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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文件  

 

 

 

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諮詢委員會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贊助項目的建議主題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簡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下稱

“資科辦” )特定主題贊助項目的進度，並徵求委員通過二零

一四至一五年度贊助項目的建議主題。  

 

背景  

 

2.  為了善用業界網絡，借助社會各界的智慧，以及促進

各持份者互相協作，資科辦與非牟利機構合作，共同推展有

利本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發展和應用的創新項目。為提高贊助

項目的果效及成本效益，並更好地配合資科辦在推行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方面所訂下的工作優先次序，我們自二零一一

至一二年度起採用按主題提供贊助的方式，因應下一個財政

年度可供使用的資源，物色值得贊助的項目建議書。  

 

3.  由二零一一／一二年度至二零一三／一四年度，我們

按九個主題贊助了共 22 個項目，有關摘要載於附件。我們

已匯報了二零一一至一二年度議定主題下贊助項目的進度

和成果。至於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和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議

定主題下贊助項目的進度，詳情載於下文各段。  

 

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主題  

 

4.  在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委員通過以下贊助主題：  

 

(a) 為弱勢社羣開發流動應用程式及網站；  

(b) 智醒長者嘉許項目；  

(c) 資訊及通訊科技人力發展–向中學生推廣；以及  

(d) 為中小型企業 (下稱 “中小企 ”)推行電子商務推廣計

劃。  

 



首三個主題下的贊助項目進展令人滿意，詳情載於下文各段。

至於為中小企推行電子商務推廣計劃方面，我們已邀請住宿

業和運輸業提交建議書，但未能物色到可獲贊助的項目。  

 

為弱勢社羣開發流動應用程式及網站  

 

5.  我們按為弱勢社羣開發流動應用程式及網站的主題邀

請機構提交建議書後，在二零一二年十月至十二月期間共收

到 45 份建議書。在聽取諮詢委員會 (由資科辦代表、勞工及

福利局代表、數碼共融專責小組一名成員、多個弱勢社羣代

表和一名資深的資訊科技從業員組成 )的意見後，我們選出以

下七個可獲贊助的流動應用程式：  

 

(a) 無障礙去街 Guide(為肢體殘障人士提供無障礙旅遊

指南 )；  

(b) 芝麻開路 (以聲音為視障人士提供地理訊息及室內設

施資訊 )；  

(c) 精靈小耳朵 (提供專為聽覺受損兒童而設的語音辨別

教材套 )；  

(d) 智醒學 (提供專為智障學童而設的教材套 )；  



(e) 社交故事一按通 (提供專為自閉症兒童而設的社交故

事教材套 )；  

(f) 香港通 (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中文詞彙及粵語拼音工

具 )；以及  

(g) 長青活動搜尋器。  

 

6.  這些應用程式的開發工作已完成，現可免費下載及使

用。為了鼓勵開發數碼共融應用程式，該諮詢委員會將根據

該等應用程式的功能、易用程度、創意和對目標社羣的效益，

選出三個最佳應用程式接受獎項。上述應用程式將在四月十

九至二十日 2014 國際 IT 匯閉幕活動上展出。  

 

智醒長者嘉許項目  

 

7.   我們委託了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下稱“耆康會” )舉

辦首屆智醒長者嘉許項目，以鼓勵長者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

從而提升其生活質素。該項目名為智醒長者獎勵計劃，已於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展開。全港所有長者中心和長者學苑均獲

邀提名符合所定資訊及通訊科技使用準則的長者接受獎項。

該計劃推行了一系列宣傳活動和培訓計劃以鼓勵參與，並舉



辦長者數碼生活博覽，展示長者可如何融入數碼生活。社會

對該計劃的反應令人鼓舞，有近2 000名長者獲獎，以表揚他

們在電腦應用上所取得的成果。  

 

資訊及通訊科技人力發展 –向中學生推廣  

 

8.  在這個主題下，我們委託了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在

二零一二年年底推出 “iCity”計劃，透過其網絡接觸中學生，

並善用其社會資本。該計劃涵蓋一系列範圍廣泛的活動，包

括一項研究計劃、四項相關活動 (即 “網絡大使計劃 ”、 “忽發

奇 App 大賽 ”、“網想起革命 ”和 “校際辯論挑戰杯 ” )、一項媒

體活動、一套在亞洲電視播放的電視特輯 (“今日 iCity”)、一

個綜合社交媒體平台，以及多個供中學生參與的工作坊和探

訪活動。所有這些活動均已順利進行，共有 4 500 名學生參

與。  

 

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主題  

 

9.  在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委員通過兩個贊助主題，分

別為：  



 

(a) 智醒長者嘉許項目；以及  

(b) 為中小企推行電子商務推廣計劃。  

 

智醒長者嘉許項目  

 

10.   我們將在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再次舉辦智醒長者嘉

許項目，但這次會透過有別於上屆的方式來鼓勵長者應用資

訊及通訊科技。這屆重點不在於嘉許能一般應用資訊及通訊

科技的長者，而是要選出 10 名在日常生活中最能善用資訊

及通訊科技的長者，然後在長者社羣中加以報道他們的故事，

以展示資訊及通訊科技可如何縮窄代溝，促進社會共融，增

進知識和提升生活質素。耆康會將與我們合作推行這個項目，

並負責推動全港長者中心及長者學苑參與。頒獎典禮將在二

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即於 2014 國際 IT 匯期間舉行。  

 

