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福利署 

  

2021至2023年的開放數據計劃 

 

A. 在 2021 年發放的局／部門數據集 

 

# 數據種類／數據集名稱 

 

目標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備註 

 

1 社會福利／ 

已發出長者咭的累計總數 

06/2021 每年 已發出長者咭的累計總數 (CSV) 

2 社會福利／ 

「整筆撥款獨立處理投訴委員會」處理 

投訴的數字 

06/2021 每季 處理投訴數目、投訴人分類、在甄別階

段或調查階段處理事項的性質、被投訴

或調查的服務分類和調查結果 (CSV) 

3 社會福利／ 

虐待長者個案的數據資料 

06/2021 每年 以個案性質、受虐者性別、受虐者居住

地區等分類的數據資料 (CSV) 

4 社會福利／ 

寄養服務的統計資料 

06/2021 每季 寄養家庭的數目、正在接受服務的寄養

兒童數目 (CSV) 

5 社會福利／ 

安老院舍照顧服務統計 

06/2021 每季 全港安老院舍類別、數目及宿位名額 

(CSV) 

6 社會福利／ 

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的統計資料 

06/2021 每月 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的統計數字，包

括轉介接受統一評估的個案及完成統一

評估的個案數字等 (CSV) 

  

  



B. 在 2022 年及 2023 年發放的局／部門數據集  

 

 # 數據種類／數據集名稱 目標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備註  

1 社會福利／ 

第三階段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認可服務單位名單 

 

06/2022 在資料 

更新時 

營辦機構名稱、認可服務單位名稱、地址

及查詢電話號碼 (XML) 

2 社會福利／ 

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認可服務單位名單 
 

06/2022 在資料 

更新時 

營辦機構名稱、認可服務單位名稱、地址

及查詢電話號碼 (XML) 

3 社會福利／ 

總目170 - 社會福利署的開支數據 

09/2022 每季 將提供CSV格式的數據資料 

 

 

C. 其他機構計劃開放的數據集 

 

(1) 機構名稱 

# 數據種類／數據集名稱 目標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備註 

1 不適用       

  

  



D. 進度：局／部門及其他機構已經上載「資料一線通」網站的數據集 

 

# 數據種類／數據集名稱 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例如：實時、每天、

每星期、每月等) 

備註 

1  社會福利／ 

每年經由市民舉報懷疑詐騙社會保障款項個

案數字 

06/2019 每年 按年及來源表列舉報懷疑詐騙社會保障款

項個案數字 (CSV) 

2  社會福利／ 

普通長者生活津貼及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的入

息及資產限額、公共福利金計劃津貼金額及

補助金 

06/2019 每年 資產及入息限額、津貼金額及不同類別受

惠人的補助金 (CSV) 

3  社會福利／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資產限額、標準金額

及補助金 

06/2019 每年 不同類別受助人的資產限額、標準金額及

補助金 (CSV) 

4  社會福利／ 

殘疾人士院舍基本聯絡資料及服務質素資料 

10/2018 每天 殘疾人士院舍資料，例如服務單位的名

稱、地區、地址及服務質素 (XML) 

5  社會福利／ 

安老院基本聯絡資料及服務質素資料 

02/2017 每天 安老院資料，例如服務單位的名稱、地

區、地址及服務質素 (XML) 

6  社會福利／ 

營辦短期食物援助服務的非政府機構聯絡 

方法 

06/2019 在資料 

更新時 

營辦機構名稱、服務地區、地址及查詢電

話 (CSV) 

7  社會福利／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 - 弱能兒童學前服

務子系統 

獲選配服務個案的輪候資料 

06/2020 每月 按中心及地區劃分的最後獲編配服務者的

申請日期 (CSV) 

8  社會福利／ 

福利服務單位地理參考數據 

06/2015 每年 社會福利服務單位地理參考資料，例如服

務類別、名稱及地址 (CSV) 

9  社會福利／ 

青年熱線服務 

04/2018 在資料 

更新時 

青年熱線服務，例如機構/中心名稱、服

務地區及地址 (CSV) 



10  社會福利／ 

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 - 獲選配服務的個

案資料 (弱能兒童學前服務子系統除外) 

