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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特區政府在 2013 年 9 月開始「數碼 21」資訊策略的諮詢。這次是政府第 4 份「數碼 21」
策略，過去當局分別在 1998、2004、2008 年推出過不同的「數碼 21」策略。然而，資
訊科技界對於是次諮詢感到非常失望。業界認為，這份「交功課」式的文件再一次顯示
了政府未能從思想上重視資訊科技在現代城市競爭力的重要性。在香港科技發展已經大
大落後於臨近地區的時候，當局還沾沾自喜，缺乏長遠眼光。
因此，資訊科技界業界一班從業員成立資訊科技界數碼策略關注組，希望從根本上給香
港政府一個嚴正警示，同時也希望讓社會各界能夠瞭解到，發展科技並不是單單關乎一
個行業的前景，更是提升香港整體競爭力的一個有效方法；也是達至香港經濟多元發
展，推動所有行業進步的重要動力。此外，創新、創業是社會進步的引擎之一，青年人
有機會利用創新科技去創富，才會令社會更均富、更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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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府數碼 21 諮詢的謬誤:
我們認為這份諮詢文件有以下的謬誤:
a. 缺乏戰略性眼光
b. 缺乏長遠定位和策略
c. 混淆了策略與政策 (Policy v.s. Strategy)
d. 過分專注某些技術層面的政策
e. 未能審時度勢，把握機遇
f.
g.

未能從根本上推動香港資訊科技發展，從而提升香港的核心競爭力， 達
至可持續發展
缺乏清晰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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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策略與政策
一個真正的「數碼 21」策略應該是什麼? 我們認為，它必須認識到科技的戰略性價值，
並且是香港整體發展策略中關鍵的一環。
「數碼 21」策略必須配合並且促進香港各行各
業的發展，提升香港企業、尤其是中小企的競爭力。「數碼 21」策略還必須釐清「官、
產、學、研」各自的角色，瞭解政府可以做些什麽、應該做些什麽；政府應積極進取，
帶領和促進發展，創造一個鼓勵自主創新的環境和氣氛，同時要在可能的範圍內定出可
量度的目標，包括長中短期目標，以及各持份者的分工及責任。策略還必須定出達至目
標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以及推廣、宣傳和公眾教育的計劃，這樣才能夠做到高瞻遠矚，
凝聚社會共識，同時又可以實際操作，達到促進行業發展，便利服務市民，提升整體競
爭力，帶領城市向前的目標。
我們認為，香港的「數碼 21」策略應該達至以下目標:
1. 從小學開始發掘及培養科技人才，並將有潛質的人才給予更多支援，為人才提供
全面的發展及支援機會
2. 在未來一年起動「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並開展科技及創意教育策略藍圖，
並包括在所有政府、津校、直資學校全校所有地方具 Wifi 覆蓋，以支援電子學習
趨勢
3. 政府資訊科技採購開支中，預留 10%優先購買本地研發科研，並豁免相關經驗要
4.
5.
6.

7.

求(參考韓國政策)
增加科研投入，目標至 2014 年佔 GDP 1%，在未來 5 年達到佔 GDP 的 2.5%，與「四
小龍」中的其他三地看齊
增加「科技轉移」為 UGC 撥款及大學教授升級其中一個考慮條件
在所有政府公共地方及交通設施提供免費又優質穩定的 Wifi (例如機場、港鐵
站、巴士站、輕鐵站、官校、停車場等)予遊客及市民使用，以補足現時全港 19,600
個(根據政府香港便覽資料) 不夠穩定的公共 wifi 熱點的不足，並且提升速度。同
時也改善社區設施(如社區中心、老人中心、老人院)的 Wifi 接駁。
將科技策略提升至行政長官辦公室層次，成立在 2015 年前成立科技政策委員會，
並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委員會必須具有財政使用權、撥款功能，以及政策擬定

權力
8. 政府在每年的 ICT 及科研投入相對政府周年開支必需有清楚的目標
9. 完善創新企業培育循環，包括科研、初創、孵化、加速、拓展、穩定企業。當中
並引入不同階段的投資者(如天使共創基、綜合基金、風險投資基金)及多率領業者
一同作海外(市場/投資者)推廣。
10. 對科技政策有按步就班的藍圖及計劃，並統籌各部門/政策局的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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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科技的重要性
4.1 政府架構的重組 – 把科技上升至戰略
高度
由於科技的重要性，大部份的國家和地區都有相應的部或者局負責科技政策。而一些地
區更是把資訊策略上升到政府首腦級的高度（如新加坡）。我們認為建立科技局是刻不
容緩的事。而且政府應該成立一個與「策發會」同級別的諮詢委員會，以科技局長為秘
書長，制定和統籌與科技有關的政策，推動立法，並監督各政府部門執行這些政策。諮
詢委員會還應推動其他政策局在他們的相關政策中，配合整體科技策略的方向。

4. 2 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做法
觀乎香港、新加坡、台灣及南韓的資訊科技及科技政策，大家有著不同的層次。
香港的「創新及科技督導委員會」是由財政司司長任主席，而「數碼 21」資訊科技策
略諮詢委員則是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任主席。雖然政府在 2013 年 1 月成立經濟發
展委員會（經發會），其轄下設有製造、高新科技及文化創意產業工作小組。經發會的
職權範圍是就如何擴闊香港經濟基礎及促進香港經濟增長及發展的整體策略和政策提
出前瞻性的方向，並向政府提供意見。具體而言，檢視及確定有助香港經濟進一步發展
的行業或行業群，及提議扶助相關產業發展所需的政策和其他支援措施。不過以上各個
委員會的職責均不是專門制定科技政策，也不就科技相關事宜撥款，它們的功能成疑。
人口比香港少，但 GDP 及競爭力比香港高的新加坡，近年則努力做好創新政策，因為
創新有機會為社會創造均富，令社會更穩定發展，實在值得借鏡。新加坡的研究、創新
與創業理事會，由新加坡總理李顯龍領導，其 RIE 2015 將計劃撥款 127 億美元推動當地
的研究、創新與創業，同時調高研究與開發經費佔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比例為 3.5％，
以媲美瑞典、芬蘭和以色列等注重科學研究之國家。其 IN 2015 (智慧國 2015) 的政策，
令資訊通信技術廣泛滲透到新加坡社會的各個領域。新加坡政府還計畫興建下一代國家
網路 NBN 和覆蓋全國的無線熱點，讓新加坡成為一個「無縫連接」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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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科技及資訊科技政策是由行政院主導，並由科學技術基本法、產業創新條例、
「智
慧台灣」等政策去支援創新科技及智慧城市的發展。而台灣的科研投入是 69 億美元，
佔 GDP 的 2.45%。
韓國有 U-IT 389 、科學技術基本法、培育科學與工程人員以強化國家科學競爭力特別
條例去支援其創新及智慧國家目標。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乃韓國推動科技政策的最高機
構，透過教育與科技部、知識經濟部等執行科技政策。韓國亦有立法，對創新科技有優
先豁免。韓國對科研的投入達 160 億美元，佔 GDP 的 2.64%。
星、台、韓強調知識資本對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並作既長期又穩定之科技投入；反
觀香港，科研投入在 2011 年只是約 17 億美元，佔本港 GDP 的 0.72%，遠遠低於其他
三小龍。
新加坡的「智慧國 2015 」及「智慧台灣」政策，都擁有清晰創值及工作的目標，由此
可見，他們的政府有發展下一代通訊及資訊科技的願景。然而，在諮詢中的「數碼 21」
政策除了人才部份有較清楚的工作項目外，其他東西都似是虛無的目標，很難看到相關
政策部門及局方顯示了雄心壯志後的實際行動項目，這可能與他們只有高層次政策決定
權，但就不牽涉批款的具體行為有關。
（「四小龍」的科技政策比較:

參閱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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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政府的角色
在 2007 年的「數碼 21 策略」內 ，我們還記得政府為自己定下了幾個角色：

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投資者、

電子政府計劃的贊助者、

研發及創新工作的支持者、

相關行業的規管者、

數碼共融發展的推動者、


跨境科技合作的促進者。

政府策略性的政策，講究的是管理業界的期望和其延續性，這種「角色」宣言更是莊嚴
的承諾。 但在 2014 諮詢文件內，這個政府角色的部份就再沒有被提起。綜觀整份文件，
類似的有「承擔性」的角色宣言全不見蹤影，難怪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公佈的《2013-2014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會以「政策不穩定」來提醒我們政府的這個現
象。我們認為，政府應該考慮要把已在 2007 年已承諾的「角色」重新寫回文件，令業
界和評級機構們對政府政策的「延續性」和「可信性」重拾信心。
作為一個「策略」，推動者斷不能在其中沒有「角色」，2007 年政府自定的六個角色就
其實很接近業界對政府的期望，但只可惜今次的諮詢裡，我們就只看見所謂「4 大策略
重點」：
 善用科技，提升潛能：致力建立平台，讓市民及工商界實踐抱負，實現訴求。
 激勵創新，成就未來：致力加強研發工作及促進提供公開資料，以激勵業務創
新。
 發揮優勢，拓展產業：致力表揚卓越成就，並協助本地資訊及通訊科技企業在
內地及海外市場發展。
 貫通資訊，利便市民：致力開發簡便易用、個人化和跨平台的電子公共服務。
從政府所提出的「4 大重點」及 18 項措施裡，我們看到的，更像是一大堆「盤點」
，列
舉告訴我們過去幾年在數據上的改善，不知就裡的人，應該會將其看成全是政府的「功
勞」罷。對於業界而言，我們暫且可以不論其功過是非，但就難免會把這文件與前作拿
來對比，但此次 26 頁的諮詢文件，去了封面封底和序言聯絡資料等 5 頁，第一章 2 頁
的自吹自擂，把「盤點」類的這些篇幅刪去，真正能算作「策略」的份量少得可憐，根
本無法與 2007 年那份 60 多頁，相對詳實和有承擔的諮詢文件相提並論。
再者，這份新的諮詢文件，其中不少論點，重覆自 2007 年的文件，但政府的角色就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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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字裡行間，例如說到「數碼共融」時，2007 年的用字，是：「//我們會透過下述
措施，與資訊及通訊科技行業及社會人士合作，為建立知識型經濟奠下穩固基礎//」，
有措施，有行動，有目標； 而 2014 年，就這樣著墨：
「//我們會繼續透過更廣泛應用
資訊及通訊科技，不斷提升弱勢社羣的生活質素，並協助他們融入資訊社會。//」
，這
種更「虛化」的退步寫法，像是「策略」嗎？
面對挑戰，政府必須考慮自己「角色」
，更要把未來的挑戰一拼考慮。 現屆政府多次表
示自己的促進經濟做法是以「適度有為」為主調，這樣說，政府的角色就應該是更為重
要了。應對這些挑戰，各地政府都選擇以不同角色的方案應對，借鏡其他國家和地區的
經驗，在政府角色方面，我們模式歸納出政府扶植創新產業的類型簡單可分為 3 大類：
1.

