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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以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為代表，委託 Frost & Sullivan 就香港數據中

心業的發展進行研究，研究數據中心業帶來的經濟效益及對鞏固香港作為貿易及金融樞紐地位

的經濟效益。 

 

香港是區內的主要金融、國際貿易及物流樞紐，這是毋庸置疑的。為此，香港在亞太區內提供

相關國際數據中心服務亦是區內數一數二的。就市場收益而言，香港是亞太區內五大市場之

一。對「加高地台空間」可帶來經濟效益而言(以每 10 億美元的本地生產總值計算)，香港在亞

太區內名列第二。來自多個行業的跨國公司已在香港設立亞太區總部。根據投資推廣署及政府

統計處在 2010 年發佈的年度調查結果，已有 3,638 家跨國公司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或地區辦

事處。這些匯聚本港的地區辦事處，均需透過數據中心服務連繫區內各辦事處，從而對本港數

據中心服務產生巨大需求。 

 

上海、廣州、新加坡及台灣等地，也正在積極吸引數據密集行業(例如金融服務、貿易及物流、

資訊科技／電訊和內容／媒體)於該地設立總部和作出投資。這些地方亦積極發展數據中心和電

訊基礎建設，以期成為數據中心樞紐和互連關口站從而支持上述行業的發展。由始可見，香港

必須提高本身的競爭優勢，以促進和吸引有關數據中心的投資，從而鞏固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和

亞洲商業都會的領導地位。 

 

此項研究，我們進行了超過 50 次訪問，受訪者來自相關的商業機構(包括「數據中心營辦商」

和使用「終端用戶數據中心」的商業機構)，以及業界組織和政府機構的相關人士。本報告摘要

扼要載述訪問收集所得的資料，以及我們根據該等資料和現有數據作綜合分析後所得出的研究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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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形經濟影響有形經濟影響有形經濟影響有形經濟影響 

 

數據中心業可透過營運和開支令香港經濟受惠。其所帶來的有形經濟影響可分為兩類：(1) 直

接影響，即本港數據中心業透過數據中心的營運活動而帶來的經濟效益；以及 (2) 間接影響，

即因數據中心業在本港其他行業(例如電訊業、公用事業和房地產業)所作出的開支而令此等行

業產生的經濟效益。 

 

直接經濟影響直接經濟影響直接經濟影響直接經濟影響 

 

數據中心營辦商及終端用戶於 2009 年直接帶來共 16 億港元的經濟增值額（數據中心營辦商：

10 億港元；終端用戶：6 億港元），約佔 2009 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 16,220 億元的 0.1%。數

據中心業直接帶來的就業機會，估計約共 2,200 個職位（數據中心營辦商及終端用戶大約各佔

一半）。2009 年，數據中心業的僱員人均增值額估計約為每人 727,300 港元，較香港經濟整

體僱員人均增值額(每人 466,200 港元)為高，反映出數據中心業可帶來較高的增值額。 

 

間接經濟影響間接經濟影響間接經濟影響間接經濟影響 

 

間接經濟影響是因數據中心在其他行業所作出的開支而產生的。在整理訪問所得資料後，我們

只計算下列行業1 的經濟影響： (1) 電訊業、(2) 公用事業；以及(3) 房地產業。就這些行業而

言，我們為每個行業計算出適用的經濟因子，以確定本港數據中心業所作出的開支會如何影響

經濟增值額和就業機會。 

 

在間接經濟影響方面，2009 年，數據中心業所作出的開支令上述行業產生 18 億港元的經濟增

值額，並創造了約 2,600 個職位。 

 

                                            

1 數據中心業在其他行業（例如保安服務等）所作出的開支相對較少，因此沒有將之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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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總體有形經濟效益而言，2009 年，數據中心業的直接和間接經濟效益帶來約 34 億港元經濟

增值額，佔香港以基本價格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 0.21%，同時創造了大約 4,800 個職位，佔總

