4.2.6. 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是使人們可以透過互聯網建立、分享及使用資料、想法及內容的環境。即時（發佈

及回饋）、品質及影響力是社交媒體有別於傳統內容共享方式的一些主要差異。 
 
在過去數年，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社交網絡不斷發展。圖 14 顯示社交網絡的個人用戶量增

長，而圖 15 強調私營及公營機構亦參與社交網絡平台，在與客戶或市民的互動中發掘增值

機遇。 
 
 

國際經驗和裨益 
布萊根婦女醫院是哈佛醫學院的教學

附屬醫院。這裡力求將最新的藥物相

互作用數據即時應用在臨床中。該醫

院推行的解決方案可同時利用海量數

據及執行多項藥物研究。研究人員可

設計、測試及應用全新算法，迅速識

別藥物風險警告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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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全球社交網絡用戶增長 

 

參考來源：ComScore Media Metrix，全球，二零零七年三月至二零一一年十月。「社交世

界：有關社交網絡及其發展朝向的十大須知」。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圖 17 財富世界 100 強公司參與主要社交媒體平台之比例

 
參考來源：Burson-Marsteller。「二零一二年全球社交媒體剖析」，發佈於二零一二年八月

十五日。  
 
加強市民參與及眾包，解決複雜的社會難題 
 
機構、政府及市民有效運用社交媒體，可加強各

方之間的交流，並有助於深入了解客戶或市民的

個人需求。機構及政府可更深入地傾聽客戶或市

民心聲，加深交流，即時解決潛在問題。 
 
 

國際經驗和裨益 
美國研究人員幾十年來一直致力於構建

艾滋病病毒（HIV）中發現的複雜蛋白質

的分子結構模型。他們發明一種名為

Foldit 的蛋白質摺疊遊戲，希望「公民科

學家」能幫助構建準確的蛋白質模型。超

過 236,000 名玩家註冊，57,000 人參與

了遊戲。在三週內，遊戲參與者便解決了

困擾科學家多年的謎題。解決方案為開發

新的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提供了重要參考。 

互聯網總數 
社交網絡 

獨
立
訪
客
總
數
（
百
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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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的另一項重大應用是技能增強及工作量分配。將複雜的問題拆分為較小或較簡單的

任務後，一大群人可透過社交媒體，單獨解決簡單的任務，從而最終解決問題。例如，二零

一一年，研究人員發明了一種蛋白質摺疊遊戲，彙集 57,000 名「公民科學家」的集體智慧，

解決了困擾科學家多年的謎題（詳見下文醒目提示的國際經驗）。這種集體協作或眾包有助

於市民及機構解決複雜的技術及社會難題。 
 
4.3 對生活及工作方式的根本性重新思考 
 
透過社交媒體、流動運算及物聯網，世界正在產

生規模空前的數據。隨著大數據分析及認知運算

和雲端運算的出現，從紛繁複雜的數據集中收集

結構化及非結構化數據後，企業及政府能夠盡享

數據的快速化及多樣化，了解市民實時需求，發

現新的價值之路。如今，價值不再是以政府提供

的基本服務來衡量，而是透過交付服務的便利性

及個人化體現。 
 
同樣，這些數碼力量正改變著市民的生活、企業

的運作及政府的服務方式。這一根本性轉變要求

企業和政府機構徹底重新思考如何改善客戶和市民的端對端體驗，實現以下新期望： 
 

●即時獲取資訊、產品及服務 

●隨時隨地，按需暢享 

●企業及政府機構公開透明 

●長期交易的信賴互惠關係 

●營造產品和服務品質的無縫體驗 

●多媒體及多重任務處理貫穿於市民的日常工作生活。 
 
因此關鍵問題是：企業及政府是否準備好迎接這一根本性轉變？ 
 
 

國際經驗和裨益 
來自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及萬國商

業機器的電腦科學家及生物學家正在從

事一項名為神經性自適應塑膠可微縮電

子系統的認知運算項目。該項目嘗試在認

知電腦中複製大腦的結構及體系，分析大

腦如何接收感覺訊號、互相連通、適應這

些連接及傳送動作輸出訊號。SyNAPSE
項目成功地建立起模仿大腦運算效率、規

模及能量使用的運算系統。這將帶來激動

人心的新機遇 — 改變我們對神經科學

的認知，並有望改善神經學醫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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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數碼」如何融入點滴生活 
 
讓我們跟隨 Kelly 想象一下吧。Kelly 在香港從事金融服務業，現年 28 歲。一天晚上，Kelly
收到了新款流動裝置的促銷資訊，這是她的流動服務提供商根據客戶資料系統存儲的她的現

時數據及語音通話而選擇發出的。她按了一下連結，進入了服務提供商的入門網站。 
 
Kelly 查閱了可用的資訊，決定向 Facebook 上的一群朋友徵詢一下關於新手機的意見。她

在 Facebook 頁面上分享了來自提供商網上商店的連結。 
 
在她經過提供商的零售店時，她收到了促銷簡訊，因為她的定位服務開啟著。如果在今天購

買新裝置，可以享受這項促銷優惠。她立即在手機上進入 Facebook，查看朋友們的回應。

結果反響良好，她決定使用這項促銷優惠。 
 
Kelly 一走進零售店，稍等片刻，便受到銷售員（拿著一部流動裝置，載有從內部客戶管理

關係迅速調出的 Kelly 的全部購物記錄及偏好）的歡迎，因為 Kelly 是最忠實的客戶之一。

她立即向 Kelly 介紹促銷中的新裝置及其他適合 Kelly 的選擇。 
 
與此同時，Kelly 的朋友，也在同一網絡，收到了新的促銷優惠。Kelly 回家後，發現因為在

Facebook 上發表體會及推薦而獲得了忠誠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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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資訊及通訊科技發展的 SWOT 分析 
 
5.1 SWOT 背景 
 
本章將討論影響香港實現本策略所列資訊及通訊科技願景的內外部因素、積極及消極因素。

評估以 SWOT（優勢、劣勢、機會及威脅）分析為依據，有助於識別重要策略主題供進一

步考慮，最終確定本報告後文所述可能採取的策略措施。 
 
優勢代表在新策略中可加以利用的香港內部的積極因素，而劣勢代表需要解決及／或納入考

慮的不利因素。機會一般會從外部湧現，提供總體策略應利用的因素；而威脅同樣來自外部，

不斷出現，理解威脅可有助於關注潛在的緩解手段。 
 
我們特意從前瞻性的角度進行 SWOT 分析，將科技趨勢及上一章所述影響納入考慮。因此，

儘管在多版「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如前所示）涵蓋的數年期間，香港在一些領域取得

進展，但在未來的歲月裡，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的持續影響，我們還要更多的事情要做 — 善
用新機會、解決新威脅。 
 
本分析所用的各種資料來源包括國際評級機構研究（如世界經濟論壇）、萬國商業機器研究

論文、國際經驗、香港調查及統計數字，還有本研究與關鍵持份者群體開展諮詢會議所得的

意見回饋。在對二零零八年版策略的檢討中，我們已討論過一些與 SWOT 相關調查結果及

事實，在此簡要提述調查結果，以便完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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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SWOT 分析 
 

優勢 劣勢 
●資訊及通訊科技基礎設施一流 
●法律、商業及經濟環境健全可靠 
●市場善於接受創新產品 
●繁榮的區域商業樞紐 
●在商業及科技新發展的商業化方面聲譽卓

著 

●本地市場規模較小 
●繁榮行業（如金融業）人才競爭激烈 
●製造業及工業式微 
●土地短缺 

機會 威脅 
●中國內地的發展機遇 — 中國經濟正從出

口主導轉向內需拉動，服務業隨之擴展，

而中國的資訊及通訊科技亦處於快速成長

中 
●下一代科技趨勢帶來的巨大機遇（如雲端技

術、流動技術、大數據、社交媒體及物聯

網） 
●國際經驗表明，廣泛利用公共資料集裨益良

多 
●人口老化誘因下的醫護及安老服務創新 

●與其他亞洲及全球經濟體的競爭 — 這些

經濟體亦在尋求建立數碼領導地位 
●全球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 
●不能享用資訊及通訊科技人群的數碼隔膜

風險 

 
優勢 
 
資訊及通訊科技基礎設施一流 — 香港一貫具備質優和收費相宜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基礎設

施，有助服務和支援本地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的發展。完善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基礎設施，促使

本港絕大多數人口享受到收費相宜的互聯網服務 18，推廣資訊及通訊科技的各種便利。如本

報告前文所指，住戶寬頻滲透率約為 90%，流動滲透率約為 228.4%（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

香港互聯網服務的最高連線速度平均為每秒 57.5 兆比特，而平均連線速度則為每秒 9.3 兆

比特，兩者速度均居全球高位。 
 
 

                                                        
18參考來源：國際電訊聯盟（ITU），《衡量資訊社會發展》二零一一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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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商業及經濟環境健全可靠 — 香港經濟長期穩定，相比亞洲的其他經濟體，更具營商

優勢，更容易吸引長期的國際及本地投資。19香港政府機構及法律架構亦在國際上享有盛譽。

法律規則及自由流通的資訊是香港的寶貴財富，有助於吸引國際公司在此建立區域總部。 
 
鼓勵競爭的監管架構鼓勵在香港開展競爭及創新。香港鼓勵競爭的營商環境及較小的外資擁

有權限制，有助於公司開展競爭及創新，以具競爭力的價格向消費者提供最佳服務。香港在

多項國際經濟自由度排名中名列前茅。尤其自一九九五年以來，香港一直穩居美國傳統基金

會經濟自由指數排名之冠。 
 
香港的法制在知識產權（IP）保護方面備受國際讚譽。香港擁有悠久的知識產權保護歷史，

知識產權保護位居世界前沿。20同時，許多國際律師事務所亦在香港設有辦事處，可提供豐

富的知識產權專家資源。 
 
市場善於接受創新產品 — 香港消費者熱衷於嘗試最新的消費類科技，從智能手機到社交媒

體，無不踴躍。21據記錄，香港約有 1,000 萬名 3G/4G流動用戶，即流動用戶人數超過 62%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22消費類科技公司常常將香港作為其創新產品首發的城市之一，

許多本地消費者都率先接觸到了新產品及科技概念。 
 
區域商業樞紐，資訊及通訊科技使用高度成熟 — 香港是區域樞紐 23，為金融服務業、物

流業及醫護業等商業部門的成熟用戶開發解決方案，資訊及通訊科技業建立起出色的領域知

識。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字，二零一二年度區域總部設在香港的公司有 1,367 間。 
 
在商業及科技新發展的商業化方面聲譽卓著 — 在採用新穎思路、推動嶄新發展及探索有效

之道實現發展的商業化方面，本港經濟界及工商界堪稱成績斐然。價值創造通常是商業與科

技相結合的成果，因此，這一優勢與善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推動香港取得成功息息相關 24。 
 
  

                                                        
19參考來源：政府統計處及香港投資推廣署，《2012 年代表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按年統計調查報告》。 
20參考來源：《中國知識產權》雜誌，「香港知識產權立法：多快好省」。 
21參考來源：世界經濟論壇在《二零一三年全球資訊科技報告》中指出，在虛擬社交網絡（如

Facebook、Twitter 及 LinkedIn）使用指數中，香港名列全球第十二位。 
22參考來源：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提供的數字 
23參考來源：政府統計處，《2012 年代表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按年統計調查報告》 
24香港被《福布斯》雜誌評為前景看好的全球四大科技資本地之一（繼硅谷及紐約之後）。參考來源：

http://www.forbes.com/sites/karstenstrauss/2013/03/20/the-worlds-top-4-tech-capitals-to-watch-after-silic
onvalley-and-new-yor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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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勢 

 
本地市場規模較小 — 由於市場規模較小，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初創企業可能難成氣候，且

難以在早期發展階段與全球市場競爭。這或會約束本地資訊及通訊科技初創企業的發展步伐，

鼓勵海外企業選址規模更大的本地市場。 
 
繁榮行業（如金融業）人才競爭激烈 — 各行各業及眾多僱主都競相爭搶最優質的大學畢業

生，而在一些學生看來，投身資訊及通訊科技業並非其首選，對他們而言，金融服務行業或

企業管理類職業要更具吸引力。一些學生認為，近來日趨普遍的外包及離岸服務將危及他們

在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的長期職業生涯。對於資訊及通訊科技在經濟發展中日趨重要的作用及

該行業的職業前景，學生們都不甚了解。25從一定程度上講，他們對何謂成功的資訊及通訊

科技業職業生涯的看法上似過於偏狹。正如下文所述，今後最有價值的一項技能，是能夠將

商業與科技洞察力相結合，了解如何運用科技應對當前挑戰並創造新機遇，而非單純的資訊

及通訊科技技能。 
 
製造業及工業式微 — 自一九九零年代以來，在其他低成本城市或地區的成本競爭之下，香

港製造業及工業發展受限，甚至出現倒退。近期數據顯示，製造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1.8%，

製造業就業人數佔總就業人數的 3.4%26，與其他主要行業相比微不足道。強大的高科技製

造業及工業基礎有利於資訊及通訊科技硬件及軟件的開發。服務業在本港的本地生產總值中

佔 93%，因此不具備像周邊城市那樣的製造業及工業基地以支援資訊及通訊科技業。另一

方面，我們應當注意到，資訊及通訊科技也在許多服務行業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本

港資訊及通訊科技業在該領域擁有絕佳的機遇。 
 
土地短缺 — 土地及辦公空間的相對短缺令資訊及通訊科技業面臨壓力，尤其是需對辦公空

間進行前期投資的初創企業。在迅猛發展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業，初創企業是創新的重要推動

力，因此資訊及通訊科技生態系統受制於高昂的辦公室租金。此外，數據中心也需要大量空

間存放硬件及基礎設施。鑒於辦公室租金是數據中心的一項關鍵成本動因，不菲的辦公室租

金無疑將影響本港作為數據中心樞紐的競爭力。 
 

                                                        
25參考來源：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完成的《資訊科技人力資源工作坊報告》及萬國商業機器與資訊及通訊科

技業及教育機構代表舉辦的諮詢研習訪。 
26參考來源：工業貿易署,《二零一二年工業貿易便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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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中國內地的發展機遇 — 中國經濟正從出口主導轉向內需拉動，服務業隨之擴展，而中國的

資訊及通訊科技亦處於快速成長中。未來五年內，中國市場規模預計將擴大約一倍。27到二

零二二年，預計中國零售市場將發展到美國市場的兩倍。這一快速發展的龐大經濟體，在眾

多方面給作為中國一部分的香港提供了巨大機遇。28隨著內地經濟的側重點逐漸轉向國內消

費，加之產品製造商更關注提供附加服務，這些機遇的性質也正悄然改變。網上購物讓中國

消費者得以接觸到琳琅滿目的全球領先品牌及本地品牌，這讓零售的性質發生著本質的改變。

這些發展已經產生重大影響，並湧現出阿里巴巴等一大批成功企業。29由此觀知，中國內地

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機遇正迅速膨脹（如物聯網 30），而本港資訊及通訊科技業亦將從中受益，

迎來發展機遇。對於擬在中國推出全新商業模式、產品及服務的資訊及通訊科技企業及其他

企業而言，本港有時亦可能是投石問路的理想市場，更何況中國遊客為香港零售業帶來的驚

人銷售額。 
 
下一代科技趨勢帶來的巨大機遇（如雲端技術、流動技術、大數據、社交媒體及物聯網） — 
正當全球經濟體竭力了解及善用現有科技之際，下一波科技發展浪潮正席捲而來，且態勢或

會繼續壯大。對不少人而言，雲端運算意味著很多事情，譬如按需運算能力（儲存及運算能

力）、軟件即服務及應用程式即服務等。藉助雲端運算，數據中心服務亦可能發生變革，而

在港府的支援及促進下，本港資訊及通訊科技業已在這方面取得巨大成功。流動電話及社交

媒體讓資訊及通訊科技延伸到家和辦公場所之外的地方，讓人們以不同方式生活及工作，開

發出種類繁多的新應用程式。物聯網則有望為現實世界及我們周邊的基礎設施構建一層新的

資訊網，從而提供新的見解及途徑解決香港在公用社區方面面臨的多重挑戰，如環境、交通

擁堵、食品安全和保障、建築安全及醫護等。鑒於香港在設法善用新技術方面的過往表現，

香港和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業將迎來重大機遇。 
 
 

                                                        
27參考來源：經濟學人研究組，《中國的零售市場：雙龍》。 
28參考來源：智經研究中心發佈的《「十二．五」廣東經濟結構轉型與香港的機遇》研究報告。 
29參考來源：《經濟學人》，「阿里巴巴 — 世界上最大的集市」 
30參考來源：CNN，「物聯網 — 中國一路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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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驗表明，廣泛利用公共資料集裨益良多 — 為管理及提供公共服務，政府會收集並使

用大量本地數據。整合及善用這些數據將為社區帶來豐厚的潛在價值，但收集數據的政府機

構可能並非評估有益數據或利用數據開發創新應用程式的最佳人選。藉鑒其他政府的經驗我

們可知，開放格式正確的數據供私營及非政府機構使用，可以讓他們在發掘數據用途及應用

程式方面發揮無限創新。當然，可識別個人身分的數據無需亦不應被如此使用。不過，很多

公共數據都不涉及個人而是與物理環境有關。況且，為避免可能的私隱問題，有關個人的數

據往往可在合併後再予發佈以作創新再用。政府通常會透過入門網站或平台發佈數據，藉以

尋求這類公共資料的開發及再用機會。香港政府已設立開放數據平台（Data.One），現時，

部分公共資料已可供下載及再用，這為進一步拓展公共資料的發放及再用以增進社會經濟效

益提供了良機。 
 
人口老化誘因下的醫護及安老服務創新 — 香港擁有世界一流的醫療系統，並一直致力於為

老年人提供多項公共服務。透過創新的資訊及通訊科技解決方案，這些服務有望得到促進及

改良。譬如，全球各地的計算機科學家正與醫學專家攜手，運用先進的運算工具研究與老化

相關的疾病，並試圖開發創新療法 31。這些創新開發中蘊含著巨大的商機與價值。隨著香港

人口的不斷老化 32，創新及促進醫護及安老服務的需求及誘因將日趨凸顯。在資訊及通訊科

技業及其他創新驅動型行業的不斷發展下，香港有望成為解決安老服務的理想試驗場與創新

樞紐。 
 
威脅 
 
與其他亞洲及全球經濟體的競爭 — 其他城市及經濟體當然也深知資訊及通訊科技和科技

趨勢帶來的機遇，並尋求建立自己的數碼領導地位。香港周邊經濟體已制定策略，以期利用

資訊及通訊科技增強在全新數碼時代的競爭優勢。澳洲、新加坡及南韓等國已制定二零一五

年及二零二零年全國資訊及通訊科技發展策略。當然，資訊及通訊科技利用絕非零和遊戲，

即使其他城市有不俗表現，香港未必就處於弱勢。香港將以充分攫取科技帶來的機遇為重心。

事實上，從某種角度而言，與眾多經濟體及城市在一個蓬勃發展的區域圈內共同競爭，不失

為對本港持續發展的一種鞭策。不過在某些領域，例如資訊及通訊科技業及吸引國際公司將

總部設在香港方面，周邊城市及經濟體確實與香港存在競爭。香港必須確保至少與其他中心

齊頭並進，甚至領先同儕。而有效利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和技術，以及建立關鍵資訊及通訊科

技服務業都是當中至關重要的因素。 
 

                                                        
31參考來源：《衰老研究評論》，「下一代測序老化研究中的應用：新興應用、問題、缺陷及可能的解決方案」，

二零一零年。 
32參考來源：香港政府發佈的《香港人口推算 2007–2036》：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707/16/P200707160137.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707/16/P2007071601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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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 — 世界各地的經濟體或多或少都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並正

以在不同的速度恢復。不少成熟市場遭受的衝擊更嚴重，恢復元氣亦較緩慢，這對全球資訊

及通訊科技市場及其增長造成了影響。全球的主要資訊及通訊科技市場已感受到全球經濟不

確定性的影響 33，而隨著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對本地資訊及通訊科技公司的市場需求亦面臨

潛在壓力。另一方面，作為中國的一部分，香港的經濟增長率跑贏大部分主要經濟體 34，許

多全球性公司正紛紛將投資重心轉向增長型市場並加大投資力度，尤其是對中國市場的投資

力度，以期從中獲利。 
 
不能享用資訊及通訊科技人群的數碼隔膜風險 — 弱勢社群獲得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機會有

限，亦難以享受其帶來的生活裨益，這些都可能令他們的處境更加不利。例如，患有某種殘

障的人如果沒有獲提供輔助產品及服務，可能難以使用這些科技。低收入家庭如果孤立無援，

可能難以接觸到資訊及通訊科技及其帶來的機會，進而加重低收入家庭的困境，甚至將貧窮

厄運延續至下一代。現時，一些長者所生長的年代並無普及當今的各類科技，因此他們往往

對資訊及通訊科技不甚了解，掌握的機能亦較少，這些都平添了讓今後不斷擴大的老年人口

融入數碼生活的難度 35。國際經驗表明 36，這些受數碼排斥的市民更可能處於經濟及社會

弱勢。惟有消除數碼隔膜，實現本港資訊及通訊科技願景的裨益才能惠及全體社會公民。 
 
5.3 SWOT 分析結論 
 
多年來，香港已打造成為世界頂級的數碼城市，擁有令企業及市民受益的先進資訊及通訊科

技基礎設施及穩健的政治及法律環境。儘管香港的本地市場規模較小，且面臨亞洲其他國家

及全球經濟體的激烈競爭，但香港與內地及全球其他地方的緊密合作關係，加之其作為區域

性商業要樞的良好經濟環境，都賦予了本港得天獨厚的策略優勢。 
 
.

