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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 建设智慧城市已成为全球应对城市发展挑战的一个趋势，

为此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1998年便推出了“数码21新纪

元”资讯科技策略。然而，香港发展数码经济的路线有别

于国际上其它城市，后者更为专注城市管理的可持续性及

市民的生活质量。从香港近期在智慧城市及城市竞争力的

排名来看，香港正落后于很多其它同级城市。2017年10月，

行政长官重申政府把香港发展成智慧城市的决心，并在

2017年12月发布了《香港智慧城市蓝图》，勾划未来五年

的发展计划。政府的决定获得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立法

会更于2018年7月通过一项议案，促请政府加快行动，促

进香港的智慧城市建设。 

2. 从其它智慧城市的经验来看，智慧城市发展是一个非常复

杂的工程。2018年3月，天大研究院启动项目，研究智慧

城市发展初期普遍面对的障碍与挑战，以及这些障碍（若

亦存在于香港）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本港智慧城市的发展。

2018年9月项目完成。本报告分析香港智慧城市建设所面

对的障碍与挑战，并提出建议，供政策制定者及利益攸关

方参详。 

 

何谓智慧城市？ 

3. 智慧城市旨在融合资讯及通讯科技（ICT）和实体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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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及其附属装置，以加强城市管理及改善市民的日常生活

质量。尽管各方对智慧城市的定义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

明显的共识是，智慧城市发展必须要有针对城市与众不同

的需求以及自身特色的愿景、充分利用创新科技的战略以

及可带来持续增长和更高市民生活质量的益处。 

4. 智慧城市关乎市民生活的改善，因此发展智慧城市的

重心，在于如何满足市民的需要和优先诉求。技术是工

具，而市民的参与才是关键。在推行智慧城市概念时必须

首先细致分析城市的内部实力及外部挑战与机遇，从而制

定以城市特色为基础的战略、由市民确定的优先次序，以

及在发展过程中利益攸关方及其他参与者认为切实可行的

运行模式和规管框架。 

 

香港智慧城市发展的障碍 

5. 香港的战略一直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数码基础设施，加强

电子商务环境，以促进经济增长。市民或未能看到这些建

设为个人所带来的裨益，而现时与市民沟通的机制主要还

是面向利益攸关方。让社会明白建设智慧城市的必要性，

以及市民可在哪些方面作出贡献或获得裨益，仍是一条漫

长的道路。推行智慧城市的发展需要充分的相互了解和信

任，这须从市民方面着手。现将可能影响智慧城市发展的

障碍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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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香港甚少就技术整合、战略推行、利益攸关方的

参与、以及根据世界城市发展趋势和指标进行数

据收集等进行讨论。现时《蓝图》内的发展计划

由六个范畴下的 70 多项措施组成，将于未来五

年实施。这并非智慧城市发展的整体战略，也不

是构想完备的路线图。 

(b) 要成功发展智慧城市，香港需要雄厚的人力资本。

尽管政府有良好意愿来强化学生在科技领域的知

识基础，但学生把创意和创业精神应用在其它科

目的能力仍然相当有限。由于老师仍未充分掌握

将创科应用于所有科目上的知识，故未来 10 年

内能否培育出具备相关技能的新一代参与数码经

济，仍是未知数。 

(c) 智慧城市计划能否成功推行，高度依赖各行各业

在不同层面的共同合作，通过创新及实证研究来

制定解决方案。香港在研发方面较为薄弱。尽管

大湾区为初创企业和技术整合提供了巨大潜力，

但由于语言因素，及不愿意大胆投身于新的邻近

环境及工作文化，加上缺乏辅导及指引等，香港

青年人的发展机会受到局限。 

(d) 从事创新科技行业的新兴初创企业在开发新产品

时需要指导和建议。他们在市场推广方面亦遇到

困难，即使开发产品的资金可能来自政府，但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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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并没有政策鼓励政府部门使用其产品。此外，

由于无力负担测试和陈列场地的租金，加上人脉

网络薄弱，新兴初创企业难以在香港生存。 

(e) 项目融资及采购制度欠多样化，阻碍了私营机构

的参与。由于担心被指偏袒某些私营机构，政府

较倾向于自行以公帑资助智慧城市计划，并采用

传统的程序采购服务，这不利于创新科技的采购。 

(f) 立法机关审批拨款有既定程序，如果所需拨款金

额庞大，而预期的成果并不完全清晰的时候，流

程会变得特别冗长。政府和立法机构可以参考海

外的经验，探讨更合适的融资及采购方案，并大

胆开拓新领域，以取得更佳的成果。 

(g) 创新及科技督导委员会可审核及督导智慧城市的

项目，但并未具有监管全部战略规划和发展的职

权，亦不能直接处理由不同政策局局长管辖的部

门内较低级别人员协调不足的问题。现有的智慧

城市办公室及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辖下的发

展小组可扮演的角色非常有限，因智慧城市项目

不但涉及创新科技的支持，亦涉及全球视角下的

城市管理。 

(h) 智慧城市发展需要高度适应性和融合，如果主事

人员没有合作的思维，便无法成功。公务员普遍

抗拒转变。随着智慧城市潮流的出现，公务员制



天大报告 

香港智慧城市发展：障碍与挑战 
 

 

5 

 

度也必须进行改革，令新的理念及思维方式渗透

到各级公务员的日常工作中。 

(i) 政府内部的公务员团队并未具备足够的专业技能

和知识领导变革，因而不得不主要依赖外聘顾问。

由于没有专业技能和知识，政府将难以在发展过

程中，更严谨地管理项目和挑选合适的合作伙伴。 

(j) 过时的法律与规定阻碍创新科技发展。目前也没

有为适应新科技发展而检讨现行法律的时间表。

部分政府部门保守及被动的态度，对企业家运用

其技术知识和专业技能改善市民生活质量的意愿，

构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讨论智慧城市推行的

障碍时，最具争议的部分，是公众对开发及使用

大数据、物联网等所涉个人隐私保障问题的关切。 

(k) 保障消费者权益是备受大众消费者关注的另一领

域。现行的金融制度并不利于金融科技的发展，

因而阻碍了电子商务的发展。 

(l) 香港可借着与中国内地毗邻城市的近距离及互联

互通，应对部分主要挑战，例如人口老龄化、土

地短缺导致的生活和工作质量下降问题、新科技

试验场地不足等。地方政府之间必须加强合作，

以解决共同面对的城市发展挑战，应付共同的需

求，同时更积极加强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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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香港搜集的相关数据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开发的最

新智慧城市表现指标（ISO 37122）组合并不一

致，这样难以将香港的表现与其它城市作合适的

比较。 

建议 

6. 智慧城市发展是全球性趋势，很多城市正快速前进，

为下一阶段的成长（即系统数据的融合）建设基础设

施。香港拥有强大的数码能力，必须制定一套可善用

其基础设施和人才的总体战略，以保持其竞争力及可

持续发展能力，并展示其引领全球智慧城市发展的素

质和潜力。要成功推行智慧城市发展，既需要总体性

战略、融为一体的路线图、协调良好的行动计划，也

需要市民及利益攸关方的支持、政府的强健领导、让

私营机构参与的公开公平及充满活力的市场，以及有

利各年龄组群学习和发挥创意的环境。 

7. 我们根据以下三个战略方针提出建议，以应对障碍和

挑战： 

(a) 高瞻远瞩：配合香港未来提升经济地位及克服挑

战的政策方针； 

(b) 打好基础：加强香港的内部实力，包括整合社区

支持，以期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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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外扩展：加强与其它城市的政府及世界级智慧

项目专家的合作，以应对共同的问题及达到更佳

的成效。 

8. 战略规划：智慧城市发展是一种城市管理模式，协助

政府应对城市发展挑战，因此不能忽视其它发展战略

而独立地自行规划及推行。假如香港居民（尤其是年

轻一代）需要到毗邻地区寻找机会，生活、工作及建

立家庭，那么政府的政策方针便应该是在本港建立强

健的基础，无论市民在哪里居住和工作，都能为他们

提供最佳的支持，但同时亦将经济利益保留在香港，

以确保有足够资金维持这一个基地。我们建议： 

(a) 根据香港本身的社会及经济特色和其独特的政治

环境，政府应制定智慧城市战略规划，以应对市

民的可持续发展需求。 

(b) 智慧城市战略应是香港长远战略规划的一部分，

亦应覆盖全面，以便协调各个领域的发展计划，

及连贯地整合推行。 

(c) 督导委员会仍有空间就制定香港智慧城市发展的

整体战略开展讨论，并让所有政策局局长及其他

关注人士参与讨论。 

(d) 政府内部应发展自身的专业知识，做到无须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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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顾问，便可诠释有关资讯及通讯科技的国际

标准和智慧城市建设的要求，借此可发挥其管理

采购及编备合伙文件的能力。政府应牵头向公私

营机构提供有关符合国际标准及合规事宜的培训

和咨询。 

(e) 政府不应忽略权威机构在城市表现多重评估指数

中新增的指标，并应确保所运用的方法可灵活变

通、易于使用，足以应对这些评估指标的变化。 

9. 发展内部实力：就智慧城市发展而言，内部实力是指

市民对变革的支持及准备程度、足够的人力资源及资

金、足够的技术和专业服务供应商、组织结构及流程

的有效性、利益攸关方紧跟总体趋势的意愿等。我们

建议： 

(a) 督导委员会应检讨其角色，并考虑是否扩大职责

范围，不单涵盖创新科技发展，也包括智慧城市

战略规划。若认为智慧城市发展的协调工作应由

另一机构负责，这新机构至少应有一位属行政长

官或政务司司长等级的官员负责领导。 

(b) 鉴于智慧城市发展对香港是一种新事物，政府应

带头在符合国际标准及合规事宜上，以及在合约

编备及采购系统方面，向公私营机构提供培训和

咨询。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辖下应设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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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责机构，向政府部门和私营机构提供技术协助，

以确保标准的一致性。 

(c) 政府内部应成立一个由督导委员会（或另一为智

慧城市建设而成立的委员会）监管的工作小组，

以发动及监察智慧城市发展的公众参与。 

(d) 应采纳设立跨部门项目小组的方法，监督每个项

目的推行情况。小组成员应获授权做出决定，而

无须事事都向辖属司局负责人报批。项目小组应

与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辖下的技术小组保持

紧密联系，如在过程中发现技术上有任何不良做

法或不协调，可转告技术小组，以便制定标准化

的最佳范例，让各项目小组留意及效仿。 

(e) 向家长及学校进行更广泛的宣传，更有效利用现

有的科技展示中心。 

(f) 今天一小步，明天一大步。不管成就有多小，都

应向市民发布，让他们能对智慧城市有更清晰的

概念，同时亦应向市民解释以释除有关侵犯个人

隐私及保障企业敏感资料的疑虑。 

(g) 政府及利益团体应举办有关智慧城市发展的讲习

会及研讨会，继续增强利益攸关方对此的认知和

鼓励多作讨论。 

(h) 应特别针对智慧城市概念，向学校校长及老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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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更系统的培训。亦应为普通教师提供培训和教

材，及安排他们向 STEM/STEAM 课程的核心

老师寻求意见及指引。 

(i) 应向中学及大学教师提供合适的培训，指导他们

如何鼓励学生从小开始参与科研工作和比赛。 

(j) 为鼓励青年人在大湾区探索机遇，在内地及海外

市场推广他们的创新产品，应在日常课程中为学

生提供更多应用普通话及英语的机会。 

(k) 同时亦应关注一些在学校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

因为他们日后将会成为劳动人口的主力。应为职

业训练局、大学和其它类似的机构提供特别资助，

使其可为所有在职成年人筹办与智慧城市和一般

资讯及通讯科技技能相关的专项课程。 

(l) 政府与立法会应就智慧城市项目共同研究更多可

供选择的融资模式。 

(m) 就初创企业而言，新技术发展应有充足的资金及

土地支持，以供测试、展示及市场推广之用。拥

有所需知识及经验的本地大学或其它机构应通过

合作为初创企业提供技术辅导及指引。 

(n) 应考虑现时在其它发展较成熟的智慧城市所采用

的两阶段采购方法，用作采购创新科技。 

(o) 应为负责管理合约的专业人士提供更多有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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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全面培训。当聘用顾问监督项目时，这些

顾问亦应接受相关的培训，以作为工作启动前短

训的一部分，同时应在监察及审查承办商的表现

时采用相同的标准。 

(p) 各级公务员应接受统一培训，以了解智慧城市的

概念和通讯科技知识，让他们能以正确的思维和

相应的能力带领政府进行变革和与利益攸关方并

肩工作。 

10. 与其它城市政府及世界级智慧项目发展专家合作：香

港应与世界其它地区的智慧城市发展并驾齐驱，并且

制定战略，应对毗邻城市共同面对的挑战。随着越来

越多内地学生来港升学，现在正是一个让内地学生更

深入接触智慧城市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恰当时机，

使他们能成为香港发展的未来合作伙伴。我们建议： 

(a) 香港的高等教育学院应开办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培

训计划和课程，以增加学生对智慧城市发展及其

它可持续发展课题的知识，亦应加强与内地大学

的合作，进行实地考察、科研开发及其它交流活

动，借此提升学生的学习质量。 

(b) 香港与内地的专业人士应成立联合工作小组，监

察技术的发展，提升两地之间的系统整合，并分

享采购程序的资讯，以确保符合国际标准。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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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话，应邀请世界级智慧项目顾问专家参与讨