市場導向型：政府只會提供市場環境，以美國為代表；

2.
3.

政府陪同出資型：以英國為代表；
政府指導型：政府主導並訂定重點扶持的項目，並投入大量資源輔助，此模式
以韓國及日本為代表。

如果政府真的以「適度有為」為目標，那麼現在的這份策略就明顯就不能回應這個目標
了。我們要怎樣師法其他國家的政策策略，就要有一個比現在這份文件更深入、更廣泛
的討論。
我們認為，要推動科技發展，提升香港整體競爭力，政府的角色責無旁貸。政府應該從
法律法規、基礎建設、培育人才、創造環境、鼓勵創新、吸引投資和帶動需求方面，帶
領香港社會和業界，重視科技創新，應用科技服務。我們明白自由市場經濟一向是香港
引以為傲的制度。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科技創新是一個高風險，長投資期，但是高回
報的行為。如果政府不加以鼓勵和引導，單靠工商界，尤其以香港中小企為主的工商界，
是很難吸引企業去投資的。所以政府一定要帶頭投資基建，採購本地科技產品以及利用
政策誘因吸引投資，尤其是那些在國際和中國內地能夠為香港創造高科技就業機會的企
業投資。政府也需要培育和吸引人才進入科技行業，創造尊重和鼓勵創新的氣氛。在全
球競爭加強的今天，我們認為，政府應該解放思想，從新思考是否參考其他地區的做法，
一方面帶頭進行創新，一方面也可以在科技創造價值的大勢中分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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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推動科技發展
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從以下幾方面推動科技發展：

6.1 訂立法律法規
政府其中一個應該做的，就是與時並進，修改和訂立符合數碼經濟的法律法規。
1. 《電子交易條例》
政府在 2000 年訂立《電子交易條例》，並在 2004 年作出修訂。在當時的國際環
境中，算是先進的。技術發展一日千里，今天的社會對於電子交易的接受程度也
已經非常普遍。政府應該重新審理《電子交易條例》，使其達至國際先進水平。
2. 電子證書的法律效應
另外，參考許多先進國家和地區，移動終端作為保安認證的技術和應用已經很普
及。政府應該在法律上認可移動終端保安認證，使其可以和電子證書有同等的法
律效應。
3. 以電子方法執行個人意願( Electronic execution of a will)
當電子簽名獲得法律效力時，個人或見證人就能以電子方式簽署個人意願，可能引
致《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第 10 章) 及 《宣誓及聲明條例》(第 11 章) 的修
訂。當既易用又安全的電子證書應引入之後，有關部門可能需要考慮設立「意願」
保留這個創新服務，並追蹤不同「意願」的更新時間、簽署時間及真偽。
4. 以電子方式執行與土地契約及房地產相關的文件
《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第 219 章) 指出 (1) 土地合約須以書面作出; (2)法定產業
權的處置等須以契據作出; (3) 土地的衡平法權益，除由設定或處置該權益的人或獲
其以書面合法授權的代理人以書面設定或處置並加以簽署，或藉遺囑或法律的施行
而設定或處置外，不得以其他方式設定或處置；(4) 關乎土地或其任何權益的信託
聲明，須以書面予以宣告及證明，並由有能力作出該信託聲明的人簽署，或藉該人
的遺囑予以宣告及證明。
一般情況，房地產的擁有著必須在港於律師面前簽署相關文件。隨著科技進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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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簽名具法律效力時，
《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可以考慮承認由電子簽名所簽署的
文件的法律效力，這也方便一般市民執行房地產的交易。
5. 法院文件
現時高等法院規則及區域法院規則要求在發出令狀前，需要原告人或其律師代表簽
署。同樣地，訴書、申述核實、證人陳述書也是需要簽署的。當進入電子簽名年代，
相關規則可能需要修改，以容許訴書、申述核實、證人陳述書以電子方式簽署。
6. 比特幣 (Bit coin)
由於近距離無線通訊愈來愈普及，虛擬貨幣 - 比特幣的交易變得容易及方便，而這
也衍生如何規管虛擬貨幣的問題，需要當局深入研究。

6.2 投資和基建
各國政府已牽頭推動建築信息模擬(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BIM)技術之應用，以增
強當地的綜合競爭力及達至環保減碳目標，如中國政府已把 BIM 技術應用列入「十
二.五」計劃內。可惜最近的諮詢文件對 BIM 技術著墨不多，希望有關當局立即正視，
以免香港在智能國際城市及環保建築上失去競爭優勢。亦可配合香港的長遠房屋策略，
建造綠色樓宇，協助應付未來 10 年的建屋目標及人口增長需求。
BIM 技術通過創新資訊及通訊科技去模擬設計及最佳化建造過程，如資源及建築材料的
分配以及分析建築工程進度，利用更佳成本效益的建築設計丶建造及物業管理維修方
案，應付緊促的建造時間，確保可持續發展。此外，可以模擬及分析建築工程項目對環
境的影響，幫助決策者在項目開始建造時訂出各項環保措施，提升工程的透明度，讓政
府丶專業及公眾人士更明白建築工程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在諮詢時期掌握準確資料，給
予更準確及適時的決定。
針對加強香港應用 BIM 技術發展成為智慧城市我們有以下建議:
1. 在政府建築工程項目使用 BIM 技術，致力優化設計丶減碳排放丶減廢源頭及改
善建造業安全為目標，在未來 10 年充分利用資訊科技及通訊技術提升建造業生
產率，減低建造業人手短缺的影響，有助改善現有及新建成的建築物的能源效
益。例如新加坡屋宇及建造局已應用 BIM，期望在未來 10 年建築生產率提升
25%。
2. 選定試點項目於公共設施丶保育或政府建築物，結合 BIM 丶物聯網及雲端計算
技術，逐步實踐綠色環保設計丶施工及物業管理維修的可行性，在設計階段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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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模擬建造及使用效果，例如道路環保智能照明系統於公路或其他公眾地方設
施，通過智能流動裝置設備發出自動維修提示給管理人員。
3. 將 BIM 技術應用於各區議會審批政府建築工程項目上。參考美國聯邦政府總務
署自 2008 年要求政府項目提交 BIM 模型，英國政府內閣辦公室- 建造局已制定
營建管理策略逐步提高 BIM 的使用率，到 2016 年要求公營建造項目中央採購
BIM 模型，新加坡屋宇及建造局亦把 BIM 成為公營建築物項目的採購程序，於
2015 年強制要求超過 5000 平方米的新建築物項目提交 BIM 模型。
4. 以 2015 年為指標發展香港 BIM 實施綱要，制定包括作業流程及標準以供業界
參考使用。
5. 加強 BIM 於在職及在學培訓，增加培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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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發展物聯網
物聯網用途廣泛，由智慧交通、環境保護、政府服務、城市安全、家居安全、消防、工
業監測、老人護理、醫療、食品追蹤及健康等多個領域，如：鐵路、橋樑、隧道、公路、
建築、供水系統、大壩、油氣管道等，也可以應用在日常生活中，例如：當司機出現操
作失誤時汽車會自動報警，衣服能「通知」洗衣機對顏色和水溫的要求、公共設施有裂
紋時可以傳訊給總部維修等。在世界物聯網領域，中國與德國、美國、韓國等是國際標
準制定的主導國, 香港應該參與國家的物聯網標準制定，協助內地產品國際化。
要掌握機遇應當在技術、晶片、硬件及軟件等多下功夫，並在以下範疇多作科研及應用
投入，以配合國家政策及物聯網所帶來機遇。現時香港在無線射頻識別技術
(Radio-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已有一定的發展，只是它在後台應用，前台應用的
發展仍有待改善(例如廣泛應用食品追蹤、藥品追蹤之上，以便有問題時追縱)，廣泛應
用無線感知網路(Wireless Sensor Network, WSN) 在公共設施管理上，尤其是水務、渠
務、樹木管理、遊樂設施管理、圖書館、機電、路政、土木工程、郵政、巴士、交通(如
交通燈/路牌)、巡邏、泊車咪錶、公路、停車場管理之上。支援嵌入式技術(Embedded
Intelligence)及納米與微機電技術(Nanotechnology and Micro 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s)
及科研及應用，以開發更多解決方案及增加硬件的精準度及技術，隨著電訊網路、網際
網路及電視網路的三網融合，物聯網可以同時傳遞與呈現更多各類型資訊。加上寬頻網
絡能夠承載更多資訊量，QoS 頻寬分流管理的政策可以更複雜。因此，物聯網同樣可以
藉助雲端運算的各種技術來作傳遞、儲存及分析巨量資料之用，進而將應用轉變為隨取
隨用的服務，增加公共服務的效益。政府在物聯網的領導、統籌及投資不可少，如果資
訊未能互通的話，就不能達到真正的便利及規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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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發展與時並進的電子付費系統
相比世界其他發達經濟體系，香港在零售電子付費系統其實很早已經開始發展，例如電
話銀行，八達通早在十多年前已從交通運輸付費已經發展到全港的一般零售。可惜在過
去十多年，隨著電訊和流動通訊日益發達，本港零售電子付費系統在新一輪的科技應用
上斧缺乏創新的誘因，沒有任何實質的突破發展。
現時本地零售電子付費系統有以下幾個問題：
1. 監管機關並沒有推動及制定銀行和客戶電子數據交易的標準 （如 Open Bank
API， Open Bank Project 等）現時本地銀行客戶不能像美國等經濟發達地區一樣利
用自己開發或一般第三方軟件 (如 Microsoft Money) 直接和銀行交換數據資料從
而提高效率和有效減低信息孤島問題。
2. 本地銀行提供給客戶的賬目沒有顯示由實時電子轉賬系統所收取到款項的資料
來源 (narrative)當中包括寄款人和客戶參考資料。由於缺乏了這些重要資料，收款
方無法核實所收取的金額的來源並與交易配對，結果本港交易結算仍然要依賴結算
成本極高、清算時間滯後而又不環保的支票來完成。而在歐盟，使用支票已經是個
歷史。要交付賬款、客戶只要在銀行提供的網上平台上輸入金額、收款人銀行及戶
口資料、日期和付款參考資料如單據號碼就能交付所有公共和商業的單據，非常方
便。
3. 現時比較普遍的網上付費的途徑還有一個，就是通過某大銀行的網上付費系統
把金額轉到商戶在同一銀行的戶口。然後把確認網頁抄錄，再通過電郵或信息轉發
給商戶。 這個辦法只可以在小批量的情況下勉強行得通，由於需要人手核實，它
並不能支持網上買賣的持續發展。加上抄送到商戶之付款確認頁面非常容易偽冒，
交易仍然存在一定風險。
4. PPS 由於有基本收費和其他原因，該系統只適合交易量較高的大型企業和政府參
與。
5. 由於缺乏有效收付渠道、一般中小企業無奈要接受交易成本相對昂貴的信用卡
來收付款項。由於香港是外向型經濟，客戶來自世界各地。信用卡公司和交易中介
公司有時難以分辨外地發行信用卡的真偽。信用卡公司提供的交易安全系統如
SET，Verisign 等技術去解決問題，可惜計劃未成功，結果不單造成交易成本高企，
有時更需要商戶去承擔壞賬。根據簡單統計，現時香港網上信用卡交易成本大約是
交易金額的 4-5% ，比其他地區和付費渠道高出很多。這會直接影響香港網上銷售
行業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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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上述提及之種種非數碼化流程之限制，各種能應用在大數據之有用資料就白白
地掉失。非數碼化流程不單大量虛耗人力物力，更限制了統計和監管機關能從銀行
和交易平台監管資金流動的機會。這更會間接影響了香港的稅收、金融管理和罪案
調查的能力。
我們認為，根據本港之特殊環境和未來網上交易的未來發展，香港政府有需要推動和實
現以下措施：
1. 儘快制定銀行業與客戶之電子數據交易標準，並要求銀行在合理時間下提供
該項服務。
2. 要求銀行把付款人和客戶參考資料加入對賬單內，並容許實時查閱，讓客戶
能通過網上銀行完成付費，而不需要依賴交易成本比較高的第三方付費系統。
3. 要求零售業務市場佔有率高的銀行儘快為客戶提供包括客戶交易資料之實時
網上轉賬系統。
4. 儘快透過政策要求各銀行提供包括客戶交易資料之實時網上跨行轉賬服務。
5. 研究讓 PPS 及其他付費平台提供個人及中小企業服務的機會。
6. 研究企業和個人仍然選擇使用非數碼化付費的種種原因，(例如單據印出問
題)，從而制定長遠策略提高香港政府、市民和企業應用電子付費的誘因。
金融管理局在今年五月發出的公眾諮詢文件提到要透過立法和發牌制度去管理和推動
本地付費平台的發展，我們認為，這理所當然是好事，並希望該法案能儘快落實好，讓
香港能有一個甚至是多個以本港為基地及以港元為本位的第三方付費平台，為香港甚至
是全球提供服務。由於香港稅制簡單、稅率低、奉行自由貿易和沒有外匯限制之種種誘
因，加上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的角色，我們深信，香港有關部門只要能在防止洗黑錢活
動 (AML) 的工作上能做好，香港大小企業必定能在本地和國際的雲端付費系統的業務
上受惠。