就業人數 0.14%。 

 

與其他支柱產業(例如金融服務業、貿易及物流業)比較，數據中心業為香港經濟帶來的經濟增

值額和就業職位可能較少。然而，數據中心業所產生的其他經濟效益對促進支柱行業的增長和

發展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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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形經濟影響無形經濟影響無形經濟影響無形經濟影響 

 

在研究的過程中，業界和相關持份者均認為，數據中心為其他行業發展提供關鍵基礎建設服

務。這一點已從其他研究數據及驗證「預定假設」得到證實。。 

 

下文所敘述的預定假設，均顯示數據中心對香港經濟有積極影響。儘管數據中心所產生的影響

無法全部量化，但其對整個經濟所帶來的正面效益，是不容忽視的。 

 

數據中心為各主要行業提供關鍵基礎建設服務數據中心為各主要行業提供關鍵基礎建設服務數據中心為各主要行業提供關鍵基礎建設服務數據中心為各主要行業提供關鍵基礎建設服務 

 

數據中心在協助本港爭取成為國際都會、地區樞紐和主要金融中心多方面發揮着重大作用。 

 

商業機構對數據中心的倚重 

數據中心是重要的基礎建設，可支援金融服務、貿易及物流、資訊科技／電訊和內容／媒體等

行業的營運。2008 年，上述有關行業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 45%以上，並佔本港數據中心空

間總需求的 84%以上，反映出上述行業對數據中心服務的倚重程度。 

 

地區數據中心所在地的設立與金融營運支援業務相關影響 

一個優良的數據中心環境，有利於減低相關金融服務機構為該區提供營運支援業務所帶來的風

險，同時，亦可提高相關機構在香港開設地區營運支援業務（例如資訊科技功能、信用卡操作

和處理）的可能性。根據實證，大部分金融機構選擇將其地區營運支援業務與地區數據中心設

於同一地方。作此決定的基本原因包括有關地點方便其管理、有技術人員可供聘用，以及在拓

展業務上具整體吸引力。 

 

從下表可見，大部分金融機構均把大量人手，包括負責金融及營運支援業務（例如資訊科技和

信用卡處理）的員工，分派到其中設有地區業務連同數據中心的城市工作。 

 

表表表表 1：：：：金融機構在亞太區金融機構在亞太區金融機構在亞太區金融機構在亞太區（（（（日本除外日本除外日本除外日本除外））））的地區總部和數據中心的所在地的地區總部和數據中心的所在地的地區總部和數據中心的所在地的地區總部和數據中心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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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金融機構金融機構金融機構 
地區總部的所在地地區總部的所在地地區總部的所在地地區總部的所在地 –  

亞太區（日本除外） 
地區數據中心的所在地地區數據中心的所在地地區數據中心的所在地地區數據中心的所在地 

總僱員人數總僱員人數總僱員人數總僱員人數（（（（2009 年年年年））））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高盛高盛高盛高盛 香港 香港 2,000 800 

摩根大通摩根大通摩根大通摩根大通 香港 香港 4,000 2,500 

滙豐銀行滙豐銀行滙豐銀行滙豐銀行 香港 香港 27,000 3,000 

渣打銀行渣打銀行渣打銀行渣打銀行 香港、新加坡 香港 12,200 7,800 

瑞士信貸瑞士信貸瑞士信貸瑞士信貸 香港、新加坡 新加坡 1,500 4,800 

花旗銀行花旗銀行花旗銀行花旗銀行 香港、新加坡 香港、新加坡 4,000 8,500 

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 香港、新加坡 新加坡 1,000 1,900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 調查研究和預測 

 

舉例而言，新加坡是花旗銀行的東南亞國家聯盟樞紐、亞洲零售銀行業務的地區總部，以及區

內的卓越中心。該地亦是花旗銀行的地區業務和技術專業知識的重要樞紐，並設有其最先進的

數據及處理中心。該數據中心每日可為超過 50 個國家處理 250,000 宗地區交易，交易金額達

9,350 億港元。 

 

