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政事务总署 

  

2023至2025年的开放数据计划 

  

A. 在 2023 年发放的局／部门数据集 

  

# 数据种类／数据集名称 

 
目标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备注 

 

1 社会福利/ 

2022年4月在深水埗区派发

防疫服务包的数据 

 

03/2023 一次性 有关2022年4月在深水埗区派发防疫服

务包的数据的空间数据，以电脑可读格

式透过「资料一线通」网站发布。 

2 其他/ 

乡郊代表名单 (2023-2027) 

 

7/2023 当有需要时 有关乡郊代表名单(2023-2027)以电脑

可读格式(CSV)透过「资料一线通」网站

发布。 

 

此数据种类已于2020年6月首次发放(D

类第21项)，并会于有需要时发放新数

据。 

 

3 其他/ 

27个乡事委员会执行委员会

委员名单 (2023-2027) 

 

7/2023 当有需要时 有关27个乡事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名

单(2023-2027)以电脑可读格式(CSV)透

过「资料一线通」网站发布。 

 

此数据种类已于2020年6月首次发放(D

类第22项)，并会于有需要时发放新数

据。 

 



4 其他/ 

乡郊代表选举各个乡事委员

会登记选民分布 (2023年) 

 

10/2023 每年 乡郊代表选举的原居民代表选举、居民

代表选举及街坊代表选举的2023年登记

选民数字按各个乡事委员会分布，以电

脑可读格式(CSV)透过「资料一线通」网

站发布。 

 

此数据种类已于2019年12月首次发放(D

类第17项)，并会于每年发放新数据。 

 

5 其他/ 

乡郊代表选举的原居民代表

选举、居民代表选举及街坊

代表选举登记选民的性别分

布 (2023年) 

 

10/2023 每年 乡郊代表选举的原居民代表选举、居民

代表选举及街坊代表选举的2023年登记

选民的性别分布，以电脑可读格式(CSV)

透过「资料一线通」网站发布。 

 

此数据种类已于2019年12月首次发放(D

类第18项)，并会于每年发放新数据。 

 

6 康乐及文化/ 

社区重点项目名单 

10/2023 当有需要时 社区重点项目名单将以电脑可读格式

(CSV)透过「资料一线通」网站发布。 

 

7 其他/ 

乡议局第36届议员大会成员

名单 

 

11/2023 当有需要时 有关乡议局第36届议员大会成员名单以

电脑可读格式(CSV)透过「资料一线通」

网站发布。 

 

此数据种类已于2020年6月首次发放(D

类第23项)，并会于有需要时发放新数

据。 

 

8 环境/ 

旧衣回收箱地点名单 

12/2023 当有需要时 旧衣回收箱地点名单，包括其管理机构

的联络资料，将以电脑可读格式(CSV)

透过「资料一线通」网站发布，其空间

数据将以电脑可读格式发布。 

 



 

B. 在 2024 年及 2025 年发放的局／部门数据集  

  

# 数据种类／数据集名称 目标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备注  

1 城市管理/ 

民政事务总署管理的公共空

间设施名单 

05/2024 当有需要时 民政事务总署管理的公共空间设施名单

以电脑可读格式(CSV)透过「资料一线

通」网站发布。相关数据集已于2022年12
月于空间数据共享平台发放。 

 

2 其他/ 

乡郊代表选举各个乡事委员

会登记选民分布 (2024年) 

 

10/2024 每年 乡郊代表选举的原居民代表选举、居民

代表选举及街坊代表选举的2024年登记

选民数字按各个乡事委员会分布，以电

脑可读格式(CSV)透过「资料一线通」网

站发布。 

 

此数据种类已于2019年12月首次发放(D

类第17项)，并会于每年发放新数据。 

 

3 其他/ 

乡郊代表选举的原居民代表

选举、居民代表选举及街坊

代表选举登记选民的性别分

布 (2024年) 

 

10/2024 每年 乡郊代表选举的原居民代表选举、居民

代表选举及街坊代表选举的2024年登记

选民的性别分布，以电脑可读格式(CSV)

透过「资料一线通」网站发布。 

 

此数据种类已于2019年12月首次发放(D

类第18项)，并会于每年发放新数据。 

 

4 其他/香港私人大厦电脑资

料库的资料 

03/2025 当有需要时 有关香港私人大厦电脑资料库的空间数

据，以电脑可读格式透过「资料一线通」

网站发布。 

 



5 其他/ 

乡郊代表选举各个乡事委员

会登记选民分布 (2025年) 

 

10/2025 每年 乡郊代表选举的原居民代表选举、居民

代表选举及街坊代表选举的2025年登记

选民数字按各个乡事委员会分布，以计

算机可读格式(CSV)透过「数据一线通」

网站发布。 

 

