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2023至2025年的開放數據計劃 
  

A.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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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  
總目173 — 在職家庭及學

生資助事務處 

 08/2023  每季 由2023/24財政年度第1季起，將會每季以

CSV格式提供政府一般收入帳目內在職

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的開支數據。 
  
  
B. 在 2024 年及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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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用]    
  
  



C. 其他機構計劃開放的數據集  

  
# 數據種類／數據集名稱 目標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備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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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學生貸款拖欠還款統

計數字 
12/2021 每年 以XLSX及CSV檔案格式提供資助專上

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及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學生貸款拖欠

還款統計數字，包括「拖欠款額」及按

分項「本處轄下的學生資助處會向有關

的拖欠還款者及其彌償人展開追討行動

的拖欠還款個案數目」及「已展開法律

追討行動的拖欠還款個案數目」列出

「拖欠還款個案數目」。 
2 教育／指定夜間成人教育課

程資助計劃統計數字 
12/2020 每年 以XLSX及CSV檔案格式提供指定夜間

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劃統計數字，包括

「已收到的申請數目」、「成功申請學

生數目」、「資助的平均發放金額」、

「發放資助金額的中位數」及「發放資

助總額」。 
3 教育／毅進文憑學費發還統

計數字 
12/2020 每年 以XLSX及CSV檔案格式提供毅進文憑

學費發還統計數字，包括「已收到的申

請數目」、「成功申請學生數目」、

「資助的平均發放金額」、「發放資助

金額的中位數」及「發放資助總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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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教育／持續進修基金計劃統

計數字 
12/2020 每年 以XLSX及CSV檔案格式提供持續進修

基金計劃統計數字，包括「已收到申請

發還款項的數目」、「成功申請數

目」、「發放資助金額的中位數」、

「資助的平均發放金額」及「發放資助

總額」。 
5 教育／準英語教師獎學金統

計數字 
12/2020 每年 以XLSX及CSV檔案格式提供準英語教

師獎學金統計數字，包括「成功申請學

生數目」、「發放獎學金額的中位

數」、「獎學金的平均發放金額」及

「發放獎學金總額」。 
6 就業及勞工／以個人為申請

單位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

劃申請數據1 

4/2020 過往每半年更新。由於以個人為申請單

位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已於2021年
6月取消，相關統計數字將不作更新。 

以JSON檔案格式提供以個人為申請單位

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申請數據，包

括「津貼類別」、「批出津貼金額」及

「成功獲批津貼的申請人居住地區」。 
7 社會福利／低收入在職家庭 

津貼計劃申請數據2 
4/2019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於2018年4月1 

日易名為在職家庭津貼計劃，而有關低 
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的統計數字將 
不作更新。 

以JSON檔案格式提供低收入在職家庭津

貼計劃申請數據，包括「津貼類別」、

「批出津貼金額」、「住戶人數」及

「居住地區」。 
8 社會福利／在職家庭津貼計 

劃申請數據 
4/2019 每半年 以JSON檔案格式提供在職家庭津貼計劃

申請數據，包括「津貼類別」、「批出

津貼金額」、「住戶人數」及「居住地

區」。數據會在2023年4月在空間數據

共享平台發放。 
9 教育／各資助計劃截止申請

日期 
12/2017 每年兩次 以XLSX及CSV檔案格式提供各專上資

助計劃截止申請日期的資料。 

                                                 
1 以個人為申請單位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已於2021年6月取消，最後一次更新日期為2022年4月1日。 
2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於2018年4月1日實施改善措施，並易名為在職家庭津貼計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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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教育／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

費減免計劃統計數字 
12/2017 每月 以XLSX及CSV檔案格式提供幼稚園及

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統計數字，包括

「已處理的學生申請數目」、「成功申

請學生數目」、「最高學費減免額」及

「發放津貼總額」。 
11 教育／幼稚園學生就學開支

津貼統計數字 
12/2017 每月 以XLSX及CSV檔案格式提供幼稚園學

生就學開支津貼統計數字，包括「已處

理的學生申請數目」、「成功申請學生

數目」、「合資格幼稚園學生的津貼

額」及「發放津貼總額」。 
12 教育／學生車船津貼計劃統

計數字 
12/2017 每月 以XLSX及CSV檔案格式提供學生車船

津貼計劃統計數字，包括「已處理的學

生申請數目」、「成功申請學生數

目」、「平均津貼額」及「發放津貼總

額」。 
13 教育／學校書簿津貼計劃統

計數字 
12/2017 每月 以XLSX及CSV檔案格式提供學校書簿

津貼計劃統計數字，包括「已處理的學

生申請數目」、「成功申請學生數

目」、「津貼額」及「發放津貼總

額」。 
14 教育／上網費津貼計劃統計

數字 
12/2017 每月 以XLSX及CSV檔案格式提供上網費津

貼計劃統計數字，包括「已處理家庭申

請數目」、「成功申請的家庭數目」、

「全年津貼額」及「發放津貼總額」。 
15 教育／考試費減免計劃統計

數字 
12/2017 每月 以XLSX及CSV檔案格式提供考試費減

免計劃統計數字，包括「已處理的學生

申請數目」、「成功申請學生數目」及

「發放津貼總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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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教育／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統

計數字 
12/2017 每月 以XLSX及CSV檔案格式提供專上學生

資助計劃統計數字，包括「各個修課程

度的學生數目」、「已收到及已發出結

果的申請數目」、「獲發放資助、獲發

放助學金、獲提供貸款及獲發放貸款的

申請人數目」、「資助、助學金及貸款

的平均發放金額」及「發放的助學金、

獲提供貸款及發放貸款的總金額」。 
17 教育／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

助計劃統計數字 
12/2017 每月 以XLSX及CSV檔案格式提供資助專上

課程學生資助計劃統計數字，包括「學

生數目」、「已收到及已發出結果的申

請數目」、「獲發放資助、獲發放助學

金、獲提供貸款及獲發放貸款的申請人

數目」、「資助、助學金及貸款的平均

發放金額」及「發放的助學金、獲提供

貸款及發放貸款的總金額」。 
18 教育／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統計數字 
12/2017 每月 以XLSX及CSV檔案格式提供免入息審

查貸款計劃統計數字，包括「各項貸款

計劃已收到和已發出結果的申請數

目」、「各項貸款計劃的獲提供貸款和

獲發放貸款的申請數目」、「各項貸款

計劃的平均獲發放的貸款金額」和「各

項貸款計劃的獲發放的貸款總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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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教育／尤德爵士纪念基金統

計數字 
12/2017 每年 以XLSX及CSV檔案格式提供尤德爵士

纪念基金統計數字，包括「海外研究生

獎學金及獎學金的提名／申請和頒出獎

項」、「殘疾學生海外研究生獎學金／

獎學金的提名／申請和頒出獎項」、

「本地研究生獎學金及獎學金的提名/申
請和頒出獎項」、「殘疾學生本地研究

生獎學金／獎學金的提名／申請和頒出

獎項」、「殘疾學生獎的提名／申請和

頒出獎項」、「紀念基金獎(供公開考試

成績傑出學生)的提名／申請和頒出獎

項」和「高中學生獎的提名／申請和頒

出獎項」。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2022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