11.  除了嘉許積極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長者外，我們亦

會為行動不便的長者舉辦外展計劃，以提高他們對資訊及通

訊科技的興趣。我們邀請了非政府機構提交建議書，以便為

“院舍 ”和 “隱閉 ”長者舉辦數碼外展計劃。獲選的建議書共有



三份，提出建議的非政府機構會憑藉其網絡、專業知識和資

源，舉辦多項探訪和相關活動，以接觸該等長者。有關活動

計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展開。  

 

為中小企推行電子商務推廣計劃  

 

12.  我們收到七份由非政府機構提交的建議書。在徵詢評

審委員會 (由資科辦、數碼港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的代表組成 )

的意見後，我們選出了三份建議書，但決定不再繼續落實當

中一份 (召喚的士流動應用程式 )。至於其餘兩份建議書，雖

由社會服務機構提出，但亦可惠及陸路運輸業和物流業的中

小企。所涉及的兩個項目分別為採用雲端技術的車隊管理流

動應用程式，以及利用流動和雲端技術來改善旗袋收集後勤

工作的應用程式。這兩個項目預計於二零一五年年初完成。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主題  

 

13.   考慮到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可用的財政和人力資源

及我們的工作優先次序，我們建議採用以下三個贊助主題： 

 



(a) 為中小企推行電子商務推廣計劃；  

(b) 促進中小企採用雲端運算；以及  

(c) 數碼共融應用程式資助計劃。  

 

14.  視乎委員的意見，我們會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預留

共 800 萬元，用以贊助符合該三個主題的項目。除了這些主

題外，我們亦會按個別和特殊情況，考慮贊助那些對推動本

港資訊及通訊科技業整體發展極為重要和影響深遠的項

目。  

 

為中小企推行電子商務推廣計劃  

 

15.  中小企有效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可大大提高其運作

效率、生產力和競爭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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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起，資科辦透過電子商務推廣計

劃資助推行了 18 個針對 13 個行業 1的項目，以推動中小企應

用資訊及通訊科技。  

 

                                                      
1 該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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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業、批發／零售業及

陸路運輸業。  



16.  為了保持勢頭，我們建議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為電

子商務推廣計劃預留 200 萬元，以資助推行兩個項目，開發

創新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應用程式，提升中小企的運作效率和

協助他們開拓商機。與去年的做法一樣，我們會把電子商務

推廣計劃開放給各行各業的中小企參加，如市場已有提供項

目所建議的解決方案或服務，有關項目將不會獲得考慮。  

 

促進中小企採用雲端運算  

 

17.  雲端技術既可讓中小企以低廉的起動成本，採用切合

其運作規模的資訊及通訊科技解決方案，亦可減低系統保養

及升級的技術和人手需求。政府正積極促進中小企採用雲端

運算。為此，我們已在二零一三年一月推出雲端運算入門網

站 (www.infocloud.gov.hk)，為中小企提供有關雲端運算的實

用資訊、使用者指南和良好作業模式。  

 

18.  為了加強宣傳，以推動中小企採用雲端運算服務，我

們建議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預留 300 萬元，用以舉辦雲端

運算推廣計劃，以提高中小企對雲端運算的認知。  

 

http://www.infocloud.gov.hk/


數碼共融應用程式資助計劃  

 

19.  在新的「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中，我們建議把香

港定位為跨平台應用程式卓越中心。儘管市場需求會推動業

界不斷開發各重用途的創新應用程式，但我們亦有需要資助

開發專為弱勢社羣而設的應用程式，供這些市場上的非主流

客戶使用。鑑於社會對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推出的資助計劃

反應積極，我們會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再次推出計劃，以

鼓勵業界在桌面及／或流動平台上開發切合弱勢社羣特定

需要的應用程式。這可激發業界創造創新流動解決方案的興

趣，並有助實現社會共融。我們建議預留 300 萬元，用以贊

助符合這個主題的項目。  

 

其他項目  

 

20.  除了按主題向項目提供贊助外，資科辦還推行了多個

涉及不同資訊及通訊科技範疇的項目，包括香港資訊及通訊

科技獎、國際 IT 匯、無障礙網頁運動、推廣公共資料、製作

有關資訊及通訊科技的電視劇集 (即港台電視 31 台播放的

“ IT 行者” )等。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資科辦會繼續因



應工作重點及優先次序推行各計劃項目。  

 

徵詢意見  

 

21.  請委員通過上文第 13 至 19 段所建議的主題。視乎委

員的意見，我們會在二零一四至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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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一月  



附件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按主題提供的贊助摘要  

2011-12 

推廣發放公共資料供再用試驗計劃  

我們委託了互聯網專業協會推行這項計劃，所涉及的贊助

總額為 994,400 元。  

 