6.5 空間數據基礎設施
空間數據基礎設施是政府電子化政務運作和數據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誰是扮演制
定國家地區空間數據基礎設施政策的關鍵角色?如何從政府角度確保國家和區域在空間
數據建設方面的目標一致性?這些應是香港特區政府所關注和討論的重點。 但是政府數
碼 21 諮詢文件對此隻字不題。空間數據基礎設施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不是一個電
腦系統，也不是地理信息系統 GIS，更不是地理資訊地圖 GeoInfoMap，而是一項政策！
是一項由各國政府從上向下 Top Down 推動的政策，是一項推動數據共享，誘發全民創
意產業，推動地區經濟發展，及減省個別機構重複建設相同基本的信息系統的政策、也
是全球各國政府正在努力實施的政策，他們(香港除外)採取許多不同技術方法和標準去
建設空間數據基礎設施。其實支撐空間數據基礎設施實施的一個重要的、非技術層面的
問題，就是相關政策，如政府數據能否自由使用，誰具有數據的使用權，數據的再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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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以及個人隱私的保護等問題，香港特區政府似完全沒有意識去研究相關政策。根據
本年四月二十四日立法會會議上謝偉銓議員的提問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的
答覆，政府的思想仍停留在發放數據供市民參閱之用的階段！相信若情況繼續，安於現
狀，坐井觀天，情況怎不教人著急?
空間數據基礎設施建設其實不僅是技術問題，體制機制和法律法規建設才是影響其成敗
的關鍵。社會需求及政府電子化政務運作是推動相關政策的誘因，從而實現數據共享、
加工和協作。世界各國政府都十分重視空間數據基礎設施建設，並制定其發展路線、政
策和總體規劃。新加坡、韓國、美國、德國、澳大利亞、歐盟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在該方
面的發展已超前香港十載以上的光景。借鑒這些國際先進的發展理念和模式，香港在空
間數據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應進一步完善統籌協調、合理佈局地區和部門大型地理信息系
統和應用工程建設。理順部門和地區間地理空間信息採集、登記、備案、保管、共用、
發佈、安全、保密等方面的規章制度，處理與分發職責，加速建立有效的數據共享機制
和協調機制，促進信息資源共建共享和各類信息採集台站系統的綜合利用，減少重複建
設相同的信息系統。多管道籌集空間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與運行資金，促進資源分享和高
效利用。

來源︰谷歌地圖
實時顯示交通擠塞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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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流動付款
在諮詢文件中沒有提及的流動付款(Mobile payment)亦是重要的一環。現時，全世界多
個國家都積極推行各式各樣的流動付款方式，而市民大眾對此的需求亦不斷增加。如於
內地廣泛應用的「支付寶」，現時已經可以做到朋友飯聚後的分賬，十分方便。但香港
卻對流動付款方面缺乏長遠政策，落後於其他國家和地區。

6.7 網絡安全
網絡安全(Cyber Security)在互聯網的世界下是絕對不容忽視。以現時十分流行的移動應
用程式(Mobile Apps)為例，政府對於各部門製作的應用程式進行系統安全測試都沒有嚴
格規定，只是建議採用。但我們認為，政府應帶頭為移動應用程式強制進行安全測試，
制定一系列準則，這樣可以鼓勵其他企業跟隨推行，政府亦可以就此向中小企提供協
助，為大眾提供一個安全的網絡環境。

6.8 數據可視化
數據可視化(Data Visualization)的技術可以把多個不同層面的數據，以圖形化的方式，清
晰有效地表展示出來。這種技術有助利用多方面的數據進行分析，有助推行各種政策時
同時兼顧多角度的考慮。現時已經有多個國家採用此項技術，包括美國、新加坡等，可
以應用於人口統計等項目。

6.9 雲端運算技術
雲端運算技術(Cloud Computing)已經開始廣泛於世界各地，此技術可以有效節省企業成
本及增加靈活性。但對於中小企而言，要於初時投資到雲端技術方都有一定困難，政府
可以對此加以幫助，提供一個平台予市民及中小企使用公共雲(Public Cloud)，或設立中
小企提供雲端運算技術基金予中小企申請，令到中小企能夠享受雲端運算技術的好處，
掌握未來雲端技術的趨勢，及早裝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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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社區社交網絡達至公民參與
我們認為政府的諮詢，應多用互聯網的方法去收集意見。做到「由下而上」形式，由市
民提出議題，由政府歸納多個選項，再按照市民的反應作出修正，市民和政府就能夠透
過互動，集思廣益。
Web2.0、3.0 溝通平台的溝通方式強調的是各方面的參與，而非單一聲音的廣播；在這
一平台上的溝通建基於自由和平等的原則之上；網絡上的內容一直在變化和流動，網民
亦是重要的內容提供者；網上溝通著重即時互動；網民希望以獨特的、量身訂造的方式
接收訊息等。現時公共事務論壇是半公開的討論區，只限於受邀請人士發言，作用不大。
如新加坡政府的 Reach Singapore ，就是利用網上平台 Facebook、Twitter，向市民溝通
政策造勢，因為只有網上平台才能夠越過主流媒體壟斷，很快建立起民意輿論。