因此，如果各大金融機構選擇在香港開設其主要的地區支援業務，不但香港的經濟將可受惠，

而優良的數據中心環境，更可積極影響這些機構前來開設營運支援業務的決定。 

 

數據中心是促進關鍵金融交易的主要要素 

將金融服務機構的交易平台設於香港交易所鄰近，可有助減低網絡時延問題對金融服務交易所

造成的影響。最受網絡時延影響的是程式（演算）交易，因為這類交易需要即時確定套戥機會

並即時進行交易。 

 

因此，如金融服務機構的交易平台因地方所限而無法設於證券交易所數據中心內或鄰近，有可

能使香港提供世界級交易平台的能力產生負面印象。業界指出，由於程式（演算）交易已成為

全球金融市場的主要組成部分，本港需提升其有關能力，否則日後失去巨額新股認購市場的風

險可能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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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機構在港設立數據中心可減低其營運風險商業機構在港設立數據中心可減低其營運風險商業機構在港設立數據中心可減低其營運風險商業機構在港設立數據中心可減低其營運風險 

 

到了 2012 年，全球雲端運算開支預測會增至 3,260 億港元，佔資訊科技開支總額的 9%，顯示

市場日益倚賴透過網絡或雲端運算提供科技服務。 

 

如本港商業機構倚賴海外數據中心或其數據中心設於海外的雲端服務供應商，營運風險會因區

域性網絡服務中斷增加。舉例而言，地震或颱風可對海底電纜造成破壞，令本港商業機構與海

外數據中心或雲端服務供應商的連線中斷，因而對這些機構在港的業務造成影響。 

 

因此，如香港的環境及定位能吸引本地商業機構在香港設置數據中心，又能吸引雲端服務供應

商於香港設置數據中心，上述的營運風險便可大大減低。 

 

商業機構在港設立數據中心可促使其紮根香港商業機構在港設立數據中心可促使其紮根香港商業機構在港設立數據中心可促使其紮根香港商業機構在港設立數據中心可促使其紮根香港 

 

調查研究顯示，商業機構對資本密集的基礎建設（例如數據中心）作出投資後，把業務遷往其

他地方的可能性會大大降低。根據訪問所得資料和現有數據，地區性公司（例如金融機構）在

作出初期投資／開展業務時，投放在數據中心的投資，估計高達總資本的 30%。鑑於該資本投

資金額巨大，此等商業機構不大可能於日後將業務遷往其他地方。 

 

此外，此等商業機構可能會優先考慮在同一地方擴展其地區業務。例如，Bosch 在新加坡投資

設立數據中心和銷售／分銷辦事處後，宣佈在該地設立新的地區總部，為旗下超過 200 個東南

亞辦事處提供支援。該機構現正計劃在新加坡設立資訊科技研發中心。 

 

數據中心帶來較高增值額的就業機會數據中心帶來較高增值額的就業機會數據中心帶來較高增值額的就業機會數據中心帶來較高增值額的就業機會 

 

本港數據中心僱員的薪金一般較其他行業僱員的平均薪金為高，而數據中心僱員的人均增值額

亦相對較高。例如，本港的數據中心經理年薪約為 600,000 港元；主機分析員、系統管理員和

數據中心支援工程師三個對數據中心運作至關重要的職位，年薪約為 300,000 至 500,000 萬港

元不等。這亦顯示擔任此類職位者必須具備高技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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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從下表可見，數據中心僱員的人均增值額亦較許多其他行業僱員為高。 

表表表表 2：：：：多個行業的就業人數和僱員人均增值額多個行業的就業人數和僱員人均增值額多個行業的就業人數和僱員人均增值額多個行業的就業人數和僱員人均增值額（（（（2009 年年年年）））） 