該計劃共舉辦了 29 場研討會和工作坊，超過 1 600 人參加

(包括資訊及通訊科技從業員和大專學生等 )；並舉辦了公共

資料應用程式比賽，共收到 41 個參賽作品。該計劃已在二

零一二年二月圓滿完成。  

推動長者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  

我們揀選了三間非政府機構，分別為中華便以利會恩慈長

者活動中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和保良局，負

責推行不同的項目，以推動長者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所

涉及的贊助總額為 833,871 港元。項目成品包括舉辦培訓課

程及宣傳活動，吸引了超過 3 900 人參加；提供電腦服務，

讓超過 15 900 名訪客使用；為長者開發兩個流動應用程

式；以及舉辦跨代聯繫外展活動，讓超過 600 名長者參與。



上述三個項目全部已在二零一二年八月圓滿完成。  

為中小企推行電子商務推廣計劃  

我們在電子商務推廣計劃下選出兩個可獲贊助的應用程

式，分別為香港貨品編碼協會推出的 “物密嘟 ”(947,000 元 )

和保安業商會推出的 “保安雲 ” (926,000 元 )。  

 

“物密嘟 ”是為批發／零售業推出的流動推廣平台及應用程

式。這套採用雲端技術的應用程式，可讓消費者獲得最新

的產品資訊和驗證產品真偽。該項目已於二零一三年一月

完成。香港貨品編碼協會現正邀請商戶把其產品資訊上載

到這個應用程式平台。  

 

“保安雲 ”是為保安業而設的雲端報更系統。該系統在開發

中，現正處於試行階段。  

推廣對互聯網規約版本 6 的認識  

為使中小企和一般用戶加深認知互聯網規約由版本 4 過渡

至版本 6，我們與香港互聯網協會合作，為用戶提供有關本

港互聯網規約版本 6 服務的教育和認知計劃。“啟動 IPv6”計

劃的贊助總額為 995,000 元。  

 



該計劃包括建立一個專題網站、製作電台節目和資料小冊

子、設置展覽攤位及舉辦四場講座。計劃還編製了《 IPv6

全攻略－互聯網用家指南》。該計劃已在二零一二年十月

圓滿完成。  

2012-13 

為弱勢社羣開發流動應用程式／網站  

我們與七間非牟利機構合作，為弱勢社羣開發了七個流動

應用程式，詳情如下：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為肢體殘障人士開發的無障礙旅遊

指南，贊助額為 285,300 元；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為視障人士開發的流動應用程式，以

聲音提供地理訊息及室內設施資訊，贊助額為 393,300

元：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為聽覺受損兒童開發的粤語語音

辨別訓練教材套，贊助額為 216,000 元；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為智障學童開發的教材套，贊助

額為 178,200 元；  

  香港耀能協會為自閉症兒童開發的社交故事教材套，贊

助額為 21 萬元；  

http://www.deaf.org.hk/
http://www.hklss.hk/default_c.html
http://www.sahk1963.org.hk/b5_index.php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為少數族裔開發的中文詞彙

及粵語拼音工具，贊助額為 338,000 元；以及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下稱“耆康會” )為長者開發的長

青活動搜尋器，贊助額為 377,000 元。  

這些應用程式將在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九至二十日展出，當

中三個最佳應用程式會獲頒授獎項。  

智醒長者嘉許項目  

我們與耆康會合作，在二零一二年十二月於全港推出首屆

智醒長者獎勵計劃，以嘉許和表揚在日常生活中積極使用

資訊及通訊科技的長者。  

 

社會對該計劃的反應令人鼓舞，共有 123 間長者中心參與

計劃，近 2 000 名長者獲獎。頒獎典禮已於二零一三年四月

舉行，共有超過 700 名長者出席。我們向耆康會提供了 80

萬元贊助，以推行這項計劃。  

資訊及通訊科技人力發展 –向中學生推廣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推出了 “iCity”計劃，贊助總額為 100

萬元。  

 

該計劃涵蓋多項範圍廣泛的活動，包括一項研究計劃、四

http://www.yang.org.hk/e/default_home.asp
http://www.sage.org.hk/?lang=zh-HK


項相關活動、一系列媒體宣傳活動、一套電視特輯、一個

綜合社交媒體平台、多個實習機會，以及多個工作坊和探

訪活動。這個計劃將會在二零一四年中完成。  

2013-14 

智醒長者嘉許項目  

我們揀選了耆康會推行名為 “｢智醒長者｣IT 耆星競選 ”的項

目，贊助額為 74 萬元。該項目已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九日推

出，旨在表揚那些善用資訊及通訊科技來提升生活質素和

惠澤他人的長者。我們將於二零一四年四月舉行一系列宣

傳活動，例如新聞發布會、媒體推廣和頒獎典禮。  

 

我們亦委託了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香港聖公會

福利協會及保良局，負責推行外展計劃，鼓勵行動不便和

隱閉長者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這三個項目的贊助總額為

75 萬元。  

為中小企推行電子商務推廣計劃  

我們會資助兩個項目，分別為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推出的 “袋

理易 ”(456,926 元 )和香港復康會推出的 “蹤跡易 ”(100 萬

元 )。該等項目現正開發中，將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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