6.10.1 以社區為本的社交網絡
社交網絡(Social Networking)在香港十分流行，現時香港已擁有超過四百萬 Facebook 用
戶。在社交網絡流行的情況下，政府可以考慮推行以社區為本的社交網絡（香港社區網
絡），以實名制的方式分十八區，讓市民向地區民政事務專員、區議會及相關人士報告
區內情況，以盡快解決問題。政府也應把區內一切公共設施，包括政府和公營機構的服
務和社區網絡連接起來，還可以鼓勵區內的商戶和其他民間服務組織也在社區網絡內提
供服務，達至真正的虛擬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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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2 以用家為本公共服務設計
當政府設計服務或產品(例如電子證書)給市民，必須應該考慮用家為本，早在設計概念
的時候，就應該引入用家意見及使用經驗，與市民一同設計各項公共服務。當中以下 2
點值得大家留意:
 引入市民/用家/持分者的參與，以奠定研發方向
市民為主的公共服務是十分重要。在設計之時，除了個別焦點小組去聽取用家意見
外，也要多作專業定質及定量研究，多作實地測試，了解用家反應及經常也是十分
重要。
 服務/產品推出之後，提供恆常回饋渠道
持續的網上、定質及定量調查(如問卷調查、訪談)、以及田野研究(field test)都能夠了解
用家回饋及使用經驗，如何好好利用不同的數據去作分析是十分重要。政府應建立以
人為本文化，這樣才能令公共服務更以市民為中心。

6.11 鼓勵和帶頭發展移動科技應用
移動技術的急速發展已經大大改變了現代社會的溝通、工作以至生活模式，而各地區的
發展智慧型城市均以推動移動應用為其中一個核心課題。香港無論在智能電話的使用，
或 3G、4G 移動網絡的覆蓋均在世界地區處於領先的位置，實在具備優厚的條件發展移
動應用產業。政府應確立有效的發展及推廣策略，讓本地移動應用產業能夠在環球移動
應用市場上更具競爭力； 包括：


為政府部門及政府機構設立移動應用指引，減低各政府機關對移動應用的疑
慮，儘快讓政府資訊及服務能夠在移動平台上使用。



讓香港政府發揮引領作用，在所有政府機構的工作流程及提供的服務中，引入
最新及本土開發的移動應用技術。 政府可以撥出部份的預算，設立一個先導
計劃基金，供各部門在正式採購之前，以先導計劃形式試用一些本地移動應用
開發商的應用。 該項計劃可讓本地優秀的應用能夠儘快確立試用案例，並在
相關的政府服務中作小範圍的試驗性使用。



在關鍵及策略性的移動應用，與業界共同探討設定相關的標準或使用守則；例
如移動應用的身份認證技術、移動支付等。標準的制定，有助業界加快對該項
技術的投入，及推出更多高端的應用，從而加強在環球市場的競爭力。

政府帶頭應用資訊科技，既可以提高服務水平，也可以促進行業發展。參考愛沙尼亞的
政府電子化經驗，其 X-road 基建為電子服務的數碼交換層，令其國內不同的組織/部門
/企業及市民可以安全地利用他來交換及接觸公共資料。例如保險公司可以將保險資料
19

給當局的健康保險基金。人口登記、稅務、海關、社會保障局、汽車登記等都可以透過
X-road 做到。就連新公司註冊也只需要 18 分鐘，周年報表也可以用網上會計系統呈交，
市民可以透過 eID 網站地知道自己要邀交多少稅、何時換領車牌、有多少張告票、連自
己的成績表、健康紀錄也可以一站式了然。X-road 更衝出愛莎尼亞，為芬蘭的企業及
市民提供低廉的公共服務。在 mobile ID 也廣泛應用在泊車系統、巡邏系統及邊境系統
上，做到一個智慧型城市。 事實上, 愛沙尼亞已有 1 億 3500 萬電子簽名正在使用, 2000
年開始電子化內閣及政府, 25%市民經電子方式進行大型投票, 90%的學校、學生、家長
及老師透過 e-Estonia 連繫起來。這些成功例子是值得借鑑的。希望政府放棄各自為政
文化，下決心做好統領角色，帶頭發展和智能城市相關的移動科技應用。

6.12 人才為創新的資本
政府除了在技術發展和市場環境的營造上要做功夫，科技人才的培養也是至關重要的。
雖然香港有具潛質的技術人才和良好的高等教育環境，可是香港在財富驅動期的經濟環
境下，從事商業和財務的前景似乎更好，所以即使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和香港的大學提
供了高質素的工程學教育，很多有天分的學生在大學選科中還是放棄了科學或工程學。
如近年香港科技大學的電腦科學收生中位數只有約 1.5 分，而工商管理學的收生中位數
卻超過 3.5 分（5 分為全 5**）
，而這個裂口有越來越大的趨勢。人才的貧乏將使香港在
未來科技創新的發展停滯不前。
吸引人才和行業發展是一個雞和蛋的問題。首先要讓家長和學生們看到從事資訊科技行
業是有前途的，才會吸納更多人才投身這一行業。具體的培養和教育方式可以在中小學
階段就展開：

6.12.1.初中電腦科引入編程概念
政府需要致力培育和吸引人才投身香港資訊科技業。我們很高興看到政府有打算為初中
電腦科加入程式編製的概念，讓學生學習基本程式編製技巧。在現今科技發達的環境
下，學習基本程式編製跟現時必修科目中英數等同樣重要。除了加深新一代對電腦應用
的知識，更重要的是學習編程可以培育他們的思考方法和邏輯思維，這對於他們在任何
行業上都有一定幫助。參考愛沙尼亞的在兒童編程教育的經驗，它從 2012 年開展
「ProgeTiiger」項目對 7-19 歲的兒童及青少年的編程教育，有助愛沙尼亞比其他已發展
的國家有更出色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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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2 .將創新和技術引入課堂
我們認為不單要在課堂中引入編程技巧，將創新及技術引入課堂也很重要。同學們可以
從小就學會一些 DIY 技術，學習製作一些既簡單又具創意的電子產品，例如鬧鐘、智能
開關等。學習技術的好處是小朋友可以學會問題解決方法，及多動手動腦去處理日常生
活的事情，例如自己懂得簡單家居機械維修，而不用每每假手於人。懂得動手動腦是未
來創意社會所需要的。

6.12.3 做好中小學科技基建
要做到以上各項，中小學包括每一個課室都必須擁有良好的寬頻基建去支援下一代的電
子學習，也需要對學校投資科技基建的既彈性又有效率的撥款。現在還有中小學使用
10 年前的電腦，設定已追不上較新軟件的需求。事實上，科技軟硬件不斷推陳出新，
某些受歡迎又常用的軟件已轉為月費模式（如 Microsoft Office、Adobe Design Suite），
給予學校恆常的金錢支援是十分必要的，政策需要改變一筆過撥款做法。

6.12.4 加強學校的 IT 支援
我們需要長遠的電子教育政策，也需要加強學校的 IT 支援。今天大部份學校用在 IT
支援技術員的撥款根本不足以聘請高技術的人員，人員流失率高，外判支援服務也無法
配合日益重要的電子教育需要。很多學校被逼讓教 IT 的老師參與發展和支援電子教
育，讓這些老師的工作量百上加斤，也引起了不滿。政府應該加大恆常性撥款，讓學校
能夠聘請專業人員提供電子學習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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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5 開設科技獎學金及研究院
人才為創新的資本，也是知識經濟的唯一原材料。只有吸引培養人才，才能真正地做到
自主創新。參考愛沙尼亞的例子，由 Skype 贊助的愛沙尼亞的 ͞Study IT in .ee͟ 的獎學
金計劃不單宣傳愛沙尼亞的科技教育及企業家精神，也能吸引人才及優秀企業家到該國
創業。其 IT Academy 結合了官產學研的合作，提高大學教育質素，也吸引了國際優秀
人才在該國發展，培養出無懼的創業者、野心勃勃的創投企業，為社會帶來了生氣，為
科技發展裝上加速器，湧現如 Skype，Transferwise 等優秀創新企業。香港也應設立類似
的獎學金和研究院，吸引國際人才來港創業。

6.12.6 培養資訊素養
在投資科技硬件的同時，由於網絡欺凌、侵擾、罪案等事件不時發生，受害人不能就網
上流言抗辯，加上參與流言者較少考究傳言真確性，以觀點代替事實。因此培養資訊素
養是十分重要的。 參考其他國家做法，美國的《梅根·梅爾網路欺淩預防法》，學校對
於網路欺凌實施「零容忍政策」
，日本的《青少年互聯網環境整備法》
，規定手機公司、
網站等為青少年提供過濾軟體，免費進行過濾服務。歐洲兒童網路安全保護組織，35
個國家共同參與的“COST 計畫”(European Cooper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積極
應對網路欺淩。我們認為教懂新生代認識網絡道德、信息分類及認識資訊，才能培育出
資訊素養及智慧，我們建議本港採取以下操施去培育市民的資訊素養:
1.
2.
3.
4.
5.
6.
7.
8.

學校對網絡欺凌要零容忍，並將資訊素養納入學校的德育課程之中
家長及老師應與小朋友多些溝通，分析固中網上言論利弊及不同意見。欺凌者
應向老師及家長反映，師長應引導青少年以積極心態處理
教導年輕人現實和虛擬世界分別，很多網上言論是口實而非事實，也應懂得分
辨二次創作及動畫新聞真偽
由幼稚園開始教育資訊素養及網絡行為素質，如從小學習交通安全一樣
溝通媒體應訂立指引作適度監管之餘，又不阻礙言論自由
成年人及師長應以身作則，別樹下壞榜樣
加強免費下載的過濾軟體宣傳，鼓舞下載，保護青少年
呼籲市民注意網上私隱、資訊科技保案及認識網絡罪行，多邀請業界向學界及
公眾宣傳相關資訊及保護自己的措施，撥款舉行相關研討會及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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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鼓勵支持科技創新的社會環境
香港經濟的主要構成是中小企業，一般的中小企都目光比較短淺，對於高投入，高風險，
長回報期的科研項目，經常都不願意投資。傳統的「High Tech 揩嘢, Low Tech 撈嘢」思
維比比皆是。而就算本地科研企業成功開發了一些創新科技產品，由於缺乏參考客戶
(Reference Case)，公司財務架構又不一定很健全，往往無法獲得香港其中一個最大的科
技用家-香港特區政府的採購合同。過去業界長期提出要政府鼓勵使用本地創新優先，
但都被政府以世貿協定為理由而否決。政府應該參考台灣等地的例子，如何在世貿協定
的框架下，優先採用本地創新科技產品和服務。尤其是，現在政府的採購招標書，往往
要求「Well proven product with references in similar environment or application」，這樣就
把本地科研產品拒之門外，即使價廉物美，也無法與舶來貨競爭。政府要鼓勵科技創新，
必須一方面帶頭採用本地創新產品，一方面從土地稅務方面導向性鼓勵科技創新。另外
科技日新月異，科技人才需要不斷進修才能跟上時代，政府也需要針對這個行業的特
點，鼓勵本地科技人才不斷自我增值，創造鼓勵不斷創新的社會環境。