                                                        
33參考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二零一三年四月世界經濟展望（WEO）」。 
34參考來源：IDC，「中國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支出 — 2012 – 2016 年預測與分析」。 
35參考來源：香港政府發佈的《香港人口推算 2007–2036》：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707/16/P200707160137.htm 
36參考來源：特許稅務學會（英國），「數碼排斥」,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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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維持繁榮，香港必須打造自身優勢，把握當前機遇，不斷勵精更始。歷經多年長足發展的

科技，將確保香港保持其領先地位。 
 
昔日用於後台操作的科技，已憑藉其優勢走出資訊及通訊科技部，融入以民為本的政府電子

化服務、企業創新解決方案及市民日常生活。 
 
因此，我們有必要闡明本港期許的未來，以及將如何運用科技實現這一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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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願景 — 智慧香港，智優生活 
 
6.1 闡明願景 
 

我們希冀香港成為摩登的智慧城市，讓科技在以下方面推動著生活品質的提升： 

● 市民及遊客透過智慧互連的接觸點，與企業和政府機構更多交流 

● 企業更具創新精神地預測變動的客戶需求，走出香港，開拓市場 

● 本港資訊及通訊科技業一馬當先，把握內地新科技與機會，再創新高峰 

● 從交通、公用設施到服務，建立更智慧的互連基礎設施，促進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 建立開放協作的數碼生態系統改善生活質素，讓社會更加包容和繁榮 

● 營建知識型社會，隨時隨地掌握實時知識及資訊。 
 
科技能促進本港市民、企業與政府部門間更良好的溝通和合作，並應成為援助及幫助殘疾人
士的手段。 
 
放眼外部世界，我們的願景是成為全球公認的領先數碼城市，其知名度堪比我們享有的全球
金融中心及貿易樞紐之美譽。香港應打造蓬勃向榮、活力充沛、勇於創新的國際形象，卻又
不失其獨特傳承、文化及價值觀的特質。不僅如此，香港在內地及全球其他領先城市眼中亦
應將被視為楷模或典範。 
 
為實現這一願景，我們提出了一系列使命／目標： 

● 善用資訊及通訊科技造福社區，讓每個人都能透過善用科技來改善日常生活 

● 發揮本港創新力量，用創新意念締造卓越成就 

● 促進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的持續蓬勃發展，助推本港未來經濟增長 

● 善用最新科技發展改造政府及公共服務營運，滿足市民的未來需求及期許。 
 
上述願景及使命／目標的策略要素要求我們制訂一系列協作措施及計劃，從而交付成果，兌

現裨益。因此，包括普羅大眾（包括教育、數碼認知及身分等）、各行各業（包括資訊及通

訊科技初創企業、中小型企業、跨境企業等）及港府及全港（包括公共服務一體化、資訊及

通訊科技基礎設施等）在內的各界持份者及團體應同心合力，積極參與。透過在各領域投入

資源並成功執行相應的計劃，香港定能實現下文所述的預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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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預期影響 
 
我們預計新願景成真將對香港要素產生如下顯著影響： 
 
就普羅市民而言，願景成真意味著享受更便捷的公共服務及更輕鬆智優的生活。市民可透過

流動裝置隨時隨地在網上使用大多數公共服務。這些服務將切合用戶需求、高度個人化且資

訊完全貫通，從而豐富用戶體驗，提供最大方便。藉助社交科技，市民亦能與政府線上互動。

對於網上銀行或網上零售店等私營部門服務，流動線上客戶體驗不僅是其他業務渠道的一種

便捷替代，還將提供日益豐富、有價值且全面的客戶體驗，而這往往是實體分行或實體店體

驗所無法企及的。 
 
就商界而言，智慧城市能夠建立起必要的基礎設施（例如快速普及的高頻寬接入、寬泛的資

訊及通訊科技服務及平台選擇、電子支票及電子支付等），為企業創造運作效率並節約成本。

此外，隨著電子商貿的廣泛推廣和採用，企業將進一步提升能力，更有效、更廣泛地接觸客

戶，開創香港與中國內地之外的新市場。此外，不少電子化服務還將得以發展，以實現卓越

服務並進一步鞏固我們作為全球最先進服務經濟體的地位。 
 
就資訊及通訊科技業而言，智慧城市將推動資訊及通訊科技業進一步發展，拓寬機遇。作為

善用科技的楷模，香港將向本地資訊及通訊科技業提供難得的機會，並為擴張中的本地企業

提供絕佳的參照點。資訊及通訊科技企業將受惠於更輕易的區域及國際市場準入。香港將構

建生態系統，支援資訊及通訊科技初創企業的發展，並提供更成熟的服務和環境，鼓勵在各

自領域成為地區和全球領袖的城市資訊及通訊科技翹楚再創輝煌。這些企業將鞏固香港的領

先地位，並鼓勵更多年輕人考慮投身資訊及通訊科技業。 
 
就政府而言，基於大數據及先進分析（例如來自 1823 查詢的數據）見解的加強電子化公共

服務將使公務員提供更加個人化和更具針對性的服務，從而更有效地回應市民需求。公務員

尤其無需再為行政瑣事纏身，有更多時間直接聽取市民意見、提供幫助。透過提供公用平台

支援面對面及線上政府服務，政府能夠提供更加整合及切合市民需要的服務，同時提升辦公

效率，以釋放資源滿足新的需求。這樣一來，公共服務就能實現高客戶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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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智慧香港，智優生活」提出的願景，在下一節，我們將繼續闡述香港應如何透過一

系列策略計劃或重點實現這一願景的建議。 
 
智慧城市改變生活的示例： 
公共電子服將更具互動性，數碼身分將為市民帶來更便捷、資訊更貫通的體驗。普通市民將

能夠透過一站式數碼平台獲得大多數公共電子服務。例如，新生兒的母親通常能與各政府機

構進行各類互動，如簽署及擷取出生證明書、安排就診、檢索個人醫療記錄及開立處方藥等

等。隨著更加一體化的公共服務及數碼身分及簽名的推出，媽媽們將能夠一邊在家安心照顧

寶寶，一邊在網上完成所有這些活動。 
普通市民 

 
「我通常不在城內，因此一般透過互聯網使用公共服務。現在，我對網上可完成的事情及其

簡便易用感到驚嘆。有了數碼身分後，我可以申請駕駛執照、換領護照、完成婚姻登記並從

醫院擷取個人醫療記錄。我還發現了許多有趣有用的應用程式及公共數據。我在開車時會收

到實時資訊，提示我選擇一條不擁堵的最快路線。外出就餐時，我可以透過應用程式檢查各

餐廳的檢查記錄，以選定一間衛生等級良好的餐廳。透過查詢準確的空氣質素數據，我還能

知道何時不宜在戶外鍛煉。現在一切都變得真的很方便。」 
 
年輕的新生兒母親 

 
「我是一位年輕的母親，兒子現在兩個月大。我需要時時照護寶寶，照顧他的需要。在智慧

城市生活，讓我能一邊在家安心照顧寶寶，一邊在網上完成醫療預約及公共服務！」 
 
對於學生，這一新願景將提供全面革新的電子學習體驗。學生可透過全電子化課室及學校接

受涵蓋全部科目的真正個人化教育，並與其他課室及學校的學生進行即時多媒體連結（例如

在合作項目中）。科技將走出計算機實驗室和資訊及通訊科技教育，結合教師發揮的重要作

用，成為一切教育的重要媒介。對於教師而言，這些發展同樣是革命性的，他們能夠從冗繁

的日常任務（如批閱功課）中解脫出來，專致於優質教學。電子學習不會取代課堂教學，而

是使課堂教學更卓有成效及富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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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 

 
「我是一名大一學生。我希望更深入學習我的生物學課程，且經常需要和我的同學合作開展

多個項目。數碼學習平台讓我享受到真正個人化的學習體驗，我能更好地與同學合作，而且

完全在網上進行！這項科技真是太酷了，我正考慮投身科技業，現在外面有很多科技公司，

能加入這些公司我將非常榮幸。」 
 
對於長者，政府將提供遠程服務選擇，讓他們無須因就診在醫院久候。譬如，透過日益數碼

化的醫療設施，市民可自行開展健康檢查或實現生命體徵遠程監控。到訪醫護人員可從市民

家中存取健康記錄以開展醫療程序。 
 
長者 

 
「我現年 72 歲，自出生起就一直在港生活。如今在這座智慧城市，我能夠線上申請大多數

的公共服務，而無需在政府辦公室前排隊久候了！我無需再自己保存醫療記錄，因為如今我

可以輕而易舉地透過互聯網存取這些記錄！」 
 
對於殘疾人士，智慧城市將確保人人都從科技的實施中獲益，並善用科技提供切合需要的幫

助。例如，地圖應用程式將提供大廈的輪椅通道導航，或城市兩位置間的最佳路線。 
 
殘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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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從六歲起就開始使用輪椅了。生活在這座智慧城市，每次出行時我可以藉助流動設備

查找最新的輪椅通道，在市內各地方便行走。透過流動設備，我還能隨時隨地上網，申請任

何必要的公共服務！」 
 
對於在家／流動辦公室辦公的人，能保證全天候高頻寬可靠上網的發達網絡基礎設施必不可

少。幫助管理日誌、安排會議、分享工作產品及促進協作的創新軟件亦很重要。這些科技將

提升他們的工作靈活性，並從租金及差旅費的節省中獲益。 
 
電子通勤族 

 
「我是一名在家工作的自由設計師。我與世界各地的設計師們在網上合作空間共事，並透過

視訊會議向客戶展示我的工作成品。有時我會在咖啡廳或路上工作。發達的流動互聯網及易

於使用的雲端應用程式，讓我的工作更便利、更高效！」 
 
對於商務人士，智慧城市將幫助他們拓展新市場、提升收入、優化營運，覓得並留住優秀人

才，並積極承擔企業的社會責任。例如，電子支票支付可提高營運效率，進而節約成本，而

流動應用程式及數碼媒體可使銷售及營銷受益；同時，更多的自動化流程可減低能源和紙張

消耗。 
 
資訊及通訊科技初創企業 

 
「已在這座城市實現科技業務起步的我，現在希望加快業務發展的步伐並投入更多時間尋覓

業務新機。我能在這座智慧城市中更方便地獲取創業指導資源等相關創業資訊，與其他創業

者互聯互通並尋得天使投資。此外，我還能完全在網上處理客戶支票付款，從而提升公司的

運營效率並讓我有更多的精力專注於核心業務的增長！」 
 
普通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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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香港經營公司已有三十年，我希望將客戶群擴展到世界各地。我的產品將惠及青少年

和年輕人（X 與 Y 世代），造福下一代，而我的員工也將更具團隊意識及生產效率。 
 
我的產品依託這座智慧城市提供的最佳商務平台以及出色的流動應用程式銷往全世界。我聘

請最傑出的數碼媒體專家重塑公司品牌形象。我的產品深受全體青年人和青少年喜愛。我的

產品設計團隊藉力於數碼工具實現更加緊密的合作，他們都很享受這份工

作，也很熱愛工作崗位！」 
 
資訊及通訊科技企業擁有人 

 
「雖然我有很多創意，但我需要資金來將它們轉化為產品，同時我也在為我的中國業務尋覓

研發和銷售人才。我能在這座智慧城市建立能為我的業務提供支援的投資者、研發人員以及

專利專家的廣泛網絡。有了所需的投資和資本，我能從眾多大學的豐富資訊及通訊科技人才

資源中挑選並聘請最優秀的員工。他們非常渴望與我的內地業務夥伴共同開拓市場。有了他

們的幫助，我的事業定能蒸蒸日上。」 
 
對於來港遊客，自他們踏入香港的那一刻起，就能暢享這座智慧城市帶來無縫化高科技體

驗，並伴隨旅途全程。常來遊客將收到個性化且切合需求的資訊，為他們建議特定安排、在

最鐘愛的餐廳訂座、提供遊客喜愛藝術家的表演訂座服務，或提供適合個人情況的遊覽景點

建議等。遊客初次踏入這座全球智慧城市，就會有賓至如歸之感，他們在遊覽全程中將享受

到種種便利及免費增值服務，進而鼓勵他們向親友推薦香港的魅力。 
 
遊客 
 

「在港旅遊期間我能享受隨時隨地的互聯網接入服務，這太棒了！互聯網覆蓋

全港，能讓我輕鬆實現城市導覽。有了這些適用於我的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的

應用程式，在這裏我甚至不需要旅行手冊或導遊了！」 
 

對於公務員，更強大的電子政府應用程式能提供他們需要了解及為回應公眾需求的資訊，並

讓他們無需再為行政瑣事纏身，有更多時間直接為市民提供幫助，進而有助於提升公眾對公

務員的工作滿意度，並培養公務員努力服務公眾的使命感。 
 
公務員 

 
「我是一名公務員，服務香港公眾是我的職責。政府是一個具有眾多服務職能的複雜組織，

知曉我們擁有哪些資訊以及可以提供哪些服務，有時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現在，我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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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流動應用程式更加方便地獲取有關市民以及相關民生服務的資訊。除了直接服務於民眾

之外，我還需要花時間處理各種行政事務。得益於更加強大的電子政府應用程式，現在我能

花更多時間直接幫助市民並提高工作效率！能為建設一個更好的社會貢獻自己的微薄之力

讓我感到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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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實現「智慧香港，智優生活」的策略重點 
 
7.1 概述 
 

圖 18 制訂的願景及策略重點 

 
 
為實現這一願景，我們給出全面的措施計劃，可分為以下四個策略重點： 

● 善用科技，提升潛能 

● 激勵創新，成就未來 

● 發揮優勢，拓展本港產業和研發 

● 貫通資訊，利便市民。 
 
本報告將在下面章節中深入探討這四個策略重點。 

最新的科技發展 檢討香港現時資訊及

通訊科技策略及發展 

優勢 劣勢 

機會 威脅 

願景 
智慧香港，智優生活 

善用科

技，提升

潛能 

激勵創新，

成就未來 
發揮優勢，

拓展本港產

業和研發 

貫 通 資

訊，利便

市民 

檢討及趨勢（第三及四章） 

SWOT 分析（第五章） 

願景（第六章） 

策略重點（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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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善用科技，提升潛能 
 
當前，資訊及通訊科技在各個生活層面都扮演著重要角色，包括教育、工作、休閒、娛樂、

文化、藝術、業務及公共服務等。市民惟有具備接觸及使用科技的基本技能、素養及信心，

才能充分提升其潛能。 
 
為實現這一願景，我們必須確保每個人都擁有基本能力，以便在資訊及通訊科技盛行的環境

中運作和生活。這並不表示人人都要具備深厚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知識／技能，譬如精湛的程

式編寫能力，而在於我們對這項科技的理解和輕鬆使用，比如透過智能手機存取互聯網、在

平板電腦上玩遊戲、以全渠道方式進行數碼商務個人/企業交易等。在此策略重點的推動下，

本港主要區域還將實現透過有線、流動及／或其他無線機制的高頻寬上網。 
 
儘管本報告勾勒的願景重點是香港民眾，但我們亦可藉此良機大大改觀因商務、旅遊或探親

訪友等原因訪港之遊客的體驗，從而鞏固及提升本港形象，促進經濟及旅遊業的繁榮。例如，

在遊客搭乘飛機、船艇、火車或其他私人及商用車輛抵港後，他們應當享受經濟便捷、四通

八達的網上服務。隨著網絡連通的普及及持續，我們還可向遊客推出增值諮詢/資訊（根據

客戶群及其所處地點），讓他們在暢遊本港及眾多景點時獲取更多導覽資訊。 
 
我們尤須關注的一點，是必須讓所有社群都參與全新的數碼環境，並特別體察長者、殘疾人

士、經濟不寬裕者／經濟拮据者等群體的需求。此外，我們還必須考慮藉助科技改善殘疾人

士生活質素的可能，例如便利他們在市內探路及出行。 
 
為實現這一策略的關鍵措施包括： 
● 為每位香港市民提供免費通用的數碼身分 — 供市民在更寬泛的智慧城市電子服務（即

更個人化、功能更多樣）中方便穩妥地使用，以處理日常交易（如電子支票） 
 
● 提供便利的科技和寬頻上網 — 旨在消除屏障，讓市民盡享居住在世界領先數碼城市的

生活裨益 
 
● 透過高頻寬上網為各學校各課室提供全課程電子學習，以推進教育 — 透過在網上提供

相關多語種課程、教材、測試評估及其他電子學習工具，實現多媒體互動教學，讓學生獲

得真正革新的學習體驗及素質；教學人員不再冗事纏身，可投入更多精力關注個別學生，

推動取得更好的學習成果 
 
● 將程式編寫元素併入每個孩子的教育計劃，培養其一貫的邏輯思維及運用資訊及通訊科

技解決問題的習慣 — 提供一種新穎方式，幫助孩子們學會慣用科技的浩瀚力量，發揮創

意獨立解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並養成有條不紊的思考方法及邏輯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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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遊客及市民提供切合需要的資訊 — 透過先進、個人化及多媒體線上體驗增進遊客及

市民的參與度，並使他們盡可能地享受樂趣與方便。 
 
7.3 激勵創新，成就未來 
 
近年來，一些最具活力和最有影響力的商業機構之所以成功，不在於研發嶄新科技，而在於

巧妙地應用科技。Google,、Facebook、Wikipedia、Amazon 及阿里巴巴等傑出企業範例，

無一不是憑藉對科技的奇思妙用，引發席捲全球的個人、社會及企業革命性變革。 
 
創新意念是概念化和無形的，而非有形之物。此策略重點旨在制訂一套激勵、培育及保護創

新意念的全新方法，並營造嶄新的協作環境，讓這些意念得到分享與交流，進而轉化為業務

創新潛能，給香港帶來重要的經濟價值。 
 
開放所有公共資料（PSI）供富有遠見的資訊及通訊科技企業家使用，將進一步擴大業務創

新的種類及規模。例如，美國的經驗表明，廣泛分享公共資料能夠激發公眾的興趣及熱情，

富有創意地利用這些資料開發新的流動應用程式。 
 
為實現這一策略的關鍵措施包括： 
 
● 建立創新及協作平台，透過加速對企業對科技的創新應用提升本港競爭優勢 — 培養創

造性及創新性社群以促進各界積極交流理念，催生富有激勵性及價值的全新資訊及通訊科

技業務模式／解決方案 
 
● 推行中小型企業雲端平台和知識共享，幫助他們透過加大使用科技取得成功 — 探索新

方法激勵中小企在實踐中多運用新技術，從而提高生產力、實現更大商業成功並為社會擴

大就業機會 
 
● 開放所有公共資料供私營及其他非政府機構使用，加快創新步伐 — 免費開放公共資料

這座封藏的寶庫供富有遠見的資訊及通訊科技企業家使用，讓他們開發創意新應用程式

（以流動裝置的種類為重點）供香港使用，一旦該等應用程式在香港大獲成功，亦可考慮

將其推向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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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發揮優勢，拓展本港產業和研發 
 
如 SWOT 分析中所述，香港開放透明的政府架構和優越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基礎設施，讓其

成為資訊及通訊科技企業家的沃土，他們將層出不窮的創新意念，化為一間間蓬勃發展的資

訊及通訊科技初創企業。香港坐擁毗鄰內地的獨有優勢，加上其由來已久的區域商業要樞地

位，都將助力冉冉升起的本港資訊及通訊科技業塑造其獨有特質。 
 
此策略重點旨在解決如何發展本港獨有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業這一難題。蓬勃發展的資訊及通

訊科技業是嶄新數碼經濟的必要基石，它有助於將創新及研究轉化為商業機會及經濟價值。 
 
吸引及保留數量、類型及質素合宜的資訊及通訊科技人才是這一主題的首要要素。配合上一

個策略重點提到的創新環境，掌握適當的人力資本及人才將提供推動資訊及通訊科技業所需

的智慧動力，並最終有助於打造香港的產業冠軍。 
 
儘管香港本地市場狹小，但與內地合作將帶來多方面機遇 — 研發領域尤其活躍。同時，香

港彙集大量設計精英，流動服務幾乎遍及全港，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的發展優勢得天獨厚，