论，向两地专业人士提供有关全球趋势的最新消

息。 

(c) 两地亦应共同努力研究一些可能因两地系统整合

及分享数据而引起的问题。在其它地方，不同的

城市在不同的司法管辖权及法律体制下也能携手

合作，这方面的经验应对香港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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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香港迈进智慧时代 

 

背景 

1.1  2017 年 12 月 15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特

区政府）发布了《香港智慧城市蓝图》（《蓝图》）。有

关香港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级智慧城市的迫切需要，经过公

众和各界多年的讨论与倡议，终于在 2016 年，政府委托顾

问就此课题进行研究。随着有关研究于 2017 年 6 月完成，

经过数月公众咨询，行政长官在 2017 年《施政报告》中宣

布，政府将致力于加快智慧城市发展，并推展三大关键基

础建设，包括宽带服务尽量全民覆盖，以及发展智能和统

合的运输系统。行政长官亲自领导高层次、跨部门的创新

及科技督导委员会（督导委员会），审核和督导创新及科

技方面的措施与智慧城市的项目 。 1 

1.2  根据《蓝图》，政府把香港发展成智慧城市的目

标是：利用资讯及通讯科技提升城市管理和改善市民的生

活质量，提升香港对环球企业和人才的吸引力，以及鼓励

不断的城市创新和持续的经济发展。《蓝图》提出逾 70 项
                                                           
1 行政长官的 2017 年《施政报告》 

https: / /www.pol icyaddress.gov.hk /2017/ch i /po l icy .html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17/chi/poli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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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未来五年推行的措施，涵盖以下六个主要范畴：“智

慧出行”、“智慧生活”、“智慧环境”、“智慧市民”、

“智慧政府”及“智慧经济”。为了推行这些措施，《蓝

图》强调，强大而有效的管治架构、更活跃的公私营协作

及试行创新措施的特定环境都至关重要。 2 

1.3  除了在 2017-2018 年度批出 100 亿港元外，政

府亦在 2018-2019 年度财政预算案中预留额外的 500 亿

港元，为香港的创新科技发展提供资金，包括智慧城市项

目。政府的计划获立法会全面支持。2018 年 7 月，财务委

员会批准诸多新措施，包括注资 200 亿港元予创新及科技

基金，以支持更多科研及开发工作；推行为期五年的科技

人才计划；注资 100 亿港元予香港科技园，支持医疗科技

及人工智能与机械人技术这两个科技创新平台，以善用大

学已建立的雄厚科研实力及国际声誉。当局亦向立法会简

述了 2017 年《施政报告》提及的智慧城市基础建设三大关

键项目的筹备工作，以期在 2018 年下半年度考虑相关的建

议 3。 

1.4  过去一年，推动资讯及通讯科技项目以促进香港

智慧城市发展的势头，一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前进。

然而，香港的前进步伐是否足以追上世界其它地方（特别

                                                           
2 创新及科技局的《香港智慧城市蓝图》(2017 年 12 月). 

ht tps: / /www.smartc i ty.gov.hk /doc/HongKongSmartCityBluepr int(CHI) .pdf  
3 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 https: / /www.legco.gov.hk/yr17-

18/chinese/panels/ i tb /papers/ i tb20180312cb4-701-3-c.pdf   

https://www.smartcity.gov.hk/doc/HongKongSmartCityBlueprint(CHI).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20180312cb4-701-3-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20180312cb4-701-3-c.pdf


天大报告 

香港智慧城市发展：障碍与挑战 
 

 

15 

 

是区域邻近城市）的发展？过去一年来，业内人士、学者、

不同的专业界别、倡议团体、利益团体在不同的专题讨论

会、讲习会、研讨会及其它公开论坛上，积极地就《蓝图》

提出他们的意见。他们普遍认为，尽管社会各界都大力支

持《蓝图》所指引的整体方向，但香港仍在智慧城市发展

方面落后于很多城市。他们强烈要求政府更快、更积极地

采取行动，升级科技基础设施，并应用新的创新科技来提

升市民的生活质量 。 4 

1.5  2018 年 7 月 5 日，立法会一致通过一项议案，

促请政府加快推动智慧城市发展。立法会促请政府聚焦以

下方面的措施：加强公共场所的 WIFI 连接、改善数码政府

服务、加快数据分享、改进知识产权及数据隐私保护机制、

提升学校在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四个学科（即 STEM）

的教育，以及为包括公务员在内的在职人员提供工作培训

等等。议员亦强调有必要消除障碍，让资讯科技企业能为

香港的智慧城市发展作出贡献，并在更大规模上应用新的

创新科技，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及“一带一路”建设。议员

亦促请当局提高公私合作项目的透明度，制定更全面的数

据管理政策，以加强市民的参与及政府问责机制 。 5  

                                                           
4 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 http: / /www. legco.gov.hk/yr17-

18/chinese/panels/ i tb /minutes/ i tb20180108.pdf   
5 立法会 2018 年 7 月 4 日举行的会议

https: / /www. legco.gov.hk/php/hansard/ch inese/rundown.php?term=yr16-

20&date=2018-07-05&lang=2  

http://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itb/minutes/itb20180108.pdf
http://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itb/minutes/itb20180108.pdf
https://www.legco.gov.hk/php/hansard/chinese/rundown.php?term=yr16-20&date=2018-07-05&lang=2
https://www.legco.gov.hk/php/hansard/chinese/rundown.php?term=yr16-20&date=2018-07-05&la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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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1.6  在《蓝图》发布后，天大研究院一直密切关注公

众对《蓝图》所列措施的目标、范畴及涵盖范围的反应。

社会各界（包括不同的政党）之间有强烈的共识，支持香

港的智慧城市发展，但也对香港在推行新措施时能否应对

其中的挑战及障碍表示深切关注。天大研究院认为，智慧

城市发展性质复杂，若不及早明确指出及应对相关的挑战

与障碍，将会严重阻碍智慧城市整体发展，同时可能会浪

费公帑，并令市民大众对政府失去信任。鉴于智慧城市发

展对香港的长远发展影响重大，而社会亦已开始讨论有关

课题，我们应适时进行研究，以便了解及探讨智慧城市发

展的常见障碍，并找出一些可能与香港情况尤其相关的部

分。 

1.7  有关研究于 2018 年 3 月展开，为期六个月。天

大研究院成立了一个由香港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率领的研究

小组，就近年智慧城市概念的发展及其在香港的应用情况

进行专题研究，亦对香港的内部及外部环境进行了详细分

析，以评估香港在发展智慧城市方面的整体实力及准备程

度，以及哪些工作需要优先处理，以确保更有效地推行相

关措施。透过参考其它智慧城市发展的成功经验，该小组

亦研究香港的独有特色，并制定了一套策略，可优化其实

力，同时亦获得更立竿见影且可持续的成果，为更进一步

的成功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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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小组把重点放在香港智慧城

市发展的主要推动者的参与情况上，包括资讯科技从业人

员、智慧城市先驱及倡议团体、顾问及承办商、立法会议

员、学术界人士、教育工作者，以及不同界别的专业人士。

研究小组举办了多场专题小组讨论并进行个人专访，以便

更深入地讨论关键参与者眼中香港面对的一些主要障碍，

以及成功推行智慧城市的关键因素。 

1.9  鉴于本次研究旨在找出推行智慧城市的障碍，研

究小组选出了“智慧生活”、“智慧市民”及“智慧政府”

三个范畴的智慧措施，以评估香港的现有实力，以及管治

架构在督导智慧措施方面的有效性。为此，我们成立了下

列四个专题小组，由相关界别的资深从业人员及学术界人

士组成： 

(a) 实体及电子联通、数码支付、电子商务、长者及

残疾人士支持、大数据搜集及分享； 

(b) 教育、STEM、职业培训、持续发展、创新科技

发展、研发； 

(c) 电子政府、电子医疗、公务员文化、部门间合作、

为公私营机构提供培训及发展； 

(d) 初创企业、企业环境、年轻人的发展、陆港经济

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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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研究小组亦邀请相关政策局及部门的政府官员与

专题小组分享，了解政府希望从社会获得哪方面的支持和

合作。专题小组的讨论集中在香港的独特优势及弱点，和

如何在现时能力基础上，寻找更大发展空间。研究小组亦

参考了立法会就有关课题的讨论，以及在研究期间所参与

不同讲习会和专题研讨会的内容。 

 

智慧城市发展 

概念 

1.11 智慧城市旨在融合资讯及通讯科技和实体基础设

施及其附属装置，以加强城市管理及改善市民的日常生活

质量。目标是善用从过程中搜集的数据，以提升质量、降

低成本及不必要的消耗，从而带来长远的效率、增长及可

持续性。鉴于智慧城市发展非常强调使用资讯及通讯科技，

智慧城市的概念往往与“数码城市”一词交替使用，这可

能是因为智慧城市源于数码城市的概念。早在 1994 年，被

公认为全球首个智慧城市的阿姆斯特丹开始以“阿姆斯特

丹数码城市”的名义，使用在线通讯工具，在选举活动中

促进民意分享。新加坡亦被公认为最早期的“智能城市”

之一，甚至早在 1993 年前已对数码建设做出巨额投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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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其生产及分销流程 。 6 事实上，运用数码技术改善市民生

活质量的概念可追溯至上世纪 60 年代，当时洛杉矶制定政

策，运用透过技术搜集所得的数据协助管理资源，以“防

止衰退及消除贫困”。 7 

1.12  时至今日，各方对智慧城市的定义尚未达成一致

意见，但明显的共识是，智慧城市发展必须要有针对城市

与众不同的需求以及自身特色的愿景、充分利用创新科技

的战略以及可带来持续增长和更高市民生活质量的益处。

最新趋势表明，建设智慧城市亦须注意社会及人力资本发

展，这一点从欧洲的智慧城市即可窥见。“智慧市民”成

为智慧城市的一个基本维度，以教育、终身学习、创意、

公共生活参与度等为计量指标。 8 智慧城市，特别是欧洲智

慧城市的另一个趋势是采用协同合作的方式，应对气候变

化、经济重构、人口老龄化等全球问题。在欧洲，智慧城

市的发展在 19 个国家、逾 80 个城市迅速推行。欧盟委员

会在 2012 年开始推行“智慧城市和社区欧洲创新伙伴计

划”，目标是在 2019 年前达到 300 个智慧城市的群聚效

应，借此促进商业模式、融资及采购、基础设施建设及流

程、规划、政策及法规、可持续环境及城市出行等方面的

                                                           
6 Dameri ,  R.P. (2017) . Smart  Ci ty  Implementat ion – Creat ing Economic and 

Publ ic Value in Innovat ive Urban Systems.  Springer.  
7 Va l l ianatos,  M. (2015) . The Early  H istory of  the ‘Smart  Ci t ies’ Movement 

– in 1974 Los Angeles. Planet izen. ht tps: / /www.planet izen.com/node/78847  
8 Dameri ,  R.P. (2017) .  

https://www.planetizen.com/node/78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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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这正好说明，尽管不同民族及文化的需求及特色

有别，智慧城市发展亦能够协助国际社会应对共同的挑战，

并为市民带来更优质的生活。 

中国内地及其它地区的智慧城市发展 

1.13 中国内地亦出现相同的智慧城市发展势头。IBM

公司在 2008 年前后适时地把“智慧地球”的概念引入中国，

当时中国正迫切需要处理一系列因城市人口急速增长而引

起的城市化问题。其它国家运用创新资讯科技应对资源短

缺及环境挑战的经验，被视为是对城市化和城市管理而言

更科学化且更具智慧的可行解决方案。 

1.14 2012 年，住房及城乡建设部批准了 90 个智慧城

市的试点项目，并发布了《推行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通知》

及《智慧城市试点的国家暂行办法》，作为推行这些试点

项目的指南。2012 年至 2015 年，中央及上海、福建、河

南 、 天 津 、 广 东 等 地 方 政 府 亦 发 布 了 指 导 性 方 针 。 截 至

2015 年 4 月，已有逾 285 个城市被选中参加智慧城市发

展试点项目，促进现代科技在城市管理及服务，以至其它

发展范畴的应用。电讯营运商及国内外的资讯科技公司一

直透过不同公私营协作模式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参与

智慧城市的项目。 9 

                                                           
9 L i ,  Y. ,  L in,  Y. and Geertman,  S. (2015) .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c i t ies in  

China.  