06/2020 每季 按地區及服務類別劃分的最後獲編配服務

者的申請日期 (CSV) 

11  社會福利／ 

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 - 輪候的申請數目

資料 (弱能兒童學前服務子系統除外) 

06/2020 每季 按地區及服務類別劃分的服務輪候人數 

(CSV) 

12  社會福利／ 

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 - 弱能兒童學前服

務子系統 

輪候服務人次一覽表 

06/2020 每月 按申請者居住地區及服務類別劃分的服務

輪候人次 (CSV) 

13  社會福利／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 

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 - 弱能兒童學前服

務子系統  

獲選配服務個案的輪候資料 

06/2020 每月 按中心及地區劃分的最後獲編配服務者的

申請日期 (CSV) 

14  社會福利／ 

領養服務統計資料 

06/2019 每半年 統計服務資料，包括領養課處理中的領養

申請宗數及待領養兒童的數目 (CSV) 

15  社會福利／ 

最新獲編配資助安老宿位者的申請日期 

(申請者在區域、地區／院舍沒有特定選擇) 

06/2020 每月 獲得編配資助安老宿位者性別、宿位類別

及服務申請日期 (CSV) 

16  社會福利／ 

提供青少年深宵外展服務的單位名單 

02/2018 在資料 

更新時 

提供青少年深宵外展服務的單位資料，例

如機構/中心名稱、服務地區及地址 

(CSV) 

17  社會福利／ 

附設於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幼兒中心的名單 

06/2019 在資料 

更新時 

附設於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幼兒中心的名

單、位址、聯絡電話、容額及每月收費 

(CSV) 

18  社會福利／ 

資助獨立幼兒中心的名單 

06/2019 在資料 

更新時 

資助獨立幼兒中心的名單、位址、聯絡電

話、容額及每月收費 (CSV) 

19  社會福利／ 

夜青後援住宿服務名單 

06/2019 在資料 

更新時 

服務對象、營辦機構名稱、服務單位名

稱、地址、聯絡電話及傳真號碼 (CSV) 

20  社會福利／ 

邊緣社群支援計劃名單 

02/2018 在資料 

更新時 

邊緣社群支援計劃資料，例如機構/中心

名稱、地址及電話號碼 (CSV) 



21  社會福利／ 

戒毒輔導中心名單 

07/2017 在資料 

更新時 

戒毒輔導中心資料，例如機構/中心名

稱、地址及電話號碼 (CSV) 

22  社會福利／ 

兒童及青年中心名單 

04/2018 在資料 

更新時 

兒童及青年中心名單，例如機構/中心名

稱、服務地區及地址 (CSV) 

23  社會福利／ 

臨床心理服務課名單 

06/2019 在資料 

更新時 

服務單位地址、查詢電話及辦公時間 

(CSV) 

24  社會福利／ 

社區中心名單 

02/2018 在資料 

更新時 

社區中心資料，例如機構/中心名稱、地

址及電話號碼 (CSV) 

25  社會福利／ 

社區支援服務計劃中心名單 

04/2018 在資料 

更新時 

社區支援服務計劃中心名單，例如機構名

稱、服務地區及地址 (CSV) 

26  社會福利／ 

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名單 

07/2017 在資料 

更新時 

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資料，例如機構

/中心名稱、 服務地區及地址 (CSV) 

27  社會福利／ 

邊緣青少年危機住宿服務名單 

06/2019 在資料 

更新時 

服務對象、營辦機構名稱、服務單位名

稱、地址、聯絡電話及傳真號碼 (CSV) 

28  社會福利／ 

網上青年支援隊名單 

06/2019 在資料 

更新時 

服務單位的地址、電話號碼及電郵地址
(CSV) 

29  社會福利／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名單 

06/2019 在資料 

更新時 

機構名稱、服務單位名稱、地址、電話、

傳真、名額、電郵地址及營運日期 

(CSV) 

30  社會福利／ 

長者地區中心名單 

06/2019 在資料 

更新時 

機構名稱、服務單位名稱、地址、電話、

傳真、及電郵地址 (CSV) 

31  社會福利／ 

緊急／臨時收容中心／宿舍／短期宿舍名單 

06/2019 在資料 

更新時 

單位名稱、地址、電話號碼、辦公時間、

服務類別及服務對象 (CSV) 

