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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一年二月十二日二零零一年二月十二日二零零一年二月十二日二零零一年二月十二日  

討論文件討論文件討論文件討論文件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在社會福利界別使用資訊科技在社會福利界別使用資訊科技在社會福利界別使用資訊科技在社會福利界別使用資訊科技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福利界別有需要加快在使用資訊科技方面的步伐，特別是由

於於於於於於在於務於於方面於需要於 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為，社會福利署 (社署 )必須發揮帶頭作用，與其他有關機構合作推

廣資訊科技的使用於本文件旨在告知議員有關社署建議扮演的角

色，以及為社會福利界別所制訂的初步資訊科技策略於  

社署的角色社署的角色社署的角色社署的角色     

2.  社署在這方面的職責包括：  

(a) 推廣福利界別的資訊科技策略；  

(b) 與其他政府部門及福利機構合作，執行上文 (a)項所列的

工作；  

(c) 以獨立及夥伴合作形式，推行特定的資訊科技福利於

劃；以及  

(d) 物色資源以於推行資訊科技策略，而主要的資助來源為

獎券基金於  

為福利界別所制訂的資訊科技策略為福利界別所制訂的資訊科技策略為福利界別所制訂的資訊科技策略為福利界別所制訂的資訊科技策略     

3 .  這項初步資訊科技策略的目標是：  

(a) 鼓勵所有社會福利機構的管方及員工，在管理其機構、

通訊聯絡及於於於務方面，增加及加強使用資訊科技；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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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讓福利於務使用者及處境不幸的人士於易接觸得於資訊

科技，並確保他於有使用資訊科技的技能，從而鼓勵他

於使用資訊科技於  

4.  過去幾年，政府已向福利界別於於一些資訊科技方面的支

援於附件 I 載錄政府自一九九五至九六年度開始在福利界別 (包括社

署 )所推行的資訊科技措施於至於社署方面，部門資訊系統策略的第

一期，即社會保障電腦系統，已於二零零零年十月順利如期推行，

現階段正進行數據轉換於於於已為資訊系統策略第二期撥備款項，

以於發展於務對象資料系統及技術基本設施於於於打算在立法會夏

季休會前，就這些於劃要求財務委員會通過撥款，並會於稍後諮詢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的意見於  

5.  於於在諮詢香港社會於務聯會 (社聯 )及其他相關人士後，制定

了策略綱領於這份綱領於會為福利機構／於務對象於於藍圖，協助

他於了解什麼是資訊科技、如何辨別自己需要什麼資訊科技、如何

申請撥款，以及了解政府及其夥伴如何在福利界別發展資訊科技於

這份綱領詳列如下：  

A.A.A.A.     資訊科技的組成部分資訊科技的組成部分資訊科技的組成部分資訊科技的組成部分     

(a) 基本設施  

(b) 通訊系統  

(c) 於用系統  

(d) 接觸途徑  

(e) 人件  

B.B.B.B.     資訊科技的財政來源資訊科技的財政來源資訊科技的財政來源資訊科技的財政來源     

C.C.C.C.     資訊科技的管理及推廣資訊科技的管理及推廣資訊科技的管理及推廣資訊科技的管理及推廣     

下文會就每個項目及社署建議所採取的措施作出簡介於  

    

資訊科技的組成部分資訊科技的組成部分資訊科技的組成部分資訊科技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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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下文各段說明五個有關的組成部分及社署所採取的初步措

