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甲 

教育局 

2018 年年度开放数据计划 
 

A. 在 2019 年发放的局／部门数据集 (按历年) 

 

编号 数据类型／数据集名称 目标发放日期 

 

更新频率 

 

备注 

教育局将会公开的数据 

1 教育／高中科目资料 

 

01/2019 每年 

（将于每年八至十

月期间更新） 

从「高中科目资料调查」收集有关学校开办及学

生修读高中科目的数据将会以 CSV 及 XLSX 格式提

供。 

2 教育／根据第 493 章在香港开办的经注册课程

数据 

 

04/2019 每半年 载列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课程网站的经注册课

程名单将会以 CSV 及 XLSX 格式提供。 

3 教育／根据第 493 章在香港开办的获豁免课程

资料 

04/2019 每半年 载列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课程网站的获豁免课

程名单将会以 CSV 及 XLSX 格式提供。 

4 教育／按幼儿园、小学及中学划分的跨境学生

人数 

05/2019 每年 按幼儿园、小学及中学划分的跨境学生人数将会

以 CSV 及 XLSX 格式提供。 

5 教育／公营小学学额空缺情况 

 

06/2019 每月 (九月及十月

将没有更新) 

按分区统计的公营小学学额空缺情况将会以 CSV

及 XLSX 格式提供。 



6 教育／公营中学学额空缺情况 

 

06/2019 每月 (九月及十月

将没有更新) 

按分区统计的公营中学学额空缺情况将会以 CSV

及 XLSX 格式提供。 

7 教育／课程发展议会及其委员会的成员名单 

 

09/2019 每年 课程发展议会及其委员会的成员名单将会以 CSV

及 XLSX 格式提供。  

  



编号 数据类型／数据集名称 目标发放日期 

 

更新频率 

 

备注 

教育局将新增发放机器可阅读格式 

1 教育／按级别统计的幼儿园学额及学生人数 

 

03/2019 每年 按级别统计的本地及非本地幼儿园学额及学生人

数将提供 CSV 文件格式。 

2 教育／按程度及学校类别统计的日校数目 03/2019 每年 按程度及学校类别统计的日校数目将提供 CSV 文

件格式。 

3 教育／设施数据 (联络数据) 03/2019 每年 自资专上院校的联络数据将提供 CSV 文件格式。 

4 教育／设施数据 (设施数据) 03/2019 每年 自资专上院校的设施数据将提供 CSV 文件格式。 

5 教育／本学年参加幼儿园教育计划的幼儿园名

单 

03/2019 每年（及当有幼儿

园加入计划时） 

本学年参加幼儿园教育计划的幼儿园名单将提供

CSV 文件格式（包含学校名称及区域）。 

6 教育／参加「K1 收生安排」的非幼儿园教育计

划的本地幼儿园名单 

03/2019 每年 参加「K1 收生安排」的非幼儿园教育计划的本地

幼儿园名单（包含学校名称、学校地址、网上/不

设限额派表、「一人不占多位」措施及经教育局发

放 K1 学位空缺信息）将提供 CSV 文件格式。 

7 教育／自修室清单 

 

03/2019 每年 由教育局、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社会福利署、民

政事务总署及非政府机构经营或津贴的自修室列

表（包含区域、自修室中心名称、地址、电话号

码及传真号码）将提供 CSV 文件格式。 

8 教育／按级别统计的小学开办班数、学额、学 03/2019 每年 按级别统计的本地及国际小学开办班数、学额、



生人数及重读生人数 学生人数及重读生人数将提供 CSV 文件格式。 

9 教育／按学校类别统计的小学开办班数、学

额、学生人数及重读生人数 

03/2019 每年 按学校类别统计的本地及国际小学开办班数、学

额、学生人数及重读生人数将提供 CSV 文件格

式。 

10 教育／按级别统计的中学日校开办班数、学

额、学生人数及重读生人数 

03/2019 每年 按级别统计的本地及国际中学开办班数、学额、

学生人数及重读生人数将提供 CSV 文件格式。 

11 教育／按学校类别统计的中学日校开办班数、

学额、学生人数及重读生人数 

03/2019 每年 按学校类别统计的本地及国际中学开办班数、学

额、学生人数及重读生人数将提供 CSV 文件格

式。 

12 教育／课程资料 

 