天大报告 

香港智慧城市发展：障碍与挑战 
 

 

21 

 

1.15 欧盟委员会中小企业中心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

内地在智慧城市发展初期亦在法规、标准及评估方法方面

出现实际问题，并建议目前正参与这些智慧项目的中小企

业应同时注意管理及营运基础设施的能力、连接各个中小

设计项目发展的系统、网络安全以及监管框架变动。 10目前，

政府在智慧城市项目融资方面担当重要角色，主要途径是

向私营机构购买产品及服务。如果智慧城市的建设更以市

场为导向，而政府转变职能，承担服务角色，更专注于制

定法律及规划，现状有望出现改变 。 11 

1.16 能否成功推行智慧措施是所有智慧城市共同面对

的挑战。智慧城市的发展，实质上应由下而上推动 。 12资源

不是无限的，并非所有期望实现的项目都能落实，因此需

要制定一个受市民支持的策略，而市民应有机会参与决定

项目的优先次序。智慧城市发展能否持续下去，最终取决

于智慧措施所创造的公众价值 。 13 在城市管理方面，资讯

及通讯科技只是工具而已。智慧项目不一定与资讯及通讯

科技有关。在一些情况下，资讯及通讯科技可能占主导的

位置，但在其它情况下，它可能只担当支持角色，而主要
                                                           
http: / /web.mit .edu/cron/project /CUPUM2015/proceedings/Content /pss/291_l i_

h.pdf   
10 Report :  Smart  Ci t ies in  China. (2015) EU SME Centre. ht tp: / /cc i lc.p t /wp-

content /uploads/2017/07/eu_sme_cent re_report_-

_smart_c i t ies_in_china_i_edi t_-_jan_2016_1_1.pdf   
11 L i ,  Y. ,  L in,  Y. and Geertman,  S. (2015) .  
12 Dameri ,  R.P. (2017) .  
13 Dameri ,  R.P. (2017) .  

http://web.mit.edu/cron/project/CUPUM2015/proceedings/Content/pss/291_li_h.pdf
http://web.mit.edu/cron/project/CUPUM2015/proceedings/Content/pss/291_li_h.pdf
http://ccilc.pt/wp-content/uploads/2017/07/eu_sme_centre_report_-_smart_cities_in_china_i_edit_-_jan_2016_1_1.pdf
http://ccilc.pt/wp-content/uploads/2017/07/eu_sme_centre_report_-_smart_cities_in_china_i_edit_-_jan_2016_1_1.pdf
http://ccilc.pt/wp-content/uploads/2017/07/eu_sme_centre_report_-_smart_cities_in_china_i_edit_-_jan_2016_1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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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是政府和市民。智慧城市的概念能否成功推行非常

有赖于政府如何有效与市民沟通，让人人都为城市的福祉

携手合作。因此，市民的参与成为了智慧城市发展的又一

重要领域，并应先妥为制订清晰的目标及流程，让市民可

量化成果及计量表现。 

1.17 过去 20 年，一些城市在推行智慧城市技术及项

目方面的成就出类拔萃。每个城市均视其本身情况及优先

次序推动智慧城市发展，因此不难看出这些城市有不同的

发展重点。举例而言，新加坡致力发展资讯及通讯行业，

以其城市的连通性闻名世界。哥本哈根期望建设成为一个

绿色城市，致力在相关领域成为技术解决方案的领导者 。 14

阿姆斯特丹把焦点集中于基础建设和市民，尤其是市民的

生活质量 。 15 热那亚则因其管治能力，以及其把科研及创

新科技由智慧项目转移至企业、公营机构及市民的正面协

同效用而为世著称 。 16 这些城市在寻找发展路径方面均有

数十年的经验。第三章将会进一步讨论香港如何能从这些

经验中，找到自己的路径。 

  

                                                           
14 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 https: / /www.legco.gov.hk/yr15-

16/ch inese/pane ls/ i tb/papers/ i tb20160613cb4-1087-4-c.pdf    
15 Dameri ,  R.P. (2017) .  
16 Dameri ,  R.P. (2017) .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20160613cb4-1087-4-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20160613cb4-1087-4-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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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智慧城市蓝图》 

1.18 政府在 2015 年《施政报告》宣布计划以九龙东

作为试点，探讨将香港发展为智慧城市的可行性。2016 年

的《施政报告》重申政府在这方面的承诺，同年 6 月，政府

宣布会先为香港制定一份《智慧城市发展蓝图》作为全面

的框架，并就此委托顾问进行研究。该研究的范围旨在就

智 慧 城 市 发 展 提 出 建 设 性 战 略 及 措 施 ， 以 应 对 香 港 将 于

2030 年及以前面对的主要城市挑战，并就此制订用作评估

进度及日后改善情况的指标及参数。该研究亦就管治架构、

数码基建、法律框架及推行模式（包括公私营协作）等作

出建议。 

1.19       咨询研究报告（咨询报告）在 2017 年 6 月发布，

其中确定规划目标是要“倡导可持续发展，以满足香港现

时及未来的社会、环境及经济需要和诉求”，如此方能使

香港成为一个宜居、具竞争力及可持续发展的“亚洲国际

都会”。为了达到这个愿景，香港应遵照以下指导原则：

采用以人为本的方法；制定长远的战略及统合的框架；让

各个界别参与其中；以及推广创新科技。咨询报告亦建议，

支 持 智 慧 城 市 战 略 的 发 展 计 划 可 按 照 布 特 高 汉 （ Boyd 

Cohen）提出的六个范畴制定，报告认为这些范畴对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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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有用。这六个范畴包括出行、生活、环境、市民、政

府及经济 。 17 

1.20  2017 年 12 月发布的《蓝图》参照咨询报告的建

议 ， 运 用 布 特 高 汉 的 六 个 范 畴 制 定 发 展 计 划 ， 其 愿 景 是

“拥抱创科 ，构建一个世界闻名、经济蓬勃及优质生活的

智慧香港”。《蓝图》就六个范畴中的每一个范畴概述了

现时状况及相关的策略与措施。政府资讯科技总监表示，

政府有信心在未来五年内完成或展开《蓝图》所载列的措

施。毫无疑问，香港期望迈进智慧时代，但有没有一个全

面的战略计划，可团结所有利益攸关方朝着同一方向前进，

仍然是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据创科业界人士所述，这个

全面的战略计划并没有在《蓝图》或任何有关香港智慧城

市课题的政府政策文件中出现。香港智慧城市发展现况将

会在第二章进一步阐述。 

  

                                                           
17 香港智慧城市蓝图顾问研究报告(2017 年) 

ht tps: / /www.smartc i ty.gov.hk /report / fu l l /  

https://www.smartcity.gov.hk/report/full/


天大报告 

香港智慧城市发展：障碍与挑战 
 

 

25 

 

第二章 

香港智慧城市发展现况 

 

香港的数码发展 

2.1  早在1997年，时任行政长官的愿景就是要让香

港引领资讯科技时代，并应用资讯科技以推动香港的经济

发展。自上世纪70年代起，数码技术的急速发展令全球进

入了数码时代，数码技术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作为拥有全

球最先进电讯基础设施的城市之一，香港大有条件把握随

之而来的种种机会。在1998年11月，政府推出香港首套资

讯科技策略，名为“数码21新纪元”，旨在加强及推广资讯

基建设施和服务，令香港可以在全球网络相连的21世纪成

为领先的数码城市。 18 

2.2  1998年版本的“数码21新纪元”资讯科技策略

首先承诺会联合政府、工商界及学术界的力量，把握数码

世界的机遇，以建立香港的优势。其焦点集中于高容量的

通讯基础设施、开放和安全的电子交易界面，以及能够激

发创意和易于应用先进资讯科技的文化和环境。从那时以

来，该策略共更新三次，发展重点转为主要配合不断变化
                                                           
18 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 https://www.legco.gov.hk/yr00-

01/chinese/panels/itb/papers/a1332-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itb/papers/a1332-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itb/papers/a1332-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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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营商环境需要，包括： 

 2001年 – 增强电子商务环境、推动建立电子政府、

培育资讯科技人才、加强掌握资讯科技的能力、充分

发挥技术优势以加强数码通讯。 19 

 2004年 – 增强政府的领导角色、深化有利电子商务

的电子政府计划、加强基础设施及营商环境以推广数

码娱乐及广播、发展蓬勃的资讯科技业。 20 

 2008年 – 深化与内地的技术合作、建立数码共融的

知识型社会、推动中小企业更广泛应用资讯及通讯科

技。 21 

2.3  “数码 21”资讯科技策略在过去 20 年影响着本

港的数码发展，其最终目标是推动香港的经济发展及为市

民提供更佳的服务。所有的努力均致力于数码经济的发展，

以期实现核心行业可持续发展并提升竞争地位。过去 20 年，

香港根据“数码 21”资讯科技策略采取的路线，与全球其

它智慧城市同期采取的路线有点不同。尽管其它智慧城市

已注重城市管理的可持续发展及市民的生活质量，但香港

仍聚焦于数码经济及 WI-FI 连接，而这些亦只是智慧城市
                                                           
19 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 https://www.legco.gov.hk/yr00-

01/chinese/panels/itb/papers/a1332-1c.pdf 
20 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 https://www.legco.gov.hk/yr03-

04/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0325cb1-1326-1c.pdf  
21 2008 年数码 21 信息科技策略 http://www.legco.gov.hk/yr07-

08/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leaflet071230-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itb/papers/a1332-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itb/papers/a1332-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0325cb1-1326-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0325cb1-1326-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leaflet071230-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leaflet071230-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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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的一部分而已。直至 2015 年 12 月，政府才明确表

示其发展智慧城市的目标是要“使市民的生活更方便、更

健康及更环保”。 22 

 

香港智慧城市排名 

2.4  在 2004 年检讨香港的数码发展国际排名时，政

府表示： 

“香港在资讯科技发展所取得的长足进展和卓

越成就，已获得国际认同。香港在国际电信联

盟于 2002 年发表的移动通讯／互联网指数名

列榜首。在电子商务环境方面，《经济学人》

在 2003 年将香港列于亚洲区的首位，而根据

埃森哲在 2003 年就电子政府领先程度的调查，

香港则全球排名第七。‘公共服务电子化’计

划亦于 2001 年勇夺国际享负盛名的‘斯德哥

尔摩科技挑战奖’。我们在发展电子政府方面

达到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就是为 90%适合电子化

的公共服务提供电子服务选择。香港在致力发

                                                           
22 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 https://www.legco.gov.hk/yr15-

16/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20160613cb4-1087-4-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20160613cb4-1087-4-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20160613cb4-1087-4-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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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成 为 领 先 的 数 码 城 市 方 面 ， 已 取 得 重 大 进

展 。” 23 

上述机构最近公布的指数显示，香港在国际电信联盟的资

讯及通讯科技发展指数排名中位列第 6（2017 年），而在

《经济学人》的科技领先指数中则排名第 10（2017 年）。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指数的分类已有所改变，用以计算指

数的指标亦有改变。不时修订指标是这些机构的常见做法，

以将全球科技及社会的发展考虑在内。就以国际电信联盟

及《经济学人》来说，它们已把一些偏重科技的指标，例

如与移动通讯、互联网及其它电子服务有关的指标，改为

评估资讯及通讯科技发展、创新、网络联通及可持续性的

指标。鉴于衡量方法有变，一般参与排名计算的城市会主

动按全球趋势调整其发展战略，以期可按同一基础与其它

城市进行评估。 

2.5  除了这些历史悠久的机构所采纳的范围及研究方

法有变，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亦出现一些特别用作智慧城市

评级的新指数。由美国学者布特高汉在 2012 年发展的“智

慧城市轮”亦经历一段调整时期，以期更深入地衡量智慧

城市，并为城市规划提供充分的增值。在 2014 年，布特高

汉把“智慧城市轮”的指标数目由 28 个增至 62 个，当中

有 16 个 直 接 对 应 可 持 续 发 展 城 市 的 ISO 标 准 （ ISO 

                                                           
23 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 https://www.legco.gov.hk/yr03-

04/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0325cb1-1326-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0325cb1-1326-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0325cb1-1326-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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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20）。根据智慧城市的六个主要组成部分，他发展出

18 个次要组成部分，每一个均有相关的指标，纳入调查的

城市须提供与各个指标相关的数据以供分析。换句话说，

若大部分入选城市未能提供某些数据，所得的调查结果便

没有充分的代表性以进行可靠的评估。因此，布特高汉现

正考虑进一步修改这些指标，让更多城市可参与调查。 24 

2.6  智慧城市指数有何作用？根据由欧盟委员会出资

的CITYKeys项目2017年发布的报告，自上世纪90年代起

一直有不同的城市指数出现，它们均使用不同的可持续发

展指标。很多排名评级是以被调查城市的相对名次为基准，

不能视为一个城市的绝对状况。尽管如此，一个指数始终

是多个指标的总和，目的是提供一个虽然简化但仍具多面

性和协调性的系统概览。这些指数确实有助于大致了解现

状，可用作比较不同城市或追踪某个城市表现的工具，亦

可作为推动力，促使城市认真检讨过去一年或一段时间内

表现良好和不足之处，并且这些指数越来越广泛地用于政

策制定及公共通讯方面。CITYKeys的报告强调，在理想

状况下，城市指数有助于城市利益攸关方“更了解其面临

的特定挑战，让他们对有效的政策及最佳范例有深刻理解，

支 持 他 们 的 决 策 （ 引 述 由 Siemens Green City 

Index）”。 

                                                           
24 Cohen, B. (2014). The smartest cities in the world 2015: Methodology. Fastcompany. 

https://www.fastcompany.com/3038818/the-smartest-cities-in-the-world-2015-methodology  

https://www.fastcompany.com/3038818/the-smartest-cities-in-the-world-2015-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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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为了便于说明﹐下文列出香港近年在部分与智慧

