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a Specification for Low-income Working Family Allowance Scheme – No. of 
approved applications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成功獲批津貼的申請宗數的資料格式

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计划成功获批津贴的申请宗数的资料格式 

Name/項目/项目 Description/說明/说 

明 

Remarks/備註/备注 

financialYear Financial Year 
財政年度

财政年度 

Data type: yyyy-yy 
資料類型: yyyy-yy 
资料类型: yyyy-yy 

noOfApplicationReceived No. Of Application 
Received 
已接獲申請宗數 

已接获申请宗数 

Data type: numeric 
資料類型:  數字

资料类型: 数字 

noOfApprovedApplications No. Of Approved 
Applications Array 
成功獲批申請宗數陣 

Data type: array 
資料類型: 陣列

資料類型: 阵列 

 列  
 成功获批申请宗数阵  
 列  

type_en Allowance Type in 
English 
以英文顯示的津貼類 

Data type: English 
資料類型: 英文

资料类型: 英文 

 型 Acceptable values / 可 

 以英文显示的津贴类 接受值 / 可接受值: 
 型 Full-rate Higher 
  Allowance 
  Half-rate Higher 
  Allowance 
  Full-rate Basic 
  Allowance 
  Half-rate Basic 
  Allowance 
type_tc Allowance Typ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津 

貼類型 

Data type: Traditional 
Chinese 
資料類型:  繁體中文 

资料类型:  繁体中文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津

贴类型 

Acceptable values / 可
接受值 / 可接受值: 
全額高額津貼 

半額高額津貼

全額基本津貼 

半額基本津貼 

type_sc Allowance Type in 
Simplified Chinese 
以簡體中文顯示的津 

貼類型 

以简体中文显示的津

贴类型 

Data type: Simplified 
Chinese 
資料類型: 簡體中文 

资料类型: 简体中文

Acceptable values / 可
接受值 / 可接受值: 
全额高额津贴 

半额高额津贴 

全额基本津贴

半额基本津贴 

value No. Of Approved 
Applications 
成功獲批申請宗數 

成功获批申请宗数 

Data type: numeric 
資料類型:  數字

资料类型: 数字 

total Total No. Of Approved 
Applications 
成功獲批申請總數 

成功获批申请总数 

Data type: numeric 
資料類型:  數字

资料类型: 数字 

approvedWithChildAllowance Approved With Child 
Allowance 
成功獲批低津並獲發 

兒童津貼的申請宗數

成功获批低津并获发

儿童津贴的申请宗数 

Data type: numeric 
資料類型:  數字

资料类型:  数字 

remark_en Remark in English 
以英文顯示的備註

以英文显示的备注 

Data type: English 
資料類型: 英文

资料类型: 英文 

remark_tc Remark in Traditional 
Chinese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備
註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备 

Data type: Traditional 
Chinese 
資料類型:  繁體中文 

资料类型:  繁体中文 



 注  

remark_sc Remark in Data type: Simplified 
 Simplified Chinese 

以簡體中文顯示的備 

Chinese 
資料類型: 簡體中文 

 註 资料类型: 简体中文 

 以简体中文显示的备  
 注  



Data Specification for Low-income Working Family Allowance Scheme - Amount 
of allowance granted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批出津貼金額的資料格 

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计划批出津贴金额的资料格式 

Name/項目/项目 Description/說明/说明 Remarks/備註/备注 

financialYear Financial Year 
財政年度 

财政年度 

Data type: yyyy-yy 
資料類型: yyyy-yy 
资料类型: yyyy-yy 

noOfApplicationReceived No. Of Application 
Received 
已接獲申請宗數 

已接获申请宗数 
 

Data type: numeric 
資料類型: 數字

资料类型: 数字 

 

amountOfAllowanceGranted Amount Of Allowance 
Granted Array 

批出津貼金額數目陣

列 

批出津贴金额数目阵 

列 

Data type: array 
資料類型: 陣列

資料類型: 阵列 

type_en Allowance Type in 
English 
以英文顯示的津貼類

型 

以英文显示的津贴类

型 

Data type: English 
資料類型: 英文

资料类型: 英文 

Acceptable values / 可 

接受值 / 可接受值: 
Full-rate Higher 

 



