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甲 

教育局 
2018 年年度開放數據計劃 

 

A. 在 2019 年發放的局／部門數據集 (按曆年) 
 

編號 數據類型／數據集名稱 目標發放日期 
 

更新頻率 
 

備註 

教育局將會公開的數據 

1 教育／高中科目資料 

 

01/2019 每年 

（將於每年八至十

月期間更新） 

從「高中科目資料調查」收集有關學校開辦及學

生修讀高中科目的資料將會以 CSV 及 XLSX 格式提

供。 

2 教育／根據第 493 章在香港開辦的經註冊課程

資料 

 

04/2019 每半年 載列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課程網站的經註冊課

程名單將會以 CSV 及 XLSX 格式提供。 

3 教育／根據第 493 章在香港開辦的獲豁免課程

資料 

04/2019 每半年 載列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課程網站的獲豁免課

程名單將會以 CSV 及 XLSX 格式提供。 

4 教育／按幼稚園、小學及中學劃分的跨境學生

人數 

05/2019 每年 按幼稚園、小學及中學劃分的跨境學生人數將會

以 CSV 及 XLSX 格式提供。 

5 教育／公營小學學額空缺情況 

 

06/2019 每月 (九月及十月

將沒有更新) 

按分區統計的公營小學學額空缺情況將會以 CSV

及 XLSX 格式提供。 



6 教育／公營中學學額空缺情況 

 

06/2019 每月 (九月及十月

將沒有更新) 

按分區統計的公營中學學額空缺情況將會以 CSV

及 XLSX 格式提供。 

7 教育／課程發展議會及其委員會的成員名單 

 

09/2019 每年 課程發展議會及其委員會的成員名單將會以 CSV

及 XLSX 格式提供。  

  



編號 數據類型／數據集名稱 目標發放日期 
 

更新頻率 
 

備註 

教育局將新增發放機器可閱讀格式 

1 教育／按級別統計的幼稚園學額及學生人數 

 

03/2019 每年 按級別統計的本地及非本地幼稚園學額及學生人

數將提供 CSV 檔案格式。 

2 教育／按程度及學校類別統計的日校數目 03/2019 每年 按程度及學校類別統計的日校數目將提供 CSV 檔

案格式。 

3 教育／設施資料 (聯絡資料) 03/2019 每年 自資專上院校的聯絡資料將提供 CSV 檔案格式。 

4 教育／設施資料 (設施資料) 03/2019 每年 自資專上院校的設施資料將提供 CSV 檔案格式。 

5 教育／本學年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名

單 

03/2019 每年（及當有幼稚

園加入計劃時） 

本學年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名單將提供

CSV 檔案格式（包含學校名稱及區域）。 

6 教育／參加「K1 收生安排」的非幼稚園教育計

劃的本地幼稚園名單 

03/2019 每年 參加「K1 收生安排」的非幼稚園教育計劃的本地

幼稚園名單（包含學校名稱、學校地址、網上/不

設限額派表、「一人不佔多位」措施及經教育局發

放 K1 學位空缺資訊）將提供 CSV 檔案格式。 

7 教育／自修室清單 

 

03/2019 每年 由教育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社會福利署、民

政事務總署及非政府機構經營或津貼的自修室清

單（包含區域、自修室中心名稱、地址、電話號

碼及傳真號碼）將提供 CSV 檔案格式。 

8 教育／按級別統計的小學開辦班數、學額、學 03/2019 每年 按級別統計的本地及國際小學開辦班數、學額、



生人數及重讀生人數 學生人數及重讀生人數將提供 CSV 檔案格式。 

9 教育／按學校類別統計的小學開辦班數、學

額、學生人數及重讀生人數 

03/2019 每年 按學校類別統計的本地及國際小學開辦班數、學

額、學生人數及重讀生人數將提供 CSV 檔案格

式。 

10 教育／按級別統計的中學日校開辦班數、學

額、學生人數及重讀生人數 

03/2019 每年 按級別統計的本地及國際中學開辦班數、學額、

學生人數及重讀生人數將提供 CSV 檔案格式。 

11 教育／按學校類別統計的中學日校開辦班數、

學額、學生人數及重讀生人數 

03/2019 每年 按學校類別統計的本地及國際中學開辦班數、學

額、學生人數及重讀生人數將提供 CSV 檔案格

式。 

12 教育／課程資料 

 

