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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及九龍灣商貿分區委員會  

        （資料文件）                 

 

 

「多功能智慧燈柱」試驗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闡述「多功能智慧燈柱」試驗計劃（試驗計劃）的

最新情況。  

 

 

最新情況  

 

智慧燈柱技術諮詢專責委員會  

 

2. 因應社會上部分人士對智慧燈柱相關的私隱保障安排表達關注，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資科辦）於 2019 年 8 月成立由業界專家、學

者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組成的「智慧燈柱技術諮詢專責委員會」（專責委

員會），全面檢視智慧燈柱應用的私隱保障技術和措施。經詳細評估後，

專責委員會知悉政府已嚴格遵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並

於 2020 年 3 月向政府提交報告，認同智慧燈柱是推動香港智慧城巿發展

和促進第五代流動通訊（5G）網絡建設的重要基建，支持政府繼續推行

試驗計劃，同時建議採取不同措施保障私隱，加強向公眾宣傳推廣，以

及探討私隱友善替代科技方案。  

 

保障個人私隱及數據安全   

 

3. 資科辦委託獨立第三方專家就智慧燈柱上各項裝置及其應用的

保安風險及私隱影響評估已於 2020 年 10 月完成。經詳細檢測，各項裝置

及應用皆符合相關法例及國際標準。評估報告已上載至智慧燈柱專題網

頁供公眾參閱。  

 

智慧燈柱上的裝置  

 

4. 政府接納專責委員會的建議，除照明裝置外，現階段只會在智

慧燈柱上安裝以下不涉及私隱資訊的裝置：  

 

  氣象感應器  

  空氣質素感應器  

  熱能探測器  

  無線射頻識別（RFID）標籤、地理二維碼和藍牙傳送器（用作

確認燈柱的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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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公眾宣傳推廣  

 

5. 資科辦根據專責委員會的建議，原定於 2020 年下半年舉辦公眾

展覽活動，介紹試驗計劃的詳情，並透過示範讓市民進一步了解智慧燈

柱的功能和應用。受疫情影響，有關活動已於 2021 年 3 月底改為在網上

（https://smartlamppost.ogcio.gov.hk）以虛擬展覽方式舉行。以「智慧

燈柱  照亮未來」為主題的「多功能智慧燈柱虛擬展覽」，設有智慧燈柱

立體模型和虛擬導覽，向市民介紹智慧燈柱的各項智能裝置和用途，以

及為日常生活帶來的便利。  

 

測試替代科技方案  

 

6. 資科辦和運輸署積極探討以光學雷達（LiDAR）1，取代攝影機

探測車輛速度和辨識部分車輛種類，並於 2021 年第一季開始於科學園進

行路面測試。鑑於測試結果令人滿意，我們計劃在現有兩支分別位於觀

塘區和九龍城區（啟德發展區）的智慧燈柱進行實地運作測試。政府會

在完成實地運作測試後檢討成效，再決定試驗計劃的未來路向。政府會

一如以往，在落實任何新增智慧燈柱應用前，通過一套嚴格、可信和具

透明度的管治機制，進行檢視和審批。資科辦亦會委託獨立第三方專

家，定期就智慧燈柱的技術、功能、應用和裝置進行保安和私隱檢討，

以確保符合相關法例和標準。  

 

 

計劃推展  

 

修復被破壞的智能裝置  

 

7. 路政署已於去年 5 月按觀塘區議會要求，拆除區內智慧燈柱上

已停用的攝影機和燈柱頂部的「冬甩」型外殼，稍後將會安排拆除區內

其他智慧燈柱的「冬甩」型外殼。資科辦和路政署會同時進行修復或更

換智慧燈柱內被破壞的網絡設備、處理器和智能裝置，包括氣象感應

器、Wi-Fi 熱點、定位設備等，涉及的智能燈柱裝置及位置載列於附件

一。在拆除「冬甩」型外殼後，我們會改以外掛方式在燈柱上安裝有關

裝置，讓公眾更能了解原本安裝在「冬甩」內的設備，以增加燈柱本身

的透明度（見附件二）。  

 

安裝餘下的智慧燈柱  

 

8. 整個試驗計劃原定於中環／金鐘、銅鑼灣／灣仔、尖沙咀及觀

塘／啟德發展區四個選定地區安裝約共 400 支智慧燈柱，其中 50 支已於

                      
1  光學雷達（LiDAR）是以光學遙距感應技術收集三維數據，與高清攝影機相比，光

學雷達沒有收集物件的顏色數據，亦不能從收集的影像中辨識個人身份，因此更能保

障私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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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年中分別在觀塘區和九龍城區安裝。資科辦和路政署正檢視餘下

約 350個擬安裝智慧燈柱的位置，因應實際情況分階段安排動工，以期在

2023 年年中完成所有安裝工程。  

 

