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 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及第四季指某一财政年度内的四个季度，分别为四至六月、 

七至九月、十至十二月，以及一至三月。 

 

2016 年资源分配工作  - 建议的「整体拨款」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预算

(百万元) 

预计 

开展日期 

(2017-18 年度) 
预计 

完成日期 

 
行政署 

1 提升网络设备及更换办公室自

动化设施 

4.8 第一季 2019-20 年度第三季 

2 提升无线网络系统、政府设备网

络及无纸化会议设施 

6.0 第二季 2019-20 年度第一季 

 
渔农自然护理署 

3 更换办公室自动化设施及改善

网络系统 

9.7 第二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建筑署 

4 提升伺服器保安方案 3.0 第一季 2017-18 年度第四季 

5 系统性风险管理系统的平台升

级 

1.5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一季 

6 更换办公室自动化设施 3.1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7 内容管理和发布系统的平台升

级 

1.5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三季 

8 更新物业事务管理及会计系统 9.2 第三季 2019-20 年度第一季 

 
审计署 

9 提升电邮系统及资讯科技基建

设施 

4.2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三季 

 
屋宇署 

10 电子表格呈交系统(第二期) 9.8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11 电脑条码档案管理系统采用射

频识别技术(拓展部及楼宇资讯

中心) 

4.9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三季 

12 提升伺服器作业系统 9.8 第二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13 更新小型工程管理系统 8.2 第二季 2019-20 年度第一季 

 
政府统计处 

14 更换办公室自动化设施 9.9 第一季 2017-18 年度第四季 



 

注： 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及第四季指某一财政年度内的四个季度，分别为四至六月、 

七至九月、十至十二月，以及一至三月。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预算

(百万元) 

预计 

开展日期 

(2017-18 年度) 
预计 

完成日期 

15 提升部门入门网站 2.1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一季 

16 2021 年人口统计电脑设备和服

务的可行性研究 

6.3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三季 

17 更新网页内容管理系统及改善

部门网站 

6.9 第一季 2019-20 年度第一季 

18 开发 2019-20 年度住户开支统计

调查的电脑系统 

9.9 第一季 2019-20 年度第三季 

19 资讯科技保安风险评估及审计 0.5 第三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民航处 

20 开发电子排班系统(空管服务人

员) 

8.0 第二季 2019-20 年度第三季 

 
土木工程拓展署 

21 网上斜坡登记及管理系统 2.8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四季 

22 应急管理共用运作平台 9.7 第二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23 迁移自动雨量计系统至云端平

台(土力工程处) 

6.0 第二季 2018-19 年度第三季 

24 提升伺服器作业系统 8.8 第二季 2019-20 年度第二季 

 
公务员事务局 

25 提升办公室自动化软件 5.0 第一季 2017-18 年度第四季 

26 部门资讯科技计划研究 3.9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一季 

27 提升《基本法》知识测试中央储

存库系统 

4.2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28 提升人力资源资讯系统(行政主

任职系) 

3.5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三季 

29 提升人力资源资讯系统(文书及

秘书职系) 

 

5.5 第一季 2019-20 年度第二季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30 加强资讯科技保安(创意香港) 2.2 第一季 2017-18 年度第四季 

     



 

注： 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及第四季指某一财政年度内的四个季度，分别为四至六月、 

七至九月、十至十二月，以及一至三月。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预算

(百万元) 

预计 

开展日期 

(2017-18 年度) 
预计 

完成日期 

31 资讯科技保安风险评估及审计 

(工商及旅游科和海外经济贸易

办事处) 

2.0 第二季 2018-19 年度第三季 

32 提升资讯科技保安及网络基建

设施(工商及旅游科和海外经济

贸易办事处) 

4.3 第二季 2018-19 年度第四季 

 
惩教署 

33 加强资讯科技保安 3.0 第一季 2017-18 年度第三季 

34 机密电邮流动服务 0.6 第二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35 资讯科技保安风险评估及审计 0.5 第三季 2018-19 年度第三季 