城市、数码及创科表现有关而较常见的指数中的排名：  

 2013 年在布特高汉的“智慧城市轮”（亚太区）排名

第 4，位列首尔、新加坡及东京之后；  

 2017 年在 EasyPark 智慧城市指数的前 100 名中排

名第 68，位列新加坡、台北、东京、大阪及首尔之

后；  

 2018 年在 2thinkow 创科城市指数的前 100 名中排

名第 35，位列北京、上海、深圳及广州之后； 

 2018 年在全球创新指数 G11 的前 100 名中排名下

跌至第 27，而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的排名分别为第 7、第 10、第 11、第

14 及第 16； 

 根据国际管理发展研究学院的世界数码竞争力排名，

在 63 个城市中排名由 2017 年的第 7 下跌至 2018

年的第 11； 

 根据爱立信发布的网络型社会城市指数，在 41 个选

定城市中排名由 2014 年的第 9 下跌至 2016 年的第

14； 

 Rutgers SPAA 全球电子管治调查（2015-2016 年

度）的排名由 2013-2014 年度的第 3 下跌至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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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er 生活质量排名由 2017 年的第 70 下跌至

2018 年的第 71； 

 未列入 Juniper Research 2017 年首 20 位全球智

慧城市表现指数之内。 

2.8  从上文可见，香港显然在智慧城市发展方面落后

于 其 它 城 市 ， 未 能 追 上 全 球 发 展 步 伐 。 在 这 方 面 ，

CITYKeys的报告强调，在评估智慧城市的表现时，它们

只会选择一些适用于评估“智慧程度”或特定智慧范畴的

指标。CITYkeys致力于提供欧洲城市表现指数，该项目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研究环境、经济及社会的范畴，亦运

用常见的评估基准对城市不同的发展阶段作出评估。若香

港希望在这些指数中能与其它智慧城市作有利比较，便需

要研究有哪些指标用以评估智慧城市的表现，而不是只局

限于数码基础建设，而忽略了将科技应用在城市的环境可

持续发展及社会发展。 

2.9  中国的城市之间亦存在激烈竞争。香港作为全球

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之一，往往是用作衡量中国内地城市表

现的基准。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在 2011 年进行的研究，在

列于基建设施竞争力之下的资讯科技基建指数中，香港在

中国城市中排名第 37。在 2016 年，香港升至首位，但在

2017 年回落至第 2 位，仅次于深圳。值得注意的是，中国

社会科学院这项研究旨在探讨城市信息竞争力，其评估指

标分别为：信息城市、航空交通便利程度、对外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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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人员交往和外贸依存度。这与其它智慧城市指数的评

估指标有所不同，后者集中于整体的资讯及通讯科技发展、

创科及可持续性。 

 

掣肘及预期的挑战  

2.10  香港政府在数码发展方面的政策一直集中在电子

经济。香港拥有互联网的高渗透率、快速的连接速度、安

全的数据保护系统，因此在国际资讯及通讯科技排名中一

直居于高位。根据国际管理发展研究学院的《世界竞争力

年报》，香港自2011年起连续五年在同一项研究中名列科

技基础设施方面的榜首。然而问题是香港如何能善用其强

大的科技基础建设，造益经济参与者，并为市民提供更优

质的生活。 

2.11  2015 年 9 月，政府的中央政策组 25 发表了一份

研究报告，介绍智慧城市的概念，以及探讨香港如何进一

步发展为智慧城市。中央政策组的报告根据布特高汉的六

个智慧城市发展范畴，全面阐述香港的成就和不足，并强

调除了创新科技发展及应用和政府的大力推动外，社会利

益攸关方（包括市民及企业）的参与对创建更佳及更可持

续发展的生活和营商环境亦同样重要。为了系统性地推展

                                                           
25 中央政策组在 2018 年改组为一个新办事处，称为「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负

责政策研究及创新和跨部门协调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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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发展，该报告得出结论，认为政府尤其应参考内

地及海外城市的措施和经验，以制定香港智慧城市发展的

长远战略，并应突出比较优势及重点开发项目。 

2.12  2017年6月发表的咨询报告向政府提出建议，可

制定香港智慧城市长期规划及发展蓝图，并发展一套战略，

应对城市各项挑战，实现智慧城市的愿景。咨询报告亦根

据布特高汉所订模型中的六个范畴制定发展计划，并就具

潜力的项目及活动提出短、中、长期建议。该报告还就智

慧措施提供了管治架构和数码框架，以及法律要求的分析。

在检讨香港在数码框架中的现有实力时，咨询报告认为，

尽管香港拥有世界级的资讯及通讯科技基础设施，但政府

应创造基本的技术实力，让智慧城市服务可建基于一个公

共平台，以整合公私营服务。咨询报告亦重点指出一些特

别须予关注的范畴，包括大数据建设、空间数据管理、平

台整合、电子服务使用、数据分享及网络安全等。 

2.13  除了指出香港在推行智慧城市发展的数码框架存

在不足之处外，咨询报告亦强调若干宏观挑战及迫切需要： 

(a) 香港是全球居民最长寿的城市，到 2043 年将有 36%

的人口达 65 岁或以上，因此需要更有效管理慢性疾

病； 

(b) 香港建筑物更替比率非常低，仅为 0.4%，导致房屋

所产生的高浓度温室气体效应不断恶化，尤其是商业

楼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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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香港必须能够提供高质量的生活及工作环境，并能充

分供应可负担得起的房屋、优质的医疗服务及便捷的

交通； 

(d) 香港必须继续提升教育的排名，增加创业与资讯及通

讯科技方面的机会，借此挽留在港的青年人，并应对

提供高效优质城市服务的持续需求；  

(e) 在 2018 年年底前，香港配备的对外电讯设施容量将

达 200 Tbps，若制订相应的政策、标准及数码基建

支持新技术，香港大有潜力成为创新科技的枢纽； 

(f) 香港必须认可有关数据定义、搜集及处理的国际标准，

如 ISO 37120 的指标，并厘定相应的指标，以显示

香港致力达到的目标，及作公开汇报和内部监察之用； 

(g) 政府必须鼓励私营机构的参与或合作，并实施政策及

立法，提供便利的环境及强健的文化，以适应各行各

业的创新和应用。 

2.14  智慧城市发展是为应对城市化挑战而进行的全球

性潮流。世界各地均制订了共同标准，以便有效监察应对

这些挑战的措施。若不参考其它领先城市的经验，以及这

些城市为达到最佳成果所采用的标准，香港便无法更好实

施自身的智慧城市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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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其它地区的经验及常见的障碍 

 

3.1  尽管香港已建立强大的数码基础设施，但智慧城

市对大部分市民及企业来说仍是一个新概念。即使在政府

内部，相关的政策局或部门仍需详细考虑如何落实《蓝图》

内的智慧措施。虽然如此，香港有幸能够借鉴其它地区的

经验，尤其是一些过去 20 年经历过智慧城市发展的地方。

在本研究中，我们研究了欧洲城市的发展，并参考了欧盟

委员会就推行智慧城市所编制的多份报告，特别是一些就

政策推行事宜向地方、国家及欧盟层面的政策制订者提出

建议的报告。 

3.2  我们亦研究了包括中国内地在内的亚洲部分城市

规划及推行智慧城市概念的方法，并重点论述一些与香港

特别相关的方面。 

 

欧洲智慧城市规划及施行 

3.3  在欧洲，智慧城市的历史久远。欧盟委员会的目

标是在 2019 年前建成 300 个智慧城市，形成群聚效应，

为 此 委 员 会 通 过 其 智 慧 城 市 资 讯 系 统 发 布 了 一 系 列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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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SCIS 报告”），让已建及在建的智慧城市分享经

验，并了解各城市正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些报告汇集了 9 个

国家、逾 80 个经历过不同成长及发展阶段的智慧城市的最

佳做法，复制创新科技转移的参考案例，并提供在实践过

程中应对障碍的政策建议。我们会在本章集中探讨一些对

香港特别具有实际参考价值的范畴。 

3.4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创建智慧城市“是促进增长

及创造新职位的动力，也是对欧洲的未来作出富有成效的

投资，既可促进可持续发展、低碳及环保的经济，亦可令

欧洲的可再生能源生产领先全球”。 26 这些智慧城市的首要

目标是达到欧盟为 2030 年及 2050 年所定的减碳目标。因

此，SCIS 报告特别强调，智慧城市能首先在改变能源使用

方面发挥作用，进而从能源扩展到解决欧洲今天面对的社

会经济和环境挑战。一如第 2.13 段所述，在尝试复制欧洲

的智慧城市之前，香港制定其战略及优先次序时或须考虑

本身的挑战和迫切需要。 

  

                                                           
26 建设智慧城市：欧洲的最佳范例(2017 年) - 欧盟智慧城市信息系统 

https://www.smartcities-

infosystem.e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the_making_of_a_smart_city_-

_best_practices_across_europe.pdf 

https://www.smartcities-infosystem.e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the_making_of_a_smart_city_-_best_practices_across_europe.pdf
https://www.smartcities-infosystem.e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the_making_of_a_smart_city_-_best_practices_across_europe.pdf
https://www.smartcities-infosystem.e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the_making_of_a_smart_city_-_best_practices_across_europ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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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程序 

3.5  针 对 智 慧 城 市 和 社 区 一 体 化 解 决 方 案 的 管 理 ，

SCIS 报告就其推广机制提出了城市管理五步曲，我们认为

此举对香港特别有帮助： 

步骤一： 城市发展的战略愿景 

步骤二： 城市的 SWOT 分析 

   （即优势、劣势、机会、威胁） 

步骤三： 城市发展战略性目标 

   （包括平衡现有“智慧”技术的效益） 

步骤四： 城市发展的可计量指标 

   （按照领先的国际城市排名） 

步骤五： 智慧城市路线图，包括措施清单及其说明 

3.6  就香港而言，可先进行 SWOT 分析和对外因素

分析，借此制订更符合现实的愿景及战略。鉴于实际理由，

在推行过程中很多时候会出现变化，因而需要对情况做出

改变，并开发新技术，故此有必要制订技术标准，同时避

免委聘单一供应商及陷入无法变通的解决方案中。就此，

我们察悉，战略报告详细说明了香港的优势及劣势，以及

其挑战和机会。因此，我们不会在此重复顾问已进行的工

作，但我们会在本报告中阐述一些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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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在实施智慧城市路线图的智慧措施时，SCIS 报

告建议应考虑优先次序及时间表、技术及资讯科技解决方

案、监管支持、项目管理、资讯科技、公用设施及运输基

础建设、计划范围、利益攸关方、社会经济影响评估、预

算，以及吸引投资者与合作伙伴的方法。报告指出，利益

攸关方的参与在整个过程及全部案例中尤其重要。利益攸

关方指的是专家学者、计划参与者以及参与设计整体战略

的社区领袖。在另一方面，城市政府须确定可被妥善纳入

城市战略的方案，并制订规范参与者的标准。在确定最佳

业务模式、所需资金及采购方法时须进行影响评估。在推

出一个项目之前，特别是如果项目复制自其它城市的话，

亦应进行监管可行性检测。这对不同司法管辖区为监管排

放及能源消耗而营造的监管环境尤其重要。在这方面，由

于审批程序繁复，行政负担已成为一个重大的妨碍因素。

整合不同的技术在智慧发展中亦担当重要角色。不同的技

术应可结合及相互整合，以取得最佳成效。 

3.8  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亦有助及早发现一些难以预料

的隐性成本。消费者行为的任何变化都或将影响项目最初

及其后的营运成本。特别就能源效率项目而言，净能源节

约取决于很多因素，因而可能造成大量不确定性。在规模

相对较小的市场投资新技术或会增加财务风险，这对私营

企业来说，吸引力不大。因此，建立公共政策支持机制十

分必要，有助于消除新节能技术开发过程中的障碍。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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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提供不同渠道的财政支持，并发布指导方针以结合

这些支持。然而，由于资金分隔及法律屏障限制了若干资

金的使用，要结合不同的财政来源并非易事。  

3.9    对于需要部分或全部来自于私人资本的项目融资，

财务计划应该保证能自负盈亏。就这类项目而言，纳税人

必须愿意付费，因此，私人资本项目获公众认可是非常重

要的。即使需要动用公帑，付款亦应根据绩效及对公共利

益提供保障的程度而定。SCIS 报告建议了多种融资模式。

报告特别提到的一种模式是通过创立能源服务公司，把从

能源投资所得的效益转化为货币，即一个具备专业知识的

基金经理会根据能源投资的效益收费，尤其是在能源效率

方面。SCIS 报告亦曾研究其它融资模式，包括公私营协作

计划、群众募资（又称众筹）、发行智慧债券、社会影响

债券、分散持股及财政融资等。最重要的是在决定采用哪

种模式时，确保该模式在财政上切实可行。 

实施方面的障碍 

3.10 SCIS 报告的政策建议对香港特别有帮助，因为

其研究涉及影响创新技术应用的主要政策问题，并分析了

现有政策架构状况对项目造成的障碍，最后在此基础上向

决策者提出建议。在地方层面上，该报告研究了下列主要

困难，均可透过政策行动解决： 

 地方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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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行政能力不足；  