03/2019 每年 载列 iPASS 网站的全日制经本地评审学士学位及副

学位课程将提供 CSV 文件格式。 

13 教育／奖学金／奖项资料 

 

03/2019 每年 自资专上奖学金计划的奖学金／奖项金额将提供

CSV 文件格式。 

14 教育／按程度及学校类别统计的日校学生人数 

 

03/2019 每年 按程度及学校类别统计的日校学生人数将提供 CSV

文件格式。 

15 教育／按级别统计的本地其他日间中学课程学

生人数 

03/2019 每年 按级别统计的本地其他日间中学课程学生人数将

提供 CSV 文件格式。 

16 教育／按级别统计的本地私立夜间中学学生人

数 

03/2019 每年 按级别统计的本地私立夜间中学学生人数将提供

CSV 文件格式。 



17 教育／按分区及级别统计的小学学生人数 03/2019 每年 按分区及级别统计的小学学生人数将提供 CSV 文

件格式。 

18 教育／按分区及级别统计的中学日校学生人数 03/2019 每年 按分区及级别统计的中学日校学生人数将提供 CSV

文件格式。 

19 教育／学生统计数字 03/2019 每年 全日制经本地评审自资副学位及学士学位课程学

生统计数字将提供 CSV 文件格式。 

20 教育／科技教育的建议书目 

 

03/2019 每年 科技教育的建议书目将（包含相关学习领域、科

目、学习阶段、书目名称、语言、描述、目标及

类型）提供 CSV 文件格式。 

21 教育／教学人员统计数字 

 

03/2019 每年 自资专上院校教学人员数目及学历将提供 CSV 文

件格式。 

22 教育／幼儿园幼儿班（K1）学位空缺资料 

 

03/2019 每星期／每月两次

／每月（当有更新

时） 

幼儿园幼儿班（K1）学位空缺数据（包含区域、

学校注册编号、学校名称及幼儿班空缺情况 ）将

提供 CSV 文件格式。 

  



B. 在 2020 年及 2021 年发放的局／部门数据集（按历年） 

 

编号 数据类型／数据集名称 目标发放日期 

 

更新频率 

 

备注 

 / / / / 

 

  



C. 其他机构计划开放的数据集 (按历年) 

   

编号 数据类型／数据集名称 目标发放日期 

 

更新频率 

 

备注 

家庭与学校合作事宜委员会 

1 教育／小学概览 

 

 

2019 年底 每年 视乎 2019 年 3 月家庭与学校合作事宜委员会（家

校会）向学界及相关持分者进行咨询的结果，家校

会于 2019 年底在家校会网页发布由学校提供数据

的学校概览网上版会以计算机可读模式开放予公

众。 

2 教育／中学概览 

 

 

2019 年底 每年 视乎 2019 年 3 月家庭与学校合作事宜委员会（家

校会）向学界及相关持分者进行咨询的结果，家校

会于 2019 年底在家校会网页发布由学校提供数据

的学校概览网上版会以计算机可读模式开放予公

众。 

 

 

  



D(1). 进度﹕局及其他机构已上载「资料一线通」网站的数据集 (按历年) 

 

编号 数据类型／数据集名称 发放日期 

 

更新频率 

 

备注 

教育局上载 

1 教育／按级别统计的幼儿园学额及学生人数 

 

03/2018 每年 按级别统计的本地及非本地幼儿园学额及学生人

数已提供 XLS 格式。 

2 教育／按程度及学校类别统计的日校数目 

 

03/2018 每年 按程度及学校类别统计的日校数目已提供 XLS 格

式。 

3 教育／15 岁及以上人口的教育程度分布 12/2016 每年 按年统计的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教育程度分布已提