有助於將香港打造成為流動卓越中心及數碼媒體卓越中心。 
 
衡量香港成功的標準之一是融合商業與科技的初創企業數量有明顯增加，以及在爭奪人才、

比拼創意的市場競爭中出現資訊及通訊科技冠軍。 
 
為實現這一重點，關鍵措施如下： 
 
● 完善扶持科技初創企業的生態系統 — 營造良好的文化及環境，彙聚一切必要因素，促

進融合商業與科技的初創企業成功發展，打造香港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冠軍 
 
● 培養資訊及通訊科技及企業科技應用領域的頂尖人才 — 建立合適的專業框架，與產業

領袖合作，提供更專業的培訓 — 扶持潛在僱主及僱員 
 
● 把香港建設為跨平台應用程式卓越中心 — 積極推動和鼓勵為跨平台解決方案提供更多

業務機會、進行更多活動及展開更激烈的競爭 
 
● 繼續發展雲端運算和數據中心樞紐 — 嘗試更有效的方法，推動雲端運算和數據中心的

發展 
 
● 善用經濟一體化，融合本港媒體、創意及科技產業優勢，打造數碼媒體卓越中心 — 建
立協作創新平台，促進專業人士、業餘愛好者及普通市民透過最新數碼媒體創新、共同開

發及發佈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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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利用香港的獨特地位，推動資訊及通訊科技企業把握內地機遇 — 充分利用與內地

相近的自然與文化背景，推動源自本港商業智慧及科技創新的一流解決方案及服務打入內

地市場 
 
7.5 貫通資訊，利便市民 
 
在最近十年中，對市民和企業來說，電子政府服務已從純粹提供網上靜態歷史公共資料，發

展為更加以民為本的交互多媒體雙向客戶體驗服務。嶄新及新興科技正大力推動政府的新一

代公共服務之路。 
 
此策略重點力求依託香港政府在改進對社群的服務及交流上已有的成就。具體而言，流動技

術為提供隨時隨地的個人化服務提供了轉變途徑。香港的流動裝置滲透率居全球前列，具備

從電子政府向流動政府轉變的條件，公共服務的交付及覆蓋範圍將迎來根本性的轉變。 
 
轉變的關鍵益處在於，流動政府可提供更優質方便、資訊更貫通、高度個人化及能識別位置

的廣泛服務。隨著電子政府向流動政府的轉變及流動裝置滲透的持續加快，流動途徑未來應

成為提供公共服務的恆常模式。 
 
與此同時，智慧城市透過智慧感應器提供海量實時數據，即時將有價值的實時多媒體位置敏

感資料透過流動裝置傳達予市民。 
 
為實現這一重點，關鍵措施如下： 
 
● 為市民和企業提供觸手可及的流動政府服務 — 隨時隨地，暢享無阻 — 將跨平台定位

為提供網上電子服務的恆常途徑 — 作為世界第一的「流動社群」，務必提高服務品質，

造福大眾，提高生產力 
 
● 根據個人需求度身打造資訊貫通、切合需要的服務 — 設計及交付更加個人化的電子服

務 — 符合個人需求及要求 — 為香港的市民及企業提供卓越服務，提高其運作效率 
 
● 透過進一步數碼化和物聯網建設智慧城市基礎設施，利用大數據管理蓬勃發展的城市 — 
在全港擴大部署感應及其他智慧裝置，進一步利用其他數碼技術 — 而後將所獲數據彙總

分析，提煉出造福整個社會的發現及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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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支援策略重點的計劃 
8.1 計劃 
為實現上文建議的策略重點，我們提出了一系列環環相扣的措施。下表概述了這些措施及針

對各策略重點的相關工作範疇。有關各項措施及相關工作範疇的詳情，詳見本報告第八章第

2 節。 
 
策略重點一：善用科技，提升潛能 

措施 潛在工作範疇 

1. 為每位香港市民無償提供通用的數碼

身分 
(a.) 為所有市民提供免費易用的數碼身分 

(b.) 運用數碼身分繼續推進電子政府發展成長 

(c.) 攜手銀行推出電子支票 

2. 提供便利的科技和寬頻上網 (a.)鼓勵及推動殘疾人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 

(b.) 進一步向社會推行無障礙網頁 

(c.) 鼓勵在數碼共融計劃中多多善用流動技術 

(d.) 透過 Wi-Fi 熱點方便公眾上網 

3. 透過高頻寬上網為每所學校每間課堂

提供全課程電子學習，從而推動教育

發展 

(a.)讓高頻寬網絡接入各大學府及課室 

(b.) 為每間課室配備所需的科技，讓教師和學生

使用及參與網上互動學習 

(c.) 為教師提供援助和培訓，使他們能夠最有效

地利用這種全然不同的教學環境 

(d.) 鼓勵學生接受優質網上教育 

4. 將程式編寫元素併入每個孩子的教育

計劃，培養其一貫的邏輯思維及運用

資訊及通訊科技解決問題的習慣 

(a.)宣傳程式編寫教育的裨益 

(b.) 強化兒童對程式編寫的學習 

(c.) 支援教師的程式編寫教學 

5. 為遊客及市民提供切合需要的資訊 (a.)促進遊客和市民透過 Wi-Fi 服務使用更多的

流動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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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重點二：激勵創新，成就未來 

措施 潛在工作範疇 

1. 建立創新及協作平台，透過加速對企業

對科技的創新應用提升本港競爭優勢 
(a.) 加強大學技術轉移 

(b.) 利用更寬泛意義上的創新概念推動卓越經

營 

2. 推行中小型企業雲端平台和知識共享，

幫助他們透過加大使用科技取得成功 
(a.) 推行中小企雲端平台 

(b.) 鼓勵協同共享中小企業務和科技創新資訊 

3. 開放所有公共資料供私營及其他非政府

機構使用，加快創新步伐 
(a.) 提供數碼格式的電子公共資料，方便再用 

(b.) 鼓勵其他公共機構開放公共資料 

(c.) 優先為高增值服務業提供公共資料 
 
策略重點三：發揮優勢，拓展本港產業和研發 

措施 潛在工作範疇 

1. 完善扶持科技初創企業的生態系統 (a.)為科技初創企業建立數碼平台 

(b.) 幫助初創企業營造創業文化，鼓勵相互交流

創意想法 

2. 培養資訊及通訊科技及企業科技應用

領域的頂尖人才 
(a.)制定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認可架構 

(b.) 加強業界合作培訓 

(c.) 提高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形象 

3. 把香港建設為跨平台應用程式卓越中

心 
(a.)向弱勢社群提供獎勵，推動跨平台解決方案發

展 

(b.) 推動經驗交流，宣揚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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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研究和推動交易和支付方面的跨平台業務

解決方案 

4. 繼續發展雲端運算和數據中心樞紐 (a.)促進本港發展成為主要數據中心 

(b.) 為服務用戶和供應商制定並向他們推廣雲

端運算標準、最佳實踐及指引 

(c.) 政府以身作則率先使用雲端服務 

5. 善用經濟一體化，融合本港媒體、創意

及科技產業優勢，打造數碼媒體卓越中

心 

(a.)促進媒體內容供應商和資訊及通訊科技公

司之間的聯繫與合作，以匯聚多間數碼媒

體公司 

(b.)推動經驗交流，宣揚成功案例 

6. 繼續利用香港的獨特地位，推動資訊及

通訊科技企業把握內地機遇 
(a.)繼續促進業界跨境合作 

(b.)加大協作力度，共同推廣及推動本港資訊及

通訊科技業 
 
策略重點四：貫通資訊，利便市民 

措施 潛在工作範疇 

1. 為市民和企業提供觸手可及的流動政府

服務 — 隨時隨地，暢享無阻 
(a.)為所有政府部門的現有公共服務打造跨

平台解決方案（如可能） 

(b.)為所有政府部門的未來電子政府服務構

建跨平台 

2. 根據個人需求度身打造資訊貫通、切合需

要的服務 
(a.)為電子政府服務開發及推廣更多資訊貫

通的解決方案 

(b.)鼓勵所有政府部門使用政府雲端平台

（GovCloud）和共享服務 

3. 透過進一步數碼化和物聯網建設智慧城

市基礎設施，利用大數據管理蓬勃發展的

城市 

(a.)推廣感應或物聯網設備的使用 

(b.) 鼓勵政府部門互通資料 

(c.) 探索及鼓勵資訊及通訊科技的進一步生

產性應用 

(d.) 在各政府部門公佈大數據標準、方法及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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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善用科技，提升潛能 
 
當前，科技在各個生活層面都扮演著重要角色。只有人人都具備接觸科技的基本技能、信心

及認知，才能改善生活質素。「智慧香港，智優生活」策略將繼續應對長者、殘疾人士及經

濟不寬裕者等群體難以完全融入數碼環境的挑戰。在校學童應配備完善的科技設計，以便在

日常生活及未來職場中充分利用科技。儘管香港民眾乃是本策略的主要關注點，但我們亦可

藉此良機大大改觀因商務或休閒旅遊等原因訪港之遊客的體驗。 
 
在此策略重點的支援計劃下，為提供新發展機會的關鍵措施包括： 
 
● 為每位香港市民無償提供通用的數碼身分 
● 提供便利的科技和寬頻上網 
● 透過高頻寬上網為每所學校每間課堂提供全課程電子學習，從而推動教育發展 
● 將程式編寫元素併入每個孩子的教育計劃，培養其一貫的邏輯思維及運用資訊及通訊科

技解決問題的習慣 
● 為遊客及市民提供切合需要的資訊 
 
8.2.1. 為每位香港市民無償提供通用的數碼身分 
 
香港現狀 
 
數碼身分可作為使用各類電子服務的一種穩妥方便的工具。在日常中，本港民眾及企業對電

子服務的使用都日益增多，他們對電子商貿及電子政府的使用就是一個例證。例如，本港電

子銀行帳戶數目不斷上升，當中個人帳戶及企業帳戶的數目在二零一二年分別達 840 萬和

760 萬 37。 
 

                                                        
37參考來源：來自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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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內地領先的某企業對消費者電子商貿網站報告，二零一三年來自香港的註冊用戶達 140
萬。38與此同時，電子政府的使用率亦穩健上升，在二零一二年達到 129 億。39 
 
隨著電子服務的日漸增多，我們宜把握當下有利時機，檢討當我們在安全性暴露問題日益凸

顯的互聯網上開展電子政務及電子商貿活動時，是否需建立公眾、企業及政府均信任的唯一

及整合的數碼身分。 
 

圖 19 個人及企業電子銀行帳戶 

 
參考來源：來自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數字 
 
根據《電子交易條例》，數碼身分在香港已得以確立，即個人及機構能透過使用數碼證書，

進行具法律約束力的網上交易，而當中資料的機密性及完整性、用戶身分的真確性及已完成

交易的不可否定性，都受到保障。不過，數碼證書的採用尚未在普羅民眾中普及。二零一二

年的有效數碼證書用戶（個人）數為 63,000 人 40，而前述的個人電子銀行帳戶在二零一二

年為 840 萬。數碼證書的採用之所以尚未在普羅民眾中普及，主要原因是缺少需要使用數

碼證書的「殺手級應用程式」，因此至今仍獲益甚寡。提供「殺手級應用程式」及更便捷的

數碼證書註冊、續訂、支付及使用程序，是促進本港廣泛採用電子身分的必要動因。 
 

 

                                                        
38參考來源：南華早報，「阿里巴巴旗下淘寶網的香港用戶突破 120 萬」，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39參考來源：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內部調查數字 
40參考來源：經認可認證機構提供的數字。 

企業電子銀行帳戶 

個人電子銀行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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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力和新機遇 
我們展望每位市民都自發使用一套數碼身分來驗證大多數公共及私營機構電子服務。數碼身

分意味著可享受範圍寬泛的電子服務，

同時其唯一性亦能讓手續化繁為簡。

在未來，我們將頻繁使用各種對安全

性要求極高的電子服務，這樣的例子

不勝枚舉，下文僅以電子支票及未來

健康服務作說明。 
 
經由數碼身分授權的電子支票可使香

港在電子服務創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根據香港金管局的數字，二零一一年

共發行 1.1 億張紙質支票。41如果廣泛

採用電子支票，銀行及企業可在發行

和贖回紙質支票方面節省大量人工精

力用於對帳。同時，市民無須親自到銀行辦理手續即可立即贖回電子支票，即使是在非辦公

時間。 
 

                                                        
41參考來源：香港金融管理局發佈的《邁向零售支付的新紀元：建設多元化的流動、網上及電子支付平台》 

國際經驗和裨益 
在愛沙尼亞，隨著電子服務的廣泛使用，數碼身分

已成為公民日常生活中日益重要的一部分。數碼身

分可用於身分認證，並生成數碼簽名。滿 15 週歲

的愛沙尼亞公民及永久居民有法定義務擁有數碼

身分，迄今為止，該國已簽發約 120 萬個數碼身分

證。二零一一年經記錄的網上認證及線上簽名分別

約為 300 萬和 200 萬。數碼身分可採用國民身分證

（與香港智能身分證類似）、Digi-ID（一種智能卡）

及流動身分證（置於流動設備中的 SIM 卡）等形

式，並在需要身分驗證的各類電子服務中使用，如

電子稅務、電子銀行、電子健康記錄、電子門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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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身分不僅是一套穩妥方便的電子

服務帳戶，作為一種強大的工具，它

還將帶來未來的電子商貿服務供應商

能夠提供的創新和可能性。正如提供

免費香港身分（HKID）證用於物理識

別和認證一樣，政府可考慮為每位市

民提供免費的數碼身分，以供他們在

數碼世界中自願進行識別和認證，從

而享受安全而簡便易用的電子服務。

在向成人提供數碼身分的同時，政府

還可自每個兒童出生起為其授予一個數碼身分，該身分將由兒童的父母或其他獲授權人士管

理。這將有利於數碼身分相關服務的採納和使用。 
 
建議 
 
我們建議為每位市民提供免費易用的數碼身分，該舉措的益處如下： 

● 大力推動社會各界以安全、經驗證的方式充分利用並參與數碼世界（如電子商貿、市民

參與、數碼健康記錄管理、電子學習資源及網上考試、學生的學習檔案等） 

● 提供具有不可否認性、整合性、安全性驗證及機密性這四大特性的數碼工具或平台（其

中部分特性受法律保護） 

● 確保用戶體驗到資訊貫通的各項電子服務 

● 促進公眾觀念由「我需要數碼證書」轉向「我如何善用數碼身分」 

● 私營機構採用數碼身分後，無須為不同的機構發行多個登錄身分和權杖，因此可節約成

本，增加便利。 

● 創建政府與民眾互動溝通的平台。 
 
潛在工作範疇 
 
1. 為所有市民提供免費易用的數碼身分 —  
短期 — 政府應考慮免費綁定智能身分證與數碼身分（數碼證書）。市民可自願在其身分

證中納入數碼身分。須注意的是，智能身分證只是儲存數碼身分的可選載體之一，數碼身

分還可儲存在其他設備中，但其與智能身分證綁定後將更便於免費提供。為使數碼身分更

加簡便易用，政府可考慮加大行政措施的執行力度。 
 
長期 — 入境事務處估計，隨著下個智能身分證項目的啟動，最新科技（例如非接觸式身

分證）將提高數碼身分的簡便易用性。 
 

國際經驗和裨益 
 
芬蘭除提供常規的數碼身分外，還提供流動數碼身

分。芬蘭的許多電子服務，包括電子政務服務供應

商都倚賴流動數碼身分。二零一一年，在與芬蘭政

府的全面合作下，三間芬蘭流動營辦商推出了流動

數碼身分。流動身分十分便捷，用戶無須使用身分

證閱讀機，只需記住個人辨識號碼（PIN）代碼即

可啟用流動數碼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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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鑒於流動電話在香港的高普及率（約 228.4%），流動數碼身分值得長期探討，以進

一步提升使用數碼身分的便利性。政府應基於下一代智能身分證審查流動數碼身分具體實施

的可行性。 
 
2. 運用數碼身分繼續推進電子政府發展成長 — 政府應繼續發展更多電子政府服務，尤其

是切合需要、資訊貫通的服務。例如，「電子市民」帳戶可以讓市民輕鬆便捷地享受許多

電子服務。在市民同意下，電子市民帳戶可將所有電子政府服務整合成一個入門網站，

無須進行前期設置即可讓市民享受到無縫體驗，例如續領車輛牌照及駕駛執照、換領護

照、繳交政府及公用事業帳單等。數碼郵箱亦可與電子市民帳戶整合，以便與政府（及

私營機構）進行可識別通訊及存儲重要的個人文件（例如報告卡，對帳單等）。 
 

此外，「電子市民」帳戶還應使資料私隱得到穩妥保護。例如，比利時提供一種名為「我

的檔案」（My File）的電子政府服務，向經身分認證的市民披露在過去六個月中曾取用

其個人資料的政府官員。 
 
3. 攜手銀行推出電子支票 —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正攜手銀行推出電子支票，擬於

二零一四年末全面推行。免費的數碼身分將是一種便捷穩妥且具不可否認性的簽名方式。

因此，市民可憑自己的意願在電子支票及其他金融服務中使用數碼身分。 
 
8.2.2. 提供便利的科技和寬頻上網 
 
香港現狀 
 
香港穩健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基礎設施，保證了全球領先的流動用戶滲透率（近 228.4 %）及

寬頻滲透率（近 90%）。高企的流動電話及寬頻滲透率，極大促進了本港資訊及通訊科技業

的迅猛發展以及支柱產業的強勁經濟增長。與此同時，政府鼓勵競爭的監管方法將持續確保

公平競爭，讓市場主導電訊基礎設施的覆蓋範圍、價格、速度及內容，以最好地服務於公共

利益。普羅大眾可即時享用先進的無線數字網絡，是現代知識型社會的必要前提。 
 
為讓廣大市民在政府場地接連無線寬頻網絡，政府現已推出「香港政府 WiFi 通」計劃，擬

在約 410 處指定政府場地提供公共 Wi-Fi 服務，包括公共圖書館、諮詢服務中心、體育場館、

文化及康樂中心、熟食市場、就業中心、社區會堂、大型公園及政府大樓及辦公室，以及一

些主要的旅遊景點。二零一三年，政府已新增 40 多個 Wi-Fi 服務場地，上網速度及支援的

協定亦得以全面提升。同時，商業網絡營辦商亦在便利店、巴士及 1,000 多個電話亭等場地

為公眾提供逾 16,000 個 Wi-Fi 熱點。港鐵在所有港鐵站提供免費 Wi-Fi 服務，一些網絡營

辦商還在香港房屋委員會的超過 150 個公共租住屋邨及約 30 個商場提供 Wi-Fi 服務。附錄

E 標明了「香港政府 WiFi 通」的場所位置及已登記的 Wi-Fi 接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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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多市民享受到成熟穩健、收費相宜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基礎設施的同時，數碼共融仍是本

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策略的一個重要主題。數碼共融是指社會數碼共融，旨在確保個人及殘疾

人士能夠接觸資訊及通訊科技，並具備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技能。自最新版「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於二零零八年公佈以來，長者及殘疾人士使用電腦的情況已有所改善（見圖

9）。 
 
透過自身的落實、教育普及及對最佳實踐的認可，政府已積極宣傳推廣所有社會群體都有平

等權利獲取網上資訊及服務的觀念。無障礙網頁運動旨在提高公眾意識，促進公共及私營網

站廣泛採用無障礙網頁設計。 
 
近日，政府已推出面向社會各界（如長者、殘疾人士及低收入家庭兒童等）的全面數碼共融

計劃，其內容涵蓋從一站式入門網站到輔助科技等各個方面。 
 
潛力和新機遇 
與主流社群相比，殘疾人士對資訊及通訊科技的

了解程度及使用率仍然偏低，其部分原因是緣於

傳統電腦裝置價格不菲且使用不便。智能手機及

平板電腦的流動性及極易於使用的介面，為促進

殘疾人士更廣泛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提供了大

好機會。藉助流動技術，用戶可以輕鬆自訂介面，

以方便便攜式閱讀及使用，且流動技術的價格比

傳統設備更為實惠。 
 
 
建議 
 
我們建議政府繼續推動殘疾人士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並在數碼共融計劃中多多善用流動技

術。這些舉措的益處包括： 

● 為每個社會成員提供均等的機會及電子服務 

● 讓資訊及通訊科技的經濟、社會、文化及健康裨益惠及社會各界 
 
潛在工作範疇 
 
1. 鼓勵及推動殘疾人士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 — 政府應繼續推行措施鼓勵及推動殘疾人士

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以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幫助他們融入知識型社會。 
 
 