 行政负担沉重；  

 采购规则不当；  

 利益攸关方参与不足； 

 融资； 

 公私营协作。 

3.11 地方能力不足是指“有效管理智慧城市发展多个

核心范畴所需的能力”不足。就香港而言，这指的是本地

的多层级管治能否顺利推出政府希望落实的措施。举例而

言，《蓝图》就“智慧出行”列出一系列措施，以达到环

保运输。各政策局及部门如何合作推展有关措施，将取决

于多层级管治架构的有效性，令不同机关内各级别的公务

员能在该架构下携手合作。在更高层面上，政府和立法机

关建立工作机制亦非常重要，从而方便拨款和相关法律框

架通过，以促进新计划的落实。项目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

延误，都可能会对整体策略的推行造成极大影响。至于一

些须与毗邻地区协调的较大型项目，除了须与中央政府磋

商外，与地方政府有效协商和建立长远合作伙伴关系，对

为国家建立智慧城市的长远目标至关重要。 

3.12  地方行政能力不足是指推行变革的能力不足。欧

盟的聚焦点一直放在地方适应及缓和气候变化的反应能力

上。这是一个全球问题，香港亦需要了解其重要性，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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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主要能源及环境指标与现有技术方案的相互关系。为

了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并实现资讯及通讯科技高度

整合，政府内部的熟练技术人员应相互协调，需要在融资

及采购项目方面有所创新，从而制订恰当的合约条款与采

购体制。在这方面，提供管理培训计划和与较先进城市多

作经验交流，会对参与智慧项目的公务员及各级从业人员

的发展大有裨益。创建中央联系网络亦有助输送知识及展

示具经济效益的示例。 

3.13  行政负担沉重是妨碍智慧城市发展的重大因素。

若负责不同范畴的政府部门之间缺乏协调，职责划分又不

清晰的话，项目负责人的压力就会变得十分沉重。大部分

新兴智慧城市共同面对的问题是，新措施在现行法律下能

否获得批准并不确定。即使是政府内部的法律专家亦可能

因缺乏有关新范畴的工作经验而无法提供意见，而其它地

方的法律架构或不直接适用。发展智慧城市需要从整体和

中心出发，制定一个法律框架，以促进项目的实施，特别

是项目涉及保护具有美学及历史价值的当地建筑物时，所

以如果政府部门各自为政，并不利于智慧城市的发展。 

3.14 采购规则不恰当亦是欧盟智慧城市的主要担忧，

因为过时的采购规定会严重妨碍项目所需的审批。针对创

新科技的公共采购是欧盟委员会的焦点之一，因为委员会

认为智慧项目的采购程序不应优先考虑价格，而应优先考

虑应对挑战的解决方案，即促进采用创新科技。这将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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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方法有所改变，这一点对香港来说特别困难，因为政

府内部及政界往往因潜在偏见及偏好而抗拒采购程序的变

更。然而，一如 SCIS 报告所建议，为了促进投资，公共机

构须灵活变通以适应这些日新月异的技术，同时对不同项

目的采购标准作统一要求。城市当局可考虑分两个阶段实

行采购，首先表达征求方案的意愿，让小规模可行性研究

可以进行，以找出最佳解决方案。在此阶段，可选出多个

方案以鼓励竞争及合作。在第二阶段，可选出两家或三家

企业参与方案制订，与当地机关及互相之间合作，以达到

最佳效果。 

3.15  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不足已被确定为推广新技术时

的一大难题。要令普通市民了解及接纳创新科技从来不是

一 件 易 事 ， 期 望 最 终 往 往 可 能 变 成 失 望 。 让 利 益 攸 关 方

（包括市民及相关的政府部门）更广泛参与，既可尽量减

少误会，又可避免行政机关的内部冲突。利益攸关方参与

的目标是要达成大家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这目标必须清晰。  

3.16 融资是所有智慧城市共同面对的挑战。SCIS 报

告表示，鉴于欧洲的经济环境，私营机构和地方政府都会

遇到融资困难，因为创科投资往往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

在欧洲，私营机构的科研及开发尤其薄弱，因而影响城市

的中长期竞争力。若传统解决方案的成本效益高于创新方

案，特别是创新方案需要大量初始投资时，投资者会倾向

于避免开发新技术，尤其是可再生能源的项目。尽管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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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更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已在其它地方试行，但城市政

府仍倾向于采购传统技术，主要是因为预付成本较高、创

新技术的相对风险较大，以及缺乏高技能劳动力。香港的

情况尤其严重，实行更加严格的环保规定从来不易，部分

是因为创新科技开发方面欠缺实证研究，而工商界与劳动

人口因准备或装备不足抗拒重大的技术转变。提倡环保生

活方式需要更高的标准，当这种标准缺位时，便全赖自觉

遵循或提升标准，这对创建智慧城市所起的作用不大。在

此情况下，财政诱因可能是一个推动因素，尤其是当大家

都意识到，重视可持续发展将会成为未来的全球趋势及国

家政策。 

3.17  公私营协作在智慧城市发展中愈发重要。公私营

协作可带来莫大的裨益，但对公营机构来说则极具挑战，

特别是如果这些机构并不习惯及熟悉有关安排。SCIS 报告

指出，由于公私营协作需要妥善设计，以平衡私人利益及

公共目标，同时两者之间要有适当的风险分配，因此难以

推行。在香港，公私营协作并非新事，但往往引起疑虑，

担心会出现公共与私人利益不平衡的情况，而且过往公私

营协作为市民带来的成果及裨益一直缺乏透明度。  

欧盟的建议 

3.18 总的来说，为了跨越重重障碍，SCIS 报告向政

策制订者提出下列建议： 



天大报告 

香港智慧城市发展：障碍与挑战 
 

 

44 

 

(a) 地方行政机关应采用多层级的管治架构，以确保

适当提高地方层面的能力； 

(b) 废除增加行政负担的过时规则，各部门应采取统

一的标准程序，以便引进创新科技；  

(c) 提高利益攸关方在城市发展计划中的参与度，任

何大规模的智慧创新项目都应有利益攸关方的参

与； 

(d) 融资是目前城市发展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为充分

利用私人资本，政府应进一步改进政策，扩大所

有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并与国家政策性银行紧密

合作； 

(e) 鉴于城市发展需求越趋复杂及多层次，融合各种

需求的公私营协作是必要的；  

(f) 监管环境的稳定性非常重要。没有稳定的政策框

架，投资者可能不愿入市； 

(g) 资金来源之间须进一步协调，以便有效集合资源；  

(h) 公共采购规则须予以改革； 

(i) 采购过程须有固定标准，否则将无法根据清晰的

指标评估项目的建议方案； 

(j) 各个智慧城市项目须有严格的监管协议，当中应

包括监管系统的规划、安装及营运阶段的详尽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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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亦须包括提供一套常见及可靠的关键绩效指

标（KPI）。 

 

亚洲智慧城市规划及施行 

新加坡 

3.19 除了新加坡外，有关亚洲其它城市尤其是中国内

地城市所面对的障碍，可供深入分析的资料不多。然而，

我们可聚焦亚洲一些智慧城市所采用的规划程序和融资模

式，这对香港很有帮助，因为这些城市面对的挑战与香港

颇为相似。 

3.20  新加坡被视为是全球最佳智慧城市之一。不过，

与任何其它智慧城市一样，新加坡也要面对同样的障碍，

例如资金限制、技术、通讯、数据安全及能源使用等。尽

管新技术能改变一个城市提供、营运及维护公共设施的方

式，但整合城市服务之间的技术实在挑战重重。新加坡的

优势在于其高瞻远瞩的基础建设，包括楼宇设计、交通运

输的连通性，以及地下空间的使用。拥有全面的正确思维，

有助有关当局作更长远的规划，并促进跨部门合作，使遍

及全城的系统能有机运作 。 27 

                                                           
27 Ross, K. (2018). Singapore, London and Barcelona named as World’s best smart cities. 

https://www.powerengineeringint.com/articles/2018/02/singapore-london-and-barcelona-

named-as-world-s-best-smart-cities.html 

https://www.powerengineeringint.com/articles/2018/02/singapore-london-and-barcelona-named-as-world-s-best-smart-cities.html
https://www.powerengineeringint.com/articles/2018/02/singapore-london-and-barcelona-named-as-world-s-best-smart-cit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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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 

3.21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发展智慧城市已是国策，

由于发展仍处于初期，中央及地方机关已发出指令，以助

深入了解智慧城市项目的规划及推行。然而，由于这些只

属指引，智慧城市发展的很多范畴均没有标准化操作，因

此预计与评估、项目管理及营运计划相关的问题或会陆续

出现。根据欧盟在 2015 年就中国智慧城市发布的报告，很

多问题已经浮现，包括缺乏规划、着重于基础建设而非有

效的管理及营运能力，最重要的是欠缺成熟的业务模式及

工作机制。该报告发现，只有少数成功例子显示出智慧城

市投资的确定性，加上政策及法规不断改变，所带来的风

险将难以吸引私营企业深度参与项目 。 28 

3.22  建立完善整合的资讯及通讯科技基础设施对智慧

城市发展至为重要。中国内地城市当局亦非常重视智慧基

础建设 29：公私营协作模式已被定位为发展智慧城市的适合

业务模式，并一直加以推广；利益攸关方均可就各方如何

参与、项目如何营运才有效益和市民如何才能受惠各抒己

见 30。然而，从实际情况可见，中国内地城市所采用的融资

                                                           
28 建设智慧城市：欧洲的创科复制及提升(2017 年) - 欧盟智慧城市资讯系统 

https://www.smartcities-

infosystem.e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the_making_of_a_smart_city_-

_replication_and_scale_up_of_innovation_across_europe.pdf  
29 Li, Y., Lin, Y. and Geertman, S. (2015). 
30 建设智慧城市：欧洲的创科复制及提升(2017 年) - 欧盟智慧城市资讯系统 

https://www.smartcities-

https://www.smartcities-infosystem.e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the_making_of_a_smart_city_-_replication_and_scale_up_of_innovation_across_europe.pdf
https://www.smartcities-infosystem.e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the_making_of_a_smart_city_-_replication_and_scale_up_of_innovation_across_europe.pdf
https://www.smartcities-infosystem.e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the_making_of_a_smart_city_-_replication_and_scale_up_of_innovation_across_europe.pdf
https://www.smartcities-infosystem.e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the_making_of_a_smart_city_-_replication_and_scale_up_of_innovation_across_europ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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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主要是“由政府全权负责”，即政府提供资金、负责

营运及拥有所有权。结果，政府在财政上长期受压，营运

效率及服务水平偏低。举例来说，宁波政府在发展初期独

资建造其全部资讯及通讯科技基础建设，直至运作一至两

年后，才吸引到私人参与。深圳及西安等部分城市已采用

“政府投资-私人营运”的模式，即由政府向私营机构提供

补贴，而私营机构则从广告及增值服务赚取利润。2013 年

进 行 的 一 项 调 查 显 示 ， 该 模 式 渐 渐 演 变 为 “ 谁 建 设 谁 运

营”，政府则负责提供税务豁免等其它财政诱因。 31 

3.23  至于数据管理，由于内地欠缺高层次协调及标准

化做法，智慧城市项目基本上是自行推展，因此难以实现

系统及技术融合，导致出现技术排斥及垄断情况。另外，

所收集的数据亦没有充分用于评估及研究中，而且因为担

心数据会被盗用、侵犯隐私及其它安全理由，并未统一向

主要非政府参与者公开全部数据 。 32 

  

                                                           
infosystem.e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the_making_of_a_smart_city_-

_replication_and_scale_up_of_innovation_across_europe.pdf 
31 Li, Y., Lin, Y. and Geertman, S. (2015). 
32 建设智慧城市：(2017 年) - 欧盟智慧城市资讯系统 https://www.smartcities-

infosystem.eu/sites/www.smartcities-

infosystem.eu/files/document/the_making_of_a_smart_city_-_policy_recommendations.pdf  

https://www.smartcities-infosystem.e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the_making_of_a_smart_city_-_replication_and_scale_up_of_innovation_across_europe.pdf
https://www.smartcities-infosystem.e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the_making_of_a_smart_city_-_replication_and_scale_up_of_innovation_across_europe.pdf
https://www.smartcities-infosystem.eu/sites/www.smartcities-infosystem.eu/files/document/the_making_of_a_smart_city_-_policy_recommendations.pdf
https://www.smartcities-infosystem.eu/sites/www.smartcities-infosystem.eu/files/document/the_making_of_a_smart_city_-_policy_recommendations.pdf
https://www.smartcities-infosystem.eu/sites/www.smartcities-infosystem.eu/files/document/the_making_of_a_smart_city_-_policy_recommendations.pdf