32  社會福利／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隊名單 

06/2019 在資料 

更新時 

機構名稱、服務單位名稱、地址、電話、

傳真及電郵地址 (CSV) 

33  社會福利／ 

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名單 

06/2019 在資料 

更新時 

中心名稱、地址、電話、傳真號碼及開放

時間 (CSV) 

34  社會福利／ 

家庭生活教育服務單位名單 

06/2019 在資料 

更新時 

機構名稱、地址、開放時間、電話號碼及

傳真號碼 (CSV) 

35  社會福利／ 

家務助理隊名單 

06/2019 在資料 

更新時 

機構名稱、服務單位名稱、地址、電話、

傳真及電郵地址 (CSV) 



36  社會福利／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的名單 

04/2018 在資料 

更新時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的名單，例如機構/

中心名稱、服務地區及地址 (CSV) 

37  社會福利／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名單 

06/2019 在資料 

更新時 

機構名稱、服務單位名稱、地址、電話、

傳真及電郵地址 (CSV) 

38  社會福利／ 

綜合服務中心名單 

05/2018 在資料 

更新時 

服務單位名稱、地址、聯絡電話、傳真號

碼及電郵地址 (CSV) 

39  社會福利／ 

露宿者綜合服務隊名單 

06/2019 在資料 

更新時 

單位名稱、服務地區、地址、電話號碼及

辦公時間 (CSV) 

40  社會福利／ 

長者鄰舍中心名單 

06/2019 在資料 

更新時 

機構名稱、服務單位名稱、地址、電話、

傳真、及電郵地址 (CSV) 

41  社會福利／ 

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名單 

02/2018 在資料 

更新時 

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資料，例如機構/

中心名稱、地址及電話號碼 (CSV) 

42  社會福利／ 

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名單 

06/2019 在資料 

更新時 

營辦機構名稱、所在區域、電話及地址 

(CSV) 

43  社會福利／ 

平和關係支援計劃名單 

06/2019 在資料 

更新時 

營辦平和關係支援計劃的非政府機構名

稱、服務範圍及聯絡方法 (CSV) 

44  社會福利／ 

接受有關資助撥款的非政府機構名單 

12/2018 每年 接受有關資助撥款的非政府機構名單，包

括津貼模式、機構名稱及撥款 (CSV) 

45  社會福利／ 

非政府機構家庭支援網絡隊名單 

07/2017 在資料 

更新時 

非政府機構家庭支援網絡隊資料，例如機

構/網絡隊名稱、服務地區及地址 (CSV) 

46  社會福利／ 

感化及社會服務令辦事處名單 

05/2018 在資料 

更新時 

感化及社會服務令辦事處名單，例如辦事

處名稱、地址、電話 (CSV) 

47  社會福利／ 

婦女庇護中心名單 

06/2019 在資料 

更新時 

中心名稱、熱線電話 (CSV) 

48  社會福利／ 

留宿幼兒中心、兒童院及男／女童院／宿舍

名單 

06/2019 在資料 

更新時 

機構名稱、服務單位名稱、服務對象、地

址、電話及傳真號碼 (CSV) 

49  社會福利／ 

受感化青少年及高危青少年住宿服務名單 

06/2019 在資料 

更新時 

服務對象、服務單位地址、聯絡電話及傳

真號碼 (CSV) 

50  社會福利／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機構名單 

02/2018 在資料 

更新時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機構資料，例如機構/

中心名稱、地址及電話號碼 (CSV) 



51  社會福利／ 

課餘託管收費減免計劃服務單位名單 

04/2018 在資料 

更新時 

課餘託管收費減免計劃服務單位名單，例

如機構/中心名稱、服務地區及地址 

(CSV) 

52  社會福利／ 

加強課餘託管收費減免計劃服務單位名單 

04/2018 在資料 

更新時 

加強課餘託管收費減免計劃服務單位名

單，例如機構/中心名稱、服務地區及地

址 (CSV) 

53  社會福利／ 

兒童之家名單  

06/2019 在資料 

更新時 

機構名稱、服務單位名稱、服務對象、電

話及傳真號碼 (CSV) 

