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局 

2022年至2024年度空间数据计划 
 

 

A. 在2022年开放的部门数据集 
 

编号 数据种类 数据集名称 一般说明 目标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1 教育 资助小学 资助小学的地理参考资料及其他相关
资料 

12/2022 每月 

2 教育 资助中学 资助中学的地理参考资料及其他相关
资料 

12/2022 每月 

3 教育 资助特殊学校 资助特殊学校的地理参考资料及其他
相关资料 

12/2022 每月 

4 教育 按位津贴中学 按位津贴中学的地理参考资料及其他
相关资料 

12/2022 每月 

5 教育 直接资助计划小
学 

直接资助计划小学的地理参考资料及
其他相关资料 

12/2022 每月 

6 教育 直接资助计划中
学 

直接资助计划中学的地理参考资料及
其他相关资料 

12/2022 每月 

7 教育 英基学校协会 
（小学） 

英基学校协会（小学）的地理参考资
料及其他相关资料 

12/2022 每月 



 

编号 数据种类 数据集名称 一般说明 目标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8 教育 英基学校协会 
（中学） 

英基学校协会（中学）的地理参考资
料及其他相关资料 

12/2022 每月 

9 教育 官立小学 官立小学的地理参考资料及其他相关
资料 

12/2022 每月 

10 教育 官立中学 官立中学的地理参考资料及其他相关
资料 

12/2022 每月 

11 教育 高等教育院校 高等教育院校的地理参考资料及其他
相关资料 

12/2022 每年2次 

12 教育 国际学校 
（小学） 

国际学校（小学）的地理参考资料及
其他相关资料 

12/2022 每月 

13 教育 国际学校 
（中学） 

国际学校（中学）的地理参考资料及
其他相关资料 

12/2022 每月 

14 教育 幼稚园暨幼儿中
心 

幼稚园暨幼儿中心的地理参考资料及
其他相关资料 

12/2022 每月 

15 教育 幼稚园 幼稚园的地理参考资料及其他相关资
料 

12/2022 每月 



 

编号 数据种类 数据集名称 一般说明 目标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16 教育 附设于幼稚园暨
幼儿中心的非资
助幼儿中心 

附设于幼稚园暨幼儿中心的非资助幼
儿中心的地理参考资料及其他相关资
料 

12/2022 何时有新条目或
记录 

17 教育 小一入学统筹办
法学校网 

小一入学统筹办法学校网 12/2022 每年 

18 教育 私立小学 私立小学的地理参考资料及其他相关
资料 

12/2022 每月 

19 教育 私立中学（日校/ 
夜校） 

私立中学（日校/夜校）的地理参考资
料及其他相关资料 

12/2022 每月 

20 教育 中学学位分配办法
学校网 

中学学位分配办法学校网 12/2022 每年 

21 教育 自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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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 

12/2022 每年 

 



 
B. 在2023年及2024年开放的部门数据集 
 

编号 数据种类 数据集名称 一般说明 目标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1 教育 直资学校资料 直资学校资料 12/2023 每年 

2 教育 自资专上院校的
联络资料 

自资专上院校的联络资料 12/2023 每年 

3 教育 自资专上院校的
设施 

自资专上院校的设施 12/2023 每年 

4 教育 自资专上院校教
学人员数目及学
历 

自资专上院校教学人员数目及学历 12/2023 每年 

5 教育 「一条龙」学校
名单 

「一条龙」学校名单 12/2023 每年 

6 教育 参加幼稚园教育
计划的幼稚园名
单 

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幼稚园名单 12/2023 每年 

7 教育 参加「K1 收生安
排」而于本学年
为非幼稚园教育
计划的本地幼稚
园名单 

参加「K1 收生安排」而于本学年为非
幼稚园教育计划的本地幼稚园名单 

12/2023 何时有新条目或
记录 



 

编号 数据种类 数据集名称 一般说明 目标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8 教育 幼稚园及幼稚园
暨幼儿中心 概览 

幼稚园及幼稚园暨幼儿中心
概览 

12/2023 每年 

9 教育 课程资料 载列iPASS网站的经本地评审学士学位
及副学位课程 

12/2023 每年 

10 教育 直资学校学费资
料 

直资学校学费资料 12/2023 每年 

11 教育 按分区及级别统
计的小学学生人
数 

按分区及级别统计的小学学生人数 12/2023 每年 

12 教育 按分区及级别统
计的中学日校学
生人数 

按分区及级别统计的中学日校学生人
数 

12/2023 每年 

13 教育 公营小学学额空
缺情况 

公营小学学额空缺情况 

(更新频率：每月 (九月、十月除外)) 

12/2023 每月 

14 教育 公营中学学额空
缺情况 

公营中学学额空缺情况 

(更新频率：每月 (九月、十月除外)) 

12/2023 每月 

15 教育 幼稚园幼儿班 
（K1）学位空缺
资料 

幼稚园幼儿班（K1）学位空缺资料 12/2023 何时有新条目或
记录 

16 教育 学校注册资料 注册学校的名单 12/2024 每年 



 

C. 其他机构计划开放的数据集 
 

编号 数据种类 数据集名称 一般说明 目标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1 不适用 

 
D. 进度：部门及其他机构已经在空间数据共享平台入门网站开放的数据集 

 

编号 数据种类 数据集名称 一般说明 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1 不适用 

 

 

 

 
 

教育局 

202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