天大报告 

香港智慧城市发展：障碍与挑战 
 

 

48 

 

第四章 

香港面临的障碍与挑战 

 

4.1  正如上文第 1.8 及第 1.9 段所述，天大研究院的

研究小组曾与智慧城市发展的利益攸关方及主要倡导者中

的一些代表进行了一系列专题小组讨论，分享了一些香港

在发展智慧城市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主要障碍。在《蓝

图 》 所 列 的 六 个 主 要 范 畴 当 中 ， 我 们 以 “ 智 慧 生 活 ” 、

“智慧市民”及“智慧政府”作为测试案例，期望找出各

个范畴下的潜在障碍，并确定这些障碍对推行其它范畴下

的措施会构成多大影响。天大研究院认为，找出潜在的障

碍并及早排除这些障碍对减少智慧项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非常重要，因为这些障碍可能会加大财务成本，并且影响

社会对政府的信任。我们相信，我们就香港所作的分析，

对于可能遭遇类似问题的中国内地其它城市极具参考价值，

因为这些城市亦需要找出应对这些障碍的解决方法。 

4.2  本章我们会概述与专题小组和利益攸关方进行讨

论时提到的主要问题，他们都关注到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影

响，并认为这些影响可能会变成各项措施推行过程中的障

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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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战略及完善的路线图  

4.3  政府的政策一直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数码基础设

施，使香港经济再创新高，在竞争力及经济表现方面超越

亚洲地区的其它经济体。一如第 2.3 段所指，政府由 1997

年至 2015 年实施的“数码 21 资讯”科技策略旨在改善电

子商务环境，以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向在香港居住及工作

的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政府在过去 20 年间所采取的路线

大致上维持不变，然而国际上其它领先城市已采取措施整

合技术、基础设施和装置，以加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管理，

并改善市民的生活质量。例如，新加坡已运用其强大的数

码基础设施，应对与高密度生活有关的广泛城市问题；迪

拜亦迅速采用分布式分类账技术，通过区块链技术处理政

府交易；伦敦成功透过其先进的公开数据政策，为智慧城

市 应 用 程 序 的 开 发 商 及 初 创 企 业 提 供 范 围 更 广 的 生 态 系

统。 33当用以计量智慧城市表现的指标开始转移至可持续发

展，并着眼于改善市民的生活时，一度被誉为全球最佳数

码城市的香港却逐步失去其领导地位。直至 2015 年 12 月，

香港政府才终于决定加入智慧城市发展的大流。 

4.4  智慧城市关乎市民生活的改善，因此发展智慧城

市的重心，在于如何满足市民的需要和优先诉求。技术是

                                                           
33 “Singapore tops the smart city rankings” (2018) SmartCitiesWorld. 

https://www.smartcitiesworld.net/news/news/singapore-tops-the-smart-city-rankings-2875  

https://www.smartcitiesworld.net/news/news/singapore-tops-the-smart-city-rankings-2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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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而市民的参与才是关键。就这方面而言，香港并非

完全落后于其它地方。有关香港智慧城市发展的公众讨论

早在 2017 年 12 月《蓝图》发布之前已经展开：新的创新

及科技局于 2016 年成立，而智慧城市倡导团体（如智慧城

市联盟）及本地大学亦主动举行不同规模的讨论，以期探

索香港的未来方向。这些讨论，特别是资深专业人士、学

术界人士及商界行政人员之间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成功

加深了社会对此课题的认识，尤其是咨询报告提出数以百

计的短、中、长期措施之后，各界均就政府应把焦点放在

哪些范畴上展开了对话。然而，就技术整合、策略推行、

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以及根据世界城市发展趋势和指标进

行数据收集展开的讨论却不多。因此，当载列将于未来五

年实施的 70 多项措施的《蓝图》发布后，各界普遍认为这

些措施只不过是将政府原先计划推行的事项集合而成，而

不是根据一个结构完善的智慧城市路线图所定的优先行动。

70 多项措施之间欠缺连贯性，亦令市民难以把香港希望在

未来五年创建的技术环境形象化。没有全面的战略及坚实

的路线图，智慧项目开发者将难以寻找解决方案，并与此

同时改进技术，以达到路线图各个关键时刻所需的技术标

准，及应对未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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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人口的技术能力 

4.5     要成功发展智慧城市，我们需要雄厚的人力资

本。政府自 2015 年起推动香港成为智慧城市的同时，亦开

始在中小学推行 STEM 教育，后来又进一步改为结合科学、

技术、工程、艺术及数学（即 STEAM）的跨学科教育方

法。2016 年，STEAM 教育成为政府的政策。政府亦预留

资源推广程序编写及编码课程，让年轻一代更好地为未来

急速发展的经济、科学及技术作准备。这项政策已载列于

《蓝图》内，作为“智慧市民”中的一项策略，目的是培

育青年人才，迎接科技的转变，并支持日后的创科发展。 

4.6  在本次研究中，专题小组会议曾讨论 STEAM 教

育对发展智慧城市过程中的人力资本产生的影响。我们收

集到的反馈意见是，尽管政府有良好意愿来强化学生在科

技领域的知识基础，但学生把创意和创业精神应用在其它

科目的能力仍然相当有限。其中一个障碍是，老师并未具

备将创科应用在其它常规课程中的专业知识，亦没有把建

立创意文化视为其职责之一。学校亦在提升老师的能力，

以及丰富学生的学习经验方面欠缺承担。因此，虽然社会

一致支持 STEAM 教育，但在未来 10 年内能否培育出具备

相关技能的新一代参与数码经济，仍是未知数。 

4.7  智慧城市计划能否成功推行，高度依赖各行各业

在不同层面的共同合作，通过创新及实证研究来制订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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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香港在科研及开发方面较为薄弱，投入仅占本地生

产总值的 0.73%。究其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一度活跃的制

造业日渐式微，另一部分是因为缺乏可负担得起的空间及

设施以试行和展示创科发明。不过，香港邻近大湾区的其

它城市，为初创企业和技术整合提供了潜力，因为这些地

方的科研及开发成果可以互相借鉴。然而，语言仍是一个

阻碍因素；另外，不愿意大胆投身于新的邻近环境及工作

文化，加上缺乏辅导及指引等，亦是香港青年人选择发展

机会的障碍。 

4.8  整体而言，劳动力欠缺技能是在工作场所推动新

技术使用的最大障碍。新技术成功推行与否有赖于其能否

顺利通过实际运用中的反复测试。为了吸引外来资金，以

支持新的智慧技术，项目必须是切实可行的。若使用者没

有应用新技术的动力，那么相关的技术便没有进一步发展

的机会。一般使用者（特别是劳动力）必须愿意适应转变，

并提供意见以促使技术不断改进。 

4.9  在智慧城市发展中，劳动力应对技术挑战及以不

同方式做事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就这方面而言，职业训

练局向在职成年人提供职业及专业培训时所采用的“思考

与实践”并重的教学方针，既能培养学生对学习的热诚，

亦能向他们传授应对新技术时所需的技能和知识。职业训

练局的使命是在人力发展方面与雇主合作，因此具备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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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担当更积极主动的角色，帮助提升雇员的专业及技术

能力，以应对市场上的急速转变。 

4.10 尽管如此，鉴于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行 70 多

项措施，吸引及挽留更多创新科技专才已迫在眉睫，因此

香港推行了一项人才特快入境计划。我们相信，从香港以

外的地区引进专才，能够为香港带来难以从本地市场中获

得的知识和技能，但这只能是一项过渡措施。我们的长远

目标应该是透过全面的教育及特定技能的职业培训，提升

本地劳动力的技术能力。 

 

对初创企业的支持 

4.11 环顾全球，促进青年创业在许多地方的政策议程

中均占优先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解决青年失业问

题。20 世纪下半叶，香港的成功有赖于中小企业数目的不

断增加，这些中小企业具备从事各种形式的贸易与服务的

创意和勇气。现时，本港共有逾 33 万家中小企业，占全港

企业总数逾 98%，并占私营企业雇员约 45%。 34 尽管政府

承诺向初创企业提供财政支持，但仍然欠缺创业政策，以

在社会中创造一个具支持性的“创业生态系统”。海外的

研究报告指出，各国政府需要：(a)创造一个宽松的规管环

境；(b)提升创业教育，辅导及协助青年企业家建立人脉关
                                                           
34 https://www.tid.gov.hk/english/smes_industry/smes/smes_content.html  

https://www.tid.gov.hk/english/smes_industry/smes/smes_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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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c)确保有足够的人才供应；(d)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支持所有经济领域的可持续初创企业，而非倾斜于个别经

济界别的活动。 35 

4.12  就创新科技领域的年轻初创企业所面对的挑战而

言，我们收集到的意见是，他们难以从具有相关知识及经

验的机构获得辅导。尽管他们可能已成功向政府取得财政

支持，但在发展阶段仍需依赖指导和意见，而现时他们却

未能取得所需的协助。他们在产品的市场推广方面亦遇到

困难，因为即使开发产品的资金可能是来自政府，但政府

并未有制定任何政策，容许相关部门优先使用或测试其产

品。结果，他们须在其它地方寻找机会，而最终反而是这

些地方取得了新技术的特许经销权。此外，由于无力负担

测试和陈列场地的租金，加上人脉网络薄弱，新兴初创企

业难以在香港生存。 

 

有利的政治环境 

4.13 要推进智慧项目，私营机构的参与至关重要，这

是公认的事实。私营机构的参与可带来资本，从而减轻纳

税人的负担，亦可促使更广泛的概念和技术整合。然而，

香港过去 10 多年所采用的项目融资及采购方法欠缺多样性，

                                                           
35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english/1516rb04-challenges-of-

manpower-adjustment-in-hong-kong-20160607-e.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english/1516rb04-challenges-of-manpower-adjustment-in-hong-kong-20160607-e.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english/1516rb04-challenges-of-manpower-adjustment-in-hong-kong-20160607-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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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了私营机构的参与。这可能是因为政府对取得市民的

支持没有太大信心，尤其是以非传统方式向私营机构开放

新机会。从近期的几个案例可见，由于担心被指偏袒于某

些私营机构，政府较倾向自行承担智慧措施的全部成本。

因此，大部分智慧项目现时是以公帑融资，并采用以价格

为遴选基准的过时方法进行采购有关技术及服务。这些安

排不利于智慧城市发展，因为智慧项目要求高度创新和持

续的反复测试。若采购方法不容许反复试验，在作出修改

方面又欠缺弹性，新技术将难以发展及可用性甚低。 

4.14 阻碍政府在采购新技术方面更加积极主动的另一

个障碍是极度分化的政治环境。立法机关审批拨款有既定

程序，如果所需拨款金额庞大，而预期的成果并不完全清

晰的时候，流程会变得特别冗长。有鉴于此，2018 年 7 月

举行的立法会会议通过了有关加快智慧城市发展的议案，

清楚地表明，立法会议员对推行智慧城市政策已有共识。

这让政府及立法机关有机会在参考海外的经验后，探讨更

合适的融资及采购方案，并大胆开拓新领域，以取得更佳

的成果。 

4.15 一个愿意创造有利环境的政府，再加上给予大力

支持的立法机关，就是打开香港成为智慧城市的未来通道。

在制定路线图及排列各项措施的先后次序时，公众和利益

攸关方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部分城市在城市发展方面

较为落后，是因为很难解决新旧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利益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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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以及纳税人与使用者之间的成本分摊问题。香港现时

亦面临类似的情况，因为我们同样拥有存在已久的基础设

施，若把这些基础设施完全推倒重来，很多利益攸关方或

会受到动摇。例如，政府花了几年时间试图建立一个智能

运输系统，希望通过应用程序提供实时空置车位资讯，但

成效不大。我们的专题小组表示，利益攸关方并非不知道

该系统对驾驶者带来的裨益，但他们看不见这一系统对自

己的公司有何效益。若要推动固有的社会经济结构迈进新

时代，则需要更多深入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并须从最基层

的市民层面着手。 

 

公众及利益攸关方的参与 

4.16 从大部分成功的智慧城市发展案例可见，制定发

展计划的优先次序是由下而上的，而实践计划的工作则是

由上而下的。市民的参与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初始阶段。

大部分的成功案例，尤其是在欧洲的成功案例中，路线图

及优先次序均由市民订定，因为所有的费用、变革中所造

成的不便，以及失败的风险都将由他们承担。让市民及早

参与尤其重要，因为智慧项目与创新科技有关，并不容易

理解，因此有必要尽可能把智慧项目的预期成果量化，例

如可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可缩短的轮候时间等。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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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能够看到这些项目在 5 年、10 年、15 年，甚至更长时

