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政事務總署

2021至2023年的開放數據計劃 

A. 在 2021 年發放的局／部門數據集

# 數據種類／數據集名稱 目標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備註

1 其他/ 

鄉郊代表選舉各個鄉事委員

會登記選民分佈(2021年)

10/2021 每年 鄉郊代表選舉的原居民代表選舉、居民

代表選舉及街坊代表選舉的2021年登記

選民數字按各個鄉事委員會分佈，以電

腦可讀格式(CSV)透過「資料一線通」網

站發布。

此數據種類已於2019年12月首次發放(D
類第17項)，並會於每年發放新數據。 

2 其他/ 

鄉郊代表選舉的原居民代表

選舉、居民代表選舉及街坊

代表選舉登記選民的性別分

佈(2021年)

10/2021 每年 鄉郊代表選舉的原居民代表選舉、居民

代表選舉及街坊代表選舉的2021年登記

選民的性別分佈，以電腦可讀格式(CSV)
透過「資料一線通」網站發布。

此數據種類已於2019年12月首次發放(D
類第18項)，並會於每年發放新數據。 



B. 在 2022 年及 2023 年發放的局／部門數據集

# 數據種類／數據集名稱 目標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備註

1 發展/ 

鄉郊代表選舉現有鄉村/墟

鎮分界 

7/2022 每四年 鄉郊代表選舉現有鄉村/墟鎮分界的地

圖，以電腦可讀格式(JSON and GML)透
過「資料一線通」網站發布。

此數據種類將於2020年10月首次發放(D
類第24項)，並會於每四年發放新數據。 

2 其他/ 

鄉郊代表選舉各個鄉事委員

會登記選民分佈 (2022年)

10/2022 每年 鄉郊代表選舉的原居民代表選舉、居民

代表選舉及街坊代表選舉的2022年登記

選民數字按各個鄉事委員會分佈，以電

腦可讀格式(CSV)透過「資料一線通」

網站發布。

此數據種類已於2019年12月首次發放(D
類第17項)，並會於每年發放新數據。 

3 其他/ 

鄉郊代表選舉的原居民代表

選舉、居民代表選舉及街坊

代表選舉登記選民的性別分

佈 (2022年)

10/2022 每年 鄉郊代表選舉的原居民代表選舉、居民

代表選舉及街坊代表選舉的2022年登記

選民的性別分佈，以電腦可讀格式(CSV)
透過「資料一線通」網站發布。

此數據種類已於2019年12月首次發放(D
類第18項)，並會於每年發放新數據。 

4 其他/ 
鄉郊代表名單 (2023-2027) 

7/2023 當有需要時 有關鄉郊代表名單(2023-2027)以電腦可

讀格式(CSV)透過「資料一線通」網站

發布。



此數據種類已於2020年6月首次發放(D
類第21項)，並會於有需要時發放新數

據。

5 其他/ 
27個鄉事委員會執行委員會

委員名單 (2023-2027) 

7/2023 當有需要時 有關27個鄉事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委員名

單(2023-2027)以電腦可讀格式(CSV)透
過「資料一線通」網站發布。

此數據種類已於2020年6月首次發放(D
類第22項)，並會於有需要時發放新數

據。

6 其他/ 

鄉郊代表選舉各個鄉事委員

會登記選民分佈 (2023年)

10/2023 每年 鄉郊代表選舉的原居民代表選舉、居民

代表選舉及街坊代表選舉的2023年登記

選民數字按各個鄉事委員會分佈，以電

腦可讀格式(CSV)透過「資料一線通」

網站發布。

此數據種類已於2019年12月首次發放(D
類第17項)，並會於每年發放新數據。 

7 其他/ 

鄉郊代表選舉的原居民代表

選舉、居民代表選舉及街坊

代表選舉登記選民的性別分

佈 (2023年)