此数据种类已于2019年12月首次发放(D

类第17项)，并会于每年发放新数据。 

 

6 其他/ 

乡郊代表选举的原居民代表

选举、居民代表选举及街坊

代表选举登记选民的性别分

布 (2025年) 

 

10/2025 每年 乡郊代表选举的原居民代表选举、居民

代表选举及街坊代表选举的2025年登记

选民的性别分布，以计算机可读格式

(CSV)透过「数据一线通」网站发布。 

 

此数据种类已于2019年12月首次发放(D

类第18项)，并会于每年发放新数据。 

 

  

C. 其他机构计划开放的数据集 

  

(1) 机构名称 

# 数据种类／数据集名称 目标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备注 

 不适用       

 

D. 进度：局／部门及其他机构已经上载「资料一线通」网站的数据集 

  

# 数据种类／数据集名称 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例如：实时、每天、每星期、每月

等) 

 

备注 



1 发展/ 

地方行政区分界 

03/2018 当有需要时 以电脑可读格式(JSON and GML)透过「资

料一线通」网站发布18区地方行政区分

界地图。 

 

2 康乐及文化/ 

供十六岁以下人士进入的游

戏机中心的认可游戏清单 

 

01/2019 当有需要时 

(更新游戏清单后) 

资料包括代号、游戏名称、制造商名称和 

附注，以电脑可读格式(CSV)透过「资料

一线通」网站发布。 

 

3 康乐及文化/ 

已获发奖券活动牌照详情 

01/2019 当有需要时 

(发出奖券活动牌照后) 

资料包括牌照号码、机构名称、奖券活动

日期、批准发售彩票数目、批准发售彩票

售价及活动是否获批准于公共街道售卖

奖券，以电脑可读格式(CSV)透过「资料

一线通」网站发布。 

 

4 康乐及文化/ 

奖券活动收支结算表 

01/2019 当有需要时 

(持牌人提交奖券活动 

收支结算表后) 

 

资料包括牌照号码、机构名称、收支结算

表、审查报告及可供查阅的期限，以电脑

可读格式(CSV)透过「资料一线通」网站

发布。 

 

5 城市管理/ 

社区会堂及社区中心一览表 

 

03/2019 当有需要时 每间社区会堂／社区中心的名称、地址

及电话，以电脑可读格式(CSV)透过「资

料一线通」网站发布。 

 

6 工商业/ 

持牌酒店及宾馆名单 

04/2019 每月 持牌处所的资料，包括牌照号码、名称、

地址，以及电话号码、传真号码、电邮地

址(如有)，以电脑可读格式(CSV)透过

「资料一线通」网站发布。 

 

7 工商业/ 

持合格证明书会社名单 

04/2019 每月 持牌处所的资料，包括牌照号码、名称、

地址，以及电话号码、传真号码、电邮地

址(如有)，以电脑可读格式(CSV)透过

「资料一线通」网站发布。 

 

https://data.gov.hk/tc-data/dataset/hk-had-json1-hong-kong-administrative-boundaries/resource/c9b3ca46-9a42-4ba3-a0b3-705583c70990


8 工商业/ 

持由民政事务局局长签发的

牌照或许可证的卡拉OK场所

名单 

 

04/2019 每月 持牌处所的资料，包括牌照号码、名称、

地址，以及电话号码、传真号码、电邮地

址(如有)，以电脑可读格式(CSV)透过

「资料一线通」网站发布。 

 

9 工商业/ 

持牌床位寓所名单 

04/2019 每月 持牌处所的资料，包括牌照号码、名称、

地址，以及电话号码、传真号码、电邮地

址(如有)，以电脑可读格式(CSV)透过

「资料一线通」网站发布。 

 

10 法律及保安/ 

区议会议员名单 

 

06/2019 当有需要时 以电脑可读格式(CSV)透过「资料一线

通」网站发布。 

 

11 法律及保安/ 

区议会议员出席记录 

 

06/2019 每季及当有需要时 以电脑可读格式(CSV)透过「资料一线

通」网站发布。 

 

12 法律及保安/ 

区议会会议行事历 

 

06/2019 每月及当有需要时 以电脑可读格式(CSV)透过「资料一线

通」网站发布。 

 

13 城市管理/ 

临时避暑中心 

 

07/2019 当有需要时 资料包括名称及地址，以电脑可读格式

(CSV)透过「资料一线通」网站发布。 

 

14 城市管理/ 

临时避寒中心 

07/2019 当有需要时 资料包括名称及地址，以电脑可读格式

(CSV)透过「资料一线通」网站发布。 

 