间内为生活环境所带来的成效。 

4.17 香港拥有一个非常优良的机制听取民意：透过区

议会、倡议及利益团体、工会，以及政府行之有效的公众

咨询程序。立法机关本身亦设立了委员会制度，在审议政

策、立法或财务建议时，可通过举行公听会听取市民大众

和利益攸关方的意见。政府、政党及利益团体也时常进行

民意调查和政策研究，以审视公众对某项政策、法案及项

目的反应。换句话说，若市民的参与是制定路线图过程中

的重要一环，香港现有机制是能办到的。市民的参与必须

以最高的透明度进行，以便让市民知悉正在咨询的议题，

并适时而非事后发表意见。  

4.18 利益攸关方的参与是发展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

一如第 3.7 段所述，利益攸关方包括专家学者、计划参与者、

合作伙伴和社区领袖。当所有“利益分配”已确立一段时

间后，要改变旧有的基础尤其困难。例如，香港两家电力

公司均为非政府机构，按照各自与政府商定的利润管制计

划营运。根据这些计划，两家电力公司可按其固定资产价

值的预定百分比赚取利润。这两家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亦

须向股东负责。两家公司在相关计划下可赚取的利润如有

任何变动，必定会影响其股东。然而，两家公司亦须对全

体市民负责，而市民则希望这些电力公司的电力生产活动

受订明污染物排放标准等环保法律所规限，这些法律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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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作出修订，而两家电力公司亦须相应地遵照新订标准执

行其业务。当然，由此增加的营运成本可能会透过上调电

费来应付，但如因任何原因未能调高电费，而政府为了确

保稳定及安全供电，或须透过宽减税务或其它财政措施，

利用公帑吸纳这些已增加的营运成本。最后，各方须制定

一个令所有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包括探讨支出较少的方法，

以达到更可持续的成果。在此情况下，创新科技便能派上

用场。因此，能够令利益攸关方知悉其社会责任，并在智

慧城市潮流中担当合作伙伴角色尤为重要。而在安排上亦

应保留充足的弹性和空间，让各方制定策略和发展技术以

达到最佳效果。鉴于过程中或须进行磋商及作出妥协，各

利益攸关方之间的讨论可能不一定公开进行，这是市民必

须接受的。然而政府在开展这些非公开对话时，必须遵守

最高的道德标准，使讨论结果符合市民及各有关方面的最

佳利益。 

 

多层次的管治架构 

4.19 没有市民的支持及利益攸关方的合作，政府要推

行新措施并不容易，即使其用意是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

长远的改善。事实上，《蓝图》内不少措施已提上政府议

程多时，例如行人道的连通性、实时公共运输资讯系统、

网上申请系统开发、电子医疗等，但至今所达到的成效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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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相当有限。常见的现象是，当一个项目涉及超过一个政

策局或部门时，便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商定职责分配、资源

分配、推行时间表等事宜。因此，咨询报告建议设立一个

由高层领导的由上而下的管治架构、一个中央协调机制和

一个在政府内的执行机构，这样便可效仿其它最成功的智

慧城市，在多范畴及跨部门事宜上，加强内部协调和与利

益攸关方的合作。 

4.20    现任行政长官在 2017 年发布的首份《施政报告》

中宣布，她会亲自主持一个高层次、跨部门的督导委员会，

审核及督导创新科技发展方面的措施及智慧城市项目。几

乎所有政策局局长都已成为该委员会的成员，以确定未来

方向和汇报进度，令跨部门问题得以即时解决。我们专题

小组的反馈意见是，在不同的政策局局长辖下，部门中级

别较低的人员可能仍然协调不足，因而会引起混乱和延误。

创新科技局辖下的智慧城市办公室，及政府资讯科技总监

办公室辖下的发展小组所能扮演的角色非常有限，因为智

慧项目不但涉及创新科技，亦涉及城市管理的宏观概念。

按照政府传统的金字塔型管理架构，沟通渠道漫长、有欠

灵活，而项目官员往往需要经过一个官僚制度以取得其所

属政策局局长批准，方才能进行具体工作。就智慧城市项

目而言，督导委员会可考虑采用较现代化的项目小组方法，

成立跨部门项目小组，向有关项目的政策局局长直接负责。

小组的组成应以所需技能及知识为基础，而不是按职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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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外部专家可获增选为小组成员，以提供政府内部欠缺

的技能及知识。 

 

公务员能力 

4.21  按照由上而下推行智慧城市计划的方法，公务员

在督导项目落实方面所担当的角色举足轻重。我们留意到，

即使公务员明白有改变的需要，仍普遍有所抗拒。然而，

智慧城市发展需要高度适应性和整合，若控制系统的人员

拒绝合作，根本便无法成功。公务员较不愿接受改变是可

以理解的，因为他们须对市民负责，其个人表现亦会按照

程序和部门承诺受到审查及监察。随着智慧城市潮流的出

现，公务员制度也必须进行改革，令新的理念及思维方式

渗透到各级公务员的日常工作中，让前线人员作好准备，

甚至主动提出改变，以改善市民的生活质量。 

4.22  公务员文化改革在香港并非新事物。早在 70 年

代末及 80 年代初，政府就大力推行公务员改革，各级公务

员当时首次接触到新的管治概念，以推动组织架构和人力

资源管理的改革。1989 年，政府推行公共服务改革，引进

一 系 列 财 政 工 具 ， 使 政 府 部 门 更 具 问 责 性 和 成 本 效 益 。

1999 年，政府推行了另一个公务员管理改革，以创建一个

公开、具灵活性、公平公正和结构严谨的公务员结构，建

立积极主动、具问责性及负责任的文化，以应对步入 21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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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外部环境急剧转变所带来的挑战。因此，是政府的政策

使公务员在应对转变方面的有效性得到持续提升，而现在

是时候进行另一次检讨了。 

4.23  一直以来，大家都有一个错觉，就是以为智慧城

市所包涵的全是技术事宜。事实上，智慧城市关乎可持续

发展及生活质量，并须加以整合和应用。因此，促使所有

熟悉此课题的人参与制定一个可更持续发展和寻求环保的

解决方案，为社区带来长远裨益，是至为重要的。目前迫

切需要做的是为各级公务员提供合适的员工培训，令他们

具备正确的思维面对转变。同时亦应为那些积极参与项目

规划及推行的人员设计特定课程。重要的是，公务员团队

内部应拥有专业技能和知识，不应完全依赖外聘顾问来领

导变革。没有专业技能和知识，政府将难以在发展过程中，

更严谨地管理项目和挑选合适的合作伙伴。 

 

采购程序 

4.24  欧盟的经验表明，更完善的创科采购程序是必须

的。这亦是香港须考虑的问题。业界很高兴得知政府有意

修改采购程序，并渴望见到各项建议的创科元素得到更大

的认可。各界亦普遍支持对已从政府获得资金开发新技术

的初创企业给予特别关注，这种安排已在新加坡等成功的

智慧城市得到采用。我们注意到，欧盟就采购提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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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是，基于实际理由，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变

化，从而需要改变条件及开发新技术，因此必须制订适当

的技术标准，并避免聘用单一供应商及受困于无法演变的

解决方案中。欧盟建议把新技术的认证标准整合于采购规

则中，以确保在项目之间应用协调一致的标准。这在多大

程度上适用于香港，还有待详细研究。然而，若这是其它

地方的趋势，香港便须确保不会落后于人，并确保本港开

发及认证的新技术在国际认可系统下仍然获得正式认可。 

4.25  在设计采购程序时，我们认为欧盟建议的两阶段

流程值得考虑。这个流程可让超过一名潜在投标者进行小

规模的可行性研究，借此找出及测试最可行的解决方案。

此流程亦能鼓励竞争，让较小规模但具有创意及技能的企

业参与采购活动。 

 

政策及法律框架 

4.26  在《蓝图》中，影响智慧经济增长的挑战之一是

阻碍创新科技发展的已经过时的法律与法规。以“智慧生

活”下的措施为例，现行的法律并不支持生物科技、人工

智能、金融科技等范畴的发展，而事实上，这些正是香港

的优势。我们其中一个专题小组在听取某获奖数码配药工

具的经历时，得悉此工具因一些潜在法律问题未获厘清，

及没有相关政府部门愿意处理该事宜，因而无法广泛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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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院舍。目前也没有为适应新科技发展而检讨现行法律

的时间表。部分政府部门保守及被动的态度，对企业家运

用其技术知识和专业技能改善市民生活质量的意愿，构成

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鉴于智慧城市发展已经是政府的一项

政策，而发展必须要有法律框架的支持，因此，现在是时

候考虑采用中央统筹的方法，研究我们的法律体制中须予

改变及更新的范畴了。 

4.27  在讨论智慧城市推行的障碍时，最具争议的部分

是 备 受 关 注 的 侵 犯 个 人 隐 私 问 题 。 在 香 港 ， 《 个 人 资 料

（隐私）条例》（第 486 章）保障个人有关个人资料的隐

私权。在搜集及处理个人资料时，资料使用者应遵从法律

所包含的六项原则来保护个人资料，这些原则包括合法性、

有否取得同意、目的性、必要性、准确性和透明度。智慧

措施要切实可行，便需要充足的数据，可就政府及企业通

过物联网（IoT）装置收集的大量资讯中所发现的城市模式

和需求，进行更科学化的分析，以采取适当的策略行动及

作出企业决策。因此，大数据有助分析有关城市管理的课

题，如废物管理、食水管理、运输、安全等。当数据通过

互联网、无线连结及其它通讯媒体等物联网装置进行搜集

及过滤时，便会引起疑问，即个别市民所提供的数据有多

少可供政府及企业使用，以及他们的隐私权能在多大程度

上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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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对隐私问题的关注在其它非常重视资料保障的地

区也很普遍。咨询报告曾就相关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报

告确认，通过物联网、大数据、公开数据及其它形式的智

慧城市技术整合的平台，确实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搜集及处

理其大量个人活动数据的风险。报告亦确认，隐私政策也

不能因此而否定了智慧城市的科技能力，故此必须取得恰

当的平衡，既要尽量增加智慧城市的裨益，亦要保障个人

的隐私权。鉴于世界各地的科技发展，不同的司法管辖区

已开始实行各自的做法以应付需求，当中主要是遵从 EPIC

所建议的“贯彻隐私的设计”（PbD）框架所定的原则，

以加强香港在其隐私法例中采纳的现有隐私原则。“贯彻

隐私的设计”框架旨在向数据控制者阐明，如何就新资讯

及通讯科技技术处理个人资料，并确保实施有效的隐私保

障程序。特殊措施亦包括在新项目推行时确定及排除隐私

风险的“隐私影响评估”、征求同意的额外规定，以及在

数据搜集过程中的去识别化。澳大利亚曾就一些无法达成

共识的个人资料性质进行广泛的公众咨询，并对有关法律

作出相应的修订。为了鼓励私营企业分享数据，政府及公

营机构应带头分享，让私营企业对相关风险有更清晰的了

解，并认识到分享数据的好处。我们相信，此举对香港同

样适用。人们应该全面了解数据如何应用及整合于日常生

活，如何带来改善，然后市民和企业才能作妥善准备寻找

解决方案，以释除对隐私风险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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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保障消费者权益是备受大众消费者关注的另一领

域。制订二维码（QR code）的支付标准就是一个例子。

虽然香港金融管理局已连同金融界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

制订统一的二维码支付标准，但各界普遍关注到佣金费用

会令营运商难以经营业务，除非有关费用由消费者承担。

整体而言，现行的金融制度并不支持金融科技的发展，进

而阻碍了电子商务的发展。 

 

与毗邻城市的合作 

4.30 香港在土地使用方面大受局限，而位处珠江三角

洲边缘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大湾区的一个重要部分。很多

城市发展挑战是大湾区内城市所共有的，而部分城市已发

展成为智慧城市，例如深圳和广州。鉴于高铁启用后，往

来大湾区各城市的交通将会更加便利快捷，香港市民的生

活及活动领域必然会延伸至香港以外。正如第 2.13 段所述，

香港可借着与这些毗邻城市的距离相近及互联互通，应对

部分主要挑战，例如人口老龄化、土地短缺导致的生活和

工作质量下降问题、新科技试验场地不足等。另一方面，

香港在环境保护、数据管理、质量保证及监控、企业道德

标准、融资及采购程序、法律及纠纷调解服务等方面的经

验，都是对国内智慧城市发展大有帮助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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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环顾全球，现有的一个趋势是同一地区内的智慧

城市携手合作，解决共同面对的城市发展挑战，以及应对

共同的需求。虽然各个智慧城市都订定了各自的优先次序，

亦拥有自身特色和工作程序，但必定存在合作空间，可造

益整个地区的市民。 

 

表现评估 

4.32  智慧城市发展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量化成效

和计量表现的方法。部分智慧城市未能将搜集所得的数据

充分应用于评估和研究中，香港应以此为鉴。香港所选用

的搜集及分析数据的方法应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开发的一套

新的智慧城市表现指标（ISO 37122）一致，让香港的表

现可与其它城市作公平的比较。透过这些指标，香港可以

客观评估发展的各个方面，评估结果将展示其优势及独特

性，以及须予注意的有待改善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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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政策建议 

 

