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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在過去 5 年政府委聘本地專上院校進行的顧問研究名稱和顧問費金額  

 
2013 年  
負責進行研究的

專上院校  
顧問研究的名稱  顧問費金額 

(港幣) 
香港浸會大學 提供服務為區域空氣質量模型(PATH)開發

數據同化系統 
1,290,300 

香港教育學院 學校電子學習試驗計劃研究(第二部份) 1,428,000 
香港專業教育學

院(沙田) 
關於中學實驗室技術員的統計調查

(2013-14) 
391,950 

香港樹仁大學 制訂資歷架構下的學分累積及轉移政策及

原則 
600,000 

嶺南大學 舊郵政總局大樓歷史研究 570,588 
香港中文大學 其他地區文物保育制度的顧問研究 750,000 

「香港社會企業研究－透視香港社企

實況」研究報告  
750,000 

評估木黴菌(Trichoderma species)作為本港

感染褐根病(Phellinus noxius)樹木的生物防

治媒介 

888,400 

新空氣污染指數通報系統與其實施的跟進

研究 
925,000 

提供服務開發網格化的排放清單以支援新

版的區域空氣質量模型(PATH) 
1,200,000 

香港理工大學 有關大珠三角地區最新經濟發展的研究 624,000 
提供服務為香港測量輪胎/路面噪音以及檢

視路面情況 
990,000 

擴展道路交通意外傷亡者資料系統的研究 1,300,000 
研究提升有自閉症中學生的高階思維及執

行技巧教學策略計劃 
1,370,954 

香港長遠房屋策略焦點小組研究 1,400,000 
香港科技大學 為「搬遷沙田污水處理廠往岩洞」的可行

性研究所建議的污水和污泥處理工藝而作

獨立覆檢研究 

295,000 

為「搬遷沙田污水處理廠往岩洞」的可行

性研究所建議的污水處理廠選址和氣味擴

散數學模型作獨立覆檢研究 

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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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現時清拆石棉波紋水泥瓦片的方法—

檢討現行監管規定及清拆低風險石棉波紋

水泥瓦片的方法 

1,298,300 

香港大學 支援受《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
例》(第 545 章)下強制售賣影響業主的「調

解先導計劃」－顧問檢討 

720,000 

多孔路面降低地面徑流效果研究及現場試

驗 
791,000 

為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減廢-收費．點計」

社會參與過程期間所收到的公眾意見進行

獨立分析 

850,000 

海外司法管轄區實施反纏擾行為法例經驗

的研究 
850,000 

為重組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公共衞生化驗

服務處微生物部的分支桿菌化驗室提供顧

問服務 

856,000 

人口政策公眾參與活動的獨立分析及滙報 931,800 
主要城市水費架構及分級的研究 1,000,000 
有關外地向傷殘人士提供經濟援助的研究 1,099,027 
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 1,428,000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個案分類研究 1,430,000 
香港警務處員工意見調查 0 (註 1) 
為加強化驗所對新出現傳染病的監控工作

提供顧問服務 
6,948,000 

職業訓練局 葡萄酒行業人力研究 1,295,000 
葡萄酒行業人力調查 1,354,600 

(註 1: 請見 2015 年表下註 2) 
 
 
2014 年  
負責進行研究的

專上院校  
顧問研究的名稱  顧問費金額 

(港幣) 
香港浸會大學 在私人發展項目中提供公眾休憩空間的顧

問研究 
338,000 

香港教育大學 建立人工濕地去除由有關村落污水中的污

染物之實地研究 
1,199,000 

香港樹仁大學 香港資歷架構與歐洲資歷架構的技術參照

計劃 
1,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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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 為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支援措施制訂評

估研究框架的顧問服務 
184,000 

航空公司營運研究 322,000 
香港年青人的社會態度—跟進研究 399,060 
關於新經營者對香港航空市場所帶來的影

響的研究 
500,000 

香港青少年對中國內地的觀感研究 659,493 
以木黴菌用作修復因受真菌 Phellinus 
noxius 而引致褐根病污染的地點 

1,121,135 

為設立醫療人員自願認可註冊計劃提供顧

問服務 
1,354,310 

為研究香港的醫藥廣告及其在《不良廣告

(醫藥)條例》(第 231 章)下的規管提供顧問

服務 

1,381,585 

在香港設立民航培訓機構 1,400,000 
香港科技大學 
 

提供服務為機動車輛排放數據轉換成大氣

擴散模型系統－城市(ADMS-Urban)的兼容

格式開發介面 

270,000 

研究以鐵粒氣味控制技術於佐敦谷箱形雨

水渠作現場試驗 
1,000,000 

淨化海港計劃污水加氯消毒設施實物模型

測試 
1,000,000 

提供服務：進行「鎳」的環境監測及毒性測

試，並對其他有毒金屬進行文獻檢討 
1,098,700 

淨化海港計劃污水消毒設施劑量控制優化

研究 
1,300,000 

改善珠三角空氣質量的 PM2.5 研究–可行

性研究 
8,830,000 

香港大學 公眾對於吸毒情況及驗毒計劃意見調查 95,000 
「築福香港」-「香港助人指數」調查 238,000 
檢視新工程合同於渠務署使用的表現 830,000 
香港動植物公園優化工程顧問研究  1,169,411 
氣候變化對香港水資源的影響研究 1,200,000 
有關引入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計劃的

可行性研究 
1,430,000 

有關籌劃《安老服務計劃方案》的研究 1,4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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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負責進行研究的

專上院校  
顧問研究的名稱  顧問費金額 

(港幣)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建築工人的安全行為研究 609,200 
香港浸會大學 提供服務為天氣研究和預報模型引入數據