 
香港海关 

36 提升防病毒系统 2.1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一季 

37 提升部门入门网站 9.8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三季 

38 莲塘／香园围口岸海关管制站

的资讯科技设施 

9.8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三季 

39 资讯系统策略研究 9.9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四季 

40 开发行动调配及假期管理系统 5.3 第三季 2018-19 年度第三季 

41 更换办公室自动化设施 9.7 第三季 2019-20 年度第二季 

42 屯门船队基地海关管制站的资

讯科技设施 

1.0 第四季 2018-19 年度第三季 

 
卫生署 

43 更换公共卫生检测中心的网络

设备 

1.4 第一季 2017-18 年度第二季 

44 更换美沙酮治疗资讯系统的网

络设备 

1.5 第一季 2017-18 年度第四季 

45 为非临床微生物学实验室推行

化验室资讯系统 

3.3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一季 

46 为油麻地特别医疗诊所建立资

讯科技设施以连系特别预防计

划臨床资讯管理系统 

2.1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三季 

     



 

注： 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及第四季指某一财政年度内的四个季度，分别为四至六月、 

七至九月、十至十二月，以及一至三月。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预算

(百万元) 

预计 

开展日期 

(2017-18 年度) 
预计 

完成日期 

47 学生健康服务资讯系统的资讯

科技保安风险评估及审计 

0.4 第二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律政司 

48 更换综合图书馆系统 9.9 第三季 2020-21 年度第二季 

 
发展局 

49 资讯科技保安风险评估及审计 0.6 第一季 2017-18 年度第四季 

50 树木资讯管理地理资讯系统共

用运作平台 

6.1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一季 

51 加强资讯保安管理(工务科) 8.0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52 加强资讯保安管理及更换办公

室自动化设施(规划地政科) 

2.4 第二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53 更换顾问表现资讯系统 6.6 第三季 2018-19 年度第四季 

 
教育局 

54 机密电邮系统及流动服务 8.3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一季 

55 督学职系及课程主任职系员工

的专业技能资料库 

1.1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56 改善培训行事历及培训行政系

统 

3.2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57 自资专上奖学金计划电子申请

系统 

5.5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三季 

58 提升网络基建设施 9.5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四季 

59 提升部门入门网站 2.5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四季 

 
效率促进组 

60 更新企业资讯管理系统 9.5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61 更新部门网站 9.5 第二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机电工程署 

62 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数据

管理系统(第三阶段) 

2.9 第一季 2017-18 年度第三季 

63 改善电子平台系统以支援执行

《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 

1.6 第一季 2017-18 年度第四季 



 

注： 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及第四季指某一财政年度内的四个季度，分别为四至六月、 

七至九月、十至十二月，以及一至三月。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预算

(百万元) 

预计 

开展日期 

(2017-18 年度) 
预计 

完成日期 

 
环境保护署 

64 开发空气质素预报资讯及数据

分析系统 

9.5 第一季 2020-21 年度第一季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 

65 机密电邮系统及流动服务(库务

科) 

2.4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一季 

66 加强资讯保安管理(库务科) 2.3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67 提升周年预算编制系统(一般账

目开支) 

6.2 第三季 2019-20 年度第二季 

 
食物环境卫生署 

68 部门资讯科技计划研究 7.7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一季 

69 提升及迁移食物进口管制系统

至部门数据中心以支援贸易单

一窗口 

8.1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70 更换办公室自动化设施 8.8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政府化验所 

71 资讯科技保安风险评估及审计 0.6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四季 

 
政府产业署 

72 改善运作复原方案 3.6 第三季 2018-19 年度第三季 

 
路政署 

73 资讯科技保安风险评估及审计 1.0 第一季 2017-18 年度第四季 

74 非耗用物品管理系统 3.2 第一季 2019-20 年度第二季 

75 更新道路维修工程会计及资讯

系统 

3.4 第一季 2019-20 年度第三季 

 
民政事务局 

76 提升办公室自动化系统 6.9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77 更新部门资讯科技网络系统 7.9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四季 

78 提升电邮系统 4.3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四季 



 

注： 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及第四季指某一财政年度内的四个季度，分别为四至六月、 

七至九月、十至十二月，以及一至三月。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预算

(百万元) 

预计 

开展日期 

(2017-18 年度) 
预计 

完成日期 

 
民政事务总署 

79 开发工程设施管理网上资讯系

统(第二阶段) 