供 CSV 及 XLSX 格式。 

4 教育／按开办课程的教育程度划分的教育及培

训机构 

09/2016 每年 按年及开办课程的教育程度划分的教育及培训机

构已提供 CSV 及 XLSX 格式。 

5 教育／设施数据 (联络数据) 03/2018 每年 自资专上院校的联络数据已提供 XLSX 格式。 

6 教育／设施数据 (设施数据) 03/2018 每年 自资专上院校的设施已提供 XLSX 格式。 

7 教育／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开支 03/2017 每年 按财政年度统计的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开支已提供

CSV 及 XLSX 格式。 

8 教育／幼儿园教育统计资料 

 

06/2016 每年 幼儿园教育统计资料（如幼儿园数目、学生人

数、幼儿园教师人数、本地幼儿园曾受训练教师

的百分比、本地幼儿园学生与教师的比率及本地



幼儿园教师流失率）已提供 CSV 及 XLSX 格式。 

9 教育／小学教育统计资料 

 

06/2016 每年 小学教育统计资料（如学校数目、学生人数、重

读生人数、首次入学的内地来港学生人数、每班

平均人数、小学教师人数、曾受训练教师的百分

比、学生与教师的比率及教师流失率）已提供 CSV

及 XLSX 格式。 

10 教育／中学教育统计资料 06/2016 每年 中学教育统计资料（如学校数目、学生人数、重

读生人数、首次入学的内地来港学生人数、每班

平均人数、中学教师人数、曾受训练教师的百分

比、学生与教师的比率及教师流失率）已提供 CSV

及 XLSX 格式。 

11 教育／特殊教育统计资料 06/2016 每年 特殊教育统计资料（如特殊教育学校、有开办特

殊班的普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教师人数、曾受

训练教师的百分比、学生与教师的比率及教师流

失率）已提供 CSV 及 XLSX 格式。 

12 教育／本学年参加幼儿园教育计划的幼儿园名

单 

03/2018 每年（及当有幼儿

园加入计划时） 

本学年参加幼儿园教育计划的幼儿园名单（包含

学校名称及区域）已提供 XLSX 格式。 

13 教育／参加「K1 收生安排」而于本学年为非

幼儿园教育计划的本地幼儿园名单 

10/2017 每年 参加「K1 收生安排」而于本学年为非幼儿园教育

计划的本地幼儿园名单（包含学校名称、学校地



址、网上/不设限额派表、「一人不占多位」措施及

经教育局发放 K1 学位空缺信息）已提供 XLSX 格

式。 

14 教育／自修室清单 11/2015 每年 由教育局、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社会福利署、民