行業行業行業行業  就業人數就業人數就業人數就業人數 
僱員人均增值額僱員人均增值額僱員人均增值額僱員人均增值額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數據中心業（直接影響） 2,200 727,300 

金融服務業 202,809 1,111,100 

旅遊業 197,400 263,400 

貿易及物流業 832,800 473,900 

專業服務及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2行業 424,800 442,900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 預測、香港政府統計處 

 

                                            
2 工商業支援服務是指提供服務予其他公司（即中間投產消耗），以及向公司及個別人士輸出的服務，例如貨物運

輸、貿易融資及保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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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外政策海外政策海外政策海外政策／／／／措施和發展情況措施和發展情況措施和發展情況措施和發展情況 

 

A.政策與措施 

 

香港仍然是區內的主要數據中心及電訊樞紐。然而，對數據中心營辦商和終端用戶而言，在其

他地方(例如新加坡)擴充或設立數據中心業務，是有其吸引力。新加坡等競爭對手一直積極推

動數據中心業發展。舉例而言，新加坡政府已制訂各項措施，加快批核有關設立數據中心的申

請及發牌程序，而與美國的做法相若，該地亦提供各種誘因以吸引海外投資者。根據業內受訪

者的意見，此舉吸引了國際數據中心營辦商，例如 Digital Realty Trust、Equinix 和 Global 

Switch 在該地作出龐大投資。此外，雲端服務供應商 (例如亞馬遜、谷歌、VMware 及

Salesforce.com)在新加坡的業務，比其在香港的業務為多。 

  

由於發展數據中心需要大面積土地，新加坡政府亦正計劃興建面積達 12 公頃的數據中心園，

使之成為全球最大的單一數據中心設施，以吸引跨國銀行、電訊企業和國際數據中心營辦商在

該處設立關鍵業務。 

 

研究顯示，數據中心的匯聚，應可節省基礎建設開支，並能受惠於「最後一哩」設施所帶來的

好處。業界普遍認為，要發揮匯聚效應，不單是讓更多的數據中心置設於一地，而是讓他們匯

聚一處，集中共用資源以降低開設和營運成本。 

 

目前，除了少數營辦商在香港科技園公司管理的工業邨內設置數據中心外，本港的數據中心均

散佈在不同地區。如當局撥出大面積土地（約 8 至 10 公頃）供集中興建數據中心，便可發揮

匯聚效應。此外，由於需求方面有保證，可吸引電力公司等服務供應商在資本密集的基礎建設

上作出投資。 

 

B.  海外金融中心的數據中心發展 

 

環顧數據中心在其他城市的發展，在紐約、倫敦、巴黎、東京、芝加哥和新加坡等環球金融中

心和城市／地區附近，均設有很多數據中心以應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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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國際營運商建立數據中心的主要金融中心及城市國際營運商建立數據中心的主要金融中心及城市國際營運商建立數據中心的主要金融中心及城市國際營運商建立數據中心的主要金融中心及城市 

其中一些的數據中心其中一些的數據中心其中一些的數據中心其中一些的數據中心 
營辦商營辦商營辦商營辦商 

設有設有設有設有數據中心數據中心數據中心數據中心的主要金融中心的主要金融中心的主要金融中心的主要金融中心 
（（（（加高地台空間加高地台空間加高地台空間加高地台空間 > 100,000 平方呎平方呎平方呎平方呎）））） 

設有設有設有設有數據中心數據中心數據中心數據中心的其他一些地點的其他一些地點的其他一些地點的其他一些地點3 

Digital Realty Trust 倫敦、紐約、巴黎、芝加哥、新加坡4 
波士頓、侯斯頓、矽谷、都柏林、阿姆斯特

丹、洛杉磯、三藩市、達拉斯、夏洛特 

Equinix 
倫敦、紐約、巴黎、芝加哥、東京、

香港、新加坡 

波士頓、達拉斯、矽谷、上海、悉尼、阿姆斯

特丹、洛杉磯、阿特蘭大、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Global Switch 倫敦、巴黎、新加坡 阿姆斯特丹、法蘭克福、悉尼 