6.13.1 產業性鼓勵政策 – 土地，稅務，本地創新優先
我們認為香港應該整合各個產業推動計劃，包括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SERAP）
、科學
園及數碼港科培計劃，並定期進行檢討。
要吸引更多企業投入科研，必須提供更多誘因，例如科研投資可以用來銀行貸款資產計
算。科研投入可以雙倍扣稅。
政府亦應該預留最少資訊科技採購開支 10%作本港科技優先採購，並豁免相關經驗的要
求，令創新科技可以在香港孕育出來。
有鑑於兩年科培計劃後，科技公司因為科學園租金太高而撤離，影響科學園區的聚群效
應，政府應檢討是否延長租金優惠，留住企業和人才。
此外，政府應該帶頭提供免費大型會議場地給業界主辦大型交流研討會活動，尤其是不
同地方的業界交流會議。
在比賽方面，政府必須積極考慮為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設立獎金，鼓勵業界及莘莘學
子的科研投入，令他們有本錢再進行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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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2 人才鼓勵政策 – 持續進修，培訓津貼、資歷認證
由於科技日新月異，人才需要不斷進修，政府的持續進修基金，一生人只能申請一次一
萬元實在不足夠，實在有必要檢討。我們建議設立 5 億產業基金供業界申請，用作創新
科技人才培訓之用。此外，政府在諮詢的數碼 21 政府少有提及資歷架構認證，期望政
府提出更清晰的指引，並帶頭按資歷架構來聘請及調整員工的薪酬，令私人企業也可以
跟隨。

6.14 促進中港科技合作
特區政府可以和內地政府商討如何擴闊 CEPA 措施的內容，尤其各項和資料及通訊科技
相關的服務，包括互聯網接駁/基建服務、數據中心及雲端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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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邁步向前

7. 1 面對的挑戰
今日的經濟發展，以高增值行業為主導，其中，金融、科技和創意產業都以數碼科技為
骨幹。 業界對政府的「數碼 21 策略」抱有高度的關注和熱切的期望，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策略的方向，會直接影響到未來香港的發展。 兩份外國的最新研究就指出 ，英國
的商業活動中就有 6% 屬於高增值行業，單只他們這 6%的份額，就為英國全國提供了
54%的新創職位。 由此可見「數碼 21 策略」的成效，將會直接反映在香港應對「未來
挑戰」的能力上。
作為世上最成功的國際都會之一，香港在競爭力上比很多地方優勝。 2013 年 3 月，財
富雜誌(Forbes) 把香港選為繼美國矽谷外，最好的科技中心之一。 2013 年 9 月初，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公佈《2013-2014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
。 香港在
今年的「全球競爭力排名榜」位列第 7 位。 由「牌面」看，香港的優勢不少，但這是
真相的全部嗎？ 就算這是真的，這個優勢能夠維持多久呢？
在 2014「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諮詢文件第一章內描述的輝煌現狀，可是業界多年奮
鬥的成果，其中政府能佔多少「能量」
，先不說要和歐美各國`比較，單只是和同是「亞
洲四小龍」
，但今天佔排名榜第 2 位的新加坡，在雪亮的眼睛裡，差別可謂「一目了然」
。
香港這「第 7 位」主要是得益於「商品市場的活力和效率」
（第 2 位）和「勞動力市場」
（第 3 位）的發展，這兩點，應該屬於香港百年的傳統優勢，但其他地方都正在向領先
者全力追趕，香港的相對優勢正不斷減少，絕對不容我們鬆懈。
而更要留意的是，在上述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中，世界經濟論壇指出，香港的企業管
理層，對在本地經營業務有以下幾個憂慮：（1）創新能力不足（2）低效率的政府官僚
（3）通脹（4）政策不穩定（5）勞動力教育不足。 而為了進一步提高競爭力，報告建
議香港要繼續提高「高等教育」（第 22 位）和「創新」（第 23 位）水平。 以上幾點，
也正是我們業界的最大憂慮，而這亦正正是希望在「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中，政府
能夠推動和發揮力量的地方。
香港面對的挑戰，包括產業過於單一化，勞動力人口技能組合錯配過時，能配合經濟轉
型的人材不足，土地成本高企，創新及研發投入資源不足等等。 這些問題其實智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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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已經提出了多年，但政府就從來沒有認真面對。 這些問題，其實要由「發展策略」
的層次去尋求解決辦法，投過「政策組合」，在招商引資、教育、再培訓、鼓勵創新科
研等連串組合的策略套配，跨界別、跨部門去進行，上至經濟策展、工業政策，中靠勞
工政策、進修福利，下至人口政策、教育套配，以五至十年為單位地策展，香港才會有
希望培育出「競爭力」
。日本、韓國、新加坡、內地、台灣等地就是這樣做，數十年過
去，它們今日才有點成績看，但香港呢？ 看起來排名不錯，但沒有那點是「策略」培
養出來的，說來都是「時來運到」得益於外在環境變化，是自然發展，和「策展」沾不
上邊。 甚至可以說，香港的「大環境」不去改變的話，其實並不利於科研創新。
中央政策組有一份文件是這樣說的： 「//可以於房地產或股票市場的炒賣、投機中賺
到大量金錢的時候，沒有太多人有興趣去專注地建立高素質的企業。 雖然香港產生了
不少世界級的富豪，但香港卻產生了極少的世界級的、有全面能力的企業。 房地產發
展商從我們香港人自己手中賺錢，我們需要發展有能力的企業可以從其他人手中賺
錢！//香港人需要將他們的眼光超過於行政的疆界，把他們的視野放於長遠及遼闊的
水平。//」 雖說是 1998 年的論點了，但今日也亦完全適用。 「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
略」是否能夠改變這個現狀，將會是個關鍵！

7.2

如何實現目標

香港要能應對未來的挑戰，就要由發展「金融地產」和「賺自由行錢」的這種「塘水滾
塘魚」的困境走出來。 要能夠放眼世界，去賺取國際資金，我們就要由現在這個「我
還是世界第 7」的幻覺裡走出來，面對現實。 其中，政府就要有點危機意識，去帶頭
「面對現實」，減少點像在「諮詢文件」第一章首 4 段般的自吹自擂，因為對於面對未
來的挑戰，這些往績的意義實在不大，因為這些都「過去」了，一個「策略」就是應該
集中去「創造未來」。 政府要帶領我們面對未來的挑戰，應該直接無視所謂「往績」，
而把眼光和精力集中在點出我們要應對的挑戰和危機，找出策略和方法。 「往績」只
是要來超越的，掛在口邊有意思嗎？

7.3

戰略眼光 -香港的位置

在四小龍之中，如前文提及，新加坡在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的《全球
競爭力報告》中排名最高，佔第 2 位，其次是第 7 位的香港、第 12 位的台灣和第 25
位的韓國。而人均 GDP 香港的排名比新加坡低，但高過台灣及韓國。香港在基本條件
排世界第 2 位，新加坡則排第 1 位。在效率增益因素方面。香港排第 3，新加坡排第 2，
當中香港較優勝的部份是貨品效率(第 2 位)、勞動市場效率(第 3 位)、金融市場效率(第
1 位)及科技成熟度 (第 6 位)，至於高等教育及訓練(第 22 位)及市場大小(第 27 位)，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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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進步的空間。新加坡，除了在市場大小排世界第 34 位外，其他方面都表現不俗。
香港的科技成熟度比新加坡排名(第 7 位)稍高 1 位，可見香港是有條件做得更好的。在
創新及完善度方面，台灣排名四小龍最高，佔第 9 位，其次是新加坡的第 13 位、香港
的 19 位及韓國的第 20 位。香港在創新方面，在四小龍榜末，排 23 位。台灣排第 8、
新加坡排第 9，韓國排 17。在商業成熟度方面，香港排名較高，排 14 位、台灣排 15
位、新加坡排 17 位、韓國排 24 位。香港營商頭 3 個問題為缺乏創新能力、政府科層欠
效率、政治不穩定。
要提升香港的競爭力，我們必需要在創新方面多下功夫，並對高等教育及持續進修方面
加多投入，其次就是檢討政府科層效率及改善政治穩定性，以吸引外商投資，增加香港
在外貿方面的吸引力。因此，我們的科技政策應在創新科技及教育兩大範疇多下功夫，
做到產業及人才多元化，否則無法在創意經濟突圍。
(有關四小龍的競爭力比較，請參考附件 2)
作為商業策略，可以於房地產或股票市場的炒賣、投機中賺到大量金錢的時候，真的會
沒有太多人有興趣去費神搞什麼創新和科研，更遑論建立什麼高素質的企業和培訓人
才。 香港的企業，十年如一日，業務很多是貿易類，集中在營銷及銷售，管理發展更
墨守成規。 但綜觀外國成功的企業，多數在創新和研發有很大的投資，在戰略眼光上
就勝過香港的企業很多。 早數十年，香港在小家電的生產和出口有不錯的成績，但現
在回看，香港就是發展不了任何一間像「三星」和「宏碁」之類的公司，做實業賺錢可
要比炒賣和投機困難，金融操作的回報實在亦遠高於踏實地買產品，這點「在商言商」
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一個有遠見地要去策劃一個地區未來數十年的政府來說卻不可以對
此視若無睹，還甚至推波助瀾帶頭「短視」。說起來，現在金融地產業獨大，香港的產
業單一化和空洞化，就是當年政府無遠見的惡果。
而在營銷、銷售之外，很多跨國企業更將它們的產品開發及科研功能逐漸於中國建立，
北京和上海就有很多這類機構設立，其中就包括了 CPU 業界龍頭的 Intel 和 AMD。 這
些企業，所有決策過程實際都是為眾多員工提供學習和知識積累的機制。它們提供時間
和資源讓員工真正地學習。 在香港，如果無特別的誘因，一般企業都沒有這種戰略眼
光，而政府的政策，就正是唯一能改變這種狀況的關鍵因子。
若香港要重新確立自己的競爭優勢，盡速回復到快速成長的道路上，在產業結構上和戰
略思考上，就需要經過一個結構性的轉變，以另外一種形式協助這種重新建構發生。 香
港需要建立一個知識社會，栽培一代高素質的管理人員，甚至企業家。 這些人才可以
領導優秀的企業而這些企業最終可以為它們的股東、員工創造財富。 好的政府策略，
要有戰略眼光，要能夠預期及準備未來整個地區經濟的發展，建立多種發展藍圖，以不
同的發展，為多元的人材提供出路，為多變的經濟環境準備多個發展和支撐點，為平穩
的經濟發展籌謀出路和可能性，那才是真正有效的「民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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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走出「安全地帶」，爭做第一
在今天全球性競爭的環境下，不進則退；我們必須解放思想，改變心態，從過去的「安
全地帶（Comfort Zone）」走出來。當全球先進經濟體甚至發展中地區都把科技作為核心
競爭力，香港不能原教旨式地死抱著過去「積極不干預」的思想。要「適度有為」，就
要明白到科技基建投資大，回報長，只有政府才能做出長遠的投資，包括人才上的投資，
使香港成為全球科技投資的樞紐。當臨近地區政府都帶頭投資科技，用政策吸引科技企
業投資的時候，香港不能固步自封。要明白科技不單是一個產業，而是帶動整個城市競
爭力的動力。香港擁有資訊流通，法律健全，金融發達和比鄰龐大的中國市場，還有管
理、法律、會計等高級服務人才和制度，要成為全球資訊科技樞紐不是空想，而是切切
實實可行的。香港千萬不能滿足於全球第七的位置，而是要爭全球第一。香港有這個條
件，缺的是決心和行動！