政事务总署及非政府机构经营或津贴的自修室列

表（包含区域、自修室中心名称、地址 

、电话号码及传真号码）已提供 XLSX 格式，并可

使用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15 教育／按级别统计的小学开办班数、学额、学

生人数及重读生人数 

03/2018 每年 按级别统计的本地及国际小学开办班数、学额、

学生人数及重读生人数已提供 XLS 格式。 

16 教育／按学校类别统计的小学开办班数、学

额、学生人数及重读生人数 

03/2018 每年 按学校类别统计的本地及国际小学开办班数、学

额、学生人数及重读生人数已提供 XLS 格式。 

17 教育／按级别统计的中学日校开办班数、学

额、学生人数及重读生人数 

03/2018 每年 按级别统计的本地及国际中学日校开办班数、学

额、学生人数及重读生人数已提供 XLS 格式。 

18 教育／按学校类别统计的中学日校开办班数、

学额、学生人数及重读生人数 

03/2018 每年 按学校类别统计的本地及国际中学日校开办班

数、学额、学生人数及重读生人数已提供 XLS 格

式。 

19 教育／课程资料 03/2018 每年 载列 iPASS 网站的经本地评审学士学位及副学位课

程已提供 XLSX 格式。 



20 教育／奖学金／奖项资料 03/2018 每年 自资专上奖学金计划的奖学金／奖项金额已提供

XLSX 格式。 

21 教育／学校位置及数据 04/2015 每月 学校位置及数据（如学校编号、类别、地址、经

度、纬度、坐标东、坐标北、就读学生性别、学

校授课时间、分区、资助种类、学校类型、联络

电话、传真号码、网页及宗教已提供 CSV、JSON

及 XLSX 格式，并可使用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22 教育／学校注册数据 (基本注册数据) 04/2015 每日 基本注册数据已提供 XML 格式。 

23 教育／学校注册资料 (批准课室／宿舍容额资

料) 

04/2015 每日 批准课室／宿舍容额数据已提供 XML 格式。 

24 教育／学校注册数据 (注册校舍数据) 04/2015 每日 注册校舍数据已提供 XML 格式。 

25 教育／按教育程度划分的学生人数 02/2016 每年 按年及教育程度划分的学生人数已提供 CSV 及

XLSX 格式，并可使用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26 教育／按程度及学校类别统计的日校学生人数 03/2018 每年 按程度及学校类别统计的日校学生人数已提供 XLS

格式。 

27 教育／按级别统计的本地其他日间中学课程学

生人数 

03/2018 每年 按级别统计的本地其他日间中学课程学生人数已

提供 XLS 格式。 

28 教育／按级别统计的本地私立夜间中学学生人

数 

03/2018 每年 按级别统计的本地私立夜间中学学生人数已提供

XLS 格式。 



29 教育／按分区及级别统计的小学学生人数 03/2018 每年 按分区及级别统计的小学学生人数已提供 XLS 格

式。 

30 教育／按分区及级别统计的中学日校学生人数 03/2018 每年 按分区及级别统计的中学日校学生人数已提供 XLS

格式。 

31 教育／按类别统计的接受特殊教育（包括普通

学校的特殊班）学生人数 

03/2018 每年 按类别统计的接受特殊教育（包括普通学校的特

殊班）学生人数已提供 CSV 及 XLS 格式。 

32 教育／学生统计数字 03/2018 每年 全日制经本地评审自资副学位及学士学位课程学

生统计数字已提供 XLSX 格式。 

33 教育／科技教育的建议书目表 12/2017 每年 科技教育的建议书目表（如相关学习领域、科

目、学习阶段、书目名称、语文、描述、目标及

类型）已提供 XLS 格式。 

34 教育／教学人员统计数字 03/2018 每年 自资专上院校教学人员数目及学历已提供 XLSX 格

式。 

35 教育／幼儿园幼儿班（K1）学位空缺资料 06/2018 每星期／每月两次

／每月（当有更新

时） 

幼儿园幼儿班（K1）学位空缺数据（包含区域、

学校编号、学校名称及幼儿园幼儿班（K1）学位

空缺情况已提供 XLSX 格式。 

 

 

 

 



D(2). 进度﹕局及其他机构已上载「资料一线通」网站的数据集 (按历年) 

 

编号 数据类型／数据集名称 发放日期 

 

更新频率 

 

备注 

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上载 

1 教育／文凭试考生在甲类学科各科成绩的表现 

- 日校考生 

 