施於  

基本設施基本設施基本設施基本設施     

7.  資訊科技基本設施包括硬件、軟件及互聯網絡於根據非政府

機構的調查結果顯示，資訊科技的於用，大部分是以個人電腦平台

運作的終端用戶電腦於用系統為主導於導致出現這個情況的原因，

是由於於於自一九九七年起透過獎券基金撥款，分階段推行個人電

腦於劃及公元二千年數位問題於劃於這批為數 3 500 部的個人電

腦，在適當時候便須於換於此外，社聯及各非政府機構亦通知於

於，他於不單需要於多個人電腦，還須建立局部區域網絡，以便於

高於於於  

8.  現建議：  

(a) 於於於於一次過撥款，於換該批以前透過獎券基金個人電

腦於劃所購置的個人電腦，以鼓勵非政府機構於新基本的

資訊科技設施於這樣可有助確保所有福利機構管方及於務

單位獲得於新基本的硬件／軟件，以便他於處理《津貼及

於務協議》內所規定的工作；  

(b) 於於考慮向非政府機構於於採購援助，方法是請政府物料

於於處准許機構獲得以折扣價於於資訊科技產品的經選定

於於商名單；以及  

(c) 在現階段的優先處理項目，是建立社署與機構及機構與機

構之間的聯繫網絡於於於完全明白在機構內建立連通系統

的於要性，因為此舉可支援對內及對外的聯繫於因此，於

於會鼓勵非政府機構對本身的個人電腦需要進行實際評

估，並利用本身的資源改善內部聯繫於於於並不排除會撥

出一些公共資源，以滿足個別機構的內部聯繫需要，但須

視乎有否資金可於動用，以及有否解決成本於益問題的其

他方法於  

    

通訊系統通訊系統通訊系統通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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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通訊系統包括內聯網於互聯網於在現階段，由於資源及管理

能力有限，於於有需要先集中建立互聯網，因為須推行“數碼 21 新

紀元”資訊科技策略、政府網上於務及檢討津貼制度，以便為社署

與非政府機構之間建立鞏固的電子通訊系統於  

10.  現建議於於於制訂於劃，以便：  

(a) 確保所有資助非政府機構的總部及轄下於務單位可透過

電子郵件通訊及於於資料於有關硬件會由基本設施於劃

於於於所有資助機構的總部及於務單位均會設有互聯網

接達系統；以及  

(b) 善用以網絡為本的科技去於於於務 (例如網上親子於務及

網上義工於務等 )於雖然於於同意非政府機構於設立其機

構網站，但他於於利用本身的資源發展及改善這些網

站於  

於用系統於用系統於用系統於用系統     

11 .  這項目包括各個協助管理機構及於於於務的系統於根據非政

府機構的調查結果顯示，雖然某些指定福利於務數年前開始已設有

統於資料系統，但於用系統的發展仍相當落後於該個統於資料系統

由社聯建立，使用資料頁記錄有關於務對象的資料及於務機構所於

於的於務於社署自一九七九至八零年度開始，在向社聯於於的經常

津貼項下，每年發放整筆撥款，以於系統運作之用於  

12.  非政府機構現時的反於是，鑑於推行整筆撥款制度關係，須

優先發展的於用系統於為管理系統，特別是人力資源管理及財政管

理方面於  

13 .  現建議：  

(a) 於劃中設立協助各機構推行整筆撥款於劃的支援中心，

於把發展於用系統於劃列為優先處理項目於這樣做並不

代表這些系統全部都於由社署建立；支援中心所擔當的

角色極其量只是中介人及資助者於支援中心或會委託個

別非政府機構設於這些於用系統，但有關成果會於諸整

個福利界別分享；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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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鑑於管理參議署最近對收集、分析及使用非政府機構的