15 城市管理/ 

民政咨询中心 

07/2019 当有需要时 资料包括名称、地址、电话号码及开放时

间，以电脑可读格式(CSV)透过「资料一

线通」网站发布。 

 

16 城市管理/ 

办理作私人用途的声明／宣

誓的办事处及办理时段 

07/2019 当有需要时 资料包括名称、地址及电话号码，以电脑

可读格式(CSV)透过「资料一线通」网站

发布。 



  

17 其他/ 

乡郊代表选举各个乡事委员

会登记选民分布(2019年) 

 

12/2019 每年 乡郊代表选举的原居民代表选举、居民

代表选举及街坊代表选举的2019年登记

选民数字按各个乡事委员会分布，以电

脑可读格式(CSV)透过「资料一线通」网

站发布。 

 

18 其他/ 

乡郊代表选举的原居民代表

选举、居民代表选举及街坊

代表选举登记选民的性别分

布(2019年) 

 

12/2019 每年 乡郊代表选举的原居民代表选举、居民

代表选举及街坊代表选举的2019年登记

选民的性别分布，以电脑可读格式(CSV)

透过「资料一线通」网站发布。 

 

19 城市管理/ 

社区会堂及社区中心的无障

碍设施 

 

03/2020 当有需要时 社区会堂及社区中心的无障碍设施一览

表，以电脑可读格式(CSV)透过「资料一

线通」网站发布。 

 

20 城市管理/ 

办公室的无障碍设施 

03/2020 当有需要时 民政事务总署办公室的无障碍设施一览

表，以电脑可读格式(CSV)透过「资料一

线通」网站发布。 

 

21 其他/ 

乡郊代表名单 (2019-2023) 

 

06/2020 当有需要时 有关乡郊代表名单(2019-2023)以电脑

可读格式(CSV)透过「资料一线通」网站

发布。 

 

22 其他/ 

27个乡事委员会执行委员会

委员名单 (2019-2023) 

 

06/2020 当有需要时 有关27个乡事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名

单(2019-2023)以电脑可读格式(CSV)透

过「资料一线通」网站发布。 

  



23 其他/ 

乡议局第35届议员大会成员

名单 

 

06/2020 当有需要时 有关乡议局第35届议员大会成员名单以

电脑可读格式(CSV)透过「资料一线通」

网站发布。 

24 发展/ 

乡郊代表选举现有乡村/墟

镇分界 (2023-2026) 

 

10/2020 一次性 乡郊代表选举现有乡村/墟镇分界的地

图，以电脑可读格式(JSON and GML)透

过「资料一线通」网站发布。 

 

25 其他/ 

乡郊代表选举各个乡事委员

会登记选民分布 (2020年) 

 

10/2020 

 

每年 乡郊代表选举的原居民代表选举、居民

代表选举及街坊代表选举的2020年登记

选民数字按各个乡事委员会分布，以电

脑可读格式(CSV)透过「资料一线通」网

站发布。 

 

此数据种类已于2019年12月首次发放(D

类第17项)，并会于每年发放新数据。 

 

26 其他/ 

乡郊代表选举的原居民代表

选举、居民代表选举及街坊

代表选举登记选民的性别分

布 (2020年) 

 

10/2020 每年 乡郊代表选举的原居民代表选举、居民

代表选举及街坊代表选举的2020年登记

选民的性别分布，以电脑可读格式(CSV)

透过「资料一线通」网站发布。 

 

此数据种类已于2019年12月首次发放(D

类第18项)，并会于每年发放新数据。 

 

27 其他/ 

乡郊代表选举各个乡事委员

会登记选民分布 (2021年) 

10/2021 每年 乡郊代表选举的原居民代表选举、居民

代表选举及街坊代表选举的2021年登记

选民数字按各个乡事委员会分布，以电

脑可读格式(CSV)透过「资料一线通」网

站发布。 

 

此数据种类已于2019年12月首次发放(D

类第17项)，并会于每年发放新数据。 



 

28 其他/ 

乡郊代表选举的原居民代表

选举、居民代表选举及街坊

代表选举登记选民的性别分

布 (2021年) 

 

10/2021 每年 乡郊代表选举的原居民代表选举、居民

代表选举及街坊代表选举的2021年登记

选民的性别分布，以电脑可读格式(CSV)

透过「资料一线通」网站发布。 

 

此数据种类已于2019年12月首次发放(D

类第18项)，并会于每年发放新数据。 

 

29 其他/ 

乡郊代表选举各个乡事委员

会登记选民分布 (2022年) 

 

