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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資訊安全的角色和職責 
資訊安全是一種需要有效組織和協調的綜合功能，因此，明確的角色和職責定義十分重要。 

a. 總經理（財務及行政）負責在資訊安全領域提供指導、制定公司資訊安全標準和程序，

並就「政策」和「指導方針」是否按規執行進行監督。 

b. 資訊負責人（在本政策乃指部門主管，除非本文另有所指）應負責確保各自的資訊資

產得到妥善保護。 

c. 資訊科技部負責提供並維持一個安全的資訊科技環境處理資訊系統和數碼資訊。 

d. 公司所有人員應負責採取一切必要的預防措施來保護他們所接觸的資訊，包括但不僅

限於： 

 以「需要知道」為準則，採取措施限制對資訊的存取； 

 確保密碼的機密性並進行定期更改； 

 不在社交網站、即時通訊網絡、非本公司的電子郵件系統或其他類似的網站上

張貼敏感的公司或客戶資訊； 

 確保不將敏感資訊留在無人看管的辦公桌上； 

 立即報告資訊安全事故； 

 確保個人電腦環境和手提設備的安全；及 

 確保包含敏感資訊的文件打印的安全。 

e. 人力資源部應確保所有新入職員工於入職時獲告知本「政策」和「指導方針」，以

及獲得有關培訓。 

 

2. 資訊週期管理 
所有員工應能夠辨識敏感資訊、評估公司潛在風險並作出適當分類和保護。 

2.1 資訊負責人 

a. 資訊負責人應確保其負責範圍內資訊分類方案及相關控制措施得以正確實施。 

b. 資訊負責人應針對所有被用於經營公司業務的資訊建立一個風險辨識、分析、分類及

保護其敏感資訊的流程（不論該資訊是在甚麼媒體之上或以甚麼方式出現）。 

c. 資訊負責人必須確保本「政策」得以妥善執行，以及確保其負責範圍內的資訊得到

適當的保護級別。 

2.2 資訊保護 

a. 保護資料應根據資訊保密、資訊完整及資訊可供應用三項原則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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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資訊保密 

a. 資料只供有關僱員及獲授權的非僱員有需要時使用。 

b. 與僱員、顧客及供應商簽訂的合約於有需要時應加上不披露協議書。 

c. 在交換內部及敏感資料前，港發及商業伙伴應該先簽訂不披露協議書。 

d. 敏感資料一定要經過加密才可以傳送，例如，出糧數據應經過軟件加密後儲存。 

2.4 資訊完整 

a. 任何對港發政策及程序的改動都要記錄下來（例如，修改 EPM）。最低限度要記錄

何時及由誰改動。 

b. 至於公開及敏感資料，要採取適當方法（包括程序上及/或技術上）偵測未獲授權的

改動。  

2.5 資訊可供應用 

資訊保存 

任何資訊在保存期間應僅可供獲授權的有關人士取閱（例如 Engine Dossier）。 

資訊備份及復原 

資料需根據資料擁有人訂下的企業要求進行備份。資訊科技部門會協調過程，不容許

獨自進行備份（例如，流動硬碟）。 

 

3. 資訊安全的意識及培訓 
確保管理層和員工定期收到有關其資訊安全職責的提示通告，同時接受安全意識培訓，從而

能夠協助公司確保其資產的安全，並使員工能夠履行他們的資訊安全責任。 

a. 人力資源部會將資訊保安政策納入新同事的入職訓練課程的員工行為守則內。 

b. 如有政策更新，部門主管負責在部門簡報會上講解改動。 

c. 定時舉行行為守則（包括本政策）的重溫訓練課程。 

 

4. 與外界進行資訊交流 
確保公司的敏感資訊只向外披露給獲授權的第三方。 

a. 員工應在與外界溝通的時候充分考慮甚麼資訊可予以披露。考慮的因素包括他們獲授

權披露的資訊內容，以及對公司造成潛在不利影響的風險。 

b. 任何與外界溝通的內部及敏感資訊均必須得到有關的資訊負責人批准。 

c. 如與第三方的合約包含交換內部及敏感資訊的話，必須訂定保密協議。如果在沒有

簽訂合約的情況下與外部供應商討論潛在項目，則必須考慮使用不披露協議。 

d. 在可行情況下，敏感資訊應在發送前事先加密。 

5. 實體保安 
員工及訪客於公司內的活動均須予以適當管理，以確保敏感資訊被未授權人士所獲取或移走

的風險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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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所有訪客均須登記，以確認該訪客的身份、其所代表的組織、到訪目的，以及被訪人

員的資料。 

b. 有關的部門主管應界定存放敏感資訊的地點，以及考慮額外的安全措施，而這安全措

施的級別應與存放敏感資訊的風險水平相匹配。 

c. 部門主管應負責向其長期及臨時僱員予以授權可進入其所負責管理的範圍，該授權只

適用於與正常工作安排相關的地區及時間。 

d. 在可行的情況下，於工作時間內應盡量減少將文件及便攜式電子儀器放於桌上；如無

需使用或於下班後，應將所有載有敏感資訊的文件及儀器鎖上。 

6. 手提電話及其他便攜式設備 
確保含有公司敏感資訊及/或能夠接入公司網絡的便攜式設備得到妥善保管，杜絕資訊在未經

授權的情況下洩露。 

a. 有關進入或使用公司資訊的安全限制，同時適用於便攜或及非便攜式設備。 

b. 公司提供的便攜式設備，以及接入公司網絡或儲存公司敏感資訊的個人便攜式設備：  

 必須遵照公司關於便攜式設備的相關安全標準進行設定，以預防未經批准的資

訊洩露； 

 必須使用嚴格的密碼標準； 

 必須根據行動裝置管理(MDM)進行設定； 

 必須裝有遠端刪除裝置。 

c. 員工不得試圖繞過或移除施用於該設備上的安全設定。 

d. 一旦公司敏感資訊已被讀取或已用於預期目的，又或在棄置該設備之前，員工應負責

將該資訊從其便攜式設備上刪除，或將其儲存至更安全的地方。 

e. 如果有儲存公司敏感資訊的便攜式設備已經或懷疑被未經授權使用時，員工須立刻向

資訊科技部報告。在可能的情況下，應通過發送遠程刪除命令刪除設備內的公司資訊。 

 