Telehouse 倫敦、紐約、巴黎、東京、香港 上海、洛杉磯、首爾、開普敦、大阪、名古屋 

Savvis 倫敦、紐約、芝加哥、東京、新加坡 波士頓、矽谷、達拉斯、洛杉磯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 調查研究 

 

此外，位於北美洲的 Equinix 的行政總裁指出，紐約大都會地區(特別是金融界)對數據中心服務

的需求在過去數年大幅增長。Equinix 於距離曼克頓市中心僅 17 公里以外的地方，建造了一個

加高地台空間達 100,000 平方呎的全新數據中心，成為該公司在該區所開設的第八個數據中

心，專門用作提升其數據容量，使其更能應付金融界的需求。由此可見，數據中心確實有需要

設於環球金融中心內或附近。 

 

香港未必可以推行所有上述的措施和政策，但須洞悉這些措施和政策，及因應香港的實際情

况，考慮推出可令香港受惠的適當措施。 

 

                                            

3 就加高地台空間面積而言，數據中心營辦商在其他地點所開設的數據中心，一般面積為 50,000 至

100,000 平方呎不等，有些佔地更廣。 

4 2010 年，Digital Realty Trust 在新加坡作出龐大投資，以興建面積達 370,000 平方呎的數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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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促進促進促進促進數據中心數據中心數據中心數據中心業發展的需要業發展的需要業發展的需要業發展的需要 

 

數據中心有其特定的需要，因此其發展往往受到限制。香港如不應對此等需要，業界發展可能

會受到約束。 

 

合適空間合適空間合適空間合適空間／／／／土地的供求情況土地的供求情況土地的供求情況土地的供求情況 

 

A.  合適空間／土地的供應情況 

 

數據中心業所面對的主要約束之一，是缺乏合適的土地以興建大型高端數據中心（第 3+及第 4

級）。根據我們以假設「需求無約束」
5的預測，到了 2015 年，本港的第 3+和第 4 級數據中心

總共需要額外 500,000 平方呎加高地台空間，或等於大約 10 公頃面積的土地6。我們亦預期有

關需求在 2015 年後將持續增長。從以下幾方面來看，目前可供應及可供使用的合適7土地，不

足以應付日後興建高端數據中心的需要, 其中包括：(1) 地盤的面積；(2) 市場可供使用土地的

總面積；(3) 電力供應能力；以及 (4) 土地是否適合使用（例如有關土地是否遠離危險行業）。 

 

我們在查察不同的土地來源，及分析哪些土地可供作發展數據中心後。得出以下目前的供應情

況： 

 

• 香港科技園公司管理下的工業邨： 

                                            
5「需求無約束」是指加高地台空間的需求增長不會為外在障礙因素(例如不利發展的規例或沒有可供使用的土地)所

約束。 

6加高地台空間每 100,000 平方呎的數據中心需要佔用約 2 公頃土地。 

7評估土地是否適合興建高端數據中心需要考慮多個因素，當中包括：遠離主要道路；並非鄰近高危設施(例如煉油

廠)；並非在飛機航道之下；與可產生震動或干擾數據中心(電腦)運作的鄰近設施保持一段緩衝距離；以及有充足的

電力供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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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0 年 12 月，將軍澳工業邨僅餘三幅空置用地，總面積約為 4.5 公頃，預計當中

兩幅用地快將被批出8。大埔工業邨目前沒有空置用地。基於網路容量不足，元朗工業

邨不適合發展高端數據中心。 

 

• 公開市場： 

在 2008 至 2010 年期間，只有 11 幅土地可供申請作商業用途，其中最大兩幅土地的面

積僅分別為 1 公頃和 1.4 公頃，均較在 2010 年批給一數據中心營辦商在將軍澳工業邨

將會興建第 4 級數據中心的 3 公頃土地為小 。 

 

