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福利署 

  

2021至2023年的开放数据计划 

 

A. 在 2021 年发放的局／部门数据集 

 

# 数据种类／数据集名称 
 

目标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备注 

 

1 社会福利／ 

已发出长者卡的累计总数 

06/2021 每年 已发出长者卡的累计总数 (CSV) 

2 社会福利／ 

「整笔拨款独立处理投诉委员会」处理 

投诉的数字 

06/2021 每季 处理投诉数目、投诉人分类、在甄别阶

段或调查阶段处理事项的性质、被投诉

或调查的服务分类和调查结果 (CSV) 

3 社会福利／ 

虐待长者个案的数据资料 

06/2021 每年 以个案性质、受虐者性别、受虐者居住

地区等分类的数据资料 (CSV) 

4 社会福利／ 

寄养服务的统计资料 

06/2021 每季 寄养家庭的数目、正在接受服务的寄养

儿童数目 (CSV) 

5 社会福利／ 

安老院舍照顾服务统计 

06/2021 每季 全港安老院舍类别、数目及宿位名额 

(CSV) 

6 社会福利／ 

安老服务统一评估机制的统计资料 

06/2021 每月 安老服务统一评估机制的统计数字，包

括转介接受统一评估的个案及完成统一

评估的个案数字等 (CSV) 

  

  



B. 在 2022 年及 2023 年发放的局／部门数据集  

 

 # 数据种类／数据集名称 目标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备注  

1 社会福利／ 

第三阶段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试验计划 

认可服务单位名单 
 

06/2022 在资料 

更新时 

营办机构名称、认可服务单位名称、地址

及查询电话号码 (XML) 

2 社会福利／ 

长者院舍住宿照顾服务券试验计划 

认可服务单位名单 
 

06/2022 在资料 

更新时 

营办机构名称、认可服务单位名称、地址

及查询电话号码 (XML) 

3 社会福利／ 

总目170 - 社会福利署的开支数据 

09/2022 每季 将提供CSV格式的数据资料 

 

 

C. 其他机构计划开放的数据集 

 

(1) 机构名称 

# 数据种类／数据集名称 目标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备注 

1 不适用       

  

  



D. 进度：局／部门及其他机构已经上载「资料一线通」网站的数据集 

 

# 数据种类／数据集名称 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例如：实时、每天、

每星期、每月等) 

备注 

1  社会福利／ 

每年经由市民举报怀疑诈骗社会保障款项个

案数字 

06/2019 每年 按年及来源表列举报怀疑诈骗社会保障款

项个案数字 (CSV) 

2  社会福利／ 

普通长者生活津贴及高额长者生活津贴的入

息及资产限额、公共福利金计划津贴金额及

补助金 

06/2019 每年 资产及入息限额、津贴金额及不同类别受

惠人的补助金 (CSV) 

3  社会福利／ 

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资产限额、标准金额

及补助金 

06/2019 每年 不同类别受助人的资产限额、标准金额及

补助金 (CSV) 

4  社会福利／ 

残疾人士院舍基本联络资料及服务质素资料 

10/2018 每天 残疾人士院舍资料，例如服务单位的名

称、地区、地址及服务质素 (XML) 

5  社会福利／ 

安老院基本联络资料及服务质素资料 

02/2017 每天 安老院资料，例如服务单位的名称、地

区、地址及服务质素 (XML) 

6  社会福利／ 

营办短期食物援助服务的非政府机构联络 

方法 

06/2019 在资料 

更新时 

营办机构名称、服务地区、地址及查询电

话 (CSV) 

7  社会福利／ 

早期教育及训练中心 

康复服务中央转介系统 - 弱能儿童学前服

务子系统 

获选配服务个案的轮候资料 

06/2020 每月 按中心及地区划分的最后获编配服务者的

申请日期 (CSV) 

8  社会福利／ 

福利服务单位地理参考数据 

06/2015 每年 社会福利服务单位地理参考资料，例如服

务类别、名称及地址 (CSV) 

9  社会福利／ 

青年热线服务 

04/2018 在资料 

更新时 

青年热线服务，例如机构/中心名称、服

务地区及地址 (CSV) 



10  社会福利／ 

康复服务中央转介系统 - 获选配服务的个

案资料 (弱能儿童学前服务子系统除外) 