 
 Allowance 

Half-rate 
Higher 
Allowance 
Full-rate Basic 
Allowance 
Half-rate 
Basic 
Allowance 

type_tc Allowance Typ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津 
貼類型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津 
贴类型 

Data type: Traditional 
Chinese 
資料類型: 繁體中文 
资料类型: 繁体中文 

 
Acceptable values / 可 
接受值 / 可接受值: 
全額高額津貼 
半額高額津貼 
全額基本津貼 
半額基本津貼 

type_sc Allowance Type 
in Simplified 
Chinese 

以簡體中文顯的

津貼類型 

以简体中文显的

津贴类型 

Data type: 
Simplified Chinese 

資料類型: 簡體中文 

资料类型: 简体中文 

Acceptable values / 
可接受值 / 可接受

值:  

全额高额津贴 

半额高额津贴 

全额基本津贴 

半额基本津贴 
 

  



amount Amount Of Allowance 
Granted 
批出津貼金額 

批出津贴金额 
 

Data type: Text 
資料類型: 文字 
资料类型: 文字 
 

total Total Amount Of 
Allowance Granted 
批出津貼金額總數 

批出津贴金额总数 

 

Data type: numeric 
資料類型: 數字 
资料类型: 数字 
 

amountOfChildAllowanceGranted Amount Of Child 
Allowance Granted 
批出兒童津貼金額 

批出儿童津贴金额 

 

Data type: numeric 
資料類型: 數字 
资料类型: 数字 

remark_en Remark in English 
以英文顯示的備註 

以英文显示的备注 

Data type: English 
資料類型:  英文 

资料类型:  英文 

remark_tc Remark in Traditional 
Chinese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備

註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备 

注 

Data type: Traditional 
Chinese 

資料類型: 繁體中文 

资料类型: 繁体中文 

remark_sc  Remark in Traditional 
Chinese 
以簡體中文顯示的備

註 

以简体中文显示的备 
注 

Data type: Simplified 
Chinese 
資料類型: 簡體中文 

资料类型: 简体中文 



Data Specification for Low-income Working Family Allowance Scheme - No. of 
approved applications based on the household size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按住戶人數的成功獲批津貼的申請宗數的資料格式

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计划按住户人数的成功获批津贴的申请宗数的资料格式 

Name/項目/项目 Description/說明/说明 Remarks/備註/备注 

financialYear Financial Year 
財政年度

财政年度 

Data type: yyyy-yy 
資料類型: yyyy-yy 
资料类型: yyyy-yy 

noOfApplicationReceived No. Of Application 
Received 
已接獲申請宗數 

已接获申请宗数 

Data type: numeric 
資料類型:  數字

资料类型: 数字 

noOfApprovedApplications No. Of Approved 
Applications Array 
成功獲批申請宗數陣 

Data type: array 
資料類型: 陣列

資料類型: 阵列 

 列  
 成功获批申请宗数阵  
 列  

type_en Allowance Type in 
English 
以英文顯示的津貼類 

Data type: English 
資料類型: 英文

资料类型: 英文 

 型 Acceptable values / 可 

 以英文显示的津贴类 接受值 / 可接受值: 
 型 2 persons household 
  3 persons household 
  4 persons household 
  5 persons household 
  6 persons or more 
  household 
type_tc Allowance Type in Data type: Traditional 

 Traditional Chinese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津 

Chinese 
資料類型: 繁體中文 

 貼類型 资料类型: 繁体中文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津 Acceptable values / 可 

 贴类型 接受值 / 可接受值: 
  2 人住戶 

 