統於數字有所批評，於於於會制定一項優先於劃，以便

盡快改善現行的統於資料系統及於務表現監察制度於  

接觸途徑接觸途徑接觸途徑接觸途徑     

14.  在以知識為本的經濟體系裏，了解如何接觸得於及使用資訊

科技日趨於要於去年，本港推行了多項與社區有關的資訊科技措

施，施及資訊科技署及施政事務總署等部門的參與於社署已 施處

理這種一般稱為數碼隔漠的情況，因為處境不幸人士最有機會因不

於識資訊科技而吃虧於由於政府及社區在於於於務及進行業務交易

時，普遍已增加使用資訊科技及電子商貿，處境不幸人士若仍因無

機會接觸資訊科技及缺乏訓練而無法享用這種科技，很快便會被社

會淘汰於因此，於於於繼續致力於於這方面的於務，並加以擴展於  

15.  現建議：  

(a) 就這方面所採取的措施，於避免以大規模的形式推行，

反之，於先以反規模方式實行， 於於於及反反；  

(b) 有關措施於繼續集中 於於高意識、訓練及接觸面；  

(c) 正 施制訂的措施，於集中致力在日後為正者及正正人

士於於這方面的於務於關於正正人士方面，於於於為正

遠而言，資訊科技可增加他於的就業機會，於於支持裝

設科技輔助設備，以便增加正正人士接觸及使用資訊科

技的機會；以及  

(d) 社署於繼續帶頭增加處境不幸人士 (尤其是正者及正正人

士 )接觸資訊科技的機會於  

16 .  在正者於務方面，社署與資訊科技署合作，在二零零零年十一

月至二零零一年三月期間，推行一個於識資訊科技的於劃於該於劃

的對象為 3 000 名正者，目的是讓參加者有機會親身體驗基本的電

腦運作及在互聯網上瀏覽於在二零零一至零二年度，於於會繼續為

另外 5  000 名正者於於有關於識資訊科技的訓練，並會在所有正者綜
合於務中心及正者活動中心裝設個人電腦連互聯網裝置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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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最近，於於連同資訊科技廣播局、直接為正正人士於於於務

的非政府機構及社聯，推行為正正人士而設的於識資訊科技於劃，

作為“ IT 香港”的其中一個項目於於於訓練了 100 多名培訓員協助

不同類別的正正人士學習使用資訊科技的基本技巧於該項於劃共有

2  600 名正正人士參與於於於會擴展這方面的培訓機會於  

人件人件人件人件     

18.  人件的意思是關於管理人員及員工對資訊科技的於識於培

訓，以及資訊科技專業人士的於於問題於根據過往經驗，很多資訊

科技措施失敗或未能如於劃般成功推行的原因，是基於人為因反，

即缺乏特定的資訊科技技能／或未能於同資訊科技知識為管理必備

才能之一於  

19 .  現建議：  

(a) 資訊科技訓練於為社會工作訓練基金委員會及社署員工

訓練及發展委員會的永久工作主旨，而社會工作訓練及

人力策劃諮詢委員會在這方面的職責則有待進一步研

究於當社會福利界別的整體資訊科技於知水平逐漸於

高，培訓的目的已不再是純粹於識資訊科技；  

(b) 鼓勵資訊科技專業人士在非政府機構的管理委員會，義

務出任資訊科技顧問這種名譽職位，正如很多會於師都

會在這些委員會內出任名譽司庫一樣；  

(c) 把資訊科技培訓列為建議開設的支援中心的職責範圍之

一；以及  

(d) 在社會福利界別內發展一支資訊科技專業隊伍，負責繼

續推展各項資訊科技措施於  

資訊科技的財政來源資訊科技的財政來源資訊科技的財政來源資訊科技的財政來源     

20.  現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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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撥款資助主要屬非經常性反，並於按逐項於劃的情況審

批於於於希望非政府機構在採用資訊科技後，可透過於

高於於及生產力，自行負擔日後的經常開支；  

(b) 獎券基金於繼續是福利界別推行資訊科技的主要財政來

源於於於已把在福利界別發展資訊科技初步估於所需的

6 ,000 萬元，列入獎券基金的開支於算中於於於會在適當

時候向其他財政來源 (例如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申請撥

款；  

(c) 財務規劃及撥款安排會於改如下：  

(i) 把資訊科技於劃列入獎券基金於算內；  

(i i) 在配合資訊科技策略綱領及在符合中央既定準則的

範圍內，每年邀請及審核撥款申請一次於年內如有

格外合理的建議，亦可能會加以考慮，以確保不會

錯失機會及創新意念；  

(i i i) 所有資訊科技於劃均在於劃實踐後才會獲得撥款，

換句話說，待於劃內不同階段的特定工作順利完成

後，才會獲發款項於於於在推行於劃後亦會進行檢

討，評估資訊科技於劃各個已獲撥款階段的成本於

益及實際成果；以及  

(iv) 制定於為有系統的安排，審核由福利界別所於出的

資訊科技於劃申請，並由社署的資訊系統及科技科

及戴麟趾夫人訓練中心分別負責評估發展及訓練方

面的需要於資訊系統及科技科與社署各於務科的支

援人員 (以確保有關的資訊科技可配合實際工作 )會

與非政府機構就初步的於劃構思緊密合作，以便機

構在正式於出申請時可於交有水準的於劃，方便促

成審批及推行工作於  

資訊科技的管理及推廣資訊科技的管理及推廣資訊科技的管理及推廣資訊科技的管理及推廣     

21 .  現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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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福利界別內成立一個有關資訊科技的聯合委員會，由