06/2020 每季 按地区及服务类别划分的最后获编配服务

者的申请日期 (CSV) 

11  社会福利／ 

康复服务中央转介系统 - 轮候的申请数目

资料 (弱能儿童学前服务子系统除外) 

06/2020 每季 按地区及服务类别划分的服务轮候人数 

(CSV) 

12  社会福利／ 

康复服务中央转介系统 - 弱能儿童学前服

务子系统  

轮候服务人次一览表 

06/2020 每月 按申请者居住地区及服务类别划分的服务

轮候人次 (CSV) 

13  社会福利／ 

幼儿园暨幼儿中心兼收计划 

康复服务中央转介系统 - 弱能儿童学前服

务子系统  

获选配服务个案的轮候资料 

06/2020 每月 按中心及地区划分的最后获编配服务者的

申请日期 (CSV) 

14  社会福利／ 

领养服务统计资料 

06/2019 每半年 统计服务资料，包括领养课处理中的领养

申请宗数及待领养儿童的数目 (CSV) 

15  社会福利／ 

最新获编配资助安老宿位者的申请日期 

(申请者在区域、地区／院舍没有特定选择) 

06/2020 每月 获得编配资助安老宿位者性别、宿位类别

及服务申请日期 (CSV) 

16  社会福利／ 

提供青少年深宵外展服务的单位名单 

02/2018 在资料 

更新时 

提供青少年深宵外展服务的单位资料，例

如机构／中心名称、服务地区及地址 

(CSV) 

17  社会福利／ 

附设于幼儿园暨幼儿中心的幼儿中心的名单 

06/2019 在资料 

更新时 

附设于幼儿园暨幼儿中心的幼儿中心的名

单、地址、联络电话、容额及每月收费 

(CSV) 

18  社会福利／ 

资助独立幼儿中心的名单 

06/2019 在资料 

更新时 

资助独立幼儿中心的名单、地址、联络电

话、容额及每月收费 (CSV) 

19  社会福利／ 

夜青后援住宿服务名单 

06/2019 在资料 

更新时 

服务对象、营办机构名称、服务单位名

称、地址、联络电话及传真号码 (CSV) 

20  社会福利／ 

边缘社群支持计划名单 

02/2018 在资料 

更新时 

边缘社群支持计划资料，例如机构/中心

名称、地址及电话号码 (CSV) 



21  社会福利／ 

戒毒辅导中心名单 

07/2017 在资料 

更新时 

戒毒辅导中心资料，例如机构/中心名

称、地址及电话号码 (CSV) 

22  社会福利／ 

儿童及青年中心名单 

04/2018 在资料 

更新时 

儿童及青年中心名单，例如机构/中心名

称、服务地区及地址 (CSV) 

23  社会福利／ 

临床心理服务课名单 

06/2019 在资料 

更新时 

服务单位地址、查询电话及办公时间 

(CSV) 

24  社会福利／ 

社区中心名单 

02/2018 在资料 

更新时 

社区中心资料，例如机构/中心名称、地

址及电话号码 (CSV) 

25  社会福利／ 

社区支持服务计划中心名单 

04/2018 在资料 

更新时 

社区支持服务计划中心名单，例如机构名

称、服务地区及地址 (CSV) 

26  社会福利／ 

滥用精神药物者辅导中心名单 

07/2017 在资料 

更新时 

滥用精神药物者辅导中心资料，例如机构

/中心名称、 服务地区及地址 (CSV) 

27  社会福利／ 

边缘青少年危机住宿服务名单 

06/2019 在资料 

更新时 

服务对象、营办机构名称、服务单位名

称、地址、联络电话及传真号码 (CSV) 

28  社会福利／ 

网上青年支持队名单 

06/2019 在资料 

更新时 

服务单位的地址、电话号码及电邮地址
(CSV) 

29  社会福利／ 

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单位名单 

06/2019 在资料 

更新时 

机构名称、服务单位名称、地址、电话、

传真、名额、电邮地址及营运日期 

(CSV) 

30  社会福利／ 

长者地区中心名单 

06/2019 在资料 

更新时 

机构名称、服务单位名称、地址、电话、

传真、及电邮地址 (CSV) 