國際經驗和裨益 
紐約市（NYC）的流動可存取性應用程

式，將地理定位及測繪技術與交通／POI
（資訊點）可存取性數據相結合，可查詢

有關公共及私人交通及路線的暢行資

訊，識別可存取的資訊點。此外，該流動

應用程式還可按個人需求及偏好自訂搜

尋條件，從而過濾可存取性資訊，並允許

使用者評分及評價城市系統及資訊點的

可存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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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一步向社會推行無障礙網頁 — 為保持當前勢頭，政府應該繼續不遺餘力地向網頁設

計師灌輸無障礙網頁意識，並鼓勵非政府網站廣泛採用無障礙網頁。 
 
3. 鼓勵在數碼共融計劃中多多善用流動技術 — 政府應鼓勵非政府組織（NGO）設計適用

於數碼共融目標群的流動應用程式。（另請參閱把「香港建設為卓越流動中心」一節的第

一個工作範疇。） 
 
4. 透過Wi-Fi熱點方便公眾上網 — 政府可與私營機構攜手，開放更多Wi-Fi熱點惠及於民。

例如，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已頒布指引 42，以方便公共無線服務營辦商在政府設施內安

裝其Wi-Fi設備。 
 
8.2.3. 透過高頻寬上網為每所學校每間課堂提供全課程電子學習，從而推動教育發展 
 
香港現狀 
 
政府已於二零一一年推出為期三年的「電子學習試驗計劃」，共有 61 所中、小及特殊學校

參與，他們合共進行 21 項研發項目，探討如何在不同學校推行電子學習，以照顧學生學習

差異，及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及促進終身學習。 
 
此外，政府每年均向公營學校發放「資訊科技綜合津貼」。津貼適用於與推廣資訊科技教育

有關的項目，例如支付互聯網服務費、提升及更換資訊科技設施（包括無線網絡設施）、購

買教學數碼資源等。二零零八年，政府向學校發放 2 億元一筆過津貼，以更新及提升它們

的資訊科技設施，並於二零一一年向學校發放 5 千萬元的一筆過津貼，供購買電子學習資

源。 
 

 
 

 

                                                        
42參考來源：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頒佈的《申請在道路設施或未批租及未批撥政府土地上安裝微型基站

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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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學校互聯網頻寬分佈 

 
參考來源：根據教育局於二零一三年的數字。 
 

圖 21 學校 Wi-Fi 覆蓋分佈 

 
參考來源：根據教育局於二零一三年的數字。 
 
潛力和新機遇 
 
當今科技具有改變教學方式的潛勢，

它讓教師或學生可任意選擇各類學習

模式。例如，學生既可在課堂上與教

師互動，也可以隨時隨地進行自學，

還可以透過新科技交流想法或資訊。

資訊及通訊科技使教師能協同工作，

討論教學理念，並更有效地溝通資

訊。 
 

國際經驗和裨益 
南韓計劃於二零一五年之前透過網上培訓計劃及

虛擬學習環境讓公民使用電腦享受教育。南韓計劃

摒棄傳統的紙質教材，改用數碼教材，讓學生們從

沉重的書包負擔中解脫，盡情探索課堂外的世界。 
 
無線網絡讓人們能夠透過連網的電視機、個人電

腦、平板電腦及筆記型電腦「隨時隨地」學習。由

於政府對內容開放市場的大力支持，學習的成本下

降了，學習素質則未有下降。 

Wi-Fi 接連受限 

Wi-Fi 覆蓋部分課室 

Wi-Fi 覆蓋所有課室，未採用

最新科技 

Wi-Fi 覆蓋所有課室，採用最

新科技（802.11n 接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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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互聯網正前所未有地產生海量資訊及浩瀚數據，而電子學習通常包含多媒體，對

互聯網頻寬提出了高要求。因此，人們需要頻寬更高、速度更快的網絡接連。技術的進步及

競爭激烈的電訊環境已使高速互聯網接入成本日漸降低，因此，學校應增加頻寬連接，以充

分利用諸如串流視訊、互動內容及在教學中透過視訊會議授課等網絡服務。 
 
實際上，科技已走出計算機實驗室，成為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實時、交互及視覺多媒

體電子學習工具），並滲入每個科目及課堂。 
 
建議 
 
我們建議香港推出計劃，大力擴展學校對科技的運

用，讓互動式網上學習成為面對面授課這一主導教

學模式的重要補充手段。這些舉措的益處包括： 

● 提高所有科目的學習效率 

● 培育學生的數碼認知及技能 

● 開闊學生眼界，讓他們了解科技的無限潛能，為

其日後在職業生涯中善用科技處理業務打好基

礎 

● 培養教師的資訊科技認知及技能，讓他們能夠更好地激勵和教育學生，並為今後在科技

盛行的數碼世界生活作好準備。 
 
潛在工作範疇 
 
1. 讓高頻寬網絡接入各大學府及課室 — 頻寬應足以確保大多數學生能夠同時透過 Wi-Fi

網絡存取多媒體（包括高質素的視訊串流）進行電子學習 
 
2. 為每間課室配備所需的科技，讓教師和學生使用及參與網上互動學習 — 每間課室都應

配備所需的科技，讓學生能夠合作互助，讓教師能在學生合作過程中輕鬆給予協助。 
 
 

國際經驗和裨益 
在美國，政府鼓勵並建議學校不斷改

善其上網速度。美國教育科技主管協

會（SETDA）建議，到 2014-2015 年，

每所學校的外部互聯網連接至少要達

到 100Mbps/每千名學生（或員工），

2017-2018 至少達到 1Gbps/每千名

學生（或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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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教師提供援助和培訓，使他們能夠最有效地利用這種全然不同的教學環境 — 為教師

提供更多技術援助並就課堂內資訊及通訊科技基礎設施的使用提供培訓，同時應開設電子

學習，讓教師關注這種新教學模式。 
 
4. 鼓勵學生接受優質網上教育 — 鼓勵教育提供者善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提升其院校的教學

素質及效率。過去十年間，我們見證了大規模開放網上課程（MOOC）的迅速崛起。香

港宜考慮善用大規模開放網上課程提升其高等教育機構教學素質及效率。 
 
8.2.4. 將程式編寫元素併入每個孩子的教育計劃，培養其一貫的邏輯思維及運用資訊及通訊

科技解決問題的習慣 
 
香港現狀 
 
香港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教育包含面向中一到中三學生的電腦認知學習，以及面向中四到中六

學生的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針對小學階段，香港開設了電腦認知單元課程，學校可安排特

別時段進行教學及／或在適當的學習範疇中滲入有關的元素。 
 
現時，程式編寫已納入資訊及通訊科技教育之中。在小學電腦認知計劃中，有八分之一的單

元涵蓋基本的程式編寫學習，以教會學生畫出簡單的圖形。對於中一到中三的學生，17%
的電腦認知課程涵蓋透過圖龜（LOGO43）程式語言執行算術運算及處理文字和聲音。對於

中四到中六的學生，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的必修部分佔 145 小時，其中 20 小時（或 14%）

為基本程式編寫概念，包括解難程序、算法設計與算法測試。另外 75 小時的軟件開發為選

修部分，學生可深入學習。 
 
根據 2012 年的香港中學文憑（HKDSE）考試報考統計，約有 8,000 名學生（或香港中學

文憑總考生總數的 11%）參加了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考試。諸如經濟、物理、生物及化學

等非核心科目，每科的報考比例佔 22%44，而在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目中，僅有 15%的考生

選擇軟件開發作為選修部分（如下圖所示）。 
 

                                                        
43 LOGO 是一種程式語言，通常用於教授學生程式編寫基礎。 
44參考來源：《2012 年向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報考統計》，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Exam_Report/Examination_Statistics/dseexamstat12_2.pd
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Exam_Report/Examination_Statistics/dseexamstat12_2.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Exam_Report/Examination_Statistics/dseexamstat12_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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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報考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及選修部分的香港中學文憑考生所佔百分比 

 
參考來源：香港考試及評核局（HKEAA）發佈的《2012 年向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報考統計》 
 
上述統計資料表明，香港中四至中六學生對選擇資訊及通訊科技及程式編寫科目的興趣平平。

即使在研修資訊及通訊科技的學生中，更多人選擇選修多媒體製作及網頁編寫而不是軟件開

發。作為「數碼原生代」（digital native）45，大多數的中四至中六學生未有選擇資訊及通訊

科技，而是更青睞科學等其他科目，這一反差著實耐人尋味。該現象可能與學校提供的科目

／單元課程以及學生的職業抱負與職業發展路向有關。 
 
潛力和新機遇 
 
根據教育局的統計，資訊及通訊科技在教與學中的使用已十分普遍，尤其在小學階段。此外，

第三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的檢討研究中蒐集的資訊表明，運用科技開展創新教學實踐的勢頭

正在湧現，但仍處於試驗階段。此外，儘管學生深諳如何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管理資訊，但

從其目前表現來看，他們並未充分掌握如問題解決、協作、創意等基本業務及社交技能。政

府應為學生創造更多機會，透過資訊及通訊科技自學並與同齡人分享知識。 
 
縱觀中小學的程式編寫學習，我們看到了從小學階段著手增加程式編寫學習比重的機會，正

如學習數學、物理、化學等科目一樣，讓學生在程式編寫知識的經年積累中不斷進步。 
 
在此要強調的一點是，程式編寫教育的初衷，

不是要讓我們的學生具備編程能力，而是鼓

勵他們積極運用科技解決問題。我們認為，

正如數學中的運算一樣，程式編寫是實現科

技潛勢的重要因素之一。透過程式編寫，我

們的學生將有機會鍛煉創造力，從科技角度

培養他們的邏輯思維能力。 
 
 
 

                                                        
45根據 Gartner 的解釋，數碼原生代（digital native）是指生於數碼科技普及之際或之後，自小就在數碼科

技的薰陶下生活成長，因此對其概念有深入瞭解的人。 

國際經驗和裨益 
美國政府正與高中合作，確保學生透過程式

編寫習得有益於未來發展的知識與思維方

式，無論他們是否可能在資訊及通訊科技領

域深造。 

報考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的香港中

學文憑考生所佔百分比 
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選修部分的分

項數字 

軟件開發 

數據庫 
數據通訊及網絡 

多媒體製作及網頁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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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在學校教育中納入更多程式編寫機會，我們

的學生將能夠培養直觀高效地利用科技解決日常

生活問題的思維方式。因此，我們未來的領導者

更加有信心和能力將各種日新月異的科技（而非

僅限於程式編寫）視作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從而

締造進取機會，改變我們的生活、經濟及社會。 
 
至於中四至中六學生對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及軟

件開發選修部分（如上圖所示）興趣平平，我們可以認為，他們更願意扮演數碼消費者而非

數碼解決方案創造者的角色。學生們對科技運用

自如，對其背後的原理卻知之甚少，且認為這樣

並無不妥。對於科技的運用及原理，我們都積極

接納，並不斷擴充這兩個方面的知識。 
 
學習及理解程式編寫有助於我們揭開科技的神秘

面紗，讓學生們自如運用科技。對於無意投身資

訊及通訊科技行業的學生，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仍

然需要利用科技解決問題。 
 
在當今數碼時代，科技正逐漸融入甚至深植於各行各業的解難技能之中。 
 
建議 
 
我們建議學校在電腦課程中（但不限於電腦課程）增加程式編寫的比重，幫助學生揭開科技

的神秘面紗，激發他們的邏輯思維能力，並透過提供動手機會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及創新力，

及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些舉措的益處如下： 
 
.

國際經驗和裨益 
澳洲已制訂並頒佈一項科技課程草

案，確保從幼稚園到中學的學生「成為

數碼解決方案的自信開發者」。中學生

有望「使用適當的軟件工具，合乎道德

地創造數碼解決方案，從而創造進取機

會，改變人們的生活及社會。」 

國際經驗和裨益 
愛沙尼亞於二零一二年在國內部分學

校推出一項試驗計劃，擬讓六歲以上所

有入學兒童接受電腦編程學習。預計該

計劃未來還將擴及希望在課室外從事

資訊及通訊科技活動的青年人。該計劃

的目標是像數學和語言學習一樣最終

成為標準教育課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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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學生灌輸「資訊及通訊科技是解決日常

難題的一種強有力工具」這一理念 

● 讓年輕一代掌握充分的數碼認知及知識，

以享受資訊及通訊科技帶來的種種裨益 

● 確保營造本港的創新及知識型文化，提高

全球競爭力 

● 教授邏輯思維技巧，為數碼時代提供更全

面的教育 

● 培育慣性邏輯思維及運用資訊及通訊科

技解決問題的能力。 
 
 
潛在工作範疇 
 
1. 宣傳程式編寫教育的裨益 — 要讓學校、家長及學生知道，程式編寫的最大益處在於能

夠培養學生積極採用科技解決問題的思維習慣。例如，透過開發流動應用程式，學生們能

夠以生動實用的方式接觸程式編寫。學校應鼓勵學生參與編程大賽，譬如香港電腦奧林匹

克競賽及國際資訊奧林匹亞，從而激發他們對計算機科學的興趣。 
 
2. 強化兒童對程式編寫的學習 — 應進一步強化當前小學及中一至中三電腦課程中的程序

編寫元素。要增強透過程式編寫學習培養解難技能及創造力的力度，為學生提供更多機會

及實例，讓他們增進對編碼和編程原理的理解並提高運用科技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增潤

後的課程將有助於學生理解資訊及通訊科技的重要性，以及他們的職業生涯和未來社會將

如何因資訊及通訊科技而受益及轉變。 
 
3. 支援教師的程式編寫教學 — 政府應針對不同科目領域制訂更多專業發展計劃及編製更

多編程教學教材，以提高教師對程式編寫的能力及興趣。 
 
8.2.5. 為遊客及市民提供切合需要的資訊 
 
香港現狀 
香港旅遊業蓬勃發展，二零一一年的遊客量逾四千萬。作為一座現代城市，香港應滿足遊客

對低成本獲取資訊及保持接網通暢的期許。 

國際經驗和裨益 
在美國，「Verizon 創新應用程式挑戰賽」

（Verizon Innovative App Challenge）為初

中及高中的莘莘學子提供了施展才智的機

會，在導師的指導下，他們運用科學、技術、

工程及數學（STEM）知識，發揮自己的聰明

才智與創造力，將原創的流動應用程式理念

與 STEM 相結合，解決學校或社區的需求或

難題。編程教育是 STEM 的核心要素，學生

將在專家的指導下使用編程開發應用程式。

該挑戰賽提供了切身而賦智啟能學習體驗，

提高了學生對 STEM 及流動技術的學習興趣

及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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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港遊客可在 410 多處政府場地（如體育場館、大型公園及一些旅遊景點）的逾 2,200 個

熱點使用「香港政府 WiFi 通」方便上網，此外，其他公共 Wi-Fi 亦遍佈全港 16,000 多個

Wi-Fi 熱點，例如港鐵車站、便利店、巴士及 1,000 多個電話亭等。 
 
除 Wi-Fi 連接外，香港旅遊發展局（HKTB）亦列出了 10 多款旅遊流動應用程式，為提供

熱門景點資訊、節日盛事及交通安排。在特定的 Wi-Fi 熱點，遊客可瀏覽香港旅遊發展局的

網站 DiscoverHongKong.com，並免費下載香港旅遊發展局的流動應用程式。截至二零一三

年四月，香港旅遊發展局流動應用程式的下載次數已超過 150 萬。私營機構亦開發了各類

提供地理空間資訊的流動應用程式，助遊客暢遊全港。除遊客外，本港市民在港遊玩亦可使

用這些流動應用程式。 
 
潛力和新機遇 
 
流動設備現已成為大多數海外遊客收發資訊

的主要平台。我們看到，得益於本港無處不在、

簡便易用的 Wi-Fi 連接及流動數據覆蓋，流動

技術對到港遊客的作用日益重要。香港旅遊發

展局正在制定一系列措施（包括定位服務）鼓

勵遊客參與本港活動盛事。香港可以探索新的

流動設備旅遊應用程式，幫助遊客在出行前規

劃行程、導覽全城並在旅行後分享體驗。例如

將可用的旅遊資訊公共資料（PSI）集運用於

旅遊流動應用程式中，為到港遊客帶來愉悅的

數碼體驗。此外，遊客及市民還可透過多媒體

與親朋好友即刻分享遊覽體驗，提升香港旅遊形象 
 
 
  
 

國際經驗和裨益 
山景城（Mountain View）坐落於美國矽

谷。一間總部位於該市的領先資訊及通訊

科技公司為全城提供無限制的免費 Wi-Fi，
不過，用戶需要使用該公司的服務才能透

過 Wi-Fi 上網。山景城代表了未來的一種可

能前景  — 上網就好比瀏覽一樣是免費

的，但網絡供應商會植入相關的內容關聯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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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遊客的數碼體驗 
 

 
旅遊計劃 

得益於流動應用程式、社交媒體等形式的豐富數碼資

源，遊客可輕鬆自訂交互式旅遊計劃 

 
抵達香港 
流動技術和使用方便的 Wi-Fi，為抵港遊客送去個性

化的溫暖問候；讓遊客無憂入住酒店，暢遊全港 

 
城市觀光 

個人化的數碼旅遊導覽切合遊客需求，度身定造道地

的遊港體驗 

 
結束旅程 
透過多媒體與親朋好友分享樂遊體驗，提升香港旅

遊形象 
 

建議 
 
我們建議政府繼續鼓勵並推動私營機構，以進一步提升本港便利的 Wi-Fi 服務（請參閱「提

供便利的科技和寬頻上網」一節的第四個工作範疇）及針對遊客的流動應用程式。這些舉措

的益處如下： 

● 充分利用發達的 Wi-Fi 覆蓋與流動應用程式產業的優勢，讓遊客受益 

● 透過個人化的虛擬旅遊導覽，讓遊客暢意享受道地的香港之旅 

● 鞏固本港作為全亞洲世界城市及最受歡迎旅遊地的地位。 
 
潛在工作範疇 
 
1. 促進遊客和市民透過 Wi-Fi 服務使用更多的流動應用程式 — 政府應為遊客開發更多流

動應用程式，並為私營機構提供更多與景點相關的公共資料（PSI），從而用於遊客流動

應用程式。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檢討顧問服務            
策略報告 
 

© 2013 年 IBM Corporation 版權所有                                                         86 

8.3 激勵創新，成就未來 
 
要與其他先進國際城市競爭，本港商界必須擁有持續創新的能力，這對維持本地經濟增長及

競爭力至關重要。創新包括研究新思路及開發增值服務和實用的應用程式，可為本港帶來高

薪職位需求、擴大產品及服務出口，並推動多個行業的業務增長。透過積極利用科技（包括

資訊、應用程式及基礎設施等的商業用途），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中小企）將提高營運

效率，實現更高增長和更好地控制業務。採用創新科技實現企業成功，顯著推動本港維係經

濟活力與增長。 
 
在此策略重點的支援計劃下，可提供新發展機會的關鍵措施包括： 

● 建立創新及協作平台，讓本港走在企業創新應用科技的前沿，提升本港競爭優勢 

● 推行中小企雲端平台和知識共享 

● 開拓創新，開放所有公共資料供私營及其他非政府機構用於應用程式 
 
8.3.1. 建立創新及協作平台，透過加速對企業對科技的創新應用提升本港競爭優勢 
 
香港現狀 
 
根據發達經濟體的經驗，創新表現是決定競爭力與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經濟合作與發

展組織（經合組織）近日在一份研究中強調指出，只有運用技術進步，並結合創業精神與產

品及服務的創新式交付，才能將科學和技術進步轉換為生產性經濟活動。46作為領先的知識

型經濟體，香港應將創新視作長期經濟前景的增長動力。 
 
研發開支是決定一個國家或城市創新水平的眾多因素之一。由於缺乏私營機構的參與，本港

的研發開支並不高（見下表）。有鑒於此，香港應採取更積極的措施。 
 

                                                        
46參考來源：經合組織，《創新與增長 — 原理及創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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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研發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國家 研發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474849 
香港 0.76% 
美國 2.77% 
英國 1.77% 
南韓 3.74% 
新加坡 2.28% 

 
 
儘管香港在培養創新方面面臨重重挑戰，但目前已顯示出好轉跡象。高等教育界是香港創新

的重要發源地。本港大學在研究領域正逐漸建立良好聲譽，並加大對創新的投資。本港高等

教育界在研發工作方面的開支近年持續上升，在二零一一年達到 71.55 億元，即較二零一零

年增加了 3%50，為推動香港創新發展提供了機遇。 
 
鑒於本港大學取得的進步，我們應更有效發揮它們的優勢。在 2012/13 年度QS世界大學排

名中，香港首度有四所大學躋身全球百強，51這四所高校的工程學系都具備前沿的資訊及通

訊科技研究實力。我們應廣泛利用這些優勢，助推香港經濟蓬勃發展。 
 
 
 
  