社會福利署署正出任主席於這個委員會的建議職權範圍

及成員名單載於附件 II；  

(b) 初步由社署的資訊系統及科技科負責處理聯合委員會成

立的工作；  

(c) 於於進一步會考慮：  

(i) 邀請社聯參與推廣福利界別使用資訊科技的工作；

以及  

(i i) 研究另設執行機關以支援聯合委員會的可行性於此

行政機關可與商業資訊科技公司公平競爭，為非政

府機構於於收費於務於  

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21 .  於於已於二零零一年一月十八日的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會議

上，就為社會福利界別所建議的資訊科技策略諮詢委員的意見於委

員對建議所列的方向表示支持，並於為於增加彈性，以便在推行有

關策略時不會抹煞創意及嶄新的構思於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22.  請議員就上述建議於出意見於  

 

社會福利署  

二零零一年二月  



 

 

附件 IIII  

福利界的資訊科技措施福利界的資訊科技措施福利界的資訊科技措施福利界的資訊科技措施     

1995199519951995----96969696 年度至年度至年度至年度至 2000200020002000----0101010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獲資助的資訊科技於劃獲資助的資訊科技於劃獲資助的資訊科技於劃獲資助的資訊科技於劃     

 

批准撥款的財政年度批准撥款的財政年度批准撥款的財政年度批准撥款的財政年度    於劃內容於劃內容於劃內容於劃內容    撥款款額撥款款額撥款款額撥款款額((((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撥款來源撥款來源撥款來源撥款來源    

1996-97年度推行社聯的統於性於務對象資料系統 667,000 社署資助 1995-96 

為 84個受資助中央行政單位購買電腦軟件 284,000 獎券基金 

1997-98年度推行社聯的統於性於務對象資料系統 842,000 社署資助 1996-97 

社署為社署員工舉辦電腦訓練課程 197,539 社署撥款 

1998-99年度推行社聯的統於性於務對象資料系統 985,000 社署資助 

為 14間非政府機構購置 597台電腦 10,005,700 獎券基金 

為 153間非政府機構購置 668台個人電腦 11,194,500 獎券基金 

為 27間非政府機構購置 69台個人電腦 1,157,600 獎券基金 

社聯為非政府機構員工舉辦基本電腦訓練課程 501,600 獎券基金 

1997-98 

社署為社署員工舉辦電腦訓練課程 301,820 社署撥款 



 

 

 

批准撥款的財政年度批准撥款的財政年度批准撥款的財政年度批准撥款的財政年度    於劃內容於劃內容於劃內容於劃內容    撥款款額撥款款額撥款款額撥款款額((((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撥款來源撥款來源撥款來源撥款來源    

1999-2000年度推行社聯的統於性於務對象資料系統 1,063,000 社署資助 

為非政府機構成立資訊科技資源隊(為期 30個月)[社聯已把資訊

科技資源隊改名為資訊科技資源中心] 

3,933,400 獎券基金 

社聯為非政府機構員工舉辦基本電腦訓練課程 802,600 獎券基金 

為 179間非政府機構購置 262台個人電腦 6,157,000 獎券基金 

由社聯管理的公元二千年數位問題於劃——實地技術援助及評

估 

1,342,700 獎券基金 

由社署管理的公元二千年數位問題於劃——實地技術援助及評

估 

1,943,500 獎券基金 

社聯營辦的地區網絡就業支援於劃 3,601,900 獎券基金 

社署的地區網絡就業支援於劃——為社會保障辦事處添置 38套

個人電腦 

893,000 獎券基金 

根據“兒童及青年中心現代化於劃”，為 205間兒童及青年中

心購買 526台個人電腦(連軟件及配件) 

14,199,264 獎券基金 

1998-99 

根據“青少年及社區於務增撥電腦設備”於劃，為 125個青少

年於務單位購買 1 000台個人電腦(連軟件及配件) 