• 可作數據中心用途的現有工業大廈／用地： 

現時約有 300 公頃及 200 公頃的工業大廈／用地分別劃作工業及商業用途，這些土地

均可作數據中心之用。不過，要將這類土地重新發展作高端數據中心用途，會遇到不少

挑戰。若要重建現有工業大廈，必須先行收購及拆卸現有建築物，因而令重建成本增加

及籌建時間延長（12 至 24 個月）。此外，附近建築物可能存在共有業權問題，增加了

收購足夠面積土地以發展高端數據中心項目的難度。再加上電力供應有可能不配合等問

題，均造成現有工業大廈對可供發展高端數據中心的限制。 

 

B. 需求 –香港是設立數據中心的首選城市 

 

數據中心營辦商及終端用戶均認同，即使在其他地方設立數據中心可能節省成本，但業界大多

傾向選擇在香港開設其主要數據中心，因為香港具備多項制度優勢，包括： 

• 首先，香港是區內金融樞紐，也是進入中國內地的門戶。數據中心一般傾向設於業務運

作地點附近，而對於個別數據中心來說，這更是特定的需要。 

• 第二，鑑於區內其他地方的規管問題、資料私隱監管不完善、以及缺乏完備的基礎設施

等，數據中心營辦商及終端用戶均認為，香港是大中華區內設置其主要及／或後備數據

中心的安全地點。 

• 最後，香港不受地震等天災威脅，為數據中心提供了穩定的營運環境。 

 

                                            
8截至 2011 年 3 月，該兩幅用地已被批出，現餘下一幅面積為 1.5 公頃在海邊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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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普遍觀點認為，香港如不儘快供應足夠及合適土地作發展高端數據中心，其發展核心基

礎設施以應付企業所需的能力將會受到影響。長遠來看，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和主要金融中心的

競爭力亦可能被削弱。 

 

充足電力的供求情況充足電力的供求情況充足電力的供求情況充足電力的供求情況 

 

大部分業內企業均指出，電力供應是本港數據中心業所面對的兩大挑戰（與及土地）之一。須

特別指出的是，經改裝的工業大廈未必能應付高端數據中心的高耗電量需求。而且改裝翻新工

程需時甚久。視乎變電站的供電量及／或大廈內電力變壓房的空間大小。要為設於現有或新改

建大廈內的數據中心提供足夠電力，可能需時數月或以上。對設於未開發土地上的數據中心來

說，如果該處附近沒有變電站，則可能需時數年。 

 

技術人員的供求情況技術人員的供求情況技術人員的供求情況技術人員的供求情況 

 

部分業內企業在招聘數據中心人手時曾遇上困難，其中包括高級技術人員(具高技術水平和豐富

經驗的數據中心經理及規劃師)及次級技術人員(數據中心操作員)。就擬在本港開設業務的雲端

服務供應商而言，因為他們需要具高技術水平的人員負責營運其業務，上述情況日後可能會對

他們構成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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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總結而言，香港數據中心業具有強勁增長的潛力，主要是由於科技發展趨勢(包括資訊電子化、

電子商貿發展以及雲端運算的採用日益普及)，帶動了對數據中心服務的需求。香港是區內的主

要科技與電訊樞紐，因此可受惠於數據中心業的增長。加高地台空間的總需求，預計會由

2009 年的 2,300,000 平方呎，增至 2015 年約 4,100,000 平方呎。按複合年增長率計算，增幅

為 9.8%。我們亦相信總需求在 2015 年後會持續增長。 

 

從經濟角度來說，與其他支柱產業(例如金融服務業、貿易及物流業)比較，數據中心業為香港

經濟帶來的增值額和就業職位可能較少。但是，業界及相關持份者均認為，數據中心是其他行

業發展的關鍵基礎建設。此外，雲端運算的採用日益普及，對區內數據中心服務的需求和數據

中的提供會帶來顯著及積極影響。 

 

