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資科辦）

2019至2021年的開放數據計劃

A. 在2019 年發放的部門數據集 

數據種類／ 

數據集名稱 

目標發放日期 更新頻率 備註 

1. 資訊科技／ 
開放數據的數據集清單 

04/2019 每季 數據提供機構、數據集名稱、數據種類、數據格式、應用程

式介面數目 (JSON) 
2. 資訊科技／ 

開放數據使用情況的統計數字 

04/2019 每年 數據提供機構、數據集下載次數 (JSON) 

3. 資訊科技／ 

政府表格的統計數字 

04/2019 每年 局／部門名稱、所提供政府表格數目、支援以電子方式提交
的政府表格數目 (JSON) 

4. 資訊科技／ 

政府流動應用程式的統計數字 

04/2019 每年 流動應用程式名稱、累計下載次數 (JSON) 

5. 資訊科技／ 

「香港政府一站通」使用情況

的統計數字 

04/2019 每季 瀏覽「香港政府一站通」的次數、瀏覽「香港政府一站通」
網頁的次數 (JSON) 

6. 資訊科技／ 
中央網上付款服務的統計數字 

10/2019 每月 局／部門名稱、網上付款服務種類、網上付款交易數目及款

額 (JSON) 
7. 資訊科技／ 

電子政府服務的統計數字 

10/2019 每年 電子政府服務的數目、電子交易數目、使用比率 (JSON) 



 

 

 
  

  

 
 

  
 

  

8. 資訊科技／ 

政府的資訊保安事故統計數字 

01/2019 每月 政府的資訊保安事故報告數目及種類 (JSON) 

9. 資訊科技／ 
由電腦化計劃整體撥款支付推
行的核准資訊科技項目 

01/2019 每季 項目名稱、局／ 部門名稱、預算費用、計劃開展及完成日
期、核准資訊科技項目實際完成日期 (CSV) 

註：由電腦化計劃整體撥款支付推行的項目為費用在20萬元

以上但不超逾1,000萬元的項目。 

10. 資訊科技／ 

優質資訊科技專業服務常備

承辦協議批出的服務合約 

04/2019 每季 工作名稱、局／部門名稱、承辦商名稱、價格、批出服務合
約日期 (CSV) 

11. 資訊科技／ 

中央互聯網郵件收發服務的統

計數字 

04/2019 每月 各局／部門與公眾之間經中央互聯網郵件收發服務發
送、接收、過濾（為濫發郵件）的互聯網電郵數目 
(JSON) 

12. 資訊科技／ 
為長者提供與資訊及通訊科技
有關的「樂齡IT易學站」網上
學習資源列表 

11/2019 每季 與資訊及通訊科技有關的「樂齡IT易學站」網上學習資源列
表及連結 (JSON) 

13. 資訊科技／ 
政府聘用T合約員工的總數 

01/2019 每月 政府、資科辦及其他局／部門聘用的T合約員工數目 (CSV) 

14. 資訊科技／ 

政府聘用T合約員工的每月開支 

07/2019 每半年 員工類別、平均每月聘用開支 (CSV) 

15. 城市管理／ 

來自城市儀表板的數據 

12/2019 有需要時 在城市儀表板生產過程中處理的數據，包括：

 由運輸署所提供的香港四條主要道路的平均行車時間

(CSV, JSON, XML) 
 由運輸署所提供的香港三條過海隧道的平均行車速度

(CSV, JSON, XML) 
 由（1）運輸署及（2）起動九龍東辦事處所提供的空置私

家車車位數目 (CSV, JSON, XML) 
 香港天文台氣象站基本資料 (CSV, JSON, XML) 
 由環境保護署所提供的現時一般和路邊監測站的空氣質素

健康指數範圍和預測 (CSV, JSON, XML) 
 由政府統計處所提供的各類貧窮指標 (CSV, JSON, XML) 



 
 

 
 

 

 

 
 

 

 

 由政府統計處所提供的按性別劃分的香港人口數字(CSV, 
JSON, XML) 

 由政府統計處所提供的勞動人口、失業及就業不足統計數

字 (CSV, JSON, XML) 
16. 運輸／ 

城巴，新大嶼山巴士和新巴在

個別巴士站的預計抵達時間 

12/2019 預計抵站時間

數據1分鐘內

更新。 其他數

據每天或有需

要時更新。 

通過巴士的預計抵達時間API，在後台進行批處理操作後傳

回巴士站的完整路線或預計抵達時間的完整列表 (JSON) 