6.8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四季 

 
香港天文台 

80 改善暴雨及雷暴警告系统 3.5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一季 

81 部门资讯科技计划研究 6.3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三季 

82 更新部门网站及改善网上资讯

发放服务 

9.1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四季 

83 世界城市自动天气预测系统 3.5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四季 

84 改善数码天气预报系统 0.9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四季 

 
房屋署 

85 独立审查组地盘巡查系统 2.2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三季 

 
入境事务处 

86 资讯科技保安风险评估及审计 1.6 第一季 2019-20 年度第二季 

 
税务局 

87 提升网络基建设施 6.3 第二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88 提升网络伺服器及电子传真系

统 

9.9 第二季 2018-19 年度第四季 

89 物业印花税系统技术更新 8.6 第二季 2018-19 年度第四季 

90 提升统计分析和查询系统及策

略性规划支援系统 

7.0 第三季 2018-19 年度第四季 

91 部门资讯科技计划研究 9.2 第三季 2018-19 年度第四季 

92 整合中型列印系统至企业列印

系统 

9.0 第三季 2019-20 年度第二季 

 
创新科技署 

93 办公室自动化系统和香港认可

服务系统的资讯科技保安审计 

 

3.1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注： 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及第四季指某一财政年度内的四个季度，分别为四至六月、 

七至九月、十至十二月，以及一至三月。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预算

(百万元) 

预计 

开展日期 

(2017-18 年度) 
预计 

完成日期 

 
知识产权署 

94 更换办公室自动化设施 4.7 第二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投资推广署 

95 资讯科技保安风险评估及审计 0.3 第一季 2017-18 年度第二季 

96 提升电邮系统 0.6 第二季 2017-18 年度第四季 

 
劳工及福利局 

97 加强资讯保安管理及提升资讯

科技设施 

6.0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三季 

 
劳工处 

98 小额薪酬索偿综合处理系统技

术更新 

6.6 第一季 2019-20 年度第一季 

99 更换搜寻职位空缺终端机 8.1 第二季 2019-20 年度第一季 

100 雇佣申索调查资讯系统技术更

新 

3.5 第三季 2019-20 年度第一季 

 
地政总署 

101 资讯科技保安风险评估及审计 2.9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四季 

102 提供香港三维纹理映射模型 9.6 第二季 2018-19 年度第一季 

103 发放具空间讯息的公共资料试

点计划 - 香港地理数据枢纽 

8.9 第二季 2018-19 年度第四季 

104 提升荃湾政府合署的资讯科技

基建设施 

4.9 第二季 2019-20 年度第一季 

105 更新测量数据处理系统 9.7 第二季 2019-20 年度第二季 

106 提升土地资讯系统基建设施 9.9 第二季 2019-20 年度第二季 

 
法律援助署 

107 提升办公室应用软件 2.0 第一季 2017-18 年度第三季 

108 提升部门入门网站 2.4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一季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109 泳池值勤管理系统 8.5 第一季 2019-20 年度第一季 



 

注： 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及第四季指某一财政年度内的四个季度，分别为四至六月、 

七至九月、十至十二月，以及一至三月。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预算

(百万元) 

预计 

开展日期 

(2017-18 年度) 
预计 

完成日期 

 
海事处 

110 电子海图流动应用程式 3.4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一季 

111 提升船旗国品质管理资讯系统 6.0 第二季 2018-19 年度第三季 

112 推行协同作业及知识管理平台 9.9 第二季 2020-21 年度第一季 

 
电影、报刊及物品管理办事处 

113 更换电影检查数据管理系统 5.1 第一季 2019-20 年度第四季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 

114 「资料一线通」的地理空间数据

可视化及提取功能 

4.3 第一季 2017-18 年度第四季 

115 改善机密电邮系统及流动服务 7.3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三季 

116 改善数码政府合署网络基建设

施 

7.2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三季 

117 提升部门入门网站 5.9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三季 

118 开发大数据分析模型的云端试

点平台 

5.2 第一季 2019-20 年度第四季 

119 更换数码港办公室的网络电话

通讯系统 

4.2 第二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120 推行共用系统监测平台 8.8 第二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121 政府数据中心大楼营运支援系