5.1  智慧城市发展是全球性趋势。智慧城市发展亦是

国家政策，很多城市（包括大湾区各城市）在基础设施方

面 快 速 发 展 ， 为 随 后 的 融 合 发 展 阶 段 打 下 基 础 。 香 港 自

1998 年起已开始为数码基础建设作大量投资，到 2018 年

年底，已配备的对外电讯设施总容量将达 200 Tbps。坐拥

如此庞大的容量，香港必须制定全面的战略，以善用其基

础设施及人才，保持其作为宜居及理想工作城市的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亦向世界展示自身在全球智慧城

市发展中充当引领者而非追随者的素质的潜力。 

5.2  智慧城市发展需要市民及利益攸关方的支持、政

府的强健领导、让私营机构参与的公开公平及充满活力的

市场，以及支持年轻人及年长者学习和发挥创意的环境。

要成功推行智慧城市发展，除了制定几个开发计划外，亦

需要总体性战略、融为一体的路线图、协调良好的行动计

划。在本章，我们会就三个战略方针提出建议，以应对第

四章所提及的障碍和挑战： 

(a) 高瞻远瞩：配合香港未来提升经济地位及克服挑

战的政策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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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打好基础：加强香港的内部实力，包括整合社区

支持，以期向前迈进； 

(c) 对外扩展：加强与其它城市的政府及世界级智慧

项目专家的合作，以应对共同的问题及达到更佳

的成效。 

 

战略规划 

5.3  智慧城市发展旨在为优质生活、工作及长远发展

提供可持续和有利的环境，而直接受惠的是市民。这是一

种城市管理模式，协助城市政府应对城市发展挑战，因此

不能忽视其它发展战略而独立地自行规划及推行。讽刺的

是，发展智慧城市的目的是令市民能够留在城市安居乐业，

但在香港，基于种种原因，香港居民（尤其是年轻一代）

需要到毗邻地区寻找机会，生活、工作及建立家庭。虽然

年轻人在其它地区较易找到工作和住房，但这可能与减轻

香港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整体概念背道而驰，而人口老龄化

问题是最常见但却又难以应对的城市发展挑战之一。然而，

这不代表两者是互不相容的。政府的政策方针便应该是在

本港建立强健的基础，无论市民在哪里居住和工作，都能

为他们提供最佳的支持，但同时亦将经济利益保留在香港，

以确保有足够资金维持这一个基地。换句话说，香港应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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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其始终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以及创新科技发源地。为了

配合此发展，我们建议： 

(a) 政府应为香港制定长远的战略规划，不单是为了

在创新科技及其它成就上与其它城市竞争，亦为

了因应香港本身的社会及经济特色和其独特的政

治环境，应对市民的长远需求。 

(b) 智慧城市战略应是香港长远战略规划的一部分，

亦应覆盖全面，以便协调各个领域的发展计划，

及连贯地整合推行。同时亦考虑到资讯及通讯科

技的发展阶段、是否有合适的法律体系以支持新

技术的发展与增长，以及利益攸关方能否把新技

术整合及应用于其系统及业务当中。该战略亦应

包括一套机制，以确保政府不同系统技术的兼容

性，并有足够弹性与私营机构所使用的系统进行

整合。 

(c) 督导委员会现时的角色较着重于创新科技发展，

这只是推行智慧城市计划所需的部分工具而已。

虽然现时推行创新科技措施的动力不能放缓，但

督导委员会仍有空间就制定香港智慧城市发展的

整体战略开展讨论，并让所有政策局局长及其它

关注人士参与讨论。  

(d) 政府应增强自身专业知识，更好诠释有关资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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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科技的国际标准和智慧城市要求，以便管理

采购及合伙文件的编备工作，而无须完全依赖顾

问。鉴于智慧城市发展对香港是一种新事物，政

府应带头在符合国际标准及合规事宜上，以及在

合约编备及采购系统方面，向公私营机构提供培

训和咨询。因此，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辖下

应设立一个专责机构，向政府部门和私营机构提

供技术协助，以确保标准的一致性。 

(e)  除了发展与 ISO 37122 的指标一致的数据收集

和分析方法也有其它认证机构就评估城市在不同

方面的表现编制了相应指数，政府不应忽略权威

机构在城市表现多重评估指数中新增的指标，并

应确保所运用的方法可灵活变通、易于使用，足

以应对这些评估指标的变化。 

 

发展内部实力 

5.4  就智慧城市发展而言，内部实力是指市民对变革

的支持及准备程度、足够的人力资源及资金、足够的技术

和专业服务供应商、组织结构及流程的有效性、利益攸关

方紧跟总体趋势的意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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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及利益攸关方的参与 

5.5  对大部分市民来说，智慧城市的概念仍然很新。

他们或未能了解到其对生活质量所带来的价值，特别是如

果需要投放大量资金才能实现自然及社会环境的长远可持

续发展。为了取得市民的支持，必须让公众参与。公众参

与不是公共关系活动，而是持续与市民进行对话的过程。

为了确保智慧城市发展在财政上的可持续性，市民应有机

会表明他们优先考虑及关心的事项。在这方面，我们建议：  

(a) 政府内部应成立一个由督导委员会监管的工作小

组，以发动及监察智慧城市发展的公众参与。工

作小组成员应来自有机会参与各个智慧项目的不

同部门。民政事务局及政府新闻处应担当更积极

的角色，以协助加强市民的理解，包括筹办活动，

让市民能够了解到拥有更有效率的服务和可持续

发展的环境对下一代的价值。此安排既要确保有

由上而下的稳健领导，亦要有由下而上的广泛参

与。 

(b) 向家长及学校进行更广泛的宣传，更有效利用现

有的科技展示中心。通过以说故事的形式丰富展

示内容，这些场地可作为一个优良媒介，向市民

大众介绍智慧城市的概念。 

(c) 今天一小步，明天一大步。不管成就有多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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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向市民发布，让他们能对智慧城市有更清晰的

概念，同时亦应向市民解释以释除有关侵犯个人

隐私及保障企业敏感资料的疑虑。应借助政府通

告推广智慧城市概念。 

5.6  利益攸关方是拥有权益的各方。他们在变革进程

中是合作伙伴，亦应在发展初期参与其中。我们建议： 

(a) 政府及利益团体应举办有关智慧城市发展的讲习

会及研讨会，继续增强利益攸关方对此的认知和

鼓励多作讨论。政府应透过提供场地、邀请海外

专家等方式支持这些活动，让更多此类性质的活

动得以举行，同时亦应鼓励公务员参与了解利益

攸关方的忧虑。 

(b) 政府应积极乐观与利益攸关方进行对话，并作好

准备以开放态度解决分歧。 

发展人力资本  

5.7  在发展雄厚的人力资本以支持智慧城市发展时，

我们既会着眼现实，亦会瞻望未来。目前，并未看到有任

何刻意的安排去装备现有的劳动力应对未来挑战。鉴于现

时资讯及通讯科技人才短缺，并预计这一情况短期内难以

改善，因此可采取过渡措施，从其它地方输入拥有所需技

能及经验的人士，在若干程度上缓解市场需求。长远的解

决方法是增强香港本身的劳动力。我们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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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特别针对智慧城市概念，向学校校长及老师提

供更系统的培训。亦应为普通教师提供培训和教

材，及安排他们向 STEM/STEAM 课程的核心

老师寻求意见及指引。STEM/STEAM 的教师应

接受更有系统的教学及辅导，让他们能成为其他

老师的导师，指导其他老师如何在常规课程中实

现创新并转化为有趣的活动，以加强学生的学习

体验。应为老师提供附设图解、范例及个案研究

的教学指南和材料，让他们在开始制作自己的教

材之前尽快掌握有关的概念。 

(b) 香港在研发方面较为薄弱。其中一个原因是，香

港学生对科研及开发的理论和实践了解不太深入，

因此应向中学及大学教师提供合适的培训，这样

老师能更有信心地为学生组织研究项目，并鼓励

学生从小开始参与科研工作和比赛。 

(c) 为鼓励青年人在大湾区探索机遇，在内地及海外

市场推广他们的创新产品，应在日常课程中为学

生提供更多应用普通话及英语的机会。 

(d) 同时亦应关注一些在学校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

因为他们日后将会成为劳动人口的主力。职业训

练局可担当更积极的角色，提升离校生在资讯及

通讯科技方面的应用实力，并向在职成年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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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教育。应为职业训练局、大学和其它类似的

机构提供特别资助，使其可为所有在职成年人筹

办与智慧城市和一般资讯及通讯科技技能相关的

专项课程。 

融资及采购  

5.8  智慧城市发展费用高昂。智慧城市战略计划（如

有的话）应能大致上阐述对政府带来的财政压力。在发展

初期，为得到市民的支持，政府会倾向运用公帑推动项目。

这种“完全由政府提供资金”的融资方法不利于持续发展，

故须探讨其它融资安排。香港政府在公私营协作方面不乏

经验，可采纳拥有、设计、建造及营运的不同合作模式。

然而，一如第 4.10 至第 4.12 段所解释，香港的政治环境

为公私营协作的发展带来困难。就智慧城市项目而言，公

私营协作是唯一的成功之道。我们建议： 

(a) 政府与立法会应共同研究智慧城市项目的融资模

式。立法会相关事务委员会可展开讨论，邀请创

新科技及其它界别的从业人员（包括海外专家）

就其经验提供有关的资讯。政府及立法会应致力

于制定战略及采购程序，以提供一个公平及具灵

活性的安排，吸引私营机构参与，使技术得到更

大的发展空间。 

(b) 就初创企业而言，新技术发展应有充足的资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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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支持，以供测试、展示及市场推广之用。拥

有所需知识及经验的本地大学或其它机构应通过

合作为初创企业提供技术辅导及指引。 

(c) 为解决因欠缺人脉网络而难以在海外及内地市场

推广创意产品市场的问题，香港贸易发展局和香

港经济贸易办事处应探讨以 70 年代及 80 年代协

助中小企业在海外市场推广其产品的相同方法，

向初创企业提供协助。 

(d) 应考虑现时在其它发展较成熟的智慧城市所采用

的两阶段采购方法，用作采购创新科技。在决定

最佳的解决方案前，此方法可让更多技术于首阶

段进行测试。这意味着最小规模的企业及初创企

业会有更多机会去展示和测试其新产品，从而提

升竞争力及创新能力。 

组织结构及文化 

5.9  推行实践是战略规划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建立一

个稳健的管理架构以确保项目顺利推行，与在制定发展计

划和确定路线图的过程中发挥强大的领导作用一样重要。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多层次的架构来督导不同层次的项目管

理及推行工作。我们建议： 

(a) 督导委员会应检讨其角色，并考虑是否扩大职责

范围，不单涵盖创新科技发展，也包括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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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规划。若认为智慧城市发展的协调工作应由

另一机构负责，则应注意智慧城市发展是相当复

杂的，牵涉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这新机构至少应

有一位属行政长官或政务司司长等级的官员负责

领导。 

(b) 应采纳设立跨部门项目小组的方法，监督每个项

目的推行情况。小组成员应获授权做出决定，而

无须事事都向辖属司局负责人报批。项目小组应

与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辖下的技术小组保持

紧密联系，如在过程中发现技术上有任何不良做

法或不协调，可转告技术小组，以便制定标准化

的最佳范例，让各项目小组留意及效仿。这些标

准化的最佳范例日后可纳入合约之内。 

(c) 应为负责管理合约的专业人士提供更多有关项目

管理的全面培训。当聘用顾问监督项目时，这些

顾问亦应接受相关的培训，以作为工作启动前短

训的一部分，同时应在监察及审查承办商的表现

时采用相同的标准。 

(d) 各级公务员应接受统一培训，以了解智慧城市的

概念和通讯科技知识，让他们能以正确的思维和

相应的能力带领政府进行变革和与利益攸关方并

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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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对外合作 

5.10 长远来看，香港与亚洲区的毗邻城市将需要遵从

国际标准，以控制环境破坏和应对共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香港应与世界其它地区的智慧城市发展并驾齐驱，并且制

定战略，应对毗邻城市共同面对的挑战。随着越来越多内

地学生来港升学，香港与内地城市的学生有机会一起学习，

日后或有一天会携手解决这些共同面对的问题。现在正是

一个让内地学生更深入探讨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恰当时机，

而内地当局亦可向香港学生及初创企业提供设施，以便其

在内地城市的市场上推广产品。我们建议： 

(a) 香港的高等教育学院应开办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培

训计划和课程，以增加学生对智慧城市发展及其

它可持续发展课题的知识，亦应加强与内地大学

的合作，进行实地考察、科研开发及其它交流活

动，借此提升学生的学习质量。 

(b) 香港与内地的专业人士应成立联合工作小组，监

察技术的发展，提升两地之间的系统整合，并分

享采购程序的资讯，以确保符合国际标准。如可

行的话，应邀请世界级智慧项目顾问专家参与讨

论，向两地专业人士提供有关全球趋势的最新消

息。 

(c) 两地亦应共同努力研究一些可能因两地系统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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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分享数据而引起的问题。在其它地方，不同的

城市在不同的司法管辖权及法律体制下也能携手

合作，这方面的经验应对香港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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