54  社會福利／ 

長者活動中心名單 

06/2019 在資料 

更新時 

機構名稱、服務單位名稱、地址、電話、

傳真、及電郵地址 (CSV) 

55  社會福利／ 

曾違法者及刑釋人士服務宿舍名單 

06/2019 在資料 

更新時 

宿舍名稱、聯絡電話及傳真(CSV) 

56  社會福利／ 

受資助之住院戒毒治療及康復中心和中途宿

舍名單 

06/2019 在資料 

更新時 

機構名稱、服務單位名稱、聯絡電話、電

郵及網址 (CSV) 

57  社會福利／ 

自殺危機處理中心名單 

06/2019 在資料 

更新時 

服務單位名稱、辦公時間、地址及電話號

碼 (CSV) 

58  社會福利／ 

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名單 

02/2018 在資料 

更新時 

青少年外展隊資料，例如機構/中心名

稱、地址及電話號碼 (CSV) 

59  社會福利／ 

輪候資助護理安老宿位及護養院宿位的輪候

人數 

06/2020 每月 資助護理安老宿位及護養院宿位輪候人數  
(CSV) 

60  社會福利／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 - 弱能兒童學前服

務子系統 

獲選配服務個案的輪候資料 

06/2020 每月 按服務隊劃分的最後獲編配服務者的申請

日期 (CSV) 

61  社會福利／ 

攜手扶弱基金 

05/2018 在資料 

更新時 

攜手扶弱基金簡介、目的、申請資格 

(CSV) 

 

 



62  社會福利／ 

特殊幼兒中心 

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 - 弱能兒童學前服

務子系統 

獲選配服務個案的輪候資料 

06/2020 每月 按中心及地區劃分的最後獲編配服務者的

申請日期 (CSV) 

63  社會福利／ 

社會保障統計數字 

06/2019 每月 按社會保障計劃種類劃分的個案及申請數

目 (CSV) 

64  社會福利／ 

新呈報虐待兒童個案、虐待配偶/同居情侶

個案及性暴力個案統計數字 

06/2019 每年 以個案性質、種類、年齡、性別、地區等

分類的數據資料 (CSV) 

65  社會福利／ 

社會保障上訴委員會判決的上訴個案結果 

統計 

06/2019 每年 以上訴性質和個案類別劃分的上訴個案的

判決結果的個案數目 (CSV) 

66  社會福利／ 

輪候資助長者社區照顧服務人數及輪候時間

的統計數字 

06/2019 每月 輪候人數及平均輪候時間 (CSV) 

67  社會福利／ 

詐騙社會保障款項個案轉交警方跟進情況 

06/2019 每年 按年及警方跟進情況表列詐騙社會保障款

項個案轉交警方跟進情況 (CSV) 

68  社會福利／ 

按不同服務類別劃分之預算經常開支資助 

12/2018 每年 按服務類別劃分的預算經常開支資助，包

括服務類別、撥款數額(以百萬元為單位)

及百分比 (CSV) 

69  社會福利／ 

空置宿位查詢系統-長者緊急住宿服務 

12/2019 每天 空置宿位查詢系統-長者緊急住宿  

(XML) 

70  社會福利／ 

空置宿位查詢系統-殘疾人士指定住宿暫顧

服務 

12/2019 每天 空置宿位查詢系統-殘疾人士指定住宿暫

顧服務 (XML) 

71  社會福利／ 

空置宿位查詢系統-長者住宿暫託服務 

12/2019 每天 空置宿位查詢系統-長者住宿暫託服務 

(XML) 

72  社會福利／ 

長者日間暫託服務指定暫託服務空缺情況 

06/2019 每星期 位置、地區、服務單位名稱、地址、電

話、傳真、服務名額及空缺數目 (CSV) 

 



73  社會福利／ 

「義工運動」參與機構和登記義工 

06/2020 每季 「義工運動」參與機構和登記義工數目 

(CSV) 

74  社會福利／ 

義工服務時數、「義工運動」參與機構和登

記義工的組合資料 

06/2020 每年 義工服務時數、按性別和年齡劃分的登記

義工數目、按類別劃分的「義工運動」參

與機構數目 (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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