03/2019 每年 載列 iPASS 網站的全日制經本地評審學士學位及副

學位課程將提供 CSV 檔案格式。 

13 教育／獎學金／獎項資料 

 

03/2019 每年 自資專上獎學金計劃的獎學金／獎項金額將提供

CSV 檔案格式。 

14 教育／按程度及學校類別統計的日校學生人數 

 

03/2019 每年 按程度及學校類別統計的日校學生人數將提供 CSV

檔案格式。 

15 教育／按級別統計的本地其他日間中學課程學

生人數 

03/2019 每年 按級別統計的本地其他日間中學課程學生人數將

提供 CSV 檔案格式。 

16 教育／按級別統計的本地私立夜間中學學生人

數 

03/2019 每年 按級別統計的本地私立夜間中學學生人數將提供

CSV 檔案格式。 



17 教育／按分區及級別統計的小學學生人數 03/2019 每年 按分區及級別統計的小學學生人數將提供 CSV 檔

案格式。 

18 教育／按分區及級別統計的中學日校學生人數 03/2019 每年 按分區及級別統計的中學日校學生人數將提供 CSV

檔案格式。 

19 教育／學生統計數字 03/2019 每年 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自資副學位及學士學位課程學

生統計數字將提供 CSV 檔案格式。 

20 教育／科技教育的建議書目 

 

03/2019 每年 科技教育的建議書目將（包含相關學習領域、科

目、學習階段、書目名稱、語言、描述、目標及

類型）提供 CSV 檔案格式。 

21 教育／教學人員統計數字 

 

03/2019 每年 自資專上院校教學人員數目及學歷將提供 CSV 檔

案格式。 

22 教育／幼稚園幼兒班（K1）學位空缺資料 

 

03/2019 每星期／每月兩次

／每月（當有更新

時） 

幼稚園幼兒班（K1）學位空缺資料（包含區域、

學校註冊編號、學校名稱及幼兒班空缺情況 ）將

提供 CSV 檔案格式。 

  



B. 在 2020 年及 2021 年發放的局／部門數據集（按曆年） 
 

編號 數據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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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曆年) 
   

編號 數據類型／數據集名稱 目標發放日期 
 

更新頻率 
 

備註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1 教育／小學概覽 

 

 

2019 年底 每年 視乎 2019 年 3 月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家

校會）向學界及相關持分者進行諮詢的結果，家校

會於 2019 年底在家校會網頁發布由學校提供資料

的學校概覽網上版會以電腦可讀模式開放予公眾。 

2 教育／中學概覽 

 

 

2019 年底 每年 視乎 2019 年 3 月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家

校會）向學界及相關持分者進行諮詢的結果，家校

會於 2019 年底在家校會網頁發布由學校提供資料

的學校概覽網上版會以電腦可讀模式開放予公眾。 

 
 
  



D(1). 進度﹕局及其他機構已上載「資料一線通」網站的數據集 (按曆年) 

 
編號 數據類型／數據集名稱 發放日期 

 

更新頻率 
 

備註 

教育局上載 

1 教育／按級別統計的幼稚園學額及學生人數 

 

03/2018 每年 按級別統計的本地及非本地幼稚園學額及學生人

數已提供 XLS 格式。 

2 教育／按程度及學校類別統計的日校數目 

 