7. 電子郵件及短訊 
敏感資訊僅可通過公司授權的電子郵件系統發送。 

a. 禁止內部資訊通過非公司指定的電子郵件系統發送。 

b. 員工不得： 

 向大批收件人發送電子郵件（除非有特定的業務需要）。 

 發送或轉發非正式電子郵件鏈。 

 允許其他用戶使用其個人電子賬戶。 

 從公司個人電子郵件系統自動轉發郵件至其私人電子郵件。 

 自動轉發電子郵件到另一員工（除非有特定業務需要）。 

 撰寫或轉發任何破壞性、或冒犯性的郵件，或使用不恰當的語言並可能影響公

司聲譽的郵件。 

c. 在開啟電子郵件附件前，應確保附件經過防毒/防木馬程序掃描。 

d. 公司設有控制措施監察企業電子郵件系統，並在發生惡意入侵時及時監控，並記錄有

關情況，以作調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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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互聯網之使用 
使用互聯網設施時必須額外小心，避免未經事先授權洩漏敏感資訊或導致其他資訊安全相關

的風險。 

a. 使用互聯網時禁止作出不當行為，包括但不僅限於： 

 未經授權發放任何敏感資訊，或使用未經授權的渠道發放； 

 在互聯網上發佈有關公司敏感資訊的個人觀點； 

 製作、發佈或發送非法或冒犯性的資訊或材料，包括任何可能對其他員工、服

務供應商、客戶或任何人士構成誹謗、侮辱、威脅、騷擾、冒犯或傷害； 

 瀏覽任何可能對公司資訊安全產生威脅的惡意網站； 

 下載任何侵犯其他公司知識產權、版權或不道德或惡意的材料； 

 發起或轉發任何「鏈」式通訊；或 

 下載未經授權的電腦軟件或應用程式。 

b. 公司保留權利限制個人或群體登入任何認為必要限制登入的互聯網網站。 

c. 公司保存上網記錄，作為調查之用。 

 

9. 電腦及資訊科技設備 
所有電腦（不論桌面電腦、手提電腦及／或其他資訊科技設備）均應防止未獲授權存取或不

正確使用資料。 

a. 未得到資訊科技部批准，用戶不得在公司網絡安裝網絡設施。這些設施包括但不只限

於調制解調器、無線存取點、互聯網存取或其他容許外來人士存取公司系統及／或網

絡及資訊的外部網絡連接。 

b. 用戶不能在公司電腦及網絡設施安裝任何類型的軟件（不論是從可抽取媒體、互聯網、

電郵或其他軟件運輸媒體得來的有防拷保護、沒有防拷保護、共享或免費軟件）。 

c. 要設定螢幕保護程式密碼，防止離開座位時被盜用電腦。 

d. 使用加密軟件或密碼，以便保護敏感資料。 

e. 無人看管的手提電腦應該妥為保存。 

f. 應用設定、應用程式、作業系統及網絡如有作出改動（當中包括有關保安要求的修

訂），應妥善記錄，並需要經有關的「系統擁有人」批准才實行，以及在正式投入使

用前須經過適當人員正式測試。資訊科技部負責為應用及基礎設施的發展、實施及保

養建立恰當的保安控制及程序。 

g. 於審批系統的存取要求時，應注意是否符合公司的有關政策，確保存取權限是根據工

作職責授予、有恰當的職責劃分、得到獲授權人士批准，準確地輸入系統，以及每年

檢討是否有一直遵守有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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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個人使用社交媒體 
a. 切勿於社交網頁發佈任何對港發有負面影響或令公司尷尬的信息。 

b. 切勿透露本公司或由第三方（如供貨商）向本公司提供的機密或專有的資料。 

c. 除非特別獲得授權，否則切勿使用港發的標誌。 

d. 未經當事人批准，切勿以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及同事、業務夥伴或供貨商。 

e. 尊重同事、業務夥伴及供應商的私隱，未經當事人批准，請勿上傳他們的照片。 

f. 確保你在社交媒體上的言論符合有關誹謗、歧視、騷擾、資料私隱、版權及公平使用

原則的法律，並且符合公司的所有政策。 

g. 員工在社交媒體發表言論時若明確表示自己是港發僱員，或發佈有關其工作的資訊，

則應清楚表明內容僅代表員工的個人意見。 

11. 安全事故檢測、上報及回應 
一旦發現有安全事故，所有違反公司機密資訊的行為必須及時進行報告、回應及升級處理。 

a. 員工有責任第一時間向資料擁有人報告他們知道的任何有關敏感資訊的違規事件。另

外亦要同時向資訊科技部門匯報。 

b. 未得高層管理同意，員工不得向外透露任何資料保安事故細節。 

12. 調查 
資訊科技部負責就所有獲通報事故進行調查，以確定原因，同時確定及實施糾正措施，從而

達到不斷完善及加強資訊安全的作用。當需要進行調查時，按照收集證據的規則來對證據進

行收集、保留、保存及公開乃極為重要。 

13. 檢討、審查及監察 
資訊科技部負責確保本文件會每年檢討。 

品質保證部負責審查及監察有否遵守規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