為促進本港數據中心業發展，並鞏固香港作為區域樞紐的地位，當局須先解決數個現存問題，

包括提供大幅合適土地以發展高端數據中心，並採取可行措施，處理電力供應基礎設施／電力

供應的問題，以及應付數據中心業對技術人員的需求。 

 

鑑於數據中心業可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們建議我們建議我們建議我們建議當局應研究可促進數據中心業進一步發展的

措施。我們的結論如下： 

 

• 目前未能應付高端數據中心對合適空間／土地的需求； 

• 若未能應付有關需求，本港整體經濟活動及競爭力會受到不良影響；以及 

• 若有需要，再作詳細研究以評估和定出可促進數據中心發展的措施，並參詳各項措施的

切實可行性、效益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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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詞彙詞彙詞彙 

 

數據中心數據中心數據中心數據中心 - 用以放置電腦系統設施及相關組件(例如數據通訊和儲存系統)的地方。此用語一般

包括後備電力供應和環境控制系統（例如空調和滅火系統）。 

就這項研究而言，數據中心包括商業機構用以支援內部運作的終端用戶數據中心，以及由數據

中心營辦商管理、可提供能賺取收入的數據中心託管服務的數據中心。 

 

終端用戶數據中心終端用戶數據中心終端用戶數據中心終端用戶數據中心  –  非賺取收入的內部數據中心。 

 

數據中心營辦商數據中心營辦商數據中心營辦商數據中心營辦商 – 一般指系統集成商、電訊及互聯網服務供應商，以及純粹從事數據中心業務

的營辦商，他們均擁有可賺取收入的數據中心。這些營辦商為其他商業機構提供數據中心服

務。 

 

加高地台空間加高地台空間加高地台空間加高地台空間 – 指數據中心內可用以提供數據中心服務的加高地台空間，通常以平方呎或

平方米作為量度單位。 

 

數據中心級別數據中心級別數據中心級別數據中心級別 – 國際正常運行時間協會（Uptime Institute）根據服務的可用性，將數據中心分

為四級。第 1 級數據中心的服務可用性最低（99.671%），第 2 級數據中心的服務可用性為

99.75%，第 3 級數據中心的服務可用性為 99.98%，第 4 級數據中心的服務可用性最高

（99.995%）。數據中心營辦商擁有的數據中心大多屬第 3 級或以上。有些數據中心被歸入第

3+級，是由於中心目前雖以第 3 級的規格營運，但只須稍作改動便能升級，符合第 4 級在服務

可用性方面的規格。 

 

增值額增值額增值額增值額 – 增值額是營運利潤、員工酬金和利息款項的總和。營運盈餘是收入在扣除營運支出和

折舊後所剩餘的款項。因此，數據中心營辦商的整體增值額的計算方法如下： 

增值額（數據中心營辦商）= 收入 – (營運支出 + 折舊 + 員工開支 + 利息款項) 

對終端用戶數據中心而言，營運利潤假設為 0。因此，終端用戶數據中心的整體增值額的計算

方法如下： 

增值額（終端用戶）= 折舊 + 員工開支 + 利息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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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st & Sullivan是一間與客戶建立長遠成長夥伴關係的公司，讓客戶能夠加速成長，在增長、

創新和領導才能方面均達致同級最高水平。公司的成長夥伴服務，為行政總裁及其成長團

隊，提供專業調查研究和最佳實務模式，從而推動強大增長策略的產生、評估和推行。Frost 

& Sullivan充分展現50年的豐富經驗，在全球六大洲上的40多個辦事處，與1000間公司、新興

企業和投資界攜手合作。如欲加入我們的成長夥伴計劃，請瀏覽http://www.frost.com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99 號 

中環中心 66 樓 01 室 

電話 +852 3965 3315 傳真 +852 3965 3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