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及服務的
採購及非耗用物品管理
摘要
1.
政府利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改善政府各決策局及部門 (局／部門) 的運作
效率，以及公共服務的質素和成本效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為政府資訊科技總
監辦公室 (資科辦) 的首長，負責監督政府內部如何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在
2005–06 至 2014–15 年度的 10 年期間， 政府用於資訊及通訊科技的總開支由
28.05 億元增至 41.76 億元，增幅為 48.9%。

2.
審計署最近就政府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及服務的採購及非耗用物品管
理展開審查。有關審查工作亦包括各局／部門提供流動應用程式 (以下稱為應
用程式) 的情況。審計署選取了：(a) 4 個政府部門 (即資科辦、香港海關 (海關)、
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及路政署)，就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及服務的採購及非耗
用物品管理進行審查；及 (b) 另外 4 個政府部門 (即衞生署、消防處、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和水務署)，就提供應用程式的情況進行審查。

採購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及服務
3.
電子採購計劃 電子採購系統由資科辦開發。該系統的全面功能已在
2013 年 12 月準備就緒，可供各局／部門用於採購物料及非建造服務 (包括資
訊及通訊科技產品及服務)。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政府已耗用 8,010 萬元
開發及推行電子採購系統。然而，截至 2015 年 12 月底，在政府約 70 個局／
部門中，只有 10 個已推行電子採購系統的全面功能 (第 2.4 、2.8 及 2.10 段)。

採購做法 就該 4 個政府部門 (見第 2(a) 段 ) 而言，審計署審查了每個
4.
部門在 2012–13 至 2014–15 年度期間進行的 20 宗採購個案，發現：(a) 海關及
環保署分別把總值 210 萬元及 460 萬元的採購項目分 2 次及 6 次進行採購，而
非把採購項目綜合起來，以收規模經濟之效；及 (b) 在一項採購工作中，路政
署為了符合資科辦及政府物流服務署 (物流署) 所訂定的採購規定 (例如折舊貼
換物品的報價不應低於核准的最低價值)，最終須為所採購的貨品支付更多金
錢 (第 2.3 、2.17 至 2.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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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表現資料及更換策略 資科辦在其網站公布政府每年用於資訊及通訊科
技的開支，以闡明政府對電子政府服務作出承擔和在這方面所取得進展的程
度。審計署發現資科辦公布的開支所包括部分局／部門的資訊及通訊科技開
支，與這些局／部門用於資訊及通訊科技的實際開支，兩者之間有重大差異。
舉例說，路政署的實際資訊及通訊科技開支被少報 2,380 萬元 (74%)。審計署
亦留意到，在該 4 個政府部門中，只有資科辦有計劃並定期更換過時的電腦及
相關軟件。資科辦可考慮向各局／部門發出指引，以助他們就資訊及通訊科技
產品制訂更換策略 (第 2.28 、2.29 、2.35 及 2.36 段)。

資訊及通訊科技非耗用物品的管理
6.
資訊及通訊科技非耗用物品的管理 在 2015 年 5 月至 10 月期間，審計
署在 4 個政府部門選取的行動單位進行了合共 12 次盤點。審計署發現：(a) 截
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在 1 009 項所選取的資訊及通訊科技非耗用物品中，
有關部門未能找到的有 107 項 (11% )。 這些下落未明物品的購買成本約值
451,000 元；(b) 在該 107 項下落未明的非耗用物品中，32 項 (30%) 有內置數據
儲存裝置 (例如個人電腦)。根據《保安規例》，遺失這些物品可能違反保安規
定；及 (c) 海關、環保署及路政署的資訊及通訊科技非耗用物品記錄未有妥善
備存。舉例說，根據記錄，1 840 項物品由各部門的資訊科技管理組保管，但
當中 1 523 項 (83%) 事實上已折舊貼換或由其他單位保管 (第 3.4 至 3.6 、3.9 及
3.11 段)。

電腦化非耗用物品管理系統 在該 4 個部門中，只有路政署沒有把自己
7.
的非耗用物品管理系統 (以下稱為物品管理系統) 電腦化。這或會是一個原因導
致該署有多項非耗用物品下落未明，並需要很長時間 (最長達審計署的盤點後
6 個月) 才找到當中部分物品。審計署審查了海關、環保署及資科辦的電腦化
物品管理系統，發現有可予改善之處。舉例說，雖然海關擁有電腦化物品管理
系統，該署主要仍依賴手寫記錄系統進行物品管理。此外，海關的電腦化物品
管理系統的非耗用物品記錄與其手寫記錄系統的非耗用物品記錄，兩者之間存
在重大差異 (第 3.5(c)、3.7 及 3.2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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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
8.
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的處置策略 把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存儲等待處
置，成本高昂，因為這些產品迅速失去價值，並佔用寶貴的辦公室地方，殊不
合理。處置策略涵蓋就資訊及通訊科技非耗用物品進行帳齡分析和定期檢討其
狀況及可用性等事宜，有助管理人員適時及有系統地處置過時的非耗用物品，
從而令這些物品在處置時有較高的剩餘價值。就該 4 個政府部門而言，審計署
審查了每個部門在 2012–13 至 2014–15 年度期間進行的 20 宗處置個案，發現
有關部門一般沒有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的處置策略，以便適時作出處置決定。
舉例說，一些購貨成本約值 380 萬元的過時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資科辦應可
於 2008 年年初予以處置，但直至 2015 年才提出要處置該等物品 (第 4.5 及 4.6
段)。

