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文件編號 2/2013 

討論文件  

 

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諮詢委員會  

 

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贊助項目的建議主題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簡報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特定主題贊

助項目的進度，並徵求委員通過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贊助項

目的建議主題。  

 

背景   

 

2.  為了能借助社會各界的智慧，善用業界網絡，以及加

強政府、非政府機構與私營機構三方的合作，政府資訊科技

總監辦公室 (下稱“辦公室” )贊助有利本港資訊及通訊科技

業發展的項目。為提高贊助項目的果效及成本效益，並更好  

地配合辦公室在推行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方面所訂下的工

作優先次序及所作出的承擔，我們自二零一一至一二年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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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了新安排。我們會因應下一個財政年度可供使用的資源

定出一些主題，然後邀請機構提交贊助項目建議書。   

 

3.  在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在徵詢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

略諮詢委員會的意見後，辦公室決定贊助符合以下主題的項

目：  

  

(a) 為弱勢社羣開發流動應用程式／網站；   

(b) 長者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嘉許計劃；   

(c) 資訊及通訊科技人力發展–向中學生推廣；以及   

(d) 推動中小型企業 (下稱“中小企” )應用資訊及通訊科

 技。  

 

我們合共贊助了九個符合這些主題的項目，詳情見附件。下

文載述這些項目的摘要報告。  

 

為弱勢社羣開發流動應用程式／網站  

 

4.  我們收到共 45 份為弱勢社羣開發流動應用程式的建

議書，有關應用程式會提供切合這些社羣需要的內容或服

務。我們揀選了其中七份，對象包括長者、視障人士、聽障

人士、肢體殘疾人士、少數族裔人士及智障人士，贊助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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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200 萬元。開發工作會在二零一三年四月展開，而有關應

用程式可於二零一三年年底或之前供免費下載。  

 

長者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嘉許計劃  

 

5.  我們收到兩份有關推行長者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嘉

許計劃的建議書。獲選建議書涵蓋一項  “智醒長者嘉許計

劃 ”，當中包括一連串活動，例如培訓計劃、推廣日暨長者數

碼生活博覽、應用講座及分享會等，以鼓勵長者更廣泛應用

資訊及通訊科技，令生活增添姿采。全港的長者中心及長者

學苑均獲邀提名積極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長者參加。嘉許

禮將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二日舉行，是首屆 “國際 IT 匯 ”的活

動之一。  

 

資訊及通訊科技人力發展–向中學生推廣   

 

6.  我們收到五份有關這個主題的建議書。獲選建議書的

內容涵蓋一連串活動，包括初步研究計劃；網絡大使計劃、

忽發奇 App 大賽、網想起革命及校際辯論挑戰杯等四項相關

活動；混合媒體節目 (包括電視特輯 )；綜合社交媒體平台；

以及多個工作坊和探訪活動。此項目能借助推行機構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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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接觸中學和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界。多間業界機構和協會

亦會支持該項目。此項目的開幕禮將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十四

日舉行，是 “國際 IT 匯 ”的活動之一。此項目會在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或之前完成。  

 

推動中小企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  

 

7.  就這個主題，我們收到一份有關陸路運輸業的建議

書。該建議書建議開發一個使用智能手機電召的士的流動應

用程式。然而，由於市場已有類似產品，加上未能確定該項

目其後是否仍可持續發展，故我們決定不贊助此項目。  

 

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的建議主題   

 

8.  採用了按主題提供贊助的方式後，我們得以借助社會

各界的智慧，覓得富創意的建議書，並能善用業界的網絡、

經驗及專業知識推行項目。這種安排確保贊助項目更能配合

我們在推行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方面所訂下的工作優先次

序。我們打算繼續採用按主題提供贊助的做法。   

 

9.  我們已審慎檢討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的主題及獲批

項目的推行情況，其中九個項目仍在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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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考慮到管理贊助項目所需的人手資源，我們建議只就下

列兩項主題邀請機構在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提交建議書：  

 

(a) 智醒長者嘉許計劃；以及  

(b) 推動中小企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以提高效率並開拓

商機。  

 

連同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獲批並正在推行的贊助項目，我們

已預留共約 900 萬元，用以在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推行特定

主題的贊助項目。  

 

10.  除了上述建議主題外，我們會按個別和特殊情況，繼

續贊助極為重要且有助本港資訊及通訊科技業整體發展的

項目 (例如參與亞太區資訊及通訊科技大獎 )。  

 

智醒長者嘉許計劃  

 

11.  在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我們會繼續舉辦 “智醒長者嘉

許計劃 ”，以保持勢頭，推動及鼓勵長者應用資訊及通訊科

技。我們的目的是加入額外元素，以進一步鼓勵長者 (包括行

動不便的長者 )在日常生活上更廣泛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並

推動長者中心持續支援其會員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舉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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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參與計劃的長者中心可為其會員開辦技術工作坊和提供

借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設備的服務，以及探訪行動不便的長

者，以引起他們對資訊及通訊科技的興趣。  

 

12.  我們會邀請提供長者服務的非牟利機構提交載有上

述所需元素及推行細則的建議書。獲選的推行機構須利用其

服務伙伴網絡，協調各服務伙伴以達至計劃的目標。我們已

在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預留 300 萬元，用以贊助推行此項目。 

 