04/2018 每年 文凭试考生在甲类学科各科成绩的表现 - 日校考

生（如科目、性别、报考人数、出席人数、中文

作答百分比及表现）已提供 CSV 格式。 

2 教育／文凭试考生在甲类学科各科成绩的表现 

- 全体考生 

04/2018 每年 文凭试考生在甲类学科各科成绩的表现 - 全体考

生（如科目、性别、报考人数、出席人数、中文

作答百分比及表现）已提供 CSV 格式。 

3 教育／文凭试考生在乙类学科各科成绩的表现 

- 日校考生 

04/2018 每年 文凭试考生在乙类学科各科成绩的表现 - 日校考

生（如科目、性别、报考人数、应考人数及表

现）已提供 CSV 格式。 

4 教育／文凭试考生在乙类学科各科成绩的表现 

- 全体考生 

04/2018 每年 文凭试考生在乙类学科各科成绩的表现 - 全体考

生（如科目、性别、报考人数、应考人数及表

现）已提供 CSV 格式。 

5 教育／文凭试考生在丙类学科各科成绩的表现 

- 日校考生 

04/2018 每年 文凭试考生在丙类学科各科成绩的表现 - 日校考

生（如科目、性别、报考人数、出席人数及表

现）已提供 CSV 格式。 



6 教育／文凭试考生在丙类学科各科成绩的表现 

- 全体考生 

04/2018 每年 文凭试考生在丙类学科各科成绩的表现 - 全体考

生（如科目、性别、报考人数、出席人数及表

现）已提供 CSV 格式。 

7 教育／文凭试一般成绩统计 04/2018 每年 文凭试一般成绩统计（如成绩、日校考生及全体

考生）已提供 CSV 格式。 

8 教育／文凭试最佳五科的成绩表现 04/2018 每年 文凭试最佳五科的成绩表现（如成绩、日校考生

及全体考生）已提供 CSV 格式。 

9 教育／文凭试符合副学位课程入学要求／应征

有关公务员职位的成绩统计 

04/2018 每年 文凭试符合副学位课程入学要求／应征有关公务

员职位的成绩统计（即于五科甲类学科中取得 2 

级或以上／于乙类学科取得「达标」或以上成

绩，其中包括中国语文科及英国语文科）（如成

绩、日校考生及全体考生）已提供 CSV 格式。 

10 教育／文凭试符合副学位课程入学要求／应征

有关公务员职位的积点分布 

04/2018 每年 文凭试符合副学位课程入学要求／应征有关公务

员职位的积点分布（即于五科甲类学科中取得 2 

级或以上／于乙类学科取得「达标」或以上成

绩，其中包括中国语文科及英国语文科）（如如

总积点、日校考生及全体考生）已提供 CSV 格

式。 

11 教育／文凭试符合大学或院校入学要求的成绩 04/2018 每年 文凭试符合大学或院校入学要求的成绩统计（如



统计 成绩、日校考生及全体考生）已提供 CSV 格式。 

12 教育／文凭试最佳五科的积点分布（符合大学

或院校入学要求的成绩统计） 

04/2018 每年 文凭试最佳五科的积点分布（符合大学或院校入

学要求的成绩统计）（如总积点、日校考生及全

体考生）已提供 CSV 格式。 

13 教育／文凭试特殊需要考生的成绩统计 04/2018 每年 文凭试特殊需要考生的成绩统计（如特殊需要考

生的表现和种类）已提供 CSV 格式。 

14 教育／文凭试两个语文科的等级分布 - 日校考

生 

04/2018 每年 文凭试两个语文科的等级分布 - 日校考生已提供

CSV 格式。 

15 教育／文凭试两个语文科的等级分布 - 全体考

生 

04/2018 每年 文凭试两个语文科的等级分布 - 全体考生已提供

CSV 格式。 

16 教育／文凭试数学必修部分及延伸部分的等级

分布 - 日校考生 

04/2018 每年 文凭试数学必修部分及延伸部分的等级分布 - 日

校考生已提供 CSV 格式。 

17 教育／文凭试数学必修部分及延伸部分的等级

分布 - 全体考生 

04/2018 每年 文凭试数学必修部分及延伸部分的等级分布 - 全

体考生已提供 CSV 格式。 

18 教育／文凭试考生成绩达最高等级的统计 - 日

校考生 

04/2018 每年 文凭试考生成绩达最高等级的统计 - 日校考生已

提供 CSV 格式。 

19 教育／文凭试考生成绩达最高等级的统计 - 全

体考生 

04/2018 每年 文凭试考生成绩达最高等级的统计 - 全体考生已

提供 CSV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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