31  社会福利／ 

紧急／临时收容中心／宿舍／短期宿舍名单 

06/2019 在资料 

更新时 

单位名称、地址、电话号码、办公时间、

服务类别及服务对象 (CSV) 

32  社会福利／ 

改善家居及社区照顾服务队名单 

06/2019 在资料 

更新时 

机构名称、服务单位名称、地址、电话、

传真及电邮地址 (CSV) 

33  社会福利／ 

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名单 

06/2019 在资料 

更新时 

中心名称、地址、电话、传真号码及开放

时间 (CSV) 

34  社会福利／ 

家庭生活教育服务单位名单 

06/2019 在资料 

更新时 

机构名称、地址、开放时间、电话号码及

传真号码 (CSV) 

35  社会福利／ 

家务助理队名单 

06/2019 在资料 

更新时 

机构名称、服务单位名称、地址、电话、

传真及电邮地址 (CSV) 



36  社会福利／ 

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的名单 

04/2018 在资料 

更新时 

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的名单，例如机构/

中心名称、服务地区及地址 (CSV) 

37  社会福利／ 

综合家居照顾服务队名单 

06/2019 在资料 

更新时 

机构名称、服务单位名称、地址、电话、

传真及电邮地址 (CSV) 

38  社会福利／ 

综合服务中心名单 

05/2018 在资料 

更新时 

服务单位名称、地址、联络电话、传真号

码及电邮地址 (CSV) 

39  社会福利／ 

露宿者综合服务队名单 

06/2019 在资料 

更新时 

单位名称、服务地区、地址、电话号码及

办公时间 (CSV) 

40  社会福利／ 

长者邻舍中心名单 

06/2019 在资料 

更新时 

机构名称、服务单位名称、地址、电话、

传真、及电邮地址 (CSV) 

41  社会福利／ 

邻舍层面社区发展计划名单 

02/2018 在资料 

更新时 

邻舍层面社区发展计划资料，例如机构/

中心名称、地址及电话号码 (CSV) 

42  社会福利／ 

邻里支持幼儿照顾计划名单 

06/2019 在资料 

更新时 

营办机构名称、所在区域、电话及地址 

(CSV) 

43  社会福利／ 

平和关系支持计划名单 

06/2019 在资料 

更新时 

营办平和关系支持计划的非政府机构名

称、服务范围及联络方法 (CSV) 

44  社会福利／ 

接受有关资助拨款的非政府机构名单 

12/2018 每年 接受有关资助拨款的非政府机构名单，包

括津贴模式、机构名称及拨款 (CSV) 

45  社会福利／ 

非政府机构家庭支持网络队名单 

07/2017 在资料 

更新时 

非政府机构家庭支持网络队资料，例如机

构/网络队名称、服务地区及地址 (CSV) 

46  社会福利／ 

感化及社会服务令办事处名单 

05/2018 在资料 

更新时 

感化及社会服务令办事处名单，例如办事

处名称、地址、电话 (CSV) 

47  社会福利／ 

妇女庇护中心名单 

06/2019 在资料 

更新时 

中心名称、热线电话 (CSV) 

48  社会福利／ 

留宿幼儿中心、儿童院及男／女童院／宿舍

名单 

06/2019 在资料 

更新时 

机构名称、服务单位名称、服务对象、地

址、电话及传真号码 (CSV) 

49  社会福利／ 

受感化青少年及高危青少年住宿服务名单 

06/2019 在资料 

更新时 

服务对象、服务单位地址、联络电话及传

真号码 (CSV) 

50  社会福利／ 

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名单 

02/2018 在资料 

更新时 

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资料，例如机构/

中心名称、地址及电话号码 (CSV) 



51  社会福利／ 

课余托管收费减免计划服务单位名单 

04/2018 在资料 

更新时 

课余托管收费减免计划服务单位名单，例

如机构/中心名称、服务地区及地址 

(CSV) 

52  社会福利／ 

加强课余托管收费减免计划服务单位名单 

04/2018 在资料 

更新时 

加强课余托管收费减免计划服务单位名

单，例如机构/中心名称、服务地区及地

址 (CSV) 

53  社会福利／ 

儿童之家名单 

06/2019 在资料 

更新时 

机构名称、服务单位名称、服务对象、电

话及传真号码 (CSV) 