                                                        
47 《二零一一年新加坡全國研發調查》， 
http://www.a-star.edu.sg/Portals/0/media/RnD_Survey/RnD_2011.pdf 
48經合組織線上圖書館，

http://www.oecd-ilibrary.org/science-and-technology/gross-domestic-expenditure-on-r-d_2075843xtable1 
49 http://www.legco.gov.hk/yr11-12/english/panels/ci/papers/ci0417cb1-1760-1-e.pdf 
50參考來源：政府統計處，「2011 年香港創新活動統計」 
51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城市大學 

http://www.a-star.edu.sg/Portals/0/media/RnD_Survey/RnD_2011.pdf
http://www.oecd-ilibrary.org/science-and-technology/gross-domestic-expenditure-on-r-d_2075843xtab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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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力或新機遇 
 
從大學到商界的知識轉移拓展，是最近的一項重

要進步。自二零零九年起，政府每年向機構提供

約 5,000 萬元的新經常性資助，用於增強其能力，

並拓寬在知識轉移方面的努力。現時各間大學均

正處理更多有關專利申請、分拆公司及概念引證

等工作。我們可以進一步支援它們在這些領域的

能力建設。 
 
另一主導趨勢是私營機構的創新發展（見下圖）。

我們的諮詢結果表明，本港創意人才及企業家正

在開發新技術及創造資訊及通訊科技支援的全

新商業模式與管理技術。隨著私營機構投資的增

長，許多企業從業者預見，本港非技術創新將在

不久的將來形成一股強勁的發展勢頭。 
 
本港亟需在創新能力上迎頭趕上其區域競爭對

手。我們應充分利用大學研發能力和技術轉移的

優勢，以及私營機構不斷增長的投資，從而帶動

經濟發展。 
 
 

國際經驗和裨益 
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及國防部等聯邦

機構的資助下，美國公立和私立大學科研

基地的實力異常雄厚。作為實現商業化的

橋樑，美國高校與私營機構有著緊密聯

繫。諸如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

（MIT）和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等

領先機構，都是聯邦科研經費的最大承授

人。他們引領開發了許多技術革新，而這

些技術的商業化隨後又帶來巨大的經濟

效益。美國政府規定，凡在聯邦政府資助

研究項目中產生的知識產權，其所有權均

將授予大學及研究人員。此舉成效非常顯

著，它極大激勵了高校努力實現創新的商

業化，並鼓勵美國機構著力發展其技術轉

移和開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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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私營機構研發開支 
 

 
 
參考來源：政府統計處，「2011 年香港創新活動統計」 
 
建議 

香港應加強技術轉移，推動業務創新優勢，大力鼓勵創新，讓本港走在企業創新應用科技的

前沿。這些舉措的益處如下： 

●更有效地將各學府院校的創新意念及研究成果轉化為經濟效益。 

●應用更多創新解決方案，提升業務競爭力。 

●吸引更多外地創新人才來港，豐富人才庫。 
 
潛在工作範疇 
 
1. 加強大學技術轉移 — 進一步培養對技術轉移計劃的重要性意識。學術界及政府應向業

界和準投資者作進一步宣傳推廣，讓他們知悉大學擁有可供他們使用的知識資產（例如

舉辦研討會及其他備受矚目的活動）。此外，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和創新科技署應進一步

鼓勵和推動機構探索和利用該等知識、專門技術、技能及專業知識，然後向社會及經濟

組織（包括私營公司）轉讓該等隱性但價值極高的資產。 
 
2. 利用更寬泛意義上的創新概念推動卓越經營 — 香港應進一步鼓勵及表揚應用資訊及通

訊科技來優化產品及服務。就「創新」一詞而言，學術界、資訊及通訊科技業參與者、私

人投資者及公共資助機構需提倡和採用更廣泛的定義，包括制定新的管理技巧、商業模式

以及業務運作設計。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元素從事創新業務的更多企業家可獲得若干創新

資助，從而激發出更多商業主導的意念及科技應用。需要指出的是，創新及科技基金（ITF）
已在香港支援一些商業主導的研發應用項目。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和香港物流及供應鏈管

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亦可加大力度為商業創新發展貢獻一己之力。 
 

（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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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推行中小型企業雲端平台和知識共享，幫助他們透過使用科技取得成功 
 
香港現狀 
 
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是香港企業的重要組成部分。52根據工業貿易署，截至二零一二年十

二月，香港約有 300,000 間中小企，佔企業單位總數的 98%以上，提供崗位超逾 120 萬，

相當於總就業人數的 47%53左右。他們的業務成功和繁榮，對香港的總體經濟成功至關重

要。 
 
近期關於中小企採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一項詳細研究表明，採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有助取得更

多業務成功 54。由此可見，資訊及通訊科技應用的收入和階段有著重要的直接關係，資訊及

通訊科技應用越多，收入越高。 
 
研究亦表明，對資訊及通訊科技理解不足，可能成為影響資訊及通訊科技應用的不利因素。

由此可見，中小企不採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一個重要理由似乎就是他們認為他們不需要它。

他們覺得，迄今為止，他們在沒有應用科技的情況下也能實現良好的管理，因而認為沒有必

要作出昂貴甚至難以維持的投資。 
 
雖然中小企在資訊及通訊科技應用路上面臨重重挑戰，但途中仍取得了一定的進步。多年以

來，政府攜手資訊及通訊科技業共同促進中小企加大資訊及通訊科技應用。截至二零一三年

五月，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對中小企展開電子商務推廣計劃和資訊科技培訓計劃，針對

16 個行業推出 22 個項目，逾 17,000 名中小企從業人員受惠。55香港生產力促進局（HKPC）

已設立全新的一站式支援中心「中小企一站通」，為中小企提供各種支援服務。香港貿易發

展局（HKTDC）亦已設立中小企中心，向中小企提供堅實的企業聯繫、最新的海外市場企

業資訊以及最新的產業趨勢。種種舉措下，中小企競爭力將不斷增強。 
 

                                                        
52工業貿易署採用的中小企定義：在香港，旗下員工不足百人的製造企業和旗下員工不足 50 人的非製造企

業，均屬中小型企業（中小企）。 
53參考來源：工業貿易署，

http://www.success.tid.gov.hk/english/lin_sup_org/gov_dep/service_detail_6863.html 
54香港大學亞洲個案研究中心董事 Ali Farhoomand 教授發表的研究「關於香港中小企資訊及通訊科技應用

的研究」。 
55參考來源：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提供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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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中小企持續推動計劃所需的投入外，企

業（包括中小企）對雲端應用程式及服務的需

求和機遇不斷湧現。一項調查 56表明，越來越

多的企業採用雲端應用程式（從二零一一年的

27.3%上升到二零一二年的 33.0%）。逾 58%
的受訪者同意，雲端應用程式可以減少資訊科

技方面的初步投入和資本支出；而逾 53%的

受訪者同意，使用雲端應用程式後，他們不必

再擔心有關電腦系統的保養或升級。這些調查

結果表明，隨著對雲端運算優勢認識的加深，

企業將更加積極地採用雲端應用程式及服

務。 
 
潛力和新機遇 
 
雖然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香港貿易發展局及其他公共／業界機構

將繼續為支援中小企而努力，但我們應善用科技和企業突破性進展，盡可能改造中小企行業。

雲端運算解決方案的出現，對中小企而言，無疑是一個集實用性和適用性為一體的突破性進

展。在雲端運算解決方案下，資訊及通訊科技用戶可將運作的前期成本控制在最低水平。經

常性服務成本以及保養對技能／資訊及通訊科技人員的要求，也會隨之降低。因此，隨著資

訊及通訊科技應用門檻的降低，中小企將更加願意積極主動採用創新性資訊及通訊科技解決

方案來支援他們的事業。 
 
建議 
 
我們建議政府與私營機構合作，以便專門為中小企提供雲端平台。政府還應積極推進中小企

知識共享，與雲端平台相輔相成，從而利用科技實現事業成功。這些舉措的益處如下： 
 

                                                        
56參考來源：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香港雲端終端用戶調查》 

國際經驗和裨益 
一直以來，紐約市政府透過培訓和工作坊

積極支援中小企。小企業服務（SBS）市

長辦公室推出了一項全新計劃 — 數碼工

具包（Digital Toolkit），為中小企提供線上

成長所需的工具和培訓。在紐約市企業解

決方案中心的幫助下，數碼工具包計劃與

全市科技公司攜手合作，打造「入門」課

程。紐約市企業解決方案講師在網上開展

工作坊，為企業擁有人提供現代經濟下成

長所需的培訓和資源，使他們能夠更加自

如地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從而提高業務

經營效率和增長。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檢討顧問服務            
策略報告 
 

© 2013 年 IBM Corporation 版權所有                                                         92 

●激勵中小企使用可信靠的雲端平台提供的雲端運算服務 

●促使中小企加快採用創新科技應用提高經營業績 

●促進中小企市場創新業務和科技解決方案的發展。 
 
潛在工作範疇 
 
1. 推行中小企雲端平台 — 政府可與私營機構合作，以便專門為中小企提供雲端平台，從

而為軟件及解決方案供應商帶來商機，鼓勵中小企採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提高生產力和競爭

力。 
 
2. 鼓勵協同共享中小企業務和科技創新資訊 — 借用中小企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成功案

例，改變企業擁有人對資訊及通訊科技的風險感知和運作代價的印象，還可頒獎給成就最

大的中小企，贏得公眾關注。 
 
8.3.3. 開放所有公共資料供私營及其他非政府機構使用，加快創新步伐 
 
香港現狀 
 
公共資料（PSI）是指由政府或公共機構編製、收集及發放的資料。二零一一年，香港政府

推出公共資料入門網站「資料一線通」，開放公共資料供免費下載。公共設施的地理參考數

據和道路交通資料率先開放，隨後擴及其他公共資料領域（包括空氣污染指數、物業市場統

計資料、人口普查統計資料、天氣資料、公共交通工具資料等）。該入門網站現已載有 12
類公共資料，包括數以百計的資料集，可供商業和非商業再用。 
 
在下載和使用的公共資料中，最常見的是交通快拍圖像。目前至少有 13 種流動應用程式上

市，全部使用交通快拍圖像，這些圖像的下載次數每天高達 700,000 次。透過快照資料，

市民可知曉實時交通情況，制定最佳的行車路線，更快抵達公司、學校或住所。有見及此，

開放公共資料，方便大眾使用，不僅可提高市民、社群及企業的創新精神，還有助實現社會

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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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公共資料雲端應用程式開發比賽促進創新 

 
潛力和新機遇 
 
根據其他發達經濟體的經驗，開放公共資料共大眾廣為使用，可創造明確的商機。在公共機

構的幫助下，資料釋放全部潛能，加之市民和企業家的創新方法，有助推動社會創新發展。 
 
公共資料的對外開放，將督促公共機構應市民要求促使公共支出實現超值回報，促進企業和

非營利組織利用公共資料構建創新應用程式和網站，實現可觀的經濟效益。 
 
建議 

我們建議開放所有公共資料的資料集，方便

私營機構和非政府機構運用創新方法，特別

是以流動應用程式形式再用資料，直接造福

全社會。這些舉措的益處如下： 

●以具有成本經濟效益和創意的方式創造經

濟增長商機 

●更加深入準確地洞察客戶偏好和需求，惠

澤私營機構和非政府機構 

●開發應用程式，同時開放資料供市民日常

使用，運用市民智慧利便於民 
 
潛在工作範疇 
 
1. 提供數碼格式的電子公共資料，方便再用 — 政府開放公共資料應為常例，而非例外。

國際經驗和裨益 
美國的一些城市均開放餐館衛生記錄供公眾

下載。公司根據這些開放資料開發流動應用

程式，提供小餐館和餐飲店的相關資訊。市

民可依據這些資訊和客戶的評分選擇就餐地

點。衛生相關開放資料得到創新性應用後，

收效著實出乎意料。與衛生狀況欠佳／食物

中毒有關的衛生事故大大減少。這個例子說

明了開放資料如何造福大眾。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檢討顧問服務            
策略報告 
 

© 2013 年 IBM Corporation 版權所有                                                         94 

一般而言，政府應開放不受私隱、安全或特權限制規限的公共資料。公共資料的資料集可

按數碼格式及常用文件格式（如「.pdf」、「.doc」等）提供。政府應制定指引，供政府部

門及公共機構開發應用程式界面（API）時使用，還可建立單一入門網站，附上所有政府

機構應用程式界面的入口，方便用戶取用資料。 
 
2. 鼓勵其他公共機構開放公共資料 — 政府不僅應致力開放各政府部門的公共資料，還應

與公共組織和機構合作，鼓勵他們為全港社會之利益開放更多資料（例如公共事業和交通

業組織開放資料）。 
 
3. 優先為高增值服務業提供公共資料 — 要想推出有效的高價值服務，需結合創新服務開

放重要的資料集。倘若底圖能夠以最低成本甚至免費開放供公眾使用，開發商勢必會大受

鼓舞，運用底圖設計創新的位置應用程式。本港優勢亦可能因之錦上添花，成為流動應用

程式的樞紐。從一些先進經濟體的經驗來看，公共機構免費提供位置或地圖資料可能切實

可行 57,58，而是否允許透過應用程式界面下載底圖資料，方便開發商使用，政府可另作研

究。 
 
8.4 發揮優勢，拓展本港產業和研發 
 
資訊及通訊科技發展和應用的成功，是全球眾多領先知識型經濟體取得成功的關鍵，本港當

然也不例外。為了保持領先地位，香港需促進資訊及通訊科技業蓬勃發展，繼續走資訊及通

訊科技創新之路，使創新應用滲透到各大行業。從長遠來看，資訊及通訊科技業有望成為本

港支柱產業之一，助推香港經濟快速增長，成為我們立足全球經濟競爭前列的主要競爭優

勢。 
 
在此策略重點的支援計劃下，為提供新發展機會的關鍵措施包括： 

●完善扶持科技初創企業的生態系統 

●培養資訊及通訊科技及商業科技領域的頂尖人才 

●把香港建設為卓越流動中心 
 
 

                                                        
57歐洲地理信息組織（http://www.eurogeographics.org/products-and-services/euroglobalmap）可免費提

供省級底圖。 
58新加坡亦在 Data.gov.sg 上提供位置資料。雖然該網站不提供精細或高增值資料服務，但上面的資料均可

現成使用，無需支付額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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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發展雲端運算和數據中心樞紐 

●善用經濟一體化，融合本港媒體、創意及科技產業優勢，打造數碼媒體卓越中心 

●繼續利用香港的獨特地位，推動資訊及通訊科技企業把握內地機遇。 
 
8.4.1. 完善扶持科技初創企業的生態系統 
 
香港現狀 
 
在傳統上，由於資訊及通訊科技業主要協助其他產業的發展，因而在香港起到支援及推動作

用。雖然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的規模相對較小，但其所創造的價值大約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6.1%。59業內專業人員為 78,000 人 60，大約只佔勞動力總數的 2%。61 
 

圖 26 資訊及通訊科技創造的本地生產總值百分比 

 

參考來源：政府統計處，「年報：香港 — 資訊社會」。 
 
根據領先經濟體的前車之鑒，資訊及通訊科技業要想蓬勃發展，就應匯聚大批成功的資訊及

通訊科技初創企業。62,63該等初創企業擅長制定、保護和應用創新意念，將之轉化為商品，

從而率先抓住本地市場業務，然後進駐國際市場，最終躋身成功企業行列。該產業的發展進

程的基本面在於社會環境有利於資訊及通訊科技初創企業發展。 
 
 

                                                        
59參考來源：政府統計處，《香港 — 資訊社會》（二零一三年版）。 
60參考來源：《二零一二年職業訓練局人力調查報告》 
61二零一零年，香港的勞動力總數為 365 萬。（《香港：就業現狀》，

http://www.gov.hk/en/about/abouthk/factsheets/docs/employment.pdf） 
62參考來源：經合組織，《創新與增長 — 原理及創新策略》。 
63參考來源：英國政府商業、創新和技能部，《增長的創新與研究策略》。 

http://www.gov.hk/en/about/abouthk/factsheets/docs/employ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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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訊科技初創企業的持續發展倚賴廣泛的相互作用因素，包括新理念的提出、技能和

人才的供應、資金的供應、知識產權（IP）的保護以及有利的商業環境。 
 
本港已對各領域作出巨額投資。例如，創新及科技基金（ITF）自成立以來就已獲准為 3,297
個項目 64提供資金 74.14 億港元。數碼港培育計劃從二零零五年伊始為 189 間公司提供援

助，包括種子資金、設施支援及技術指導。獲得援助的公司共開發了 103 項知識產權項目，

吸納超過 5,500 萬港元的天使投資資金。由香港科技園（HKSTP）推出的企業培育計劃，

在參與培育計劃的科技初創企業創立的最初幾年，為科技初創企業提供租金及市場推廣／融

資／管理服務津貼。迄今為止，共有 493 間公司加入計劃，70%完成計劃的公司仍在營業

中。這些公司共提交 600 多項知識產權註冊。另有四間公司在香港或美國上市。 
 
除公共機構取得的成就外，私營機構亦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近年來，資訊及通訊科技初創企

業開始迅速湧入共用工作空間。浩觀便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事例。作為生態友好的開放共用工

作空間，浩觀匯集了大批企業家、創意人才、設計師、工程師及投資者。只要擁有經營理念，

企業家便能在浩觀的網絡中找到聯合創辦人並建立團隊。起初，企業家們可參與付費計劃賺

取種子基金，最後尋找合適的投資者資助他們實現理念。浩觀亦會籌辦「理念推銷之夜」

（pitch nights）和線上市場空間活動，促進業務創新和增長。本港採取的其他類似措施，

比如 Hive 共用工作空間及 BootHK Campus 等，都有異曲同工之妙，可為企業家、技術人

員及投資者提供援助。這些措施的出現和成功，如今已成為資訊及通訊科技初創企業行業新

的推動力。 
 
香港亦已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有望成為科技發展和商業應用樞紐。據《福布斯》65近

期刊發的一份報告顯示，香港被評為「前景看好的全球四大科技資本地（繼硅谷和紐約之後）」

首位。需指出的是，香港有望成為領先科技中心，一方面得益於有創意、有抱負的企業家，

另一方面則得益於眾多大亨巨賈的國際商務往來。 
 
儘管有所進步，但初創企業的發展依然面臨諸多挑戰。在諮詢研討會上，我們一致認為困難

在於為創新經營理念爭取資金。受訪者認為，創新及科技基金往往把目光集中在科技創新上，

而現有科技適用的經營理念由於缺乏新穎的科技創新元素，獲得的支援往往較少。這很可能

成為成立強調新穎經營理念而非技術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初創企業的絆腳石。 
 

                                                        
64資料來源：資訊科技委員會，「獲批准項目的創新及科技基金統計資料」（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 
65參考來源：《福布斯》， 
http://www.forbes.com/sites/karstenstrauss/2013/03/20/the-worlds-top-4-tech-capitals-to-watchafter-silic
on-valley-and-new-yor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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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家面臨的一些其他難題包括投資的募集、輔導和法律指導，以及初創企業相關資訊的透

明度。 
 
另一挑戰是，對非本地企業家的移民要求。由於大多數非本地企業家無法申請工作簽證，另

有許多不符合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資格，非本地初創企業寸步難行。 
 
潛力或新機遇 
 
企業家共用工作空間的迅速發展表明，配

對及網絡構建是初創企業的主要組成部

分。單個元素（資本、理念、人才等）相

互獨立存在，往往不會帶來商業的繁榮，

必須透過連通平台融合，才能實現綜合效

益。由於香港四通八達，網絡基礎設施完

善及手機使用率較高，匯聚人才、理念、

科技及資本的網上平台將顯著推動資訊

及通訊科技初創企業的發展。 
 
知識產權被公認為是資訊及通訊科技企

業的核心元素。在著名的法律制度下，資訊及通訊科技公司可受惠於本港在知識產權保護方

面所擁有的天然優勢。 
 
資訊及通訊科技初創企業是創意科技構想和創新產品的溫床，因此本港應成立更多初創企業，

將其打造為業界領頭羊。初創企業對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的總體發展至關重要。產品的業務

配對和展示平台的發展，加上初創企業相關資料的公開，可大大加快初創企業的構建步伐。 
 

建議 
 

 

                                                        
66參考來源：INNO-Grips（全球創新政策評審研究），「南韓：中小企政策轉向競爭力和增長」。 

國際經驗和裨益 
南韓中小企業管理局（SMBA）於一九九六年

成立，政策理念直指具有競爭力的中小企，規

避對弱勢中小企的保護。其採用更直接的方法

將中小型企業打造為國內翹楚。管理局於二零

一零年推出為期三年的『300 全球之星計劃』，

自此每年論功甄選 100 間中小企候選者。獲選

的中小企將獲得全面的支援，包括科技、融資、

市場推廣支援等。在計劃提供的各種支援下，

公司將整裝待發，與國際競爭對手一較高下。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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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建議香港創造並優化商業環境，成立資訊及通訊科技初創企業，將之發展為成功的企業。