10/2023 每年 鄉郊代表選舉的原居民代表選舉、居民

代表選舉及街坊代表選舉的2023年登記

選民的性別分佈，以電腦可讀格式(CSV)
透過「資料一線通」網站發布。

此數據種類已於2019年12月首次發放(D
類第18項)，並會於每年發放新數據。 

8 其他/ 
鄉議局第36屆議員大會成員

名單

11/2023 當有需要時 有關鄉議局第36屆議員大會成員名單以

電腦可讀格式(CSV)透過「資料一線

通」網站發布。



此數據種類已於2020年6月首次發放(D
類第23項)，並會於有需要時發放新數

據。

C. 其他機構計劃開放的數據集

(1) 機構名稱

# 數據種類／數據集名稱 目標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備註

不適用

D. 進度：局／部門及其他機構已經上載「資料一線通」網站的數據集

# 數據種類／數據集名稱 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例如：實時、每天、每星期、每月等) 

備註

1 發展/ 

地方行政區分界 

03/2018 當有需要時 以電腦可讀格式(JSON and GML)透過

「資料一線通」網站發布18區地方行政

區分界地圖。

2 康樂及文化/ 

供十六歲以下人士進入的遊

戲機中心的認可遊戲清單 

01/2019 當有需要時 

(更新遊戲清單後) 

資料包括代號、遊戲名稱、製造商名稱和

附註，以電腦可讀格式(CSV)透過「資料

一線通」網站(https://data.gov.hk)發布。 

3 康樂及文化/ 

已獲發獎券活動牌照詳情 

01/2019 當有需要時 

(發出獎券活動牌照後) 

資料包括牌照號碼、機構名稱、獎券活動

日期、批准發售彩票數目、批准發售彩票

售價及活動是否獲批准於公共街道售賣

獎券，以電腦可讀格式(CSV)透過「資料

一線通」網站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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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康樂及文化/ 

獎券活動收支結算表 

01/2019 當有需要時 

(持牌人提交獎券活動 

收支結算表後) 

