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局 

2022年至2024年度空間數據計劃 
 

 

A. 在2022年開放的部門數據集 
 

編號 數據種類 數據集名稱 一般說明 目標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1 教育 資助小學 資助小學的地理參考資料及其他相關
資料 

12/2022 每月 

2 教育 資助中學 資助中學的地理參考資料及其他相關
資料 

12/2022 每月 

3 教育 資助特殊學校 資助特殊學校的地理参考资料及其他
相关资料 

12/2022 每月 

4 教育 按位津貼中學 按位津貼中學 的地理參考資料及其他相
關資料 

12/2022 每月 

5 教育 直接資助計劃
小學 

直接資助計劃小學的地理參考資料及
其他相關資料 

12/2022 每月 

6 教育 直接資助計劃
中學 

直接資助計劃中學的地理參考資料及
其他相關資料 

12/2022 每月 

7 教育 英基學校協會
（小學） 

英基學校協會（小學）的地理參考資
料及其他相關資料 

12/2022 每月 



 

編號 數據種類 數據集名稱 一般說明 目標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8 教育 英基學校協會

（中學） 

英基學校協會（中學）的地理參考資
料及其他相關資料 

12/2022 每月 

9 教育 官立小學 官立小學的地理參考資料及其他相關
資料 

12/2022 每月 

10 教育 官立中學 官立中學的地理參考資料及其他相關
資料 

12/2022 每月 

11 教育 高等教育院校 高等教育院校的地理參考資料及其他
相關資料 

12/2022 每年2次 

12 教育 國際學校 
（小學） 

國際學校（小學）的地理參考資料及
其他相關資料 

12/2022 每月 

13 教育 國際學校 
（中學） 

國際學校（中學）的地理參考資料及
其他相關資料 

12/2022 每月 

14 教育 幼稚園暨幼兒
中心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地理參考資料及
其他相關資料 

12/2022 每月 

15 教育 幼稚園 幼稚園的地理參考資料及其他相關資
料 

12/2022 每月 

16 教育 附 設 於 幼 稚 園
暨 幼 兒 中 心 的
非 資 助 幼 兒 中
心 

附設於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非資助幼
兒中心的地理參考資料及其他相關資
料 

12/2022 何時有新條目或
記錄 



 

編號 數據種類 數據集名稱 一般說明 目標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17 教育 小一入學統籌
辦法學校網 

小一入學統籌辦法學校網 12/2022 每年 

18 教育 私立小學 私立小學的地理參考資料及其他相關
資料 

12/2022 每月 

19 教育 私立中學（日校
/ 夜校） 

私立中學（日校/夜校）的地理參考資
料及其他相關資料 

12/2022 每月 

20 教育 中學學位分配辦
法學校網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學校網 12/2022 每年 

21 教育 自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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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22 每年 

 



 

B. 在2023年及2024年開放的部門數據集 
 

編號 數據種類 數據集名稱 一般說明 目標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1 教育 直資學校資料 直資學校資料 12/2023 每年 

2 教育 自資專上院校的
聯絡資料 

自資專上院校的聯絡資料 12/2023 每年 

3 教育 自資專上院校的
設施 

自資專上院校的設施 12/2023 每年 

4 教育 自資專上院校教
學人員數目及學
歷 

自資專上院校教學人員數目及學歷 12/2023 每年 

5 教育 「一條龍」學校
名單 

「一條龍」學校名單 12/2023 每年 

6 教育 參加幼稚園教育
計劃的幼稚園名
單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名單 12/2023 每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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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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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23 何時有新條目或
記錄 

8 教育 幼稚園及幼稚園
暨幼兒中心 概覽 

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概覽 

12/2023 每年 



 

編號 數據種類 數據集名稱 一般說明 目標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9 教育 課程資料 載列iPASS網站的經本地評審學士學位
及副學位課程 

12/2023 每年 

10 教育 直資學校學費資
料 

直資學校學費資料 12/2023 每年 

11 教育 按分區及級別統
計的小學學生人
數 

按分區及級別統計的小學學生人數 12/2023 每年 

12 教育 按分區及級別統
計的中學日校學
生人數 

按分區及級別統計的中學日校學生人
數 

12/2023 每年 

13 教育 公營小學學額空
缺情況 

公營小學學額空缺情況 

(更新頻率：每月 (九月、十月除外)) 

12/2023 每月 

14 教育 公營中學學額空
缺情況 

公營中學學額空缺情況 

(更新頻率：每月 (九月、十月除外)) 

12/2023 每月 

15 教育 幼稚園幼兒班 
（K1）學位空缺
資料 

幼稚園幼兒班（K1）學位空缺資料 12/2023 何時有新條目或
記錄 

16 教育 學校註冊資料 註冊學校的名單 12/2024 每年 



 

C. 其他機構計劃開放的數據集 
 

編號 數據種類 數據集名稱 一般說明 目標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1 不適用 

 
D. 進度：部門及其他機構已經在空間數據共享平台入門網站開放的數據集 
 

編號 數據種類 數據集名稱 一般說明 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1 不適用 

 

 

 

 

教育局 

202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