這樣做的益處有： 

●本港資訊及通訊科技業將擴大規模，蓬勃發展，還將增加本港經濟多樣性和優勢。 

●資訊及通訊科技初創企業及翹楚將匯聚大量流動企業和技術人員，促進經濟進一步發展和

壯大。 

●成功的生態系統將促進資訊及通訊科技初創企業經營業務 

●創造更多高薪資訊及通訊科技就業機會。 
 
潛在工作範疇 
 
1. 為科技初創企業建立數碼平台 — 建立開放易用的網上平台，提高資料透明度，助推初

創企業入市，同時方便創意人才、投資者、講師及企業顧問等進行交流和配合，成為集合

構想、技能、人才、業務知識及資金於一體的數碼市場，連通網上社群和公用工作空間、

數碼港、香港科技園及大學的實體社群，最終助推初創企業取得成功，躋身成功企業之列。 
 
2. 幫助初創企業營造創業文化，鼓勵相互交流創意想法 — 促進非本地初創企業赴港經營

業務，擴大本地科技初創企業市場。預計本地和海外文化的碰撞將進一步弘揚香港創業文

化。 
 
8.4.2. 培養資訊及通訊科技及商業科技領域的頂尖人才 
 
香港現狀 
 
本港教育系統十分成熟，可為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發展培養大量優秀人才。作為輸送年輕人才

的主要來源，本港大學不斷為業界注入新血。在過去十年中，政府投入大量資金扶持資訊及

通訊科技教育和人才培養。由大學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六所本地大學，現已推出資訊及通訊科

技相關學科教育方面的學位計劃。在過去十年中，參加本地大學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計劃

的學生人數顯著增加。67參與這些計劃的學生可得到優質教育。許多本地講師都是業界知名

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專家，電氣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會員和國際大獎得主的學者也越來

越多。學生還可使用一流的研發設施，包括研究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優秀實驗室。可以說，香

港資訊及通訊科技教育系統堪稱業界一流。 
 

                                                        
67據職業訓練局開展的二零一二年資訊及通訊科技人力調查顯示，在本科資訊科技畢業生生力軍中，87.3%
為全職，77.1%成功獲得資訊科技相關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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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資訊及通訊科技教育方面的付出和進步有多大，對企業來說，資訊及通訊科技人才的供

求之間仍存在差距。一方面，人才的競爭，早在大學就已拉開序幕。由於資訊及通訊科技主

專業的公眾形象和職業前景，相比資訊及電腦科學或工程，學生們可能更願意攻讀金融、法

律或醫學。另一方面，資訊及通訊科技畢業生具備的技能不能完全滿足行業的要求（例如，

策略性思維、業務分析、項目管理、相關利益者管理），應對日新月異的資訊及科技前景及

技術。 
 

圖 27 資訊科技人力供求分析 

 
* 供應數據未納入海外留學歸來的資訊科技或運算畢業生和接受過深度轉換資訊科技資訊科技培訓的非資訊科技／運算畢業

生。 

參考來源：職業訓練局，「二零零六年、二零零八年、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二年資訊科技業

人力調查」。 
 
據二零一二年資訊及通訊科技人力調查顯示，在招聘過程中，38.9%的僱主難以吸引到具備

相關經驗的適合應聘者。這種現象表明，問題可能在於資訊及通訊科技勞動力的素質，儘管

原因也可能是科技的快速變化。與香港主要資訊及通訊科技業機構、本地及跨國資訊及通訊

科技供應商及服務供應商以及資訊總監的諮詢會顯示，年輕一代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人才

的技能可能不足以與市場需求相稱。技能的差距包括技術能力（如程式編寫技能）和業務知

識（如業務分析和項目管理）。資訊及通訊科技資歷架構現已制定（《有關「軟件產品及軟件

服務」和「通訊資訊服務」的能力標準說明》），但許多利益相關者認為，這並不能完全反映

市場需要（如數據分析、業務流程分析及雲端服務技能），而且現時尚未得到廣泛應用和認

可。這些挑戰無疑會對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的未來發展構成威脅，還會對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卓

著資訊及通訊科技能力的行業產生更廣泛的影響。 

本地資訊科技畢業生供應* 

資訊科技人才的額外需求 

香港資訊科技僱員總數 

香
港
資
訊
科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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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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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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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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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力或新機遇 
 
根據領先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公司的經驗，創新

和價值創造往往發生於業務與科技相互作用

時。作為領先的業務樞紐，香港的優勢在於教

育課程中融入了市場見解。高等學府（如麻省

理工學院）的經驗表明，大學與產業可透教育

合作實現互惠。 
 
特別是，我們將解決不同類型的資訊及通訊科

技知識需求。培養資訊及通訊科技素質是根本

所在，以造福社會大眾。 
 
資訊及通訊科技技術知識（如程式編寫技能）

是資訊及通訊科技公司及公司資訊及通訊科

技部的重要要求。了解企業科技應用程式，是

大多數企業專業人員的重要要求。大學推出的

資訊及通訊科技相關的計劃，可在教育過程中

納入更多行業元素，確保成功建立資訊及通訊

科技人力資源。 
 
不論香港過去在教育中投入了多少、取得了多

大進步，滿足行業技能需求的資訊及通訊科技

人才的短缺問題依然存在。香港應豐富人才庫，

進一步加強資訊及通訊科技教育，彌補人才缺

口。 
 
 
建議 
 
我們建議政府繼續促進本港學術界、培訓機構、專業團體、僱主與僱員之間的合作夥伴關係，

使本地資訊及通訊科技人力得以持續發展。我們還建議政府制定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認可架

構，納入不同的職業資格和現有的各種架構，採用考試、經驗和技能水平等一系列評估標準。

架構還將參考國際上公認對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發展至關重要的基準／標準。此外還會將資

訊及通訊科技宣揚為誘人職業，提高專業形象。這些舉措的益處如下： 
 

國際經驗和裨益 
新加坡已制定全國資訊通訊能力框架

（NICF），訂明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人員的

能力要求，以拓展及增強新加坡資訊及通

訊科技勞動力的能力，引導他們的職業發

展和進步。框架覆蓋一系列工作崗位，涉

及資訊及通訊科技保安、數據中心管理、

渠道管理、質素保證及組合管理等方面，

內容還將繼續更新，以覆蓋雲端運算和綠

色資訊及通訊科技等新興技術。 
 
此外，新加坡還成立了持續進修培訓

（CET）中心，課程涵蓋框架功能，五年

內培養出 10,000 名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人

才。 
 
新加坡採取的各項措施，有助其吸引及培

養資訊及通訊科技人才，就職優質崗位，

成為優秀的勞動力，開發創新資訊及通訊

科技業務。近來，新加坡在彭博全球創新

指數中排名世界第七，研究人才集中度排

名世界第四。這表明新加坡的人才政策正

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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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主，包括資訊及通訊科技供應商／

服務供應商以及公司的資訊及通訊

科技部在內，將更容易在本地物色到

優秀的人才，以發展他們的業務。 

● 專業形象的提高，再加上專業認可架

構的制定／採納，不僅會惠澤本地人

才，還會造福內地及世界其他地方的

人才，成就香港的優勢地位，物色及

吸引內地及國際人才，從而使香港成

為資訊及通訊科技人才樞紐，進而促

進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發展。 

● 部分人才將成為企業家，在香港建立

資訊及通訊科技初創企業，助推香港

發展為創新樞紐和數碼經濟體。 
 
潛在工作範疇 
 
1. 制定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認可架

構 — 全新的專業認可架構針對不

同水平、不同類型資訊及通訊科技專

才所需的技能和能力作出了相關討

論，有望成為從業人員的行業標準。

根據專業認可架構，全新的專業認可

及註冊計劃（以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才培養和認可專責小組採取的措施為基礎），將進一步

提高產業專業化。 
 
2. 加強業界合作培訓 — 領先資訊及通訊科技公司將與學術界共同設計並交付資訊及通訊

科技教育計劃。資訊及通訊科技學生的實習和就業機會亦將隨之增多。 
 

國際經驗和裨益 
麻省理工學院堪稱世界首屈一指的教育研究機

構。時至今日，學院已培養無數資訊及通訊科技

業優秀人才。這些人在創新和業務發展領域中都

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作為高等教育的核心組成，

學院與眾多領先公司結成「產業聯盟」。舉例來

說，學院與微軟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共同實施「資

訊化校園項目」（Project I-Campus）教育計劃。

此外，學院還與 Hewlett-Packard 攜手合作，研

究資料豐富環境下的架構、設備及用戶界面問

題。以上種種付出，成就麻省理工學院行業領先

地位，助推行業創新發展，有助培養適合資訊及

通訊科技企業的最佳人才。 

國際經驗和裨益 
在美國，電氣電子工程師協會轄下電腦學會分別

為中級軟件工程師和初級軟件工程師設立了軟件

開發職業工程師認證（CSDP）考試和軟件開發初

級工程師認證（CSDA）考試。軟件工程證書的這

兩項考試和機制，有助美國建立優秀的軟件技術

人才庫，方便僱主評估應聘者的素質，使得青年

才俊能夠沿著清晰的職業發展道路發展個人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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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高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形象 — 政府和業界應提高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才的公眾形象，

並向年輕一代展現成功資訊及通訊科技楷模的風采，從而提高大學優秀學生參加資訊及通

訊科技相關計劃的比例。 
 
8.4.3. 把香港建設為跨平台應用程式卓越中心 
 
香港現狀 
 
在香港，流動業務十分活躍。流動電話滲透率高達 230%。香港用戶在全球智能手機使用率

方面名列前茅。 
 

圖 28 香港 3G／4G 用戶人數 

 
參 考 來 源 ： 通 訊 事 務 管 理 局 辦 公 室 ，「 香 港 的 主 要 電 訊 業 統 計 數 字 」

（http://www.ofca.gov.hk/filemanager/ofca/en/content_108/wireless_en.pdf） 
 
本港互聯網和流動業務近年屢創佳績。例如，二零零八年，五位本地青年企業家成立

9GAG.com，迅速席捲 iOS 和安卓流動設備平台，每月吸引超過一億的頁面訪問量，還成

功吸納互聯網業務投資者投資逾 2,000 萬港元。另一成功則體現在香港企業屢獲亞太資訊及

通訊科技大獎（APICTA）。近年在各大賽上，香港創意人才屢獲亞太資訊及通訊科技大獎殊

榮。這表明本地創意人才勢頭強勁，正不斷創造出資訊及通訊科技創新成果。 
 
得益於這些特質和不斷湧現的成果，本港資訊及通訊科技業將進一步發展壯大。二零一一年，

資訊及通訊科技業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6.1%（一些發達國家的參考數字：新加坡3.6%68、

加拿大 4.9%69、美國 7.1%70及南韓 11.2%71）。這一數字表明，香港可進一步把握資訊及通

訊科技增長機遇，如鼓勵開發流動應用程式，推進資訊及通訊科技業佔領更重要的經濟地位。

                                                        
68參考來源：新加坡統計署，

http://www.singstat.gov.sg/statistics/browse_by_theme/national_accounts.html 
69參考來源：加拿大工業部，http://www.ic.gc.ca/eic/site/ict-tic.nsf/eng/h_it05864.html 
70參考來源：美國商務部，http://www.bea.gov/industry/gdpbyind_data.htm。數字依據「電腦及電子產品」、

「資訊」及「電腦系統設計及相關服務」的累計總數計算而得。 
71參考來源：Switzerland Global Enterprise， 
http://www.switzerland-ge.com/fr/filefieldprivate/files/41328/field_blog_public_files/8025 

http://www.singstat.gov.sg/statistics/browse_by_theme/national_accounts.html
http://www.bea.gov/industry/gdpbyind_dat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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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力或新機遇 
 
最近幾年，香港企業開始投資各種跨平台業

務解決方案（例如網上銀行、電影票購買），

為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的進一步壯大創造了

強勁的勢頭，再加上香港的高流動滲透率及

對新科技的包容文化，香港擁有優越的條件

發展為跨平台應用程式卓越中心。 
 
建議 

我們建議政府把香港建設為跨平台應用程式卓越中心。這些舉措的益處如下： 

● 跨平台應用程式業務發展將推動資訊及通訊科技業增長，有助增強香港數碼經濟的綜合

實力。 

● 跨平台業務創意人才將優先考慮在香港建立業務基地，從而提高香港的聲譽，吸引資訊

及通訊科技人才和投資。 
 
 
 
 

國際經驗和裨益 
為推動流動業務發展，紐約市已出台多項舉

措，其中包括紐約 BigApps 大賽。參與這項

軟件比賽的開發者可利用紐約市的開放資料

編寫網上和流動應用程式。在推出的另一項

「應用程式樞紐」計劃中，紐約市以全市十

大官方應用程式為例，示範該等應用程式如

何為市民和企業創造價值。二零一二年夏

天，紐約市又推出了紐約時代科技計劃，讓

學生有機會自己動手編製流動應用程式、了

解創業基礎知識、參與業務計劃比賽，以及

接受紐約市科技公司的指導，從而為紐約流

動業務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預計流動業務

的不斷增長將顯著促進知識型經濟的蓬勃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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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工作範疇 
 
1. 向弱勢社群提供獎勵，推動跨平台解決方案發展 — 就弱勢社群而言，由於他們往往不

是客戶的優先選擇，有些社群的需要，可能就得不到很好地滿足。為了進一步確保更多港

人能夠享受到流動解決方案帶來的便利，解決社會及數碼共融的需要，政府支援了一項資

助計劃，旨在支援弱勢社群特定應用程式的發展。 
 
2. 推動經驗交流，宣揚成功案例 — 政府可與資訊及通訊科技業合作，組織會議、研討會

及推廣活動，促進資訊及通訊科技企業分享經驗和資訊，提供更多聯繫交流的機會。政府

還可設立更多的比賽和獎項，展示成功跨平台業務應用程式。 
 
3. 研究和推動交易和支付方面的跨平台業務解決方案 — 本港零售業規模龐大、經營成熟，

但支付系統有待進一步加強。尤其是，安全的跨平台小額支付解決方案，可惠及中小企，

降低他們的運作及交易成本。 
 
8.4.4. 繼續發展雲端運算和數據中心樞紐 
 
香港現狀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業專註的另一領域是雲端運算服務數據中心的發展。作為亞太地區首屈

一指的商業樞紐，金融、貿易及物流等各行各業的跨國公司紛紛來港建立區域辦事處，使得

業務對頂級數據中心設施和雲端運算服務的需求激增。自從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成立數

據中心促進組以來，至今已接到超過 240 次查詢或請求援助，其中來自海外公司的查詢和

請求約佔 10%。72 
 
在數據中心發展方面，香港擁有無以倫比的眾多優勢。目前，國際和內地企業紛紛來港建立

高級數據中心。香港於二零一一年和二零一二年連續兩年名列數據中心風險指數榜首，成為

在亞洲建立數據中心的最安全的地方 73。香港坐擁世界上最先進的電訊基礎設施。上網成本

相對較低。本地的電力供應亦十分可靠。此外，本港的資訊自由流通，內容無須經過審查，

而資料私隱亦獲得充分保障。這些因素皆有助本港數據中心和雲端運算業務發展蓬勃。 
 
 

                                                        
72資料來源：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73參考來源：由高緯環球發佈的數據中心風險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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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力和新機遇 
 
本港的主要數據中心發展，已開拓出許多機遇，加快了雲端運算服務的增長和採用。此外，

工業建築重新用作高級數據中心，帶來了資訊及通訊科技業以外的經濟效益。正因為如此，

香港具有良好的條件，有望在未來數年時間內發展成為雲端運算服務數據中心的區域樞紐。 
 
建議 
 
我們建議政府繼續把香港建設為雲端運算和數據中心樞紐，促使香港得到各界廣泛認可，成

為建立雲端運算業務數據中心的最友好城市之一。 
 
潛在工作範疇 
 
1. 促進香港成為建立雲端運算服務數據中心的黃金地點 — 香港可利用各種可能的渠道宣

傳其所具備建立數據中心的優勢。國際會議、貿易展覽及其他活動都是潛在的平台，有助

推廣和加強香港作為建立雲端運算服務數據中心黃金地點的地位。具有成本意識的特定行

業，如對數據中心有著巨大需求（如金融業），或成為雲端運算服務的主要對象。 
 
2. 為服務用戶和供應商制定並向他們推廣雲端運算標準、最佳實踐及指引 — 為促進及推

動雲端運算的採用和應用，香港可發展共用服務、制定有關標準和最佳實踐（內容覆蓋雲

端服務定義、互用性、標準化、資訊保安、數據私隱、服務提供和管理、訂約實務、服務

水平協議以及香港雲端服務用戶和供應商需注意的任何其他問題及疑慮），然後推廣該等

服務和標準及最佳實踐的採用及制定。 
 
3. 政府以身作則率先使用雲端服務 — 政府應在各個部門實施雲端服務，以推動行業發展

及展示成功。 
 
8.4.5. 善用經濟一體化，融合本港媒體、創意及科技產業優勢，打造數碼媒體卓越中心 
 
香港現狀 
 
創意和媒體產業推動城市創新能力和經濟增長。香港的創意和媒體產業包括電影、電視、音

樂、設計、建築、漫畫及動畫、遊戲和數碼娛樂等。創意產業相關公司約有 34,000 間，

從業人員達 189,000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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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每年創造價值超過 776 億港元，約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 4.6%。74 
 
舉例來說，香港是全球出口最多電影和電視內容的地方之一。在二零一一年，本港以錄影帶、

DVD及其他光碟形式出口了 56套價值合共 3,700萬美元（2.87億港元）的本地製作電影 75。 
 
在互聯網時代開始之際，媒體產業和內容供應商爭相利用新的數碼渠道將內容數碼化再用。

業界把這一階段稱為 Media 2.0 時代。但隨著流動設備大行其道以及社交媒體的湧現，互聯

用戶時代的來臨，象徵著純粹再利用數碼內容的終結。獲得授權的用戶不論身處何處均可即

時訪問個性化媒體內容。Media 3.0 時代已然到來。 
 
潛力和新機遇 
當下，媒體產業必須超越數碼化，隨時隨地為數碼用戶帶來量身定製的個性化體驗。76 
 
互聯用戶時代的體驗應具備以下特點： 

●設備之間無縫貫通 

●智能 — 針對個人、富有洞察力、具有相關

性和情境性 

●協作 — 產品和服務由開發商和用戶共同創

造 

●社交 — 數碼平台（例如社交網絡的網站）

上的社交群體一起制定、發展及分享創意。 
 
科技能夠創造與眾不同的客戶體驗。 
 
香港媒體和創意產業需要商用科技的平台來

幫助內容供應商創造客戶所需的數碼媒體消費體驗，以維持其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 
 
 
 
 

                                                        
74參考來源：創意香港，「香港概況」（二零一二年十月） 
75 參考來源：香港貿易發展局， 
http://hong-kong-economy-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Hong-Kong-Industry- Profiles/Film
參考來源：萬國商業機器商業價值研究院（IBV）
-Entertainment-Industry-in-Hong-Kong/hkip/en/1/1X000000/1X0018PN.htm 
76  

國際經驗和裨益 
Comcast Corporation 是業界領先的媒

體、娛樂和通訊公司。Comcast 推出了下

一代雲端電視平台 Xcalibur，企圖徹底改變

人們觀看電視的方式。Xcalibur 不僅僅是利

用雲端架構向任何互聯網連接設備提供現

場直播電視服務的機上盒。不論何時何

地，只要用戶願意，用戶就能在流動及其

他連接設備上觀看視訊直播。Xcalibur 不僅

可滿足用戶的一切需求，使之更容易觀看

電視及其他互聯網內容，還可向更多的設

備發送有關內容。 

http://hong-kong-economy-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Hong-Kong-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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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政府應凝聚媒體、創意及科技產業的力量，把香港打造為數碼媒體卓越中心，從而： 

●加強香港媒體和創意產業，及 

●向世界其他地方宣傳及推廣資訊及通訊科技及媒體產品及服務，提供更多的商業機遇。 
 
潛在工作範疇 
 
1. 促進媒體內容供應商和資訊及通訊科技公司之間的聯繫與合作，以匯聚多間數碼媒體公

司 — 政府可舉辦活動，讓數碼媒體業內負責不同環節的人員聚首一堂，或者鼓勵媒體業

投資於新數碼媒體公司所需的數碼工具上（例如數碼媒體工作室），以加速創造成功的新

型數碼媒體業務。 
 
2. 推動經驗交流，宣揚成功案例 — 政府可與媒體、創意及資訊及通訊科技業合作，組織

會議、研討會及推廣活動，促進數碼媒體企業分享經驗和資訊，提供更多聯繫交流的機會。 
 
8.4.6. 繼續利用香港的獨特地位，推動資訊及通訊科技企業把握內地機遇 
 
現狀 
 
最近十年，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聯繫越發緊密和相互依存。時至今日，企業之間的跨境合作，