資料包括牌照號碼、機構名稱、收支結算

表、審查報告及可供查閱的期限，以電腦

可讀格式(CSV)透過「資料一線通」網站

發布。

5 城市管理/ 

社區會堂及社區中心一覽表 

03/2019 當有需要時 每間社區會堂／社區中心的名稱、地址

及電話，以電腦可讀格式(CSV)透過「資

料一線通」網站發布。

6 工商業/ 

持牌酒店及賓館名單 

04/2019 每月 持牌處所的資料，包括牌照號碼、名稱、

地址，以及電話號碼、傳真號碼、電郵地

址(如有)，以電腦可讀格式(CSV)透過「資

料一線通」網站發布。

7 工商業/ 

持合格證明書會社名單 

04/2019 每月 持牌處所的資料，包括牌照號碼、名稱、

地址，以及電話號碼、傳真號碼、電郵地

址(如有)，以電腦可讀格式(CSV)透過「資

料一線通」網站發布。

8 工商業/ 

持由民政事務局局長簽發的

牌照或許可證的卡拉OK場

所名單 

04/2019 每月 持牌處所的資料，包括牌照號碼、名稱、

地址，以及電話號碼、傳真號碼、電郵地

址(如有)，以電腦可讀格式(CSV)透過「資

料一線通」網站發布。

9 工商業/ 

持牌床位寓所名單 

04/2019 每月 持牌處所的資料，包括牌照號碼、名稱、

地址，以及電話號碼、傳真號碼、電郵地

址(如有)，以電腦可讀格式(CSV)透過「資

料一線通」網站發布。

10 法律及保安/ 

區議會議員名單 

06/2019 當有需要時 以電腦可讀格式(CSV)透過「資料一線

通」網站發布。



11 法律及保安/ 

區議會議員出席記錄 

06/2019 每季及當有需要時 以電腦可讀格式(CSV)透過「資料一線

通」網站發布。

12 法律及保安/ 

區議會會議行事曆 

06/2019 每月及當有需要時 以電腦可讀格式(CSV)透過「資料一線

通」網站發布。

13 城市管理/ 

夜間臨時避暑中心 

07/2019 當有需要時 資料包括名稱及地址，以電腦可讀格式

(CSV)透過「資料一線通」網站發布。 

14 城市管理/ 

臨時避寒中心 

07/2019 當有需要時 資料包括名稱及地址，以電腦可讀格式

(CSV)透過「資料一線通」網站發布。 

15 城市管理/ 

民政諮詢中心 

07/2019 當有需要時 資料包括名稱、地址、電話號碼及開放時

間，以電腦可讀格式(CSV)透過「資料一

線通」網站發布。

16 城市管理/ 

辦理作私人用途的聲明／宣

誓的辦事處及辦理時段 

07/2019 當有需要時 資料包括名稱、地址及電話號碼，以電腦

可讀格式(CSV)透過「資料一線通」網站

發布。

17 其他/ 

鄉郊代表選舉各個鄉事委員

會登記選民分佈(2019年)

12/2019 每年 鄉郊代表選舉的原居民代表選舉、居民

代表選舉及街坊代表選舉的2019年登記

選民數字按各個鄉事委員會分佈，以電

腦可讀格式(CSV)透過「資料一線通」網

站發布。

18 其他/ 

鄉郊代表選舉的原居民代表

選舉、居民代表選舉及街坊

代表選舉登記選民的性別分

佈(2019年)

12/2019 每年 鄉郊代表選舉的原居民代表選舉、居民

代表選舉及街坊代表選舉的2019年登記

選民的性別分佈，以電腦可讀格式(CSV)
透過「資料一線通」網站發布。



19 城市管理/ 

社區會堂及社區中心的無障

礙設施 

03/2020 當有需要時 社區會堂及社區中心的無障礙設施一覽

表，以電腦可讀格式(CSV)透過「資料一

線通」網站發布。

20 城市管理/ 

辦公室的無障礙設施 

03/2020 當有需要時 民政事務總署辦公室的無障礙設施一覽

表，以電腦可讀格式(CSV)透過「資料一

線通」網站發布。

21 其他/ 
鄉郊代表名單 (2019-2023) 

06/2020 當有需要時 有關鄉郊代表名單(2019-2023)以電腦可

讀格式(CSV)透過「資料一線通」網站發

布。

22 其他/ 
27個鄉事委員會執行委員會

委員名單 (2019-2023) 

06/2020 當有需要時 有關27個鄉事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委員名

單(2019-2023)以電腦可讀格式(CSV)透
過「資料一線通」網站發布。

23 其他/ 
鄉議局第35屆議員大會成員

名單

06/2020 當有需要時 有關鄉議局第35屆議員大會成員名單以

電腦可讀格式(CSV)透過「資料一線通」

網站發布。

24 發展/ 

鄉郊代表選舉現有鄉村/墟

鎮分界  

10/2020 每四年 鄉郊代表選舉現有鄉村/墟鎮分界的地

圖，以電腦可讀格式(JSON and GML)透
過「資料一線通」網站發布。

25 其他/ 

鄉郊代表選舉各個鄉事委員

會登記選民分佈(2020年)

10/2020 每年 鄉郊代表選舉的原居民代表選舉、居民

代表選舉及街坊代表選舉的2020年登記

選民數字按各個鄉事委員會分佈，以電

腦可讀格式(CSV)透過「資料一線通」網

站發布。

此數據種類已於2019年12月首次發放(D
類第17項)，並會於每年發放新數據。 



26 其他/ 

鄉郊代表選舉的原居民代表

選舉、居民代表選舉及街坊

代表選舉登記選民的性別分

佈(2020年)

10/2020 每年 鄉郊代表選舉的原居民代表選舉、居民

代表選舉及街坊代表選舉的2020年登記

選民的性別分佈，以電腦可讀格式(CSV)
透過「資料一線通」網站發布。

此數據種類已於2019年12月首次發放(D
類第18項)，並會於每年發放新數據。 

民政事務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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