推動中小企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以提高效率並開拓商機  

 

13.  中小企有效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可大大提高其運作

效率及生產力，並可改善客戶服務及讓客戶有更佳體驗。這

可進一步加強其競爭力，並有助開拓商機。多年來，政府一

直與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界攜手合作，一起推動中小企更廣泛

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辦公室透過電子商務推廣計劃資助推

行 16 個針對 12 個行業 1的項目，以推動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 

 

14.  最新推出的項目 “物密嘟 ”是採用雲端技術的流動平台

及應用程式，可讓品牌擁有者及零售商推廣其產品和向消費

                                                      
1
 該 12 個行業包括旅遊代理商、醫護衞生界、藥房、會計界、物流業、美容服

務業、貿易界、社會服務界、鐘錶業、供應鏈業、商用服務業及批發／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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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供產品資訊。另一項為保安業而推出的項目現正處於開

發階段，預計可在二零一三年年內完成。  

 

15.  為了保持勢頭，我們計劃在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推行

下一輪電子商務推廣計劃。鑑於過往計劃已涵蓋多個行業，

故我們會開放這一輪電子商務推廣計劃，供各行各業的中小

企參與。  

 

16.  我們建議在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預留 300 萬元，用以

贊助推行這個主題的項目。我們會最多選出三份建議書，並

會特別留意較具創意的項目。因此，如項目所建議的解決方

案或服務在市場上已有提供，這類項目將不會獲得考慮。  

 

其他項目   

 

17.  除了按主題向項目提供贊助外，辦公室還推行了多個

項目，以促進不同資訊及通訊科技範疇的發展，當中包括：

舉辦一年一度的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以鼓勵業界追求卓

越和創新；舉辦無障礙網頁運動，以推動公共及私營網站更

廣泛採用無障礙網頁設計和提高各界對這方面的認知；以及

參與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國際軟件博覽會，以展示香港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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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及服務。  

 

18.  在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辦公室會繼續配合工作重點

及工作優先次序推行各計劃項目，包括進一步促進公共資料

的增值再用及推廣無障礙網頁運動。此外，辦公室亦會推動

本地業界參與在二零一三年六月於大連舉行的中國國際軟

件和信息服務交易會，以展示香港創新的得獎軟件產品。  

 

徵詢意見   

 

19.  請委員就上文第 9 至 16 段所建議的主題提供意見。

如委員通過建議主題，我們會在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邀請機

構按這些主題提交建議書。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二零一三年三月



 

附件 

二零一二至一三年度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按主題提供的贊助摘要 

 

主題 為弱勢社羣開發 

流動應用程式／網站 

長者應用資訊及 

通訊科技嘉許計劃 

資訊及通訊科技人力發展– 

向中學生推廣 

邀請提交建議書日期 2012 年 10 月 31 日 

至 12 月 31 日 

2012 年 7 月 25 日 

至 8 月 27 日 

2012 年 6 月 29 日 

至 8 月 24 日 

預算 300 萬港元 100 萬港元 100 萬港元 

收到建議書數目 45 2 5 

獲選建議書數目 7 1 1 

獲資助項目的 

推行機構  

多間機構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贊助總額 200 萬港元 80 萬港元 100 萬港元 

項目進度 進行中 

(預定於 2013 年年底 

或之前完成) 

進行中 

(預定於 2013 年 4 月 

或之前完成) 

進行中 

(預定於 2013 年 12 月 

或之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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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為弱勢社羣開發 

流動應用程式／網站 

長者應用資訊及 

通訊科技嘉許計劃 

資訊及通訊科技人力發展– 

向中學生推廣 

預期成果  開發七個供弱勢社羣免費下載及

使用的流動應用程式／網站，以

提供切合他們需要的內容及服

務： 

 可搜尋本地超過 190 個長者中心

所舉辦的長者活動的流動應用程

式 

 為自閉症人士而設的社交學習流

動應用程式 

 向智障學童分發個人化教材的流

動平台 

 為殘疾人士而設的流動無障礙旅

遊指南 

 為聽覺受損兒童而設的聽覺及語

言訓練教材的流動應用程式 

 以聲音提供地理訊息的流動應用

程式，以供視障人士搜尋及探索

有關資訊 

 邀請全港的長者中心／長者學苑

向其會員推廣計劃，並提名長者

參加 

 嘉許約 2 000 名在日常生活積極

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長者 

 為 2 000 名長者舉辦培訓活動 

 向長者推廣及宣傳，包括製備海

報、單張、橫額、自學書籍、宣

傳短片及電視節目等 

 建立推廣計劃的專題網站，並設

立臉書專頁，向長者提供社交網

絡平台 

 舉辦推廣日暨長者數碼生活博

覽，展出適合長者使用的數碼產

品 

 舉行嘉許禮，讓 600 人參與 

 編製研究報告，以確定中學生在

選修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和選擇

投身有關行業的需要、關注事項

及訴求 

 向中學教師、學生及家長推廣及

宣傳 

 提供實習和參與資訊及通訊科技

會議／活動的機會 

 為教師、學生及家長舉辦工作坊

及探訪活動 

 製作有關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界先

驅及專家專訪的電視特輯 

 提供有關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及

職業的開放源碼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