幾乎滲透各行各業。香港當之無愧成為內地最大的外部投資者，二零一二年佔 712.89 億美

元（佔內地外商投資的一半以上）77。內地的巨大市場潛力、經濟增長和對技術的積極採用，

為香港資訊及科技通訊業帶來了無限商機。 
 

                                                        
77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http://english.mofcom.gov.cn/article/statistic/foreigninvestment/201301/2013010001261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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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中國資訊及通訊科技市場規模 — 歷史數據和未來預測 
 

 

參考來源：IDC，「中國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支出 — 2012 – 2016 年預測與分析」。 
 
中國內地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機遇正迅速發展。若干新興科技，包括物聯網、大數據分析技術、

雲端運算及社交業務亦在高速發展中。二零一零年，中國的物聯網市場規模超過人民幣

2,000 億元，主要覆蓋住所安全、電力安全、公共安全、衛生監測及環境保護。預計二零二

零年，市場規模將達到人民幣 5-10 萬億元。78由於射頻識別是物聯網的主要技術之一，香

港的射頻識別人才（例如本地供應鏈和物流業中的射頻識別應用專家）可協助內地發展物聯

網。 
 
大數據分析技術的市場規模預計將在未來數年之內顯著擴大，到二零一六年預計可達人民幣

40 億元左右。目前，中國的大數據分析技術仍處於初期發展階段。電訊、銀行及保健行業

有望成為採用大數據分析解決方案的先行者。 
 
中國雲端運算市場近年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電訊及互聯網公司相繼投資雲端運算。金融、製

造及能源行業的公司亦開始採用私人雲端運算。預計二零一三年雲端運算服務的市場規模將

達人民幣 110 億元以上，同比增長約 50%。 
 
如今，內地企業用戶正嘗試利用社交網絡模型協助及改變企業內部運作、僱員合作、流程及

工作流以及知識管理。作為世界上第一大互聯網使用國家（5 億以上用戶 79），內地社交商

業科技和解決方案前景樂觀。中國的勞動力，尤其是年輕一代，將逐漸成長為精通技術、善

用社交商業工具的用戶，有助經營、管理業務及推動業務增長。 
 
 

                                                        
78參考來源：FINPRO，「物聯網 — 中國」，二零一一年。 
79資料來源：國際數據庫，美國人口普查局 

（以百萬美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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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獲益於上述巨大商機，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企業現已依據《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

貿關係的安排》（CEPA）進駐內地市場。香港服務供應商（HKSS）可在內地申請電腦資訊

系統集成資格認證（系統集成認證），創辦提供軟件實施服務和數據處理服務的全資公司。

香港服務供應商還可建立合資企業，提供數據庫服務以及網上數據處理及交易處理服務。 
 
在過去兩年內，四所本地大學在深圳南山區高新區建立產業、學術及研究基地，進行研發並

與內地對口合作。當局迄今已批准總資金超過 2.5 億港元的四十餘個聯合項目，支援兩地大

學、研究院及科技公司之間的研發合作。他們在內地採取的措施有望在不久的將來進一步擴

大範圍。 
 
潛力或新機遇 
 
根據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十二五規劃（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五年），中國將積極發展創新

和資訊及通訊科技。按照計劃，國家在研發工作方面的開支會佔國內生產總值的 2.2%；而

每 10,000 人便會產生 3.3 項專利 80。  
 
因此，科學技術部的計劃、內地與香港的技術交換及合作將得到進一步加強。專業技術人員

及科技組織將參與國家科技發展項目。國家還會成立聯合實驗室和研究中心，亦會開發合作

性研發平台，開放及分享大型設施，建設更多科技園，推出更多培育計劃和工業區。 
 
內地規劃的科技措施目前已取得長足的進步。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企業可藉此強勁勢頭把握

市場機遇。 
 
建議 

香港應創辦資訊及通訊科技企業，繼續利用自身獨特地位，把握內地機遇。 

這些舉措的益處如下： 

● 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和服務出口到內地市場，有望推動香港經濟增長。 

●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業亦將獲認可為中國科技及經濟實力增長的重要功臣 
 
 
 

                                                        
80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科技技術部，國家「十二五」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http://www.most.gov.cn/kj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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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工作範疇 
 
1. 繼續推進業界跨境合作 — 除了《安排》下推出的措施外，香港應在三個主要方面加強

與內地的合作，該三方面分別是跨境電子商務便利化措施（例如電子簽名證書互認）、技術

合作／聯合項目（例如雲端運算服務標準）和技術轉移及交流（例如合辦會議、論壇和展覽）。 
 
2. 加大協作力度，共同推廣及推動本港資訊及通訊科技業 — 各個公共機構（例如香港貿

易發展局、科技園、數碼港等）付出的努力，將變得更加一致、更好進行協調。 
 
8.5 貫通資訊，利便市民 
 
在最近十年中，對市民和企業來說，電子政府服務已從純粹提供網上靜態歷史公共資料，發

展為更加以民為本的交互多媒體雙向客戶體驗服務。嶄新和新興科技，特別是流動及其他平

台，開闢了一個革新的途徑，以提供更多隨時隨地都可享用到的服務，切合市民需要。與此

同時，智慧城市透過智慧感應器提供海量實時數據，即時將有價值的實時位置敏感資料傳達

予市民，供他們在流動設備上閱覽。由於新興科技可以完善及改變公共服務，提升公共行業

機構有效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能力，將越來越重要。 

在此策略重點的支援計劃下，為提供新發展機會的關鍵措施包括： 

●為市民和企業提供觸手可及的流動政府服務 — 隨時隨地，暢享無阻 

●根據個人需求度身打造資訊貫通、切合需要的服務 

●建設智慧城市基礎設施（物聯網），利用大數據及其他科技管理蓬勃發展的城市 
 
8.5.1. 為市民和企業提供觸手可及的流動政府服務 — 隨時隨地，暢享無阻 
 
香港現狀 
 
在提供網上公共服務解決市民需求方面，政府已取得長足的進步。政府資訊及電子服務的一

站式入門網站 — 香港政府一站通，最初於二零零七年推出。二零一零年，政府又推出我的

政府一站通網站，為電子稅收、電子差餉地租單、出境旅遊資料登記等個性化電子政府服務

提供單點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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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的流動技術，加上香港高達 228.4%的流動設備滲透率（其中智能手機佔 64%以上 81），

導致市民行為開始出現變化，對藉助流動設備閱覽資訊及使用服務的期望亦隨之水漲船高。

對公共及私營機構的供應商而言，透過流動渠道提供服務，開始變得司空見慣。為跟上這一

趨勢，政府一直在發展應用流動技術的服務，以作為一個選擇渠道（如第三章第 4 節所述）。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DESA）就互聯政府及其電子政府服務之提供確立了五個階段，

分別是(1)出現、(2)增強、(3)交互、(4)交易及(5)互聯。按照五階段的定義，從政府在電子

服務及流動電子服務應用方面打下的堅實基礎來看，香港的第三階段已然接近尾聲，正朝著

第四階段闊步邁進。在流動電子服務的其他應用及普遍應用的推動下，香港電子政府將穩步

邁入第四階段 — 交易。 
 

圖 30 互聯政府的五階段 

 
互聯政府的

五階段模型 
互聯 第五階段 — 互聯：建設互聯政府，及時響應市民需要，

方便暢享一體化後台基礎設施及數據，運用最精湛的技

術，促使市民參與政府決策流程。 
交易 第四階段 — 交易：革新。市民與政府之間的雙向互動，

全天候支付、註冊、文件、服務請求方案。全新使用內建

Web、SMS、IVR、IVVR（視訊）及 WAP 的手機。 
交互 第三階段 — 交互：開啟交互入門網站和全新網上服務時

代。以市民便利為本。全新應用多媒體（視訊、地圖）和

社交網絡。全新採用流動技術發佈資訊及警訊。 
增強 第二階段 — 增強：公共政策和管治資訊增加。市民上網

存檔文件、表格、報告等更方便。發佈基本資訊的渠道增

加。 
出現 第一階段 — 出現：網上發佈。靜態、單向資訊。鮮少市

民互動。 
參考來源：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二零一零年電子政府調查」，二零一零年。 
 
 

                                                        
81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提供的截至二零一三年二月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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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力和新機遇 
 
過去，跨平台渠道通常在傳統渠道成功實施後才

開始開發。日後，跨平台電子服務不僅僅應視為

另闢蹊徑，還應定位為提供各項電子政府服務的

必需模式之一。在這種全方位模式下，不論市民

是上網抑或藉助流動設備使用電子服務，他們都

能享受到資訊貫通的無縫體驗。 
 
 
建議 
 
政府應將所有網上公共服務設計並發展為跨平台服務，同時兼顧其他非電子渠道，確保市民

可以透過於他們最方便的渠道享受政府服務。 
 
在此推動下，香港政府的電子服務將從聯合國經

濟和社會事務部確立的互聯政府模型第三階段

邁入第四階段。這些舉措的益處如下： 

● 市民變得消息靈通，即時享受便利的服務。

只要有需要使用公共服務，就能隨時隨地暢享

無阻； 

● 市民無需親自登門造訪即可輕鬆獲得所需服務，進而降低交易成本； 

● 政府可盡快傳播有時效性的資訊，並因此而受益；及 

● 流動設備滲透率高企表明，相比傳統電子渠道，使用流動設備可令市民感到更加舒適，

那麼解決數碼隔膜問題指日可待。 
 
潛在工作範疇 
 
1. 為所有政府部門的現有公共服務打造跨平台解決方案（如可能）— 政府應審查所有政府

部門的現有公共服務，制定政府部門適用的跨平台策略，還應鼓勵所有政府部門依照政府

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建議的指引或標準制定跨平台解決方案（包括流動應用程式、流動網

頁、流動交易等）。政府可藉鑒私營機構對電子銀行流動應用程式的發展和採用。許多香

港領先銀行都已為客戶開發流動應用程式。由此可知，各種流動銀行服務（資料查詢、金

融交易、市場推廣／推廣等）在香港越來來備受青睞。私營機構的這種趨勢可能擴及公共

機構的流動公共電子服務。 
 

國際經驗和裨益 
南韓常常透過智能手機提供常用的民用

服務。市民現在可隨時隨地查看應用狀

態，無需再親自前往政府辦事處辦理，節

約了大量時間。隨著流動安全水平的提

升，市民可對數據和通訊加密，禁止資訊

儲存，而對流動應用程式的保安和私隱問

題的擔憂也就煙消雲散了。 

國際經驗和裨益 
澳洲維多利亞的 Better Health Channel
流動應用程式可查找健康服務（如醫生、

牙醫及藥房等），制定紫外線、溫度、煙

霧和花粉等個性化健康提醒和通知，以及

隨時瀏覽各種健康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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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所有政府部門的未來電子政府服務構建跨平台 — 政府應繼續致力為日後所有新興電

子政府服務制定跨平台解決方案，還可以考慮在電子服務中適當加入位置服務、近場通訊

（NFC）等先進的跨平台功能。 
 
就未來推出電子服務而言，政府可考慮以「跨平台」模式推出，也就是說從一開始就設計

跨平台。這也就意味著，政府部門需考慮在技術因使用社群不同而有差異的情況下如何更

好地覆蓋社會各界。 
 
8.5.2. 根據個人需求度身打造資訊貫通、切合需要的服務 
 
香港現狀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將資訊貫通的服務界定為「為服務用戶或供應商之利益而

提供的聯合社交服務」。82下圖列出了市民可在一個地方獲得他們所需的所有政府部門支援

的一站式服務。政府部門能否針對市民個人準確界定服務用戶結果，將決定其是否需要加

入。 
 
 

                                                        
82參考來源：經合組織，「貫通資訊的服務和住房諮詢」，二零一二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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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資訊貫通服務交付的基本模型 

 

參考來源：經合組織，「資訊貫通的服務和住房諮詢」，二零一二年十一月 
 
流動、社交、雲端、大數據及分析技術的出現，從根本上改變了市民的生活、工作及交友方

式。市民因而有了新的期望，要求政府重新考慮如何最好地服務於民。綜合與政府的所有接

觸點全面認識市民的能力，有助制定切合市民需要的資訊貫通的服務類型。 
 
政府設立了電子政府互用架構（IF），以便部門和相關組織之間更容易進行資料交換和開發

資訊貫通的電子政府服務。部門之間的共享服務，例如人力資源、金融管理及採購，已利用

電子政府互用架構進行部署，供公眾使用。 
 
政府亦已就此目的推出若干主要的資訊貫通服務。 
 
電子資料管理（EIM）— 一個適用於所有部門的架構，可有效建立、儲存、使用、傳播、

檢索及存檔資料，供運作、知識分享及決策支援之用。 
 
電子採購 — 政府和供應商之間就貨物及非結構化相關服務購買進行電子交易的採購系

統。 
 
政府人力資源管理服務（GovHRMS）— 雲端平台上支援政府機關常見人力資源管理流程

的共享資訊及通訊科技服務。 

聯合服務 

法律服務 

社交服務 

住房服務 衛生服務 

心理健

康服務 
案例管理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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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力和新機遇 
雖然政府已經出台更好服務於民的若干措施，但要想提供以民為本的服務，有些地方仍有待改善。政府

需要能夠方便各部門之間分享資訊、提高政府交付及時有效服務的能力及運作效率的架構或藍圖及工

具。 
 

圖 32 資訊科技互聯政府的優勢 
 

內部 
（對供應商、機構及政府而言） 

外部 
（對用戶、市民及企業而言） 

1. 避免重複 
2. 降低交易成本 
3. 簡化繁複的程序 
4. 提高效率 
5. 增加交流及合作 
6. 提高透明度 
7. 增加資訊分享 
8. 加強資料管理 

1. 加快服務交付 
2. 提高效率 
3. 提高使用服務的靈活性 
4. 革新服務交付 
5. 促進參與及共融 
6. 利便市民 
7. 提高開放性和透明度 

參考來源：聯合國，「企業架構 — 互聯政府平台」，二零一零年。 
 
政府已經出台若干以民為本的資訊貫通服務措施。政府應加強政府部門之間的互用性和效率，加速發展

更多聯合資訊貫通服務。 
 
建議 
 
政府應啟用共用架構及平台，繼續發展以民為本的資訊貫通服務，以便全面了解市民的個人需要。 
 

這些舉措的益處如下： 

● 跨政府部門的電子服務可在技術障礙最小的情況下，輕鬆利用不同部門和機關之間的數據。跨部門數

據的綜合處理可確保公共電子服務的發展更符合市民需要。 

● 政府部門運作連貫，處理事務敏捷高效。在各部門之間的共用架構及基礎設施助力下，發展及提供跨

部門電子服務將不再是難事。 

● 為公共電子服務採用最適合的共用交付平台（例如雲端運算），實現成本、效率、質素及安全之間的最

佳平衡，完美詮釋香港已發展為雲端運算及數據中心領先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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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工作範疇 
 
1. 為電子政府服務開發及推廣更多資訊貫通的解決方案 — 繼續發展聯合公共服務，需要開展架構規

劃及實施的標準方法。在特定方法下，資訊貫通的解決方案可在跨部門服務交付過程中以共用語言

提供整個政府的整體觀，方便建立連結，提高互用性。 
我們可以藉鑒一站式發牌服務。大多數政府部門（如非全部）的發牌服務可合併交由一個機構提供。

該機構將就一切發牌相關事宜單獨集中地服務市民。由於這項跨部門措施要求部門之間高度配合，

做到上傳下達，基於企業架構框架（EAF）的後端科技平台，就顯得必不可少。在企業架構框架下，

政府可提供更多資訊貫通、切合需要的電子服務，譬如香港政府一站通、我的政府一站通、一站式

公司註冊服務及中小企的發牌入門網站 83等。 
 

2. 鼓勵所有政府部門使用政府雲端平台（GovCloud）和共享服務 — 由於政府雲端平台的敏捷及具成

本效益的服務交付模型，政府早已計劃推出政府雲端平台，用以託管共用電子政府服務（例如電子

資料管理）。所有政府部門應繼續利用該運算平台（如可能），以便日後實施獨特的資訊科技或聯合

公共服務措施。 
 
8.5.3. 透過進一步數碼化和物聯網建設智慧城市基礎設施，利用大數據管理蓬勃發展的城市 
 
香港現狀 
 
香港是一個人煙稠密的現代城市，需要有效管理資源，以維持高生活水平。把具互連功能的感應器內建

於日常物品上，可提供有用的資料，讓當局作出更準確的決定，以切合上述需要。 
 
政府預見到了智慧感應器或者物聯網（IoT）的重要性，並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和香港科技園公司及香港

GS1 一道成立了香港射頻識別中心。多年以來，科技被廣泛應用於倉庫管理、行李運輸、貿易和物流以

及牲畜管制等方面。自二零一二年以來，香港國際機場（HKIA）每天在來自 60 多間航空公司的 70,000
件行李上貼上射頻識別行李標籤。 
 
  

                                                        
83 https://www.success.tid.gov.hk/tid/eng/blics/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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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機場每年使用的射頻識別標籤多達 2,600 萬以上，成為規模最大的、使用射頻識別行李運輸系

統的機場。84 
 
香港已開始著手在政府運作中應用先進的感應器。舉例來說，為透過應用智能交通運輸系統（ITS）更好

地管理交通運輸，運輸署（TD）已在選中的地區安裝感應器收集實時交通數據。這些數據經過處理後，

可透過智能交通運輸系統應用程式（如香港行車易、車速地圖路牌、行車時間顯示系統等）向通勤者提

供實時交通資料。私營機構亦可透過「資料一線通」入門網站免費下載其中的多數資料，供開發應用程

式之用。如果全城應用的先進感應器增加，再配合位置或其他增值服務，通勤者就能從實時交通資訊中

獲得更多益處，制定更好的全城行車計劃。 
 
隨著政府運作透過電子政府的正常發展或感應器應用日益數碼化，每年產生的數據量呈指數增長，更有

利於政府找到利用政府數據相互聯繫的方法，並將之轉變為可據以行動的真知灼見。 
 
潛力和新機遇 
 
連通感應器以及大數據將對政府運作、決策及服

務於民的方式產生巨大影響。綜合處理和分析該

等感應器產生的數據量的卓越價值，只會在政府

部門依據有關如何捕獲及處理數據的界定標準和

指引實施感應器應用後實現。 
 
舉例來說，政府可根據分別收集自香港氣象台和

運輸署的天氣及交通資料研究如何提高交通流

量。 
 
在射頻識別應用方面，政府早已具備豐富的經驗，並已開始研究更先進感應器的應用。透過捕獲及綜合

處理所有數據得到有價值洞察及了解全城問題的能力，將為香港市民和企業創造巨大價值。 
 
 
 
 

                                                        
84
參考來源：物流及供應鏈管理（LSCM）網站， 

http://www.lscm.hk/eng/channel.php?channel=press-release，二零一二年四月三日。 

國際經驗和裨益 
為了防止高達 2,850 億歐元或 18%國民生產總值的

逃稅，意大利稅務局開始使用數據分析技術比較納

稅人申報的收入和開支，以確定是否進行初步查詢

及調查。市民有機會解釋為什麼有差異。該解決方

案共使用了意大利五個地理區域及七類開支的統計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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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政府還應繼續探索其他創新途徑，以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提高運作效率、環境可持續性及節約成

本。 
 
例如，政府可繼續識別文件數碼化（即無紙化解決方案）或建築資訊模型可實現更高效率及節省的領域。 
 
建議 
 
我們建議政府建設智慧城市基礎設施（物聯網），利用大數據及其他生產性科技管理這個蓬勃發展的城市。

這些舉措的益處如下： 

 市民和政府可根據事實推理作出更加明智的決定 

 政府將能夠預測所有政府部門的問題，然後有效

地協調資源 

 政府將能夠展示如何有效實施物聯網以及科技如

何保證政府高效運作，鼓勵其他政府部門及私營

機構進一步參與 

 政府可獲得數據洞見，識別未來趨勢和市民需要，

以便制定以民為本的政策和服務 

 政府將能夠減少人工任務和紙質交易數量，從而

減少潛在錯誤 

 更加便民，包括優化香港交通 

 城市更加環保、更具可持續發展性。 
 
潛在工作範疇 
 
1. 推廣感應或物聯網設備的使用 — 要想深入了解本港市內各方面的情況，需從所有政府部門的感應

設備收集數據。我們鼓勵每個政府部門盡可能使用感應器，以便獲得進行進一步分析所需的數據。

為加速物聯網設備的採用和應用，政府可考慮首先在有迫切需要的政府部門使用物聯網設備。舉例

來說，物聯網可用來優化香港交通運輸。亦需指出的是，在不久的將來，物聯網的大規模實施，需

要政府不惜巨額投資。 

國際經驗和裨益 

里約熱內盧智能營運中心（IOC）可實時監控多

項數據服務，如天氣、交通、警察及醫療服務，

並預測任何迫切問題，然後將實施防禦工事，力

求減低即將發生的問題造成的影響。除緊急情況

外，其還可協調 30 多個市政及國家部門以及私

營共用設施及運輸公司的活動，將全市所有職能

整合到一個綜合數碼命令控制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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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府部門將受鼓舞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法研究、使用及試驗物聯網解決方案。成本更小的小

