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福利署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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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学前儿童课余托管服务 学前儿童课余托管服务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2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附设于幼稚园的资助幼儿中心 附设于幼稚园的资助幼儿中心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3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资助独立幼儿中心 资助独立幼儿中心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4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严重残疾人士护理院 严重残疾人士护理院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5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盲人护理安老院 盲人护理安老院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6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为视觉受损人士而设的传达及
资讯服务中心

为视觉受损人士而设的传达及资讯服务
中心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7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日间社区康复中心 日间社区康复中心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8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社区复康网络 社区复康网络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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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感化院舍 感化院舍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10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暴力及执法伤亡赔偿组 暴力及执法伤亡赔偿组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11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展能中心 展能中心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12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长者日间护理中心 长者日间护理中心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13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附设于安老院舍的长者日间护
理单位

附设于安老院舍的长者日间护理单位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14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附设于长者地区中心的长者日
间护理单位

附设于长者地区中心的长者日间护理单位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15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长者地区中心 长者地区中心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16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地区褔利办事处 地区褔利办事处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17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 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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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早期教育及训练中心 早期教育及训练中心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19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改善家居及社区照顾服务队 改善家居及社区照顾服务队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20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延长时间服务 延长时间服务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21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 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22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按区域划分的安老院舍 按区域划分的安老院舍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23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中途宿舍 中途宿舍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24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设有特殊名额的中途宿舍 设有特殊名额的中途宿舍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25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中度弱智人士宿舍 中度弱智人士宿舍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26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严重弱智人士宿舍 严重弱智人士宿舍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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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严重肢体伤残人士宿舍 严重肢体伤残人士宿舍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28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严重肢体伤残兼弱智人士宿舍 严重肢体伤残兼弱智人士宿舍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29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 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30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 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31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 综合服务
中心

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 综合服务中心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32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综合家居照顾服务队 综合家居照顾服务队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33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综合康复服务中心 综合康复服务中心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34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 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35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综合职业训练中心 综合职业训练中心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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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参与改善买位计划的私营安老
院名单

参与改善买位计划的私营安老院名单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37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长者活动中心名单 长者活动中心名单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38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长期护理院 长期护理院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39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医务社会服务单位 医务社会服务单位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40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听觉受损人士综合服务中心 听觉受损人士综合服务中心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41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互助幼儿中心 互助幼儿中心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42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长者邻舍中心 长者邻舍中心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43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邻里支援幼儿照顾计划 邻里支援幼儿照顾计划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44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暂托幼儿服务 暂托幼儿服务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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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少数族裔外展队 少数族裔外展队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46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家长／亲属资源中心 家长／亲属资源中心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47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私营及非牟利幼儿中心 私营及非牟利幼儿中心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48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视障人士康复及训练中心 视障人士康复及训练中心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49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设有住宿服务的特殊幼儿中心 设有住宿服务的特殊幼儿中心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50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长者咭办事处 长者咭办事处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51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52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庇护工场 庇护工场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53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按区域划分的残疾人士院舍 按区域划分的残疾人士院舍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残疾人士社交及康乐中心 残疾人士社交及康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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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55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社会保障上诉委员会 社会保障上诉委员会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56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社会保障办事处 社会保障办事处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57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特殊幼儿中心 特殊幼儿中心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58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提供资助安老服务宿位的津助
及合约院舍

提供资助安老服务宿位的津助及合约院舍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59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精神复元人士辅助宿舍 精神复元人士辅助宿舍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60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弱智 / 肢体伤残人士辅助宿舍 弱智 / 肢体伤残人士辅助宿舍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61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弱智人士辅助宿舍 弱智人士辅助宿舍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62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肢体伤残人士辅助宿舍 肢体伤残人士辅助宿舍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弱智及视障人士辅助宿舍 弱智及视障人士辅助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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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64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交通意外伤亡援助组 交通意外伤亡援助组 

12/2022 当有更新数据时 四肢瘫痪病人过渡期护理支援
中心

四肢瘫痪病人过渡期护理支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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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残疾人士院舍基本联络资料及
服务质素资料

残疾人士院舍基本联络资料及服务质素资
料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2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安老院基本联络资料及服务质
素资料

安老院基本联络资料及服务质素资料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3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营办短期食物援助服务的非政
府机构联络方法

营办短期食物援助服务的非政府机构联络
方法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4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自杀危机处理中心资料 自杀危机处理中心资料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5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提供青少年深宵外展服务的单
位名单

提供青少年深宵外展服务的单位名单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6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夜青后援住宿服务名单 夜青后援住宿服务名单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7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男/女童院名单 男/女童院名单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8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男/女童宿舍名单 男/女童宿舍名单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9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边缘社群支援计划名单 边缘社群支援计划名单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10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戒毒辅导中心名单 戒毒辅导中心名单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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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儿童及青年中心名单 儿童及青年中心名单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12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儿童院名单 儿童院名单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13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临床心理服务课名单 临床心理服务课名单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14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社区中心名单 社区中心名单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15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社区支援服务计划中心名单 社区支援服务计划中心名单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16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滥用精神药物者辅导中心 滥用精神药物者辅导中心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17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边缘青少年危机住宿服务名单 边缘青少年危机住宿服务名单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18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网上青年支援队名单 网上青年支援队名单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19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紧急／临时收容中心／宿舍／
短期宿舍的名单资料

紧急／临时收容中心／宿舍／短期宿舍的
名单资料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20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家庭生活教育服务单位 家庭生活教育服务单位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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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综合服务中心名单 综合服务中心名单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22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露宿者综合服务队 露宿者综合服务队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23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邻舍层面社区发展计划工作队
名单

邻舍层面社区发展计划工作队名单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24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非政府机构 -家庭支援网络队
名单

非政府机构 -家庭支援网络队名单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25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感化及社会服务令办事处的名
单

感化及社会服务令办事处的名单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26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留宿幼儿中心及儿童收容中心
名单

留宿幼儿中心及儿童收容中心名单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27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受感化青少年及高危青少年住
宿服务名单

受感化青少年及高危青少年住宿服务名单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28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名单 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名单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29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曾违法者及刑释人士服务宿舍
名单

曾违法者及刑释人士服务宿舍名单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30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课余托管收费减免计划服务单
位名单

课余托管收费减免计划服务单位名单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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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加强课余托管收费减免计划服
务单位名单

加强课余托管收费减免计划服务单位名单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32 劳工、社区及社
会福利

青少年外展社会工作队名单 青少年外展社会工作队名单 12/2023 当有更新数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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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福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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