03/2018 每年 按程度及學校類別統計的日校數目已提供 XLS 格

式。 

3 教育／15 歲及以上人口的教育程度分佈 12/2016 每年 按年統計的 15 歲及以上人口的教育程度分佈已提

供 CSV 及 XLSX 格式。 

4 教育／按開辦課程的教育程度劃分的教育及培

訓機構 

09/2016 每年 按年及開辦課程的教育程度劃分的教育及培訓機

構已提供 CSV 及 XLSX 格式。 

5 教育／設施資料 (聯絡資料) 03/2018 每年 自資專上院校的聯絡資料已提供 XLSX 格式。 

6 教育／設施資料 (設施資料) 03/2018 每年 自資專上院校的設施已提供 XLSX 格式。 

7 教育／政府在教育方面的開支 03/2017 每年 按財政年度統計的政府在教育方面的開支已提供

CSV 及 XLSX 格式。 

8 教育／幼稚園教育統計資料 

 

06/2016 每年 幼稚園教育統計資料（如幼稚園數目、學生人

數、幼稚園教師人數、本地幼稚園曾受訓練教師

的百分比、本地幼稚園學生與教師的比率及本地



幼稚園教師流失率）已提供 CSV 及 XLSX 格式。 

9 教育／小學教育統計資料 

 

06/2016 每年 小學教育統計資料（如學校數目、學生人數、重

讀生人數、首次入學的內地來港學生人數、每班

平均人數、小學教師人數、曾受訓練教師的百分

比、學生與教師的比率及教師流失率）已提供 CSV

及 XLSX 格式。 

10 教育／中學教育統計資料 06/2016 每年 中學教育統計資料（如學校數目、學生人數、重

讀生人數、首次入學的內地來港學生人數、每班

平均人數、中學教師人數、曾受訓練教師的百分

比、學生與教師的比率及教師流失率）已提供 CSV

及 XLSX 格式。 

11 教育／特殊教育統計資料 06/2016 每年 特殊教育統計資料（如特殊教育學校、有開辦特

殊班的普通學校、特殊教育學校教師人數、曾受

訓練教師的百分比、學生與教師的比率及教師流

失率）已提供 CSV 及 XLSX 格式。 

12 教育／本學年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名

單 

03/2018 每年（及當有幼稚

園加入計劃時） 

本學年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名單（包含

學校名稱及區域）已提供 XLSX 格式。 

13 教育／參加「K1 收生安排」而於本學年為非

幼稚園教育計劃的本地幼稚園名單 

10/2017 每年 參加「K1 收生安排」而於本學年為非幼稚園教育

計劃的本地幼稚園名單（包含學校名稱、學校地



址、網上/不設限額派表、「一人不佔多位」措施及

經教育局發放 K1 學位空缺資訊）已提供 XLSX 格

式。 

14 教育／自修室清單 11/2015 每年 由教育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社會福利署、民

