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文件編號 10/2012 

討論文件  

 

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諮詢委員會  

政府雲端運算計劃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匯報政府雲端運算計劃的最新進展及

即將推出的計劃。  

 

背景  

 

2.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下稱 “辦公室 ”)在二零一零

年制訂泛政府資訊科技策略，以便各政策局／部門 (下稱 “局

／部門 ”)的資訊科技計劃能發揮最大協同效應及取得最大成

本效益。根據該策略，辦公室已計劃重設中央資訊科技設施

來構建政府雲端環境，以便：  

 

(a) 逐步採用雲端運算模式提供電子政府服務；  

(b) 為一些可配合雲端服務模式的政府應用系統／服



務開發 “軟件即服務 ”組合；以及  

(c) 構建政府的 “平台即服務 ”及 “基礎設施即服務 ”設

施，以提供共用服務平台、基礎設施及資訊科技功

能，作為支援上述的 “軟件即服務 ”組合。  

 

3.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辦公室向委員介紹政府在

採用雲端運算方面的策略。在討論期間，辦公室概述政府逐

步採用雲端運算的工作計劃、預期效益、考慮因素及擬議未

來路向。有關策略已成為政府其後制訂不同雲端運算措施的

藍本。  

 

採用雲端模式促進新一代公共服務  

 

4.  去年，辦公室已展開多項措施，以促進政府採用雲端

模式提供公共服務。  

 

結構模式  

 

5.  我們已制訂政府雲端環境的結構模式，包括以下三種

模式：  

 



(a) 由政府擁有及營運的 “內部私有雲端平台 ”；  

(b) 由承辦商於其營運的安全數據中心內提供給政府

專用的 “外判私有雲端平台 ”；以及  

(c) 由承辦商提供給公眾使用的 “公共雲端平台 ”。  

 

6.  對於不涉及保密資料的服務，例如為非敏感公共資料

或社交網絡服務提供的託管服務，可透過 “公共雲端平台 ”提

供。至於涉及保密資料的服務，則會託管在 “內部私有雲端平

台 ”或 “外判私有雲端平台 ”上，以確保資料安全。外判雲端模

式一般會用於市場上廣泛供應的套裝軟件應用系統。那些政

府有特定要求的服務 (例如政府採購 )，則會採用內部私有雲

端模式。  

 

基礎設施即服務  

 

7.  為了汲取使用雲端運算的第一手經驗，我們在二零一

一年十二月於中央電腦中心推出虛擬基礎設施。這項措施成

功縮短提供電腦資源所需的時間 (由十個星期減至五天 )，並

大大節省電腦資源 (20 至 30%)及能源耗用 (10 至 40%)，以及

大幅減少數據中心的樓面面積需求 (50%)，讓中央電腦中心



可在現有設施及資源的限制下，支援更多資訊科技系統。  

 

8.  為確保可進一步受惠於雲端模式帶來的好處，我們會

構建政府雲端平台。這是政府的私有雲端平台，可支援共用

的電子政府服務。我們會採用外判合約安排來構建政府雲端

平台。該平台包括核心基礎設施及可共用的電腦資源。核心

基礎設施包括數據中心、網絡、保安、系統恢復、備份及負

載平衡服務，以及資源虛擬化、供應及計量等設備。可共用

的電腦資源則包括伺服器、儲存器及網絡資源，可按個別工

作量需求，靈活提供給電子政府服務使用。  

 

9.  我們已在六月獲財務委員會撥款 2.42 億元，以構建政

府雲端平台。該平台將可支援約 30 個局／部門在未來五年

期間推出電子資料管理及電子採購服務。我們在八月就構建

及營運政府雲端平台事宜公開招標，並在十月十九日截標。

我們的目標是在二零一三年年初或之前批出服務合約及展

開構建工作，以期在二零一三年年底前推出政府雲端平台服

務。  

 

平台即服務  



 

10.  辦公室亦已開始更新系統託管平台，以支援各局／部

門所提供有關政府與企業及政府與市民的應用系統。新的系

統託管平台採用可擴充的設計，讓我們可因應實際需求調整

系統託管容量。這個採用了雲端技術的平台，將提供共用設

備 (例如電子付款通訊閘、通訊防火牆及用戶認證服務 )，以

縮短開發電子政府服務所需的時間。  

 

11.  辦公室現正評審有關構建該平台的標書。我們計劃在

二零一三年年中或之前開始推出有關服務，並會逐步提升託

管容量，以便支援額外多達 100 項電子政府服務。  

 

軟件即服務  

 

12.  我們透過中央電腦中心的虛擬基礎設施，在五月推出

通用無紙會議系統 (一種軟件即服務 )，以供參與的局／部門

共用。該系統旨在減少用紙，並優化會議前及會議期間的流

程。同時，辦公室亦正在開發多項可於政府雲端平台上應用

的核心功能及設備，以支援新的電子政府服務，例如電子資

料管理及電子採購系統。待政府雲端平台在二零一三年年底



推出時，預計我們可透過雲端運算技術，以靈活和具成本效

益的方式，向各局／部門提供這些服務。  

 

13.  為確保政府在應用公共雲端服務上做好準備，我們亦

已在五月制訂公共雲端服務的採購安排，以提高各局／部門

採購所需服務的效率。有關採購機制主要適用於為個人提供

辦公室自動化服務而採購的 “軟件即服務 ”，例如 (a)辦公室工

具及套件； (b)協作； (c)通訊； (d)備份及復原；以及 (e)電子

化公共參與 (即社交媒體 )等服務的軟件，以應付不同局／部

門的需要。根據這項採購安排，各局／部門可從名單向 40

個服務供應商採購公共雲端服務。這些供應商共提供超過

300 項適用於非敏感系統及資料的雲端服務。  

 