17. 資訊科技／ 

根據年度開放數據計劃開放的

新數據集列表 

12/2019 有需要時 表列政府各局及部門根據其年度開放數據計劃開放的新數據

集 (JSON) 

B. 在 2020 年及 2021 年發放的部門數據集 

數據種類／ 

數據集名稱 

目標發放日期 更新頻率 備註 

/ / / / 



 
 

   

 

 

     

 
 

 

 

 

 

C. 其他機構計劃開放的數據集 

(1) 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下稱「香港協調中心」）

數據種類／ 

數據集名稱 

目標發放日期 更新頻率 備註 

1. 資訊科技／ 
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
接獲的保安事故報告統計數
字 

01/2019 每月 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接獲的資訊保安事故報告數目及
種類 (JSON) 

D. 進度： 部門及其他機構已上載「資料一線通」網站的數據集 

數據種類／ 

數據集名稱 

發放日期 更新頻率 備註 

1. 房屋／ 
地址搜尋服務 

12/2015 每月 香港地址記錄 (JSON及XML) 

2. 社會福利／ 

獲批准的籌款活動 

12/2015 社會福利署、民政
事務總署、民政事
務局：有需要時；
食物環境衞生署： 

每日兩次 

獲批公開籌款許可證、臨時小販牌照、獎劵活動牌照及非
慈善性質籌款許可證的籌款活動資料 (JSON 及 XML) 

3. 康樂及文化／ 
消閒一站通的資訊 

12/2015 有需要時 各局／部門及機構發出的活動資訊的詳情 (ICS及JSON) 

4. 資訊科技／ 
香港政府通知你 

12/2015 有需要時 各局／部門透過「香港政府通知你」一站式平台發出的提示

通知 (JSON) 
5. 資訊科技及廣播／ 

《香港增補字符集》相關資

訊 

12/2015 有需要時 《香港增補字符集》的相關資訊，包括ISO/IEC 10646碼

位、字符、兼容性點、倉頡碼、粵語拼音和大五碼等 

(JSON) 
6. 運輸／ 

空置車位資訊（ 整合版） 

06/2017 實時 由(1)運輸署和(2)起動九龍東辦事處所提供的空置車位及停車

場基本資訊 (JSON) 



 
 

 

 

7. 資訊科技／ 
為政府員工提供電腦及互聯
網接達的統計數字 

12/2015 每半年 員工備有指定工作站、互聯網接達及內部電郵帳戶的百分比 

(CSV) 

8. 資訊科技／ 
資科辦的職位空缺列表 

12/2015 有需要時 資科辦的職位空缺 (JSON) 

9. 資訊科技／ 

資科辦的公開招標公告列表 

12/2015 有需要時 資科辦的公開招標公告 (JSON) 

10. 資訊科技／ 
政府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
的保安建議及保安警報 

12/2015 有需要時 保安建議／警報的名稱及連結、發布日期及概要 (XML) 

11. 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服務供應商 

12/2015 每月 供應商名單 (CSV) 

12. 資訊科技／ 

政府公共雲端服務供應商列

表 

12/2015 每月 服務供應商名單 (XML) 

13. 資訊科技／ 

中央統籌的資訊科技合約承

辦商列表 

12/2015 每月 承辦商名單 (CSV) 

14. 資訊科技／ 
資科辦於推動長者應用資
訊及通訊科技方面已推行
的項目 

12/2015 有需要時 資科辦於推動長者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方面已完成的資助項
目列表 (JSON)

註：由2020年1月開始由「資訊科技／資科辦於推動長者應
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方面推行的項目」數據集取代

15. 資訊科技／ 

無障礙網頁／流動應用程式

服務商名單 

12/2015 有需要時 提供有關無障礙設計網頁／流動應用程式的資訊科技專業服
務的服務商名單 (JSON) 

16. 資訊科技／ 
數碼共融流動應用程式 

12/2015 有需要時 數碼共融流動應用程式資助計劃下開發的流動應用程式列表

(JSON) 
17. 資訊科技／ 

通用「Wi-Fi.HK」品牌 

10/2018 有需要時 參與「Wi-Fi.HK」品牌的機構及其Wi-Fi.HK場地位置的資訊

連同地理資訊 (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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