同化系統 
210,000 

香港殘疾人士體育發展顧問研究 1,396,850 
香港樹仁大學 為標準工時委員會第二階段諮詢所收集的

意見進行獨立分析 
1,150,000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九十後」的公民價值及參與研究 806,571 
香港家事調解服務狀況研究 827,945 
馬料水具潛力填海地點的技術議題研究–

專家研究 
1,300,000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在「一帶一路」中的角色與作用 65,000 
探討香港在內地企業「走出去｣的角色及為

香港所帶來的商機的顧問研究 
689,000 

提供服務：為貯存電子電器廢物預備管制指

引及符合發牌要求的標準作業程序 
364,000 

香港家長親職實踐研究 1,170,000 
香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情況研究  1,180,000 
為香港水域的本地船隻研發一款成人和兒

童都合用的救生衣的顧問研究 
2,585,000 

香港科技大學 提供服務改良天氣研究及預報模型（WRF） 1,200,000 
香港大學 在非固定時段進行車程時間調查時使用調

整/校準系數研究的檢討 
226,000 

「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暨「概覽

數據趨勢分析」和為青年研究工作建

立資料庫  

250,000 

香港警務處服務對象滿意程度調查 
680,000 (註 2) 

香港警務處公眾意見調查 
為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推廣生物資源的可持

續使用」社會參與過程期間所收到的公眾意

見進行獨立分析 

940,000 

「兒童發展基金計劃」參加者的較長遠發展

研究 
1,150,000 

更新香港本地醫療衞生總開支帳目至

2012-13 年度的數據，並提供專業支援服務 
1,4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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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電子學習效能研究 1,430,000 
職業訓練局 將安老服務業的過往資歷認可機制擴展至

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的試驗計劃 
599,949 

(註 2: 金額包括於 2013 年進行的香港警務處員工意見調查費用) 
 
 
2016 年  
負責進行研究的

專上院校  
顧問研究的名稱  顧問費金額 

(港幣) 
香港城市大學 懲教署更生及社區教育工作的成效顧問研

究 
500,000 

香港青年生涯規劃研究  553,000 
戒毒所提供的更生計劃顧問研究 800,000 
有關於潛在的漁業保護區進行魚類及甲殼

類的浮游生物及幼苗的調查 
1,428,290 

香港大學專業進

修學院 
就物業管理業發展職業資歷階梯的試驗計

劃 
495,000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珊瑚白化及生物侵蝕顧問研究 3,000,000 
香港樹仁大學 香港資歷架構與新西蘭資歷架構的參照計

劃 
770,000 

香港中文大學 改善公共空間回收及垃圾收集設施的研究 576,000 
濾水廠污泥重用作綠化研究 780,000 
為醫療人員自願認可註冊計劃下輔助醫療

專業人員的培訓工作提供顧問服務 
997,683 

香港理工大學 濾水廠污泥重用作回填物料研究 1,420,250 
香港科技大學 研究以控制氣味的水凝膠以抑制排水系統

中的硫化物 
610,000 

香港大學 為公眾意見調查提供的獨立檢討 50,000 
香港甲類嬰兒和乙類嬰兒的跟進研究  246,965 
有關行人環境規劃的「行人暢達度」及改善

香港行人網絡的顧問服務 
490,000 

香港家庭影響評估清單研究 1,360,000 
更新香港本地醫療衞生總開支帳目至

2013-14 和 2014-15 年度的數據 
1,430,000 

幼兒照顧服務的長遠發展研究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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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負責進行研究的

專上院校  
顧問研究的名稱  顧問費金額 

(港幣)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在囚人士髮型顧問研究     350,000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珊瑚礁魚類多樣性顧問研究 2,974,478 
香港教育大學 檢討香港中學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成效 599,760 
香港中文大學 褐根病致病原 Phellinus noxius 於香港的基

因多樣性及種群結構的顧問研究 
906,727 

香港家庭研究:文獻評論和解題書目輯錄 1,359,564 
教師專業學習研究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

獎」獲獎教師所屬學校 
1,429,163 

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評估 2,894,701 
為合資格的輔助醫療專業在認可醫療專業

註冊先導計劃的擴展階段進行認證評估提

供顧問服務 

2,992,122 

香港理工大學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搪層的設計及驗收準則

研究 
297,290 

利用遙感技術方法建立樹木健康指數及樹

木健康監測系統的硏究 
1,000,000 

提供制訂優良使用煎炸油規範指引的服務 2,462,655 
《香港康復計劃方案》檢討 2,968,190 

香港科技大學 淨化海港計劃污水消毒設施兩點加氯可行

性試驗研究 
750,000 

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項目效能監察的泳

灘水質預測系統服務 
760,000 

研究以脱氧核醣核酸技術追蹤啟德明渠進

口道及觀塘避風塘的大腸桿菌來源 
1,200,000 

香港大學 於再造水中使用著色劑及抗攝取劑的顧問

研究 
400,000 

Consultancy Services for Study on Review 
and Enhancement on the Estimating Using 
Risk Analysis (只有英文名稱) 

650,000 

智慧出行路線圖的研究 880,000 
以智能裝置(附倒數計時器)為長者及殘疾

人士延長行人閃動綠燈時間的評測研究 
946,000 

Consultancy Services for Studying on the 
Feasibilities of Adopting Modular Prefinished 
Volumetric Construction for Building in Hong 

1,3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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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 (只有英文名稱) 
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下香港提供優質

幼稚園教育效能之顧問研究 
2,948,8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