14.   “資料一線通 ”入門網站是使用公共雲端服務的成功

例子。政府在二零一一年以試驗計劃性質推出這個網站，向

公眾發放公共資料以供增值再用。有見網站廣受市民及業界

支持，政府決定將這項公共資料計劃定為長期措施，並正加

入更多資料供市民使用。網站充分發揮了公共雲端平台能因

應需要靈活提供服務的優點，無須在確定業務個案及用戶需

求前作出龐大的前期投資。  



 

促進發展雲端運算產業和制訂雲端運算標準  

 

15.  除了推行政府雲端運算措施外，我們還了解到，讓本

地資訊科技人員發展技能和汲取經驗，對行業持續發展亦十

分重要。為此，我們正積極推動本地專家在彼此之間及與內

地業界人士互相交流有關知識。  

 

雲端運算服務和標準專家小組  

 

16.   “雲端運算服務和標準專家小組 ”(下稱 “專家小組 ”)

已在四月成立，廣納業界、學術界、專業團體及政府的專業

知識，以推動香港採用和發展雲端運算，並促進香港的雲端

運算專家在彼此之間及與內地專家互相交流有關知識。  

 

17.  專家小組在其轄下成立了三個工作小組，並舉行了數

次會議。與會者普遍認為，初期重點應是制訂使用雲端服務

的良好作業模式，並向本地中小型企業 (下稱 “中小企 ”)推廣

採用這些作業模式。為此，辦公室會在本年年底或之前建立

一個雲端運算資訊入門網站，其後會逐步更新網站內容，以



提供應用指南、成功案例、良好作業模式及其他參考資料。

同時，我們將與專家小組成員合作舉辦培訓及知識分享活

動，以提高中小企對應用雲端服務的認知。我們亦已申請在

二零一四年四月於香港主辦 ISO/IEC JTC 1/SC 27 會議 (有關

資訊科技保安技術事宜 )。我們的目標是特別就雲端運算環境

下有關資料及應用系統的保安、可攜性和互用性等範疇，進

一步促進制訂及採用國際雲端運算標準和良好作業模式。  

 

粵港雲計算服務和標準專家委員會  

 

18.  為加強粵港兩地合作，以推動發展雲端運算和制訂相

關的標準及作業模式，辦公室與廣東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

於本年七月在粵港信息化合作專責小組轄下成立“粵港雲計

算服務和標準專家委員會”(下稱 “專家委員會 ”)，成員包括粵

港兩地 18 位雲端運算專家。專家委員會為粵港兩地業界提

供了平台，以促進採用和發展雲端運算服務及標準，並培育

雲端運算人才。專家委員會已於八月九日在廣州舉行首次會

議，並議定了優先工作範疇。粵港兩地會在二零一二年年底

或之前各自開發雲端運算入門網站，兩個網站均會採用類似

的外觀和風格，並可互相連結。專家委員會亦計劃在二零一



三年四月舉辦雲端運算論壇，讓兩地專家就雲端運算可帶來

的機遇交換意見和心得。專家委員會的下次會議將於二零一

三年年初在香港舉行。  

 

未來路向  

 

19.  政府會繼續率先應用雲端運算以改善服務。我們會透

過創新的雲端運算技術，向社會各界推廣資訊及通訊科技，

務求使香港轉型成為數碼共融的知識型社會。我們積極把政

府雲端平台及相關電子政府服務的推行工作外判，藉以帶動

相關行業發展雲端運算。這將有利於各類資訊及通訊科技行

業的發展，包括數據中心、服務管理、保安管理／審計、項

目管理、系統集成、應用系統開發及軟件測試。  

 

20.  我們會擔當協作者的角色，繼續積極與來自業界、學

術界及專業團體的不同持份者合作，以推動制訂行業標準及

良好作業模式，並促進工商界採用有關標準。我們的目標是

促進本地企業 (尤其是中小企 )應用雲端運算，讓其可在無須

管理相關的複雜資訊科技資產情況下，得以提升運作效率，

並更靈活地應付業務轉變，以及受惠於創新的雲端服務所帶



來的好處。  

 

21.  有關主要措施的推行時間表載於附件。  

 

徵詢意見  

 

22.  請委員察悉計劃的進度，並就上文所述措施及計劃提

供意見。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  



附件  

計劃推行時間表  

 

年度  主要里程  

2012/13   推出通用無紙會議系統。  

  制訂公共雲端服務採購安排。  

  推出第一批有關電子資料管理的共用服務。  

  成立雲端運算服務和標準專家小組及粵港雲

計算服務和標準專家委員會。  

  採用可擴充的雲端運算設計，構建一個新的

電子政府應用系統託管平台。  

  建立雲端運算資訊入門網站。  

2013/14   舉辦雲端運算論壇，以提高本地企業對雲端

運算應用的認知。  

  推出政府雲端平台，以支援供政府各局／部

門共用的電子政府服務。  

  推出電子採購服務，供政府各局／部門共用。 

  豐富資訊入門網站的內容，加入應用指南、

成功案例、良好作業模式及其他參考資料。  

  檢討有關表列政府公共雲端服務供應商名單

的安排。  

2014/15   於 2014 年 4 月主辦 ISO/ IEC JTC 1/ SC 27 會

議 (有關資訊科技保安技術事宜 )。  

  逐步向政府各局／部門推出相應的雲端服

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