7.5 容錯心態
是次諮詢文件中，43 至 47 段提到了「支援初創企業」，這是同類策略中首見。有別於
先前策略中，策略執行時，多以行業和業界為單位，基於政府一向以穩健為本的態度，
初創企業一向在政策中，都不會被重點「點名照顧」，而各種的支援更往往在官員「穩
健」的要求中，向有「往績」的機構傾斜。 在歷史上，議會和審計署，責任上要「管
緊」公帑，對成績存疑的「初創企業」，難免會窮追猛打，創新科技署和科學園就因此
被追查了多次。 但其實，真的要在香港培養出本地的「Google」或「Facebook」
，對「初
創企業」作出支援，我們就要理解到「初創企業」作為傳統企業之外的另一組重要功能
──培養人材、創造經驗、驗證創新。
「初創企業」可說是一場「一將功成萬骨枯」的遊戲。 美國 Cowboy Ventures 就建立了
一個資料庫，蒐集了美國市場創辦於 2003 至 2013 的一些達到了 10 億美元的科技公司
的估值數據，發現只有 39 家公司達到這估價，而其間操略估計有約六萬家軟體和網路
公司，成功募集到了創投資金開業，換言之這些「幸運兒」只佔創投融資的消費類和企
業軟體新創公司總數的 0.07%，其它的公司，絕大部份都煙沒了在歷史的長河中，連名
字也沒有留下。
然而，這六萬多家公司留下的，卻是一個又一個任何院校也無法培育出的「企業家」
、
「創
業人材」、和有實戰經驗的「軟件工程專家」。 在美國，真正的創新人材都會在一家或
多家的「初創企業」裡經過磨練，一個國家的「人材庫」就是在無數消亡了的「初創企
業」培育下，在實戰裡打造出來。 我們認識的香港業界中人也有不少是經過在美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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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磨練過來的。可惜這種環境，現在很難在香港發現。
「初創企業」的創新，源自對現有產品的「藍海」
，或甚至是無現存前例可援的「發明」，
某些新的產品和服務亦需要新的管理或生產模式，「新創」的東西就需要「創新」來支
持才能真正配合。但官僚的想法就往往比較「傳統」，如果政府硬要由一班老學究和極
品官僚做支援計劃的「監軍」
，
「初創企業」的下場，一是根本無法取得支援，要不就是
會被逼得走上「監軍」們要求的「老路」上，那還談什麼「創新」？ 創新的「初創企
業」尋求他們「支援」？ 那和「找死」有分別嗎？創新科技署過去資助的項目少有真
正獲得巨大成功的，業界一些年輕的創業者就常常抱怨，如果要跟「創新基金」的審批
和監管制度，商機都已經過去和改變了。
政府要真正能「支援初創企業」，就要明白以上幾點，若果以現行觀點和架構，進行以
「支援初創企業」為名的工作，那不如把錢省下來，簡單地為「初創企業」提供稅務優
惠算了，過多的條條框框，與其說是「支援」，其實應該是在「扼殺」創新。

7.6 知識型經濟與社會資本
在貧富懸殊日益嚴重的香港，我們應該意識到單靠傳統的四大產業是無法帶領香港走出
困境。金融業吸收勞動力有限，而且競爭的是全球的人才。地產業是典型的「塘水滾塘
魚」，而且越蓬勃，越影響民生。貿易和物流都已經漸漸式微。過去幾任特首都提出過
要發展「知識型經濟」
，但是必須認識到，沒有大量的「知識工作者」
（Knowledge Worker）
，
怎樣發展知識型經濟？知識工作者固然需要從教育上培養，也可以透過專才計劃吸引一
部份。但是香港首先缺乏的是知識型社會。一方面由於缺乏吸引的工作崗位，大學入學
申請時科技和工程科目都不收歡迎，缺乏有質素的學生報讀。畢業後，部份科技畢業生
更會投入一些更有經濟前景的行業，例如金融和地產。這樣就使香港社會長期缺乏有質
素的資訊科技從業員。參考矽谷和北京的經驗，如當地有一個良好的創業風氣，即使是
屢敗屢戰，也會累積到一批有經驗，願意冒險的資訊科技從業員。而且這批人會在就業
和創業之間遊走，即累積經驗，又不斷學習和創造技術。政府要改變思維，認識到即使
創業失敗，政府投入的資金並不是血本無歸，而是幫助創造了社會資本。這些社會資本，
會在他們下一次創業，或者是幫助其他人創業的時候，一樣給社會帶來回報。而這種資
本恰恰是單靠大學教育無法創造的。前文提過一個能鼓勵創業的環境，有助青年人可以
利用創意去創業、甚至創富，從而得到向上流動的機會，社會的貧富差距情況才有機會
改善，產業也會更多元化，香港在知識型社會才更具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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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結束語
思想方向不正確，再如何努力都不可能達到目標。我們認為特區政府未能明白到資訊科
技在現代城市競爭力的重要性，這次諮詢文件比之前的幾份還要不濟，把政策當作策
略，著眼技術而沒有大方向。如果香港仍然遵照這次諮詢的方向發展，將再一次，也許
是最後一次，喪失提升香港競爭力、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機會。
我們認為，特區政府首先要改變思想，認清方向，帶動社會和業界，凝聚共識。從法律
法規、基礎建設、培育人才、創造環境、鼓勵創新、發展產業、完善創新產業發展循環、
吸引投資、開拓海外市場和帶動需求方面，帶領香港社會和業界，重視科技創新，應用
科技服務，同時亦要利用香港的電訊基建及良好基礎，利用科技改善市民生活。而且要
有戰略眼光、容錯心態，利用香港的優勢和機遇，制定可量度的短中長期目標，然後不
斷回顧和修正，達至真正的知識型經濟，創造產業多元化，創 造 經 濟 效 益，以發展民
生，使香港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世界創新創業之都、市民有更優質的智能化生活，活現
香港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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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界數碼策略關注組成員: (排名
不分先後)
洪為民博士
馮德聰先生
黃麗芳女士
陳家豪先生
李煥明博士
洪文正先生
李一龍先生
楊全盛先生
林力山先生
錢國強先生
陳曉峰律師
黃峻女士
馮萃熙先生
黃婉華女士
蘇耀經先生
呂志豪先生
方偉奇先生
羅民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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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附件 1: 四小龍的科技政策比較:
四小龍的科技政策比較
香港 Hong Kong

新加坡 Singapore

沒有科技政策，最接近 IN 2015
Name of
Technology 是數碼 21 策略
http://www.ida.gov.sg/Infocomm-L
Policy 科
andscape/iN2015-Masterplan
技政策
RIE 2015
http://www.nrf.gov.sg/funding/rie2015
http://www.mti.gov.sg/ResearchRo
om/Documents/app.mti.gov.sg/dat
a/pages/885/doc/RIE2015.pdf
1. 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Name of
略諮詢委員會
Enterprise and Council 研究創新
Technology
Committee 2. 創新及科技督導委
員會
科技相關
委員會

台灣 Taiwan
「智慧台灣」
http://www.intelligenttaiwan.nat.
gov.tw/
科學技術基本法
產業創新條例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Industry, III

南韓 South Korea
U Korea, U-IT839;
科學技術基本法、
培育科學與工程人員以強化國
家科學競爭力特別條例

1. National Information Society
Agency
http://eng.nia.or.kr/english/Contents/
01_about/project.asp?BoardID=20111
2231150210390&Order=104
2. 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Compositi 1. 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 由新加坡總理擔任主席，以及國
略諮詢委員主席為 內外經濟、科學、科技等相關領
on of the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域尋求傑出人才所組成。
Committee
相關委員
局長，並加入業界 Chaired by Prime Minister and will
及學界代表
會的組成
comprise Cabinet Ministers,
prominent captains of industry,
2. 創新及科技督導委

行政院轄下的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
進會
‧依據本會捐助章程設置董事會及監
察人，董事會係由董事長召集，並設
稽核室辦理本會稽核業務。
‧執行長及副執行長由董事會委任
2