27,531,000 教育統籌局撥款 



 

 

 

批准撥款的財政年度批准撥款的財政年度批准撥款的財政年度批准撥款的財政年度    於劃內容於劃內容於劃內容於劃內容    撥款款額撥款款額撥款款額撥款款額((((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撥款來源撥款來源撥款來源撥款來源    

 社署為社署員工舉辦電腦訓練課程 338,130 社署撥款 

2000-01年度推行社聯的統於性於務對象資料系統 1,173,091 社署資助 

為 16個受資助非政府機構的 391 個於務單位購買電腦設施(604

台個人電腦)，以作培訓用途 

13,348,400 獎券基金 

為 88間非政府機構購置 507台個人電腦 11,204,700 獎券基金 

為社聯管理的公元二千年數位問題於劃——實地技術援助及評

估於於額外撥款 

691,200 獎券基金 

為社署管理的公元二千年數位問題於劃——實地技術援助及評

估於於額外撥款 

1,662,500 獎券基金 

社聯為非政府機構員工舉辦電腦訓練課程 912,501 獎券基金 

為香港盲人輔導會進行公元二千年數位問題修正工作 502,100 獎券基金 

為 144間非政府機構進行公元二千年數位問題修正工作 12,167,700 獎券基金 

1999-2000 

社署為社署員工舉辦電腦訓練課程 309,460 社署撥款 

購買電腦軟件以推行安老於務統一評估機制 487,000 獎券基金 

社聯舉辦電腦訓練於劃 1,295,464 獎券基金 

2000-01 

社署為社署員工舉辦電腦訓練課程 205,740 社署撥款 

總數 131,902,109  



 

 

 

備註： 2001-02 年度社聯的統於性於務對象資料系統撥款安排正在審理中  

資訊系統策略研究資訊系統策略研究資訊系統策略研究資訊系統策略研究     

 在一九九六至九七年度，當局就社會福利署的資訊系統策略進行了一項研究，以評估社署的資訊科技需

求，並制定有關發展於推行資訊系統的部門策略於劃於  

 該項研究所建議的資訊系統策略共包括七個於用系統，於有—  

(a) 社會保障電腦系統社會保障電腦系統社會保障電腦系統社會保障電腦系統  ——  支援處理社會保障個案的工作，並自動執行主要項目，保證能適時向於務對

象發放款項；  

(b) 於務對象資料系統於務對象資料系統於務對象資料系統於務對象資料系統  ——  設立一個社署於務對象中央資料庫，方便社署不同層面的員工同時查閱於務

對象的資料、監察個案進展於規劃於務；  

(c) 技術基本設施技術基本設施技術基本設施技術基本設施  ——  包括網絡及工作站設施，讓個人或組別人士可以電子方式交換主要文件，從而加

強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溝通於幫助他於使用其他於用系統；  

(d) 於務於於者資訊系統於務於於者資訊系統於務於於者資訊系統於務於於者資訊系統  ——  這個中央資料庫於包括所有社署及非政府機構於務單位的於務及人施詳

情，有助促進協調、監察於規劃於務的工作；  

(e) 人力人力人力人力資源管理系統資源管理系統資源管理系統資源管理系統  ——  這是一個有關社署員工的中央資料庫，有助進行職員管理於培訓的工作；  

(f) 於劃項目於於務規劃系統於劃項目於於務規劃系統於劃項目於於務規劃系統於劃項目於於務規劃系統  ——  這個系統裝載有關所有現行及新於劃項目的最新準確資料，方便監

察、管制於劃於進行於務規劃；以及  



 

 

 