規模使用或試驗解決方案，則可在初期／中期階段試驗和實施。該等解決方案終將變得更加成熟、

平均成本也會變得更低，如此一來，大規模物聯網實施便指日可待。 
 

2. 鼓勵政府部門互通資料 — 各個政府部門感應設備的迅速普及產生了大量數據。因此，為全面解決

本港面臨的不同問題和挑戰，政府可使用現成的數據就顯得十分重要。政府可考慮研究在少數焦點

領域（如交通運輸和天氣相關數據）採用大數據分析技術的可行性。另需注意的是，政府部門共享

的數據集應不包含受《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保護的敏感或個人資料。 
 
3. 探索及鼓勵資訊及通訊科技的進一步生產性應用 — 資訊及通訊科技以及數碼化科技的應用無處不

在，並且可在許多其他領域得到進一步利用。政府部門應繼續探索資訊及通訊科技的其他創新應用，

實現，運作效率、成本節約及其他社會經濟效益。舉例來說，無紙化解決方案在文書工作密集的部

門的進一步應用，或者建築資訊模型（BIM）在所有政府部門之間的進一步應用，有助減少因手動管

理任務而犯下的錯誤，提高運作效率，提升環境可持續性。 
 
4. 在各政府部門公佈大數據標準、方法及指引 — 為了獲得大數據所承諾的洞察力和價值，政府需了

解並決定採用哪種標準、方法及指引。開放資料資金會（Open Data Foundation）、國家標準及技術

研究院（NIST）、雲端安全聯盟（Cloud Security Alliance）、阿帕奇軟件基金會（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以及結構化資訊標準促進組織（OASIS）致力促進大數據標準化流程，而技術美國基

金 會 （ TechAmerica Foundation ） 發 佈 的 《 大 數 據 解 密 》（ Demystifying Big Data ）

（http://www-304.ibm.com/industries/publicsector/fileserve?contentid=239170）則概述了發展大數

據用途時需考慮的技術、政策及路線圖。在使用大數據和分析技術時，政府可考慮評估及採用這些

標準。 
  

http://www-304.ibm.com/industries/publicsector/fileserve?contentid=23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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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摘要 
 
願景 使命 策略重點 措施 工作範疇 

智慧

香

港，智

優生

活 

• 善用科

技，造福社區 
 
• 發揮創新

力量，締造卓

越成就 
 
• 促進資訊

及通訊科技

業持續蓬勃

發展  
 
• 善用科

技，利便市民 
 

I 善用科

技，提升潛能 

1. 數碼身分  
(a) 為所有市民提供免費易用的數碼身分  
(b) 運用數碼身分繼續推進電子政府發展成長（例如電子市民帳戶） 
(c) 攜手銀行推出電子支票 

2. 提供科技和寬頻服務 

(a) 鼓勵及推動殘疾人士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 
(b) 進一步推行社區無障礙瀏覽 
(c) 鼓勵在數碼共融計劃中多多善用流動技術 
(d) 透過Wi-Fi熱點方便公眾上網 

3. 為學校提供寬頻服務 

(a) 讓高頻寬網絡接入各大學府及課室 
(b) 為每間課室配備所需的科技，讓教師和學生使用及參與網上互

動學習 
(c) 為教師提供援助和培訓，使他們能夠最有效地利用這種全然不

同的教學環境 

4. 程式編寫納入學校課程 

(a) 宣傳程式編寫教育的裨益 
(b) 強化兒童對程式編寫的學習 
(c) 支援教師的程式編寫教學 
(d) 鼓勵學生接受優質網上教育 

5. 開放資料供遊客和市民

查閱 
(a) 促進遊客和市民透過Wi-Fi服務使用更多的流動應用程式 

II 激勵創

新，成就未來 

1. 建立創新及協作平台 (a) 加強大學技術轉移 
(b) 利用更廣泛的創新推動卓越經營 

2. 中小企雲端平台 (a) 推行中小企雲端平台 
(b) 鼓勵協同共享中小企業務和科技創新資訊 

3. 開放公共資料 
(a) 提供數碼格式的電子公共資料，方便再用 
(b) 鼓勵其他公共機構開放公共資料 
(c) 優先為高增值服務提供公共資料 

III 發揮優

勢，拓展本港

產業和研發 

1. 初創企業 (a) 為科技初創企業建立數碼平台 
(b) 幫助初創企業營造創業文化，鼓勵相互交流創意想法 

2. 培育資訊及通訊科技人

才 

(a) 制定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認可架構 
(b) 加強業界合作培訓 
(c) 提高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形象 

3. 跨平台應用程式卓越中

心 

(a) 向弱勢社群提供獎勵，推動跨平台解決方案發展 
(b) 推動經驗交流，宣揚成功案例 
(c) 研究和推動交易和支付方面的跨平台業務解決方案 

4. 數據中心和雲端運算發

展 

(a) 促進本港發展成為主要數據中心 
(b) 為服務用戶和供應商制定並向他們推廣雲端運算標準、最佳實

踐及指引 
(c) 政府以身作則率先使用雲端服務 

5. 數碼媒體卓越中心 
(a) 促進媒體內容供應商和資訊及通訊科技公司之間的聯繫與合

作，以匯聚多間數碼媒體公司 
(b) 推動經驗交流，宣揚成功案例 

6. 資訊及通訊科技業連通

內地 
(a) 繼續促進業界跨境合作 
(b) 加大協作力度，共同推廣及推動本港資訊及通訊科技業 

IV 貫通資

訊，利便市民 

1. 提供流動政府服務 (a) 為所有政府部門的現有公共服務打造跨平台解決方案（如可能） 
(b) 為所有政府部門的未來電子政府服務構建跨平台 

2. 提供資訊貫通、切合需

要的服務 
(a) 開發及推廣更多資訊貫通的解決方案和服務 
(b) 鼓勵所有政府部門使用政府雲端平台（GovCloud）和共享服務 

3. 建設智慧城市基礎設施 

(a) 推廣感應或物聯網設備的使用 
(b) 鼓勵政府部門互通資料 
(c) 探索及鼓勵資訊及通訊科技的進一步生產性應用 
(d) 在各政府部門公佈大數據標準、方法及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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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 縮略詞 
 
APICTA   亞太資訊及通訊科技大獎 
ASTRI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CaaS    協作即服務 
Caltech   加州理工學院 
CCMF   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 
CEPA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安排》） 
CET    持續進修培訓 
CIO    資訊總監 
CITG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CSDA   軟件開發初級工程師認證 
CSDP   軟件開發職業工程師認證 
CUHK   香港中文大學 
D21SAC    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諮詢委員會 
DESA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 
EA    企業架構 
EGIS    電子政府基礎設施服務 
eHR    電子健康記錄 
EIM    電子資料管理 
GDP    本地生產總值 
GovCloud   政府雲端平台 
GovHRMS   政府人力資源管理服務 
香港政府 Wi-Fi 通 政府 Wi-Fi 無線上網計劃 
HIV    艾滋病病毒 
HKD    港元 
HKDSE   香港中學文憑 
HKEAA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HKIA   香港國際機場 
HKMA   香港金融管理局 
HKPC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HKSAR   香港特別行政區 
HKSS   香港服務供應商 
HKSTP   香港科技園 
HKTB   香港旅遊發展局 
HKTDC   香港貿易發展局 
HKU    香港大學 
IaaS    基礎設施即服務 
ICT    資訊及通訊科技 
ID    身分 
IF    電子政府互用架構 
IMD    國際管理發展研究所 
IOC    智能營運中心 
IoT    物聯網 
IP    知識產權 
ITC    創新科技署 
ITF    創新及科技基金 
ITMU   資訊科技管理組 
ITS    智能交通運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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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TP    資訊科技培訓計劃 
MEC    移動體驗中心 
MIT    麻省理工學院 
MOOC   大規模開放網上課程 
NFC    近場通訊 
NGO    非政府組織 
NICF   全國資訊通訊能力框架 
NIST    國家標準及技術研究院 
NYC    紐約市 
經合組織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FCA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OGCIO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OSS    開源軟件 
P2P    點對點技術 
PaaS   平台即服務 
PIN    個人辨識號碼 
PLE    個人學習環境 
POI    資訊點 
POS    銷售點 
PSI    公共資料 
PSKL   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 
PWGSC   加拿大公共工程及政府服務部 
R&D    研發 
RFID   射頻識別 
SaaS   軟件即服務 
SBS    小企業服務 
SETDA   美國教育科技主管協會 
SI    系統集成 
SMBA   中小企業管理局 
中小企   中小型企業 
SSP    電子商務推廣計劃 
STEM   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 
SWOT   優勢、劣勢、機會及威脅 
SyNAPSE   神經性自適應塑膠可微縮電子系統 
TCFS   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劃 
TD    運輸署 
政府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UGC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UK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US    美國 
W3C    萬維網聯盟 
WCAG   《無障礙網頁內容指引》 
WEF    世界經濟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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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 經審核的二級源文件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主要的通訊業統計數字」（http://www.ofca.gov.hk/en/media_focus/data_statistics/key_stat/index.html） 

 
Akamai，《互聯網發展狀況》二零一二年第四季度報告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官方網站 — 資料和數字，「政府用於資訊科技的開支」 

 
國際管理發展研究所（IMD），《二零一三年世界競爭力年報》 

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及世界經濟論壇（WEF），《二零一三年全球資訊科技報告》 

政府統計處，「二零一一年香港創新活動統計」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文件），http://www.legco.gov.hk/yr11-12/english/panels/itb/papers/itb_eb.htm 

 
參考來源：http://www.legco.gov.hk/yr12-13/english/panels/itb/papers/itb0610cb4-711-4-e.pdf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香港數碼共融研究」 

 
Gartner，二零一三年「智慧政府的 10 大策略科技趨勢」 

 
IDC，「二零一二年第四季度全球智能連接裝置市場預測單位出貨量」（百萬） 

 
IDC，「Android 崛起，Symbian^3 及 Windows Phone 7 面世，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同比增長 87.2%」。二零一一年二月七

日。 
 

IDC，「二零一零年第四季度全球 PC 市場增速放緩」。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二日。 
 

IDC，「二零一二年全球智能連接裝置市場出貨量超過 10 億，蘋果在第四季度逼近三星」，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Mark van Harmelen，「個人學習環境」，電氣電子工程師協會轄下電腦學會。二零零六年。

Forrester Research，「雲端市場規模估計」 

Gartner，「預測概述：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七年全球公共雲端服務，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更新」 
 

Rackspace，「雲端網誌的經濟影響」 
 

Cisco，「物聯網 — 互聯網的下一輪演變如何改變世界」 

Cisco，「物聯網 — 互聯網的下一輪演變如何改變世界」  

Gartner，「全球的無限電郵用戶將在二零一四年底達到十億」 

Gartner，「全球辦公環境在未來十年面臨十大變革」 
 

ComScore Media Metrix，「社交世界：有關社交網絡及其發展朝向的十大須知」。 
 

Burson-Marsteller。「二零一二年全球社交媒體剖析」 
 
國際電訊聯盟（ITU），《衡量資訊社會發展》二零一一年版 

 
香港投資推廣署，《代表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按年統計調查報告》 

 
《中國知識產權》雜誌，「香港知識產權立法：多快好省」 

http://www.ofca.gov.hk/en/media_focus/data_statistics/key_stat/index.html）
http://www.legco.gov.hk/yr11-
http://www.legco.gov.hk/yr12-13/english/panels/itb/papers/itb0610cb4-711-4-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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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統計處，《2012 年代表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按年統計調查報告》 

 
《 福 布 斯 》，「 前 景 看 好 的 全 球 四 大 科 技 資 本 地 （ 繼 硅 谷 及 紐 約 之 後 ）」，

http://www.forbes.com/sites/karstenstrauss/2013/03/20/the-worlds-top-4-tech-capitals-to-watch-after-silicon-valley-and- 
new-york/2/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資訊科技人力資源工作坊報告》 

 
工業貿易署,《二零一二年工業貿易便覽》 

經濟學人研究組，《中國的零售市場：雙龍》 

智經研究中心發佈的《「十二．五」廣東經濟結構轉型與香港的機遇》研究報告 
 
《經濟學人》，「阿里巴巴 — 世界上最大的集市」 

CNN，「物聯網 — 中國一路領先」 

《衰老研究評論》，「下一代測序老化研究中的應用：新興應用、問題、缺陷及可能的解決方案」 
 
香港政府發佈的《香港人口推算 2007–2036》：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707/16/P200707160137.htm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二零一三年四月世界經濟展望（WEO）」 

IDC，「中國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支出 — 2012 – 2016 年預測與分析」 

香港政府發佈的《香港人口推算 2007–2036》：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707/16/P200707160137.htm 
 
特許稅務學會（英國），「數碼排斥」 

 
南華早報，「阿里巴巴旗下淘寶網的香港用戶突破 120 萬」 

 
香港金融管理局發佈的《邁向零售支付的新紀元：建設多元化的流動、網上及電子支付平台》 

 
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參考文件。二零一二年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HKEAA）發佈的《2012 年向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報考統計》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頒佈的《申請在道路設施或未批租及未批撥政府土地上安裝微型基站須知》 

 
經合組織，《創新與增長 — 原理及創新策略》 

 
工業貿易署，http://www.success.tid.gov.hk/english/lin_sup_org/gov_dep/service_detail_6863.html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香港雲端終端用戶調查》 

 
歐洲地理信息組織（http://www.eurogeographics.org/products-and-services/euroglobalmap） 

政府統計處，《香港 — 資訊社會》（二零一三年版） 

《二零一二年職業訓練局人力調查報告》 
 
香港政府，《香港：就業現狀》，http://www.gov.hk/en/about/abouthk/factsheets/docs/employment.pdf 

 
經合組織，《創新與增長 — 原理及創新策略》 

http://www.forbes.com/sites/karstenstrauss/2013/03/20/the-worlds-top-4-tech-capitals-to-watch-after-silicon-valley-and-
http://www.forbes.com/sites/karstenstrauss/2013/03/20/the-worlds-top-4-tech-capitals-to-watch-after-silicon-valley-and-
http://www.success.tid.gov.hk/english/lin_sup_org/gov_dep/service_detail_6863.html
http://www.eurogeographics.org/products-and-services/euroglobalmap)
http://www.gov.hk/en/about/abouthk/factsheets/docs/employ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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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府商業、創新和技能部，《增長的創新與研究策略》 

 
資訊科技委員會，「獲批准項目的創新及科技基金統計資料」 

 
INNO-Grips（全球創新政策評審研究），「南韓：中小企政策轉向競爭力和增長」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香港的主要電訊業統計數字」（http://www.ofca.gov.hk/filemanager/ofca/en/content_108/wireless_en.pdf） 

 
新加坡統計署，http://www.singstat.gov.sg/statistics/browse_by_theme/national_accounts.html 

 
加拿大工業部，http://www.ic.gc.ca/eic/site/ict-tic.nsf/eng/h_it05864.html 

 
美國商務部，http://www.bea.gov/industry/gdpbyind_data.htm 
 
Switzerland Global Enterprise，http://www.switzerland-ge.com/fr/filefield-private/files/41328/field_blog_public_files/8025 
 
高緯環球，「數據中心風險指數」 

創意香港，「香港概況（二零一二年十月）」 

香港貿易發展局，

http://hong-kong-economy-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Hong-Kong-Industry-Profiles/Film- 
Entertainment-Industry-in-Hong-Kong/hkip/en/1/1X000000/1X0018PN.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http://english.mofcom.gov.cn/article/statistic/foreigninvestment/201301/20130100012618.shtml 

 
FINPRO，「物聯網 — 中國」，二零一一年 

 
國際數據庫，美國人口普查局 

 
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國家十二五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http://www.most.gov.cn/kjgh/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二零一零年電子政府調查」，二零一零年 

 
經合組織，「資訊貫通的服務和住房諮詢」 

 
聯合國，「企業架構 — 互聯政府平台」 

 
物流及供應鏈管理（LSCM）網站，http://www.lscm.hk/eng/channel.php?channel=press-release 

http://www.ofca.gov.hk/filemanager/ofca/en/content_108/wireless_en.pdf
http://www.singstat.gov.sg/statistics/browse_by_theme/national_accounts.html
http://www.ic.gc.ca/eic/site/ict-tic.nsf/eng/h_it05864.html
http://www.bea.gov/industry/gdpbyind_data.htm
http://www.switzerland-ge.com/fr/filefield-private/files/41328/field_blog_public_files/8025
http://hong-kong-economy-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Hong-Kong-Industry-Profiles/Film-
http://hong-kong-economy-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Hong-Kong-Industry-Profiles/Film-
http://english.mofcom.gov.cn/article/statistic/foreigninvestment/201301/20130100012618.shtml
http://www.most.gov.cn/kjgh/
http://www.lscm.hk/eng/channel.php?channel=press-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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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 鳴謝 
 
 
 
在此，我們要衷心感謝以下公司或單位對本次研究給予的大力幫助和意見： 

 
1 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諮詢委員會及其專責小組 

 
2 雲端運算服務和標準專家小組及其工作小組 

 
3 埃森哲有限公司 

 
4 建衡科技有限公司 

 
5 翹晉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6 中信國際電訊（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7 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 

 
8 電子核證服務有限公司 

 
9 宏天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10 政府部門資訊科技管理組電子商貿協調員及主任 

 
11 Hewlett-Packard HK SAR Limited 

 
12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13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14 香港電腦學會 

 
15 香港電腦學會資訊總監分部 

 
16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17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有限公司 

 
18 香港資訊科技聯會有限公司 

 
19 香港工程師學會 — 資訊科技分部 

 
20 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 

 
21 香港互聯網供應商協會（HKISPA） 

 
22 香港 Linux 商會 

 
23 香港下一代互聯網學會 

 
24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25 香港科技園公司 

 
26 國際商業機器中國香港有限公司 

 
27 資訊及軟件業商會有限公司(ISIA) 

 
28 國際信息系統審計協會中國香港分會 

 
29 致達電腦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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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香港互聯網協會 
 

31 Microsoft Hong Kong Ltd 
 

32 NCSI (HK) Limited 
 

33 專業資訊保安協會 
 

34 資訊及安全顧問服務有限公司 
 

35 英國電腦學會（香港分會） 
 

36 香港中文大學 
 

37 香港電子業商會（HKEIA） 
 

38 香港國際互聯網交換中心 
 

39 香港理工大學 
 

40 香港科技大學 
 

41 電氣電子工程師學會香港分會 
 

42 香港大學 
 

43 職業訓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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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安排》）項下與資訊及通

訊科技有關的措施 
 
《安排》為本港資訊及通訊科技業與內地加深經濟合作帶來特殊機遇，其中包括： 
 

 本港服務供應商可依據內地頒佈的相關規例及規則規定申請電腦資訊系統集成（SI）資

格認證。（根據《安排》）。 

 香港居民可參加電腦技術及軟件水平考試。當局已在香港設立考試中心，推動香港資訊

科技專業人士考取中國電腦及軟件技術水平資格證書。（根據《安排》增補 II）。 

 中國籍香港永久居民可在內地自行開店提供電腦維修服務。（根據《安排》增補 III）。 

 香港服務供應商可在內地創辦全資企業提供數據處理及軟件實施服務。（根據《安排》

增補 IV）。 

 推行「粵港兩地電子簽名證書互認」。（根據《安排》增補 V）。 

 香港服務供應商可在前海和橫琴試行提供跨境數據庫服務。香港服務供應商還可在內地

創辦合資企業提供數據庫服務（僅限於互聯網數據中心服務、儲存和轉發服務及內容服

務），持股量不超過 50%。（根據《安排》增補 IX）。 

 香港服務供應商（HKSS）可在廣東創辦全資企業提供網上數據處理和交易處理服務（僅

限於企業的電子商貿網站），持股量不應超過 55%。香港服務供應商可訂約聘用服務供

應商以自然人流動模式提供相關服務。（根據《安排》增補 X）。 

 在認證、認可及標準化管理之下，粵港兩地將向香港特別行政區商品條碼系統成員開放

商品資訊平台，供其使用與內地系統成員一樣的服務，藉此提升兩地商品貿易供應鏈的

效率。雙方還會加強商品資訊資源共享，利用商品條碼的全球唯一性實現兩地流通商品

資訊的雙邊驗證和監察，共同抵制假冒商品，優化商業環境。（根據《安排》增補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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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 — 本港 Wi-Fi 熱點位置 
香港政府 Wi-Fi 通地點 

 
 
 
 
 
 
 
 
 
 
 
 
 
 

其他的登記 Wi-Fi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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