Major area
of the
technology
policy
主要科技
政策

員會由財政司司長
出任主席，成員包
括政府相關部門、
學術界、產業界和
科技支持機構的代
表。

internally renowned individuals
from the scientific and academic
community.
Supported by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under Prime Minister’s
office)

之，下轄研發部門、服務部門、幕僚
部門等。
‧研發部門有智慧網通系統研究所、
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前瞻科技研究
所、雲端系統軟體研究所、資安科技
研究所、數位教育研究所、產業情報
研究所及科技法律研究所。
‧服務部門有國際處、產業推動與服
務處、南區產業服務處、資訊服務
處。
‧幕僚部門有財務與資源管理處、企
劃處、會計處、人力發展處。

「智慧香港，智優生
活」是新的「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的建議
主題。當中包括:
1. 善用科技，提升潛
能：透過建立平台，讓
市民及工商界實踐抱
負，實現訴求；
2. 激勵創新，成就未
來：透過研發工作及開
放資料以激勵業務創
新；
3. 發揮優勢，拓展產

RIE 2015
he six key strategies for RIE 2015
are to:
1. 持續強調基礎科學與知識的
建立，以做為未來創新研發之
基礎，以成立「優良研究中心」
的方式，協助新加坡內外數所
科技發展重點大學之創新研
究
2. 持續著重全球人才吸引與培
養，並將新加坡定位為研究人
員之聚落。
3. 強調具有申請競爭性之研發

行政院經建會於 97 年 12 月 15 日通
過「新世紀第三期國家建設計畫
(98-101 年)」
，其中「國家發展政策主
軸」之「空間再造」第五項即為「智
慧台灣」
。內容包含建構無線寬頻與
數位匯流網路，發展文化創意產業，
運用 ICT，整合創新政府服務，打造
智慧環境，推動智慧交通相關服務與
應用。
智慧台灣發展願景:
建設台灣成為一個安心、便利、健
康、人文的優質網路社會。期望在生
活型態快速變遷趨勢下，建構智慧型

u-Korea Master Plan: To Achieve the
World First Ubiquitous Society. Korea
is listed as one of the leaders in
broadband Internet service
penetration (78%).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from government to private
sector,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of
R&D investments,
upgrading R&D to world standards,
and trying to “harvest the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by new
3

業：透過表揚卓越成
補助經費, 以補助最好的構想
就，並協助本地既有和
(如競爭性研究計劃 CRP)
初創企業在內地及國
4. 提升公私部門旗下人員之合
際市場發展，以支援資
作，並強調多元主體合作機
訊及通訊科技業的
制，同時建立跨領域多元化之
蓬勃發展；以及
研究經費補助機制; 成立「優
4. 貫通資訊，利便市
良研究與技術創新校院」
民：透過開發簡便易用
(CREATE)
5. 強調研發成果的經濟效益
的個人化跨平台電子
服務，以革新及整合公 6. 強化研發成果商品化，以發展
共服務。
更多具有經濟效藍和社會利
益之商品與服務
Continue to invest in new
knowledge and ideas, to seed the
intellectual capital that forms the
basis for future innovatio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has
enhanced its Academic Research
Fund to provide more support for
basic, investigator-led research. A
new Tier 3 programme has been
introduced to fund
programme-level research projects
ranging from S$5 million to S$25
million over 5 years.

基礎環境，發展創新科技化服務，不
但符合節能減碳的目的，更提供國民
安心便利的優質生活環境；使得任何
人都能夠不受教育、經濟、區域、身
心等因素限制，透過多種管道享受經
濟、方便、安全及貼心的優質ｅ化生
活服務。
智慧台灣的主要目的:(1)建構智慧型
基礎環境，發展創新科技化服務，提
供國民安心便利的優質生活環境;
(2)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形塑台灣生活
及文化風格;
(3)強化語文、閱讀及資訊能力，形塑
學習型社會；並藉由高等及技職教育
品質的提升，完備人才培育。
智慧台灣的目標為:
(1)民國 101 年高速(30Mbps 以上)匯
流網路涵蓋率達 80%;
(2)民國 101 年 50%民眾享用各類創新
科技化生活應用服務，滿意度達 60%;
(3)民國 101 年我國文創產業總營業
額達 9,214 億元；
(4)民國 101 年我國大學於上海交通
大學世界排名 101-150 名以內

technologies.”
科學技術基本法:
1. 科學技術人才的培育與利用，要
求韓國政府應進行科學技術研發
人才的育與發展，
2. 要求政府應充分進行對女性科技
人才之培育與利用，以提升國家
科技實力
3. 科技人才的發掘，要求教育與科
技部應建立科技人才發掘計劃，
以儘早發掘具有科學能力之人才
進行系統化培植
產業技術創新促進
1. 促進產業技術商業化者，即
其所謂之產業技術指製造相
關或材料、零部件相關之共
通技術; 具未來發展性之工
業技術; 可以提高產業附加
價值、潔淨製造過程或環境
保護之生產技術; 整合國家
核心技術之相關工程與系統
科技;節省能源或其他再生
能源科技等由「韓國產業技
術評估執行產業技術研究計
4

Continue to emphasize the
attra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talent to meet the needs
of our industry and public sector
research institutions. S$735 million
will be allocated to scholarships
and fellowships for talent training
at renowned opportunities both
locally and overseas.
Place greater emphasis on
competitive funding to spur
innovation and bring out the best
ideas for further support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s Competitive Research
Programme will be expanded
significantly from S$350 million to
close to S$1 billion.
Strengthen synergies across our
various R&D performers, and
greater funding priority will be
given to such multi-disciplinary and
collaborative efforts, including
collaborations with corporate R&D

劃」
韓國政府指定對使用在韓國
境內率先研發採用之產業技
術上產品優先購買之，對此
機構人員得以免責(不以最
低價格購買之必要)，依法並
得由特別機構或保險公司承
擔對以上產品相關之風險
《技術移輚與商業化促進
法》所欲促進之技術移轉與
商業化之客體(即產業技
術)、所稱之技術為發明、新
型或新式樣專利、或積體電
路布局、利用以上智財權利
之商品、與前兩者相關之技
術資訊等
要求 MOSF、MEST、MKE 制
訂政策與措施進行技術轉移
與商業化工作，蒐集與公布
必要資辨等環境建國，並授
權政府的「技術交易機構」
（Technology Trading
Agency）進行技術移轉之資
訊蒐集、研究、交易媒合等。
5

laboratories. A*STAR’s Joint Council
Office, which supports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across
the phys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will receive an expanded
budget of S$250 million.<
Focus a greater proportion of R&D
on economic outcomes, which
means greater support for private
sector R&D, closer collaboration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R&D, and added emphasis on
commercialization. Support for
private R&D will be increased from
S$2.1 billion to S$2.5 billion, while
a new S$1.35 billion Industry
Alignment Fund will encourage
public researchers to work more
closely with the industry.
Provide stronger support for our
scientists to take their ideas from
basic research through to
commercialization, with the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budget
6

doubling to about S$1.08 billion.
RIE 2015 will also introduce a new
S$1.6 billion White Space fund for
responding to emerging
opportunities in the course of the
5-year period from 2011 to 2015.
White Space will be open to
proposals from all agencies, and
will enable Singapore to respond
quickly to unanticipate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lan in RIE 2015:
1. Invest S$16.1 billion
(2011-2015; 20% increase)
IN 2015:
To establish an ultra-high
speed, pervasive, intelligent
and trusted infocomm
infrastructure
To develop a globally
competitive infocomm
industry
To develop an
7

infocomm-savvy workforce
and globally competitive
infocomm manpower
To spearhead the
transformation of key
economic sectors,
government and society
through more sophisticated
and innovative use of
infocomm
Desired outcomes:
Enriched lives through
infocomm
Enhanced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and
innovation through infocomm
Increased growth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infocomm industry
Goals:
To be #1 in the world in
harnessing infocomm to add
value to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To realise a two-fold increase
in the value-add of the
8

Mandate
1. 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
of that
Committee 略諮詢委員會是政府
職能
在資訊科技事宜上最
高層的諮詢組織。該委
員會就「數碼 21」資訊
科技策略的目標、需要
進一步推行措施的範
疇、期望達至的成果，
以及促進達至這些成
果的策略和計劃，向政
府提出意見。
「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是政府
發展本地資訊及通訊
科技的藍圖

infocomm industry to $26
billion
To realise a three-fold increase
in infocomm export revenue
to $60 billion and to create
80,000 additional jobs
To achieve 90 per cent home
broadband usage
To achieve 100 per cent
computer ownership in homes
with school-going children
Outlined national R&D framework
to implement the key strategic
thrusts
1. 提供新加坡內閣相關國家創
新研發政策與策略之意見，以
引導新加坡轉型發展智慧型
經濟
2. 藉由鼓勵科技研發領域之知
識創新措施，引領國家邁入儫
進創新研發與創業之新紀
元，同時開發新興領域之經濟
成長

協助政府規劃「如何積極運用新科
技，包含寬頻匯流基礎建設、遠距健
康照護、智慧化居住空間以及智慧生
活科技應用」等重要議題，建設安
心、舒適、便利、永續生活的智慧型
社會；復配合政府六大新興產業政
策，以 ICT 為基礎，協助研議觀光旅
遊、醫療照護、生物科技、綠色能源、
文化創意、精緻農業等產業，朝向高
值化智慧生活
•
推廣資訊技術有效應用，促進資
訊社會之健全發展
•
建構數位經濟發展環境，帶動資
訊產業之永續成長
資策會更協助研析優質網路社會基

NIA is a statutory agency founded by
Article 10 of the Framework Act on
Informatization Promotion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informatization
and to support development of
related policies for national agencies
and local autonomies.
As the core agency of national
informatization entrusted by
govement and the people with
providing policies and technical
expertise NIA is leading the wa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Korea towards a
first-class nation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9