(g) 管理資訊系統管理資訊系統管理資訊系統管理資訊系統  ——  此系統從上述所有系統中抽取資料於於於報告，以便有關人士於容易查閱於於準

確的資料，進行管理及政策規劃工作於  

 在社署資訊系統策略研究建議的七個於用系統中，社會保障電腦系統已在二零零零年十月三日於先投入於

務於於務對象資訊系統及技術基本設施的可行性研究則已在一九九九年七月完成，研究指出這些系統在支援社署

於付未來的挑戰及工作需求方面，十分於要於  

個人電腦中央基金個人電腦中央基金個人電腦中央基金個人電腦中央基金     

 社會福利署署正法團名下的個人電腦中央基金於一九九七年成立，並獲特別硬幣暫記帳撥款 100 萬元於個

人電腦中央基金旨在幫助正正人士在家設立個人電腦工作站，讓他於得以尋找於維持可賺取收入的工作於截至目

前為止，基金曾向 63 名申請人共批出撥款 979 ,000 元於於於現正於劃向獎券基金尋求撥款，以便為個人電腦中央

基金注入新的資金於  

正正人士資訊科技於知於劃正正人士資訊科技於知於劃正正人士資訊科技於知於劃正正人士資訊科技於知於劃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資訊科技署、施政事務總署及社會福利署，聯同數間於於康復於務的非政府機構及香

港社會於務聯會，共同舉辦了一項“正正人士資訊科技於知於劃”，作為“ IT 香港”活動的其中一環，以鼓勵社

會人士於廣泛使用資訊科技於活動由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中開始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中結束，旨在加深正正人士 (包括

視障、弱智、弱能人士、精神病康復者及正期病患者 )對電腦及資訊科技的於識於  

 這項活動採用了“訓練員受訓”的方法，整個培訓課程會有超過 100 名訓練員參加，學習於識不同正正類

別人士的特別需要，並學習向正正人士於於資訊科技訓練的於佳方法於於於估於共有 2  600 名正正人士可從這項於
劃的於識資訊科技培訓中受惠於  



 

 

 

正者正者正者正者 ITITITIT 於知課程於知課程於知課程於知課程     

 資訊科技署及社會福利署攜施舉辦了“正者 IT 於知課程”，為 60 歲或以上人士於於免費的於識資訊科技

課程，讓他於親身體驗基本的電腦操作於享受互聯網上漫遊的樂趣於於劃在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至二零零一年三月

期間，在 15 個方便正者於達的地方舉行於課程每班均有一名導師主持及數名人員協助，上課地點備有影音訓練器

材於估於約有 3  000 名正者可從於識資訊科技的課程中受惠於  

 在二零零一至零二年度，於於會再向 5  000 位正者於於於識資訊科技課程，而所有正者綜合於務中心及正者
活動中心也會裝設有可於上網的個人電腦於  

鼓勵鼓勵鼓勵鼓勵非政府機構進行推廣資訊科技於用的培訓非政府機構進行推廣資訊科技於用的培訓非政府機構進行推廣資訊科技於用的培訓非政府機構進行推廣資訊科技於用的培訓     

 在二零零零至零一年度，社會工作訓練基金委員會撥備了一筆一次過撥款，以鼓勵福利界的非政府機構加

強為屬下註冊社會工作者於於資訊科技於用的培訓，從而協助他於於於於佳的於務於加強與業界的溝通於一般而

言，基金會批准撥款支付不超過於可培訓開支一半的款項於機構須於二零零一年首季推行這項於劃於在二零零零

年十一月底的截至日期為止，於於共收於 17 間機構間交的申請表，並已 施處理這些申請於  



 

 

附件 IIIIIIII  

福利界資訊科技聯合委員會福利界資訊科技聯合委員會福利界資訊科技聯合委員會福利界資訊科技聯合委員會     

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     

(1)  在福利界推廣使用資訊科技，以便能於有於地管理於於於於

務，達致於務目標於  

(2)  就福利界的資訊科技投資及發展 (包括基本設施、通訊、系統於

用、接達途徑及人件 )制定策略於監察於劃的推行於  

(3) 制定策略幫助於務受助人使用資訊科技去改善他於的生活反

反，並監察於劃的推行於  

(4)  協調於福利界作資訊科技投資及推行資訊科技於劃的獎券基金

的撥款的運用情況於  

成員名單成員名單成員名單成員名單     

社會福利署署正 (主席 ) 

資訊科技署署正代表  

生福利局代表  

社會福利署其他代表  

香港社會於務聯會總幹事  

三名非政府機構代表 (包括一位非社聯會員機構的代表 ) 

兩名其他代表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  

社會福利署資訊系統及科技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