政事務總署及非政府機構經營或津貼的自修室清

單（包含區域、自修室中心名稱、地址 

、電話號碼及傳真號碼）已提供 XLSX 格式，並可

使用應用程式介面。 

15 教育／按級別統計的小學開辦班數、學額、學

生人數及重讀生人數 

03/2018 每年 按級別統計的本地及國際小學開辦班數、學額、

學生人數及重讀生人數已提供 XLS 格式。 

16 教育／按學校類別統計的小學開辦班數、學

額、學生人數及重讀生人數 

03/2018 每年 按學校類別統計的本地及國際小學開辦班數、學

額、學生人數及重讀生人數已提供 XLS 格式。 

17 教育／按級別統計的中學日校開辦班數、學

額、學生人數及重讀生人數 

03/2018 每年 按級別統計的本地及國際中學日校開辦班數、學

額、學生人數及重讀生人數已提供 XLS 格式。 

18 教育／按學校類別統計的中學日校開辦班數、

學額、學生人數及重讀生人數 

03/2018 每年 按學校類別統計的本地及國際中學日校開辦班

數、學額、學生人數及重讀生人數已提供 XLS 格

式。 

19 教育／課程資料 03/2018 每年 載列 iPASS 網站的經本地評審學士學位及副學位課

程已提供 XLSX 格式。 



20 教育／獎學金／獎項資料 03/2018 每年 自資專上獎學金計劃的獎學金／獎項金額已提供

XLSX 格式。 

21 教育／學校位置及資料 04/2015 每月 學校位置及資料（如學校編號、類別、地址、經

度、緯度、坐標東、坐標北、就讀學生性別、學

校授課時間、分區、資助種類、學校類型、聯絡

電話、傳真號碼、網頁及宗教已提供 CSV、JSON

及 XLSX 格式，並可使用應用程式介面。 

22 教育／學校註冊資料 (基本註冊資料) 04/2015 每日 基本註冊資料已提供 XML 格式。 

23 教育／學校註冊資料 (批准課室／宿舍容額資

料) 

04/2015 每日 批准課室／宿舍容額資料已提供 XML 格式。 

24 教育／學校註冊資料 (註冊校舍資料) 04/2015 每日 註冊校舍資料已提供 XML 格式。 

25 教育／按教育程度劃分的學生人數 02/2016 每年 按年及教育程度劃分的學生人數已提供 CSV 及

XLSX 格式，並可使用應用程式介面。 

26 教育／按程度及學校類別統計的日校學生人數 03/2018 每年 按程度及學校類別統計的日校學生人數已提供 XLS

格式。 

27 教育／按級別統計的本地其他日間中學課程學

生人數 

03/2018 每年 按級別統計的本地其他日間中學課程學生人數已

提供 XLS 格式。 

28 教育／按級別統計的本地私立夜間中學學生人

數 

03/2018 每年 按級別統計的本地私立夜間中學學生人數已提供

XLS 格式。 



29 教育／按分區及級別統計的小學學生人數 03/2018 每年 按分區及級別統計的小學學生人數已提供 XLS 格

式。 

30 教育／按分區及級別統計的中學日校學生人數 03/2018 每年 按分區及級別統計的中學日校學生人數已提供 XLS

格式。 

31 教育／按類別統計的接受特殊教育（包括普通

學校的特殊班）學生人數 

03/2018 每年 按類別統計的接受特殊教育（包括普通學校的特

殊班）學生人數已提供 CSV 及 XLS 格式。 

32 教育／學生統計數字 03/2018 每年 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自資副學位及學士學位課程學

生統計數字已提供 XLSX 格式。 

33 教育／科技教育的建議書目表 12/2017 每年 科技教育的建議書目表（如相關學習領域、科

目、學習階段、書目名稱、語文、描述、目標及

類型）已提供 XLS 格式。 

34 教育／教學人員統計數字 03/2018 每年 自資專上院校教學人員數目及學歷已提供 XLSX 格

式。 

35 教育／幼稚園幼兒班（K1）學位空缺資料 06/2018 每星期／每月兩次

／每月（當有更新

時） 

幼稚園幼兒班（K1）學位空缺資料（包含區域、

學校編號、學校名稱及幼稚園幼兒班（K1）學位

空缺情況已提供 XLSX 格式。 

 
 
 
 



D(2). 進度﹕局及其他機構已上載「資料一線通」網站的數據集 (按曆年) 

 
編號 數據類型／數據集名稱 發放日期 

 

更新頻率 
 

備註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上載 

1 教育／文憑試考生在甲類學科各科成績的表現 

- 日校考生 

 