捐贈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 於 2009 年 9 月，環保署展開了一項計劃，
9.
把舊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捐贈作環保及慈善用途。直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
環保署進行了 65 次捐贈，涉及合共約 3 600 項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購貨成
本價值為 1,070 萬元。審計署留意到：(a) 約 1 300 項不可再用的資訊及通訊科
技產品應按照《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的規定，出售予物流署的物料處置定期
合約承包商；及 (b) 全部物品均只捐贈予同一間非政府機構 (第 4.14 及 4.15 段)。

提供應用程式
10.
政府所開發的應用程式，數目一直增長迅速。截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
局／部門推出了 127 個應用程式。審計署審查了 4 個部門 (見第 2(b) 段 ) 的應
用程式。審計署發現：(a) 部分應用程式的流動裝置功能有限，以及實質上只
是局／部門網站的複製版；(b) 15 個應用程式未有在資科辦的“政府 App 站通”
和香港政府一站通網站列出，該等應用程式／網站是讓市民得知有何政府應用
程式可供下載的統一平台 ； 及 (c) 截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在 31 個為一次過
的活動而設的應用程式中，23 個已告停用。已停用應用程式的開發費用總額約
為 260 萬元。部分為一次過活動開發的應用程式的下載次數偏低 (第 5.6 至 5.8、
5.13 及 5.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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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建議
11.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報告書的相關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審計
署建議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應：

採購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及服務
(a) 找出為何大部分局／部門均未推行電子採購系統全面功能的原因，
以及採取措施，以吸引更多局／部門推行全面功能 (第 2.15(a) 及
(b) 段 )；
(b) 聯同政府物流服務署署長：
(i)

定期提醒各局／部門必須遵從採購規定 (第 2.23(a) 段 )；及

(ii) 檢討採購規定，以確定若干規定是否須予修訂 (例如“最低折
舊貼換價值規定”)，以便在採購時提供更大彈性 (第 2.23(b)
段 )；
(c) 採取措施，以提升資科辦網站所匯報有關政府用於資訊及通訊科技
開支的準確度 (第 2.37(a) 段 )；
(d) 考慮向各局／部門發出指引，以便他們就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制訂
更換策略 (第 2.37(c) 段 )；

提供應用程式
(e) 採取措施，確保“政府 App 站通”和香港政府一站通網站盡量載列
所有政府應用程式 (第 5.19(a) 段 )；
(f)

公布準則，用以考慮是否有充分理據為一次過的活動開發應用程式
(第 5.19(b) 段 )；及

(g) 因應審計署的建議，公布關於提供政府應用程式的指引 (第 5.27(a)
段 )。

12.

此外，審計署建議 ：

採購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及服務
(a) 海關關長及環境保護署署長應採取措施，確保在採購資訊及通訊科
技產品及服務時，遵從採購規定 (第 2.2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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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訊科技非耗用物品的管理
(b) 海關關長、環境保護署署長、路政署署長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應：
(i)

就未能找到的資訊及通訊科技非耗用物品，進行《財務通告第
7/2003 號》和《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所訂定的程序 (例如註銷)
( 第 3.13(b) 段 )；及

(ii) 就那些已遺失而具內置數據儲存裝置的資訊及通訊科技非耗用
物品，採取《保安規例》所訂定的補救措施 (第 3.13(c) 段 )；
(c) 海關關長、環境保護署署長及路政署署長應採取措施，確保非耗用
物品記錄均妥善備存及更新 (第 3.14 段)；
(d) 路政署署長應設立電腦化物品管理系統，以改善路政署物品管理的
工作 (第 3.24 段)；
(e) 海關關長、環境保護署署長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應提升轄下的電腦
化物品管理系統 (第 3.25 至 3.27 段)；
(f)

政府物流服務署署長應：
(i)

採取措施，定期提醒各局／部門須備存非耗用物品的最新記
錄 (第 3.16 段)；及

(ii) 鼓勵各局／部門使用電腦化物品管理系統，以便更適時記錄
和更妥善管理物品 (第 3.28(b) 段 )；

處置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
(g) 海關關長、環境保護署署長、路政署署長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應就
其資訊及通訊科技非耗用物品進行檢討，找出到期須予處置的非耗
用物品，並適時及有系統地處置該等過時的非耗用物品 (第 4.7(a)
及 (b) 段 )；
(h) 環境保護署署長應：
(i)

採取措施，確保在日後捐贈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時遵從《物料
供應及採購規例》的規定 (第 4.16(a) 段 )；及

(ii) 探討有否其他非政府機構需要獲捐贈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並
考慮日後向這些機構捐贈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 (第 4.16(b) 段 )；
(i)

政府物流服務署署長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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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推動各局／部門制訂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的處置策略 ( 第
4.8(a) 段 )；及

(ii) 徵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的意見，研究可否改善《物料供應
及採購規例》所訂定的程序，以便捐贈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 (第
4.17 段)；及

提供應用程式
(j)

消防處處長、衞生署署長、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和水務署署長
應：
(i)

定期檢討應用程式的內容，以確定可否予以優化，以吸引更
多人使用有關應用程式 (第 5.15(a) 段 )；及

(ii) 考慮停用那些最終未能達到原來開發目的的應用程式 ( 第
5.15(d) 段 )。

政府的回應
13.

政府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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