54  社会福利／ 

长者活动中心名单 

06/2019 在资料 

更新时 

机构名称、服务单位名称、地址、电话、

传真、及电邮地址 (CSV) 

55  社会福利／ 

曾违法者及刑释人士服务宿舍名单 

06/2019 在资料 

更新时 

宿舍名称、联络电话及传真(CSV) 

56  社会福利／ 

受资助之住院戒毒治疗及康复中心和中途宿

舍名单 

06/2019 在资料 

更新时 

机构名称、服务单位名称、联络电话、电

邮及网址 (CSV) 

57  社会福利／ 

自杀危机处理中心名单 

06/2019 在资料 

更新时 

服务单位名称、办公时间、地址及电话号

码 (CSV) 

58  社会福利／ 

青少年外展社会工作队名单 

02/2018 在资料 

更新时 

青少年外展队资料，例如机构/中心名

称、地址及电话号码 (CSV) 

59  社会福利／ 

轮候资助护理安老宿位及护养院宿位的轮候

人数 

06/2020 每月 资助护理安老宿位及护养院宿位轮候人数  
(CSV) 

60  社会福利／ 

到校学前康复服务 

康复服务中央转介系统 - 弱能儿童学前服

务子系统 

获选配服务个案的轮候资料 

06/2020 每月 按服务队划分的最后获编配服务者的申请

日期 (CSV) 

61  社会福利／ 

携手扶弱基金 

05/2018 在资料 

更新时 

携手扶弱基金简介、目的、申请资格 

(CSV) 

 

 



62  社会福利／ 

特殊幼儿中心 

康复服务中央转介系统 - 弱能儿童学前服

务子系统 

获选配服务个案的轮候资料 

06/2020 每月 按中心及地区划分的最后获编配服务者的

申请日期 (CSV) 

63  社会福利／ 

社会保障统计数字 

06/2019 每月 按社会保障计划种类划分的个案及申请数

目 (CSV) 

64  社会福利／ 

新呈报虐待儿童个案、虐待配偶/同居情侣

个案及性暴力个案统计数字 

06/2019 每年 以个案性质、种类、年龄、性别、地区等

分类的数据资料 (CSV) 

65  社会福利／ 

社会保障上诉委员会判决的上诉个案结果 

统计 

06/2019 每年 以上诉性质和个案类别划分的上诉个案的

判决结果的个案数目 (CSV) 

66  社会福利／ 

轮候资助长者社区照顾服务人数及轮候时间

的统计数字 

06/2019 每月 轮候人数及平均轮候时间 (CSV) 

67  社会福利／ 

诈骗社会保障款项个案转交警方跟进情况 

06/2019 每年 按年及警方跟进情况表列诈骗社会保障款

项个案转交警方跟进情况 (CSV) 

68  社会福利／ 

按不同服务类别划分之预算经常开支资助 

12/2018 每年 按服务类别划分的预算经常开支资助，包

括服务类别、拨款数额(以百万元为单位)

及百分比 (CSV) 

69  社会福利／ 

空置宿位查询系统-长者紧急住宿服务 

12/2019 每天 空置宿位查询系统-长者紧急住宿  

(XML) 

70  社会福利／ 

空置宿位查询系统-残疾人士指定住宿暂顾

服务 

12/2019 每天 空置宿位查询系统-残疾人士指定住宿暂

顾服务(XML) 

71  社会福利／ 

空置宿位查询系统-长者住宿暂托服务 

12/2019 每天 空置宿位查询系统-长者住宿暂托服务 

(XML) 

72  社会福利／ 

长者日间暂托服务指定暂托服务空缺情况 

06/2019 每星期 位置、地区、服务单位名称、地址、电

话、传真、服务名额及空缺数目 (CSV) 

 



73  社会福利／ 

「义工运动」参与机构和登记义工 

06/2020 每季 「义工运动」参与机构和登记义工数目 

(CSV) 

74  社会福利／ 

义工服务时数、「义工运动」参与机构和登

记义工的组合资料 

06/2020 每年 义工服务时数、按性别和年龄划分的登记

义工数目、按类别划分的「义工运动」参

与机构数目 (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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