10/2022 每年 乡郊代表选举的原居民代表选举、居民

代表选举及街坊代表选举的2022年登记

选民数字按各个乡事委员会分布，以电

脑可读格式(CSV)透过「资料一线通」网

站发布。 

 

此数据种类已于2019年12月首次发放(D

类第17项)，并会于每年发放新数据。 

 

30 其他/ 

乡郊代表选举的原居民代表

选举、居民代表选举及街坊

代表选举登记选民的性别分

布 (2022年) 

 

10/2022 每年 乡郊代表选举的原居民代表选举、居民

代表选举及街坊代表选举的2022年登记

选民的性别分布，以电脑可读格式(CSV)

透过「资料一线通」网站发布。 

 

此数据种类已于2019年12月首次发放(D

类第18项)，并会于每年发放新数据。 

 

31 城市管理/ 

办理作私人用途的声明／宣

誓的办事处及办理时段 

12/2022 当有需要时 办理作私人用途的声明／宣誓的办事处

及办理时段的空间数据，以电脑可读格

式透过「资料一线通」网站发布。 

 

32 城市管理/ 

民政事务总署辖下各民政事

务处及分处 

12/2022 

 

当有需要时 

 

民政事务处及分处资料，包括办事处邮

寄地址、电话号码、传真号码及电邮地址



(如有)的空间数据，以电脑可读格式透

过「资料一线通」网站发布。 

 

此数据种类已于2022年12月首次发放，

并会于有需要时发放新数据。 

 

33 城市管理/ 

民政咨询中心 

12/2022 当有需要时 民政咨询中心的空间数据，以电脑可读

格式透过「资料一线通」网站发布。 

 

34 城市管理/ 

社区会堂及社区中心一览表 

 

12/2022 当有需要时 社区会堂／社区中心的空间数据，以电

脑可读格式透过「资料一线通」网站发

布。 

 

35 城市管理/ 

临时避寒中心 

12/2022 当有需要时 临时避寒中心的空间数据，以电脑可读

格式透过「资料一线通」网站发布。 

 

36 城市管理/ 

临时避暑中心 

12/2022 当有需要时 临时避暑中心的空间数据，以电脑可读

格式透过「资料一线通」网站发布。 

 

37 城市管理/ 

社区会堂及社区中心的无障

碍设施 

 

12/2022 当有需要时 社区会堂及社区中心的无障碍设施的空

间数据，以电脑可读格式透过「资料一线

通」网站发布。 

 

此数据种类已于2022年12月首次发放，

并会于有需要时发放新数据。 

 

38 城市管理/ 

办公室的无障碍设施 

12/2022 当有需要时 办公室的无障碍设施的空间数据，以电

脑可读格式透过「资料一线通」网站发

布。 

 

此数据种类已于2022年12月首次发放，

并会于有需要时发放新数据。 

 



39 工商业/ 

持牌床位寓所名单 

12/2022 每月 

 

持牌床位寓所的空间数据，以电脑可读

格式透过「资料一线通」网站发布。 

 

40 工商业/ 

持合格证明书会社名单 

12/2022 每月 

 

持合格证明书会社的空间数据，以电脑

可读格式透过「资料一线通」网站发布。 

 

41 工商业/ 

持牌酒店及宾馆名单 

12/2022 每月 

 

持牌酒店及宾馆的空间数据，以电脑可

读格式透过「资料一线通」网站发布。 

 

42 工商业/ 

持由民政事务局局长签发的

牌照或许可证的卡拉OK场所

名单 

 

12/2022 每月 

 

持由民政事务局局长签发的牌照或许可

证的卡拉OK场所的空间数据，以电脑可

读格式透过「资料一线通」网站发布。 

 

43 发展/ 

乡郊代表选举现有乡村/墟

镇分界 (2023-2026) 

 

12/2022 

 

一次性 乡郊代表选举现有乡村/墟镇分界的地

图的空间数据，以电脑可读格式透过「资

料一线通」网站发布。 

 

此数据种类已于2022年12月首次发放，

并会于每四年发放新数据。 

 

44 其他/ 

少数族裔社区支援小组 

12/2022 当有需要时 有关少数族裔社区支援小组的空间数

据，以电脑可读格式透过「资料一线通」

网站发布。 

 

45 其他/ 

民政事务总署种族关系组 

12/2022 当有需要时 有关民政事务总署种族关系组的空间数

据，以电脑可读格式透过「资料一线通」

网站发布。 

 

46 其他/ 

少数族裔人士支援服务中心 

12/2022 当有需要时 有关少数族裔人士支援服务中心的空间

数据，以电脑可读格式透过「资料一线

通」网站发布。 

 



 

 

民政事务总署 
2023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