04/2018 每年 文憑試考生在甲類學科各科成績的表現 - 日校考

生（如科目、性別、報考人數、出席人數、中文

作答百分比及表現）已提供 CSV 格式。 

2 教育／文憑試考生在甲類學科各科成績的表現 

- 全體考生 

04/2018 每年 文憑試考生在甲類學科各科成績的表現 - 全體考

生（如科目、性別、報考人數、出席人數、中文

作答百分比及表現）已提供 CSV 格式。 

3 教育／文憑試考生在乙類學科各科成績的表現 

- 日校考生 

04/2018 每年 文憑試考生在乙類學科各科成績的表現 - 日校考

生（如科目、性別、報考人數、應考人數及表

現）已提供 CSV 格式。 

4 教育／文憑試考生在乙類學科各科成績的表現 

- 全體考生 

04/2018 每年 文憑試考生在乙類學科各科成績的表現 - 全體考

生（如科目、性別、報考人數、應考人數及表

現）已提供 CSV 格式。 

5 教育／文憑試考生在丙類學科各科成績的表現 

- 日校考生 

04/2018 每年 文憑試考生在丙類學科各科成績的表現 - 日校考

生（如科目、性別、報考人數、出席人數及表

現）已提供 CSV 格式。 



6 教育／文憑試考生在丙類學科各科成績的表現 

- 全體考生 

04/2018 每年 文憑試考生在丙類學科各科成績的表現 - 全體考

生（如科目、性別、報考人數、出席人數及表

現）已提供 CSV 格式。 

7 教育／文憑試一般成績統計 04/2018 每年 文憑試一般成績統計（如成績、日校考生及全體

考生）已提供 CSV 格式。 

8 教育／文憑試最佳五科的成績表現 04/2018 每年 文憑試最佳五科的成績表現（如成績、日校考生

及全體考生）已提供 CSV 格式。 

9 教育／文憑試符合副學位課程入學要求／應徵

有關公務員職位的成績統計 

04/2018 每年 文憑試符合副學位課程入學要求／應徵有關公務

員職位的成績統計（即於五科甲類學科中取得 2 

級或以上／於乙類學科取得「達標」或以上成

績，其中包括中國語文科及英國語文科）（如成

績、日校考生及全體考生）已提供 CSV 格式。 

10 教育／文憑試符合副學位課程入學要求／應徵

有關公務員職位的積點分佈 

04/2018 每年 文憑試符合副學位課程入學要求／應徵有關公務

員職位的積點分佈（即於五科甲類學科中取得 2 

級或以上／於乙類學科取得「達標」或以上成

績，其中包括中國語文科及英國語文科）（如如

總積點、日校考生及全體考生）已提供 CSV 格

式。 

11 教育／文憑試符合大學或院校入學要求的成績 04/2018 每年 文憑試符合大學或院校入學要求的成績統計（如



統計 成績、日校考生及全體考生）已提供 CSV 格式。 

12 教育／文憑試最佳五科的積點分佈（符合大學

或院校入學要求的成績統計） 

04/2018 每年 文憑試最佳五科的積點分佈（符合大學或院校入

學要求的成績統計）（如總積點、日校考生及全

體考生）已提供 CSV 格式。 

13 教育／文憑試特殊需要考生的成績統計 04/2018 每年 文憑試特殊需要考生的成績統計（如特殊需要考

生的表現和種類）已提供 CSV 格式。 

14 教育／文憑試兩個語文科的等級分佈 - 日校考

生 

04/2018 每年 文憑試兩個語文科的等級分佈 - 日校考生已提供

CSV 格式。 

15 教育／文憑試兩個語文科的等級分佈 - 全體考

生 

04/2018 每年 文憑試兩個語文科的等級分佈 - 全體考生已提供

CSV 格式。 

16 教育／文憑試數學必修部分及延伸部分的等級

分佈 - 日校考生 

04/2018 每年 文憑試數學必修部分及延伸部分的等級分佈 - 日

校考生已提供 CSV 格式。 

17 教育／文憑試數學必修部分及延伸部分的等級

分佈 - 全體考生 

04/2018 每年 文憑試數學必修部分及延伸部分的等級分佈 - 全

體考生已提供 CSV 格式。 

18 教育／文憑試考生成績達最高等級的統計 - 日

校考生 

04/2018 每年 文憑試考生成績達最高等級的統計 - 日校考生已

提供 CSV 格式。 

19 教育／文憑試考生成績達最高等級的統計 - 全

體考生 

04/2018 每年 文憑試考生成績達最高等級的統計 - 全體考生已

提供 CSV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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