9. 在施工期間會實施臨時交通管理措施，實際所需時間視乎現場

環境和情況而定。由於臨時交通管理措施不涉及大型行車改道，我們預

計工程只會對公眾造成輕微影響。  

 

10. 工程會遵照《道路工程的照明、標誌及防護工作準則》，提供適

切的設備和保護措施以保障公眾安全，維持足夠的行人和行車通道供公

眾使用。此外，我們在落實智慧燈柱各項相關裝置和應用時，會確保有

關裝置和應用符合資訊保安和保障私隱的規定和標準，亦會安排現場電

磁輻射評估，以確保符合相關安全標準。  

 

 

背景  

 

11. 試驗計劃在四個市區地點安裝約 400 支附設智能裝置的多功能

智慧燈柱，目的是收集空氣質素、道路車流等實時城市數據，並配合 5G

服務數碼基礎建設的發展。  

 

12. 資科辦聯同路政署曾分別在 2020 年 3 月 17 日和 5 月 21 日向觀

塘區議會和其轄下房屋、規劃及地政事務委員會介紹試驗計劃的最新進

展，當中包括專責委員會的報告和建議。政府一直積極落實專責委員會

及觀塘區議會就推行智慧燈柱的建議和意見。  

 

 

總結  

 

13. 請分區委員備悉試驗計劃的最新情況。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路政署    

202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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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多功能智慧燈柱」試驗計劃  

觀塘區內的智慧燈柱及其附設的智能裝置和設備  

 

(1)  常悅道  

 

 燈柱編號  需修復或更換的智能裝置和設備（註 1）  

1.   E7709 (a) 氣象感應器基本配置、感應器數據處理器   

(c) 藍牙傳送器、地理二維碼標籤  

2.   E7707 (b) Wi-Fi 熱點  

(c) 藍牙傳送器、地理二維碼標籤  

3.   E7703 (c) 藍牙傳送器、無線射頻識別(RFID)標籤、地理二

維碼標籤  

4.   E7701 (a) 氣象感應器基本配置、感應器數據處理器  

(c) 藍牙傳送器、無線射頻識別標籤、地理二維碼標

籤  

5.   E8450 (c) 藍牙傳送器  

6.   E7691 (c) 藍牙傳送器、無線射頻識別標籤  

7.   E7689 (c) 藍牙傳送器  

8.   AB1558 (a) 氣象感應器基本配置、感應器數據處理器  

(c) 藍牙傳送器、無線射頻識別標籤、地理二維碼標

籤  

9.   E7685 (b) Wi-Fi 熱點  

(c) 藍牙傳送器  

10.   AA6337 (c) 藍牙傳送器、地理二維碼標籤  

11.   GF0709 (c) 藍牙傳送器  

12.   E7710 (b) Wi-Fi 熱點  

(c) 藍牙傳送器、無線射頻識別標籤、地理標記   

13.   E7708 (b) Wi-Fi 熱點  

(c) 藍牙傳送器、地理二維碼標籤  

14.   E7704 (b) Wi-Fi 熱點  

(c) 藍牙傳送器、無線射頻識別標籤、地理二維碼標

籤  

15.   AB3072 (b) Wi-Fi 熱點  

(c) 藍牙傳送器  

16.   E7692 (c) 藍牙傳送器、地理二維碼標籤  

17.   E7690
（註 2）  (d) 光學雷達（LiDAR）  

(c) 藍牙傳送器、地理二維碼標籤  

18.   E7688 (b) Wi-Fi 熱點  

(c) 藍牙傳送器、地理二維碼標籤  

19.   AA6338 (c) 藍牙傳送器、地理二維碼標籤  

20.   GF0710 (c) 藍牙傳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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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區重建局觀塘市中心項目附近  

 

 燈柱編號  需修復或更換的智能裝置和設備（註 1）  

1.   GF3637  

2.   GF3638  

3.   GF3639  

4.   AB4816 (c) 藍牙傳送器、地理二維碼標籤  

5.   GF3640  

6.   AB4818 (a) 氣象感應器基本配置、感應器數據處理器  

(c) 藍牙傳送器、地理二維碼標籤  

7.   GF3641 (c) 地理二維碼標籤  

8.   GF3642 (c) 藍牙傳送器  

9.   GF3643  

10.   GF3644  

 

（註 1）：   (a) 收集氣象和相關數據  

 (b) Wi-Fi 服務  

 (c) 燈柱位置定位服務   

 

（註 2）：  (d)  安裝光學雷達進行實地運作測試  

   收集路段行車速度和車輛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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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多功能智慧燈柱」試驗計劃  

拆除「冬甩」型外殼後外掛式裝置設計圖  

 

 

  
             （移除之前）            （移除之後）  

 

註︰紅圈中裝置為「冬甩」型外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