2. 創新及科技督導委
員會制 定 支 持
創新及科技發展和
科研成果商品化的
政策時提供意見；
確立發展重心和先
後次序；確保相關
人士之間能進行有
效的合作 、協調和
協作；在有需要時
檢討制度安排，以
便有效推行政策和
計劃；就創新及科
技計劃內主要活動
項目的資源分配事
宜提供意見；以及
研究措施以吸引海
外資金在本港科技
界投資 。
Govt Dept/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Ministry
for
Technology
負責的政
府決策局

本法、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條例、基因
改造科技管理草案及新興科技發展
相關衍生法制之規劃與建議，促使電
子商務向前推展；並推廣台灣智慧財
產管理規範（TIPS）
，建立產業優質智
權管理制度，透過專利地圖的布局，
厚植無形資產與企業競爭力。

Work with Ministry of Trade &
Industry, supported with A*STAR,
EDB and SPRING 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oviding expertise in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Framework Plan on informatization
Promotion
Managing & operating information
networks of public organizations
Supporting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tandardization and
developing/
maintaining information systems for
inter-agency information sharing
Supporting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he public sector
Supporting supervision,
standardization and evaluation of
public informatization business
Providing IT consulting services to
developing natio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MEST 教育與科技部,
Ministry of Knowledge Economy 知識
經濟部
Ministry of Strategy and Finance,
MOSF 策略與財政部
10

/部門
部門
R&D Input; US$1792.4 million
R&D
(2011); 0.72% of GDP (cf
shares in
0.75% in 2010)
GDP
科研投入
及佔 GDP
的比重

US$1966 million;
In 2009, S$6040 million R&D
expenditures; 2.3% of GDP; No. of
patents 747 (2008); sales revenue
from products of R&D: S$12.3
billion

US$6997 million, 2.45%

US$16011 million,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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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來源:世界經濟論壇
四小龍的競爭力比較 (來源
來源 世界經濟論壇):
世界經濟論壇

Population (millions)
GDP (US billions)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2013-2014; 2012-13)
Basic requirements
Efficiency enhancers
Higher education
& training
Goods market
efficiency
Labour market
efficiency
Financial markets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readiness
Market size

Hong Kong

Singapore

Taiwan

Korea

7.1
263
7; 9

5.2
276.5
2; 2

23.2
474.0
12; 13

49.8
1155.9
25, 19

2
3

1
2

16
15

20
23

22

2

11

19

2

1

7

33

3

1

33

78
81

1

2

17

6

7

30

22
12

Innovation &
sophistication Factors
Business
sophistication
Innovation

27
19

34
13

17
9

12
20

14

17

15

24

9
- Restrictive labour
regulations
- Inflation
- Inadequately educated
workforce

8

17

23
Top 3 most
- Insufficient capacity
problematic factors for
to innovate
doing business
- Inefficient
government
bureaucracy
- Policy Instability

Policy instability
Inefficient government
bureaucracy .
Insufficient capacity to
innovate

Access to financing
Inefficient government
bureaucracy
Policy in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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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智慧台灣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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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韓國科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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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atistics of Hong Kong
Latest Statistic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Expenditure and R&D Personnel

2010

2011

13,312.9

13,944.6

R&D expenditure as a ratio to GDP (%)

0.75%

0.72%

R&D personnel (in full-time equivalent)

24 060

24 460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by Households

2009

2010

% of households with personal computers at home

75.8

77.9

% of households with personal computers at home connected to
Internet

73.3

76.4

R&D expenditure (HK$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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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產業推廣政策
在產業推動方面，瑞士有 CTI 改革方案、CTI 創新計畫 ; 新加坡有創新租稅獎勵措施 、創新補助措施 、GET-Up 計畫；中國內地有國
家大學科技園十二五綱要、寬頻中國‧光網城市工程、國家智財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及高技術產業化重點領域指南等 ；韓國方面有
六大「新市場創造型」未來產業先導技術、綠色成長七大行動方案；日本有日本再生基本戰略、國家家戰略計劃、產總研創新學校、
中小企業事業繼承支援措施等。以下將舉例說明：
台灣創立的資策會在推動資訊及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有著重要的角色；主要工作包含：針對資訊軟、硬體、資訊家電、數位家庭等領域，
進行國際合作、產業推廣，並協助政府推動產業發展策略、促進資訊科技外商對台採購，由於資訊製造仍為我國資通訊產業重要基礎，
資策會協助政府啟動「台灣綠色環境夥伴推廣中心」
，促使企業導入綠色供應鏈生產體系，以符合國際綠色規範，確保廠商取得大廠
訂單。 資策會在南軟、科服、高軟等育成中心及南、北區「中小企業創業創新服務中心」以建構區域服務通路、提供中小企業創業
與創新服務；而在產業媒合輔導方面則營運 CONNECT TAIWAN 平台、輔導網路創新業者參與 DEMO Show，協助業者與國際接軌，達
成資金媒合、技術引進與進入國際市場。
此外，台灣的生產力協會有以下財務融通輔導項目來扶持創新產業及青年人，當中包括:
1. 促進產業研發貸款 (促產條例)予網際網路業、製造業或技術服務及文化創意產業從事研發計畫得以具體增加產品或服務之附加價
值或技術能力者。每案最高貸款新台幣 6,500 萬元。
2. 數位內容產業及文化創意產業優惠貸款予數位內容產業及文化創意產業之業者用於取得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作為營運週轉金三
類，每一申請計畫之貸款額度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 1 億元。
3. 行政院青輔會青年創業貸款予 20 歲至 45 歲之創業青年用作購置生財器具或生產設備及週轉金。每人每次最高新台幣 400 萬
元，其中無擔保放款最高新台幣 100 萬元。經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輔導培育企業之創業青年，無擔保貸款每人每次最高新台幣 150
萬元。
至於新加坡的研究、創新與創業理事會撥款 10 億星元推動「國家創新挑戰」
（National Innovation Challenge）計劃，應對新加坡所面對
永續發展、高效能交通系統、潔淨能源等方面之挑戰，同時同意優先加強新加坡之能源彈性（energy resilience）
，以確保新加坡經濟
持續成長，期望二十年內開發具成本效益之能源方案，以協助新加坡提升能源效率，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時擴大能源供應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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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解決方案不僅能惠及新加坡國人，同時有助於業者開拓海外商機。

在推廣科技及創新企業發展方面，愛沙尼亞不單設立能力中心把研究及商業世界連繫、舉行商業概念比賽、國家 SmartCap 創投基金、
國家新創業推動計劃、設立企業孵化器及加速器、不同的貨款及基金計劃，更為創業者的再投資利潤提供免入息稅優惠，鼓勵利潤再
投入。
人才培訓方面，瑞典有 New Start 計劃及 Vocational Education 計劃；新加坡有國家僱主聯盟訓練機制、職能培訓卓越計劃；南韓有第
二期科技人力培育與支援基本計劃等。
新加坡持續著重全球人才吸引與培養的政策，並將其定位為研究人員之聚落。新加坡政府認為人才乃是 R＆D 相關知識之建立與成功
之主要因素，因此其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藉由其合作計劃(Singapore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Fellowship Scheme)吸引來自
全球的科技研發人才，除提供其相當的研究自由外，亦提供 5 年最高新幣 3 百萬之補助研究經費，到當地大學擔任助理教授更有額外
薪水。而 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A＊STAR)亦以提供獎學金的方式培養與鼓勵國內外科技人才進駐。另外，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EDB)和 Ministry of Education(MOE)分別以「產業研究生培育計劃」(Industrial Postgraduate Programme)和「研究獎學
金積木計劃」(Research Scholarship Block)，提供相關人才具產業實務性之研究訓練。
台灣的資訊科技策進會也有執行人才培育業務，定期舉辦業界人才增益課程，過去 30 年來，已累計逾 38 萬人次，所培訓之人才除投
入早期台灣資訊工業發展外，同時也促成資訊普及應用，讓台灣除了在資訊製造能力備受肯定，更讓全民的電腦與網路使用普及率與
世界並駕其驅，維持在領先群的地位，為台灣資訊化社會奠定良好基礎。近年，資策會配合國家政策和產業需求，培育各類資通訊、
科技化服務、數位內容、半導體、產業分析、科技法律與智財管理等領域之專業人才；從基礎課程訓練到專業證照訓考，延伸至異業
整合資訊人才培育，並協助輔導人才就業，以解決金融海嘯所導致的失業問題。2008 年起，為配合智慧台灣計畫及雲端運算應用趨
勢，資策會加重培育 WiMAX、無線感測網路、Android 與 iPhone OS 行動作業平台、資訊安全、嵌入式系統及 SOA 架構應用等專業技
術人才；同時，也積極配合「六大新興產業」推動政策，培訓相關科技化服務與管理人才，以創新營運模式、提升產業績效及國家競
爭力。它同時引進國際大廠資源，建置共同數位學習開發平台，以強化產業開發能量與提升產值，並大幅降低企業之使用成本，提升
人培績效與企業競爭力。另藉由國際專案進行培育產業高階人才，並與業者共同合作，協助教育訓練業者轉型與升級，促進學習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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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資訊業者整合，拓展國際數位學習與華語文市場。
上海也有 「百人計劃」
，凡具自主知識產權和發明專利，且技術成果國際先進，或能夠填補國內空白，具有產業化開發潛力；有海外
創業經驗或曾任國際知名企業中高層管理職位，熟悉相關領域（行業）國際規則，有較強的經營管理能力；為所在企業的主要創辦人
且為第一大股東（股權一般不低於 30%）
；能夠組建一個由專業技術人員、經營管理人員組成的創業團隊；引進人才創辦的企業符合
浦東新區重點產業發展方向等專才可以參加「百人計劃」
，並將享受多項支持政策，包括 50 萬元一次性獎勵以及 50 萬元安家補貼等。
對經過認定的優秀創業團隊，
「百人計劃」還將提供 50 萬元的團隊建設經費；同時將加強科技金融的支持力度，在國資投資、銀政合
作、政府創業引導基金、研發費用補貼等方面都會有相應的綜合配套。
以上各項均值得香港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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