  3 人住戶 

4 人住戶 

5 人住戶 

6 人或以上住戶 

type_sc Allowance Type in 
Simplified Chinese 
以簡體中文顯示的津 

貼類型 

以简体中文显示的津

贴类型 

Data type: Simplified 
Chinese 
資料類型: 簡體中文 

资料类型: 简体中文

Acceptable values / 可
接受值 / 可接受值: 
2 人住户 

3 人住户 

4 人住户 

5 人住户 

6 人或以上住户 

value No. Of Approved 
Applications 
成功獲批申請宗數 

成功获批申请宗数 

Data type: numeric 
資料類型:  數字

资料类型: 数字 

total Total No. Of Approved 
Applications 
成功獲批申請總數 

成功获批申请总数 

Data type: numeric 
資料類型:  數字

资料类型: 数字 

remark_en Remark in English 
以英文顯示的備註

以英文显示的备注 

Data type: English 
資料類型: 英文

资料类型: 英文 

remark_tc Remark in Traditional 
Chinese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備 

註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备

注 

Data type: Traditional 
Chinese 
資料類型:  繁體中文 

资料类型:  繁体中文 

remark_sc Remark in 
Simplified Chinese 
以簡體中文顯示的備 

註 

以简体中文显示的备

注 

Data type: Simplified 
Chinese 
資料類型:  簡體中文 

资料类型:  简体中文 



Data Specification for Low-income Working Family Allowance Scheme - No. of 
approved households based on residential district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按居住地區的成功獲批津貼的住戶數目的資料格式 

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计划按居住地区的成功获批津贴的住户数目的资料格式 

Name/項目/项目 Description/說明/说明 Remarks/備註/备注 

financialYear Financial Year 
財政年度 

财政年度 

Data type: yyyy-yy 
資料類型: yyyy-yy 
资料类型: yyyy-yy 

noOfApprovedHousehold
s 

No. Of Approved Households 
Array 

獲批津貼的住戶數目陣 

列 

获批津贴的住户数目阵 

列 

Data type: array 
資料類型: 陣列 

資料類型: 阵列 

 
 

 

district_en District in English  
以英文顯示的地區 
以英文显示的地区 

Data type: English 
資料類型: 英文 
资料类型: 英文 
Acceptable values /  可接 
受值 / 可接受值: 
Central and Western 
Eastern 
Islands 
Kowloon City 
Kwai Tsing  
Kwun Tong  
North 
Sai Kung  
Sham Shui Po  
Sha Tin 

 
  

 

 

  
 

  
 



  Southern 
Tai Po 
Tsuen Wan 
Tuen Mun 
Wan Chai 
Wong Tai Sin 
Yau Tsim Mong 
Yuen Long 

district_tc Distric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地區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地区 

Data type: Traditional 
Chinese 

資料類型: 繁體中文 

资料类型: 繁体中文 

 

Acceptable values /  可接 

受值 / 可接受值: 

中西區 

東區 

離島區 

九龍城區 

葵青區 

觀塘區 

北區 

西貢區 

深水埗區 

沙田區 

南區 

大埔區  

荃灣區  

屯門區  

灣仔區  

黃大仙區 



油尖旺區 

元朗區 

district_sc District in Simplified 
Chinese 

以簡體中文顯示的

地區 

以简体中文显示的地区 

Data type: Simplified 
Chinese 

資料類型: 簡體中文 

资料类型: 简体中文 

 
Acceptable values /
可接受值 / 可接受

值: 

中西区 

东区 

离岛区 

九龙城区 

葵青区 

观塘区 

北区 

西贡区 

深水埗区 

沙田区 

南区 

大埔区 

荃湾区 

屯门区 

湾仔区 

黄大仙区 

油尖旺区 

元朗区 



 value No. Of Approved 
Households 
獲批津貼的住戶數目 

获批津贴的住户数目 

Data type: numeric 
資料類型: 數字 

资料类型: 数字 

total Total No. Of Approved 
Households 

獲批津貼的住戶總數 

获批津贴的住户总数 

Data type: numeric 
資料類型: 數字 

资料类型: 数字 

remark_en Remark in English 
以英文顯示的備註 

以英文显示的备注 

Data type: English 
資料類型:  英文 

资料类型:  英文 

remark_tc Remark in Traditional 
Chinese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備註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备注 

Data type: Traditional 
Chinese 
資料類型: 繁體中文 

资料类型: 繁体中文 

remark_sc Remark in 
Simplified Chinese 
以簡體中文顯示的備註 

以简体中文显示的备注 

Data type: Simplified 
Chinese 
資料類型: 簡體中文 

资料类型: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