统的技术研究 

6.5 第二季 2019-20 年度第四季 

 
破产管理署 

122 更新破产／清盘案财产帐户款

项及会计系统 

9.9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四季 

 
规划署 

123 流动综合实地考察资讯系统 8.7 第一季 2019-20 年度第一季 

124 提升部门入门网站及资讯科技

基建设施 

7.9 第二季 2019-20 年度第三季 

 
公务员叙用委员会 

125 机密电邮系统及提升办公室自

动化软件 

0.3 第一季 2017-18 年度第二季 



 

注： 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及第四季指某一财政年度内的四个季度，分别为四至六月、 

七至九月、十至十二月，以及一至三月。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预算

(百万元) 

预计 

开展日期 

(2017-18 年度) 
预计 

完成日期 

 
香港电台 

126 部门资讯科技计划研究 2.3 第一季 2017-18 年度第三季 

127 加强网络攻击保护及资讯科技

基建设施保安 

1.5 第一季 2017-18 年度第四季 

128 更换资源及成本管理系统 8.3 第三季 2019-20 年度第二季 

 
差饷物业估价署 

129 提升部门入门网站 0.9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一季 

130 资讯科技保安风险评估及审计 0.8 第二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131 提升网络基建设施 7.1 第二季 2018-19 年度第三季 

 
选举事务处 

132 机密电邮系统及流动服务 3.8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133 提升部门入门网站 1.0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134 提升报告系统 3.5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四季 

135 非公务员合约雇员薪金、假期及

人事管理系统 

7.7 第一季 2019-20 年度第一季 

136 资讯科技保安风险评估及审计 0.8 第三季 2018-19 年度第三季 

 
保安局 

137 加强政府资讯科技保安管理 1.6 第一季 2017-18 年度第四季 

 
社会福利署 

138 改善服务使用者资讯系统的康

复服务中央转介 - 弱能儿童学

前服务附属系统及保护儿童登

记名册 

4.9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139 部门资讯科技计划研究 7.5 第三季 2018-19 年度第四季 

 
库务署 

140 提升虚拟化基建设施 9.9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四季 

141 提升薪俸系统及中央薪俸相关

资料库系统 

9.9 第一季 2019-20 年度第一季 

142 政府财务管理资讯系统策略性

发展的顾问研究 

5.0 第二季 2018-19 年度第一季 



 

注： 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及第四季指某一财政年度内的四个季度，分别为四至六月、 

七至九月、十至十二月，以及一至三月。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预算

(百万元) 

预计 

开展日期 

(2017-18 年度) 
预计 

完成日期 

143 提升退休金管理系统 9.6 第二季 2018-19 年度第三季 

 
工业贸易署 

144 提升网络基建设施(运作复原站) 1.4 第一季 2017-18 年度第三季 

145 提升资讯科技系统软件 3.6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四季 

146 资讯科技保安风险评估及审计 1.4 第四季 2018-19 年度第四季 

 
运输及房屋局 

147 提升运输投诉管理系统 2.1 第二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运输署 

148 资讯科技保安风险评估及审计 0.8 第一季 2017-18 年度第三季 

149 类型评定及登记前检验预约系

统 

6.5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150 提升大屿山许可证资讯系统 5.3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四季 

151 迁置资讯科技设施往西九龙政

府合署 

9.3 第一季 2019-20 年度第三季 

152 改善网络保安及基建设施 0.9 第二季 2018-19 年度第一季 

153 许可证(道路使用)电子申请服务

系统 

5.8 第二季 2018-19 年度第三季 

154 提升第二代电脑化笔试系统 6.8 第二季 2018-19 年度第四季 

155 提升过境私家车一次性特别配

额及大屿山封闭道路通行许可

证电子服务 

9.4 第二季 2019-20 年度第一季 

156 验车人员评核系统 4.3 第三季 2019-20 年度第一季 

 
水务署 

157 整合维修工作管理系统及资讯

入门网站系统以融入未来资产

管理系统的可行性研究 

3.9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158 天水围新界西地区办事处的网

络基建设施和搬迁总部的网络

安全及基建设施的研究 

4.0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二季 

159 客户服务及发单系统的电子文

件管理附属系统技术更新 

6.5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三季 



 

注： 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及第四季指某一财政年度内的四个季度，分别为四至六月、 

七至九月、十至十二月，以及一至三月。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预算

(百万元) 

预计 

开展日期 

(2017-18 年度) 
预计 

完成日期 

160 更新部门流动应用程式 3.8 第一季 2018-19 年度第三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