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房屋委员会(房委会)/房屋署 

 

2022至2024年的开放数据计划 

 
 

A. 在 2022 年发放的部门数据集 

 

# 数据类型／数据集名称 目标发放日期 更新频率 备注 

1 出售绿表置居计划单位(绿置居) 

2020/21的成交记录 

06/2022 一次性 单位成交记录数据将以机读的

JavaScript对象表示法 (JSON) 格

式及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提供。 
 

 

  



 

 

B. 在 2023 年及 2024 年发放的部门数据集 

 

# 数据类型／数据集名称 目标发放日期 更新频率 备注 

1 出售居者有其屋计划单位(居屋)2022

的成交记录 

另行公布 当资料齐备时

发放 

目标发放日期将依据销售计划的

选楼时间表而定。 

 

单位成交记录数据将以JSON格式

及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提供。 

 

2 绿置居2022的成交记录 另行公布 当资料齐备时

发放 

目标发放日期将依据销售计划的

选楼时间表而定。 

 

单位成交记录数据将以JSON格式

及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提供。 

 

3 居屋2023的成交记录 另行公布 当资料齐备时

发放 

目标发放日期将依据销售计划的

选楼时间表而定。 

 

单位成交记录数据将以JSON格式

及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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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类型／数据集名称 目标发放日期 更新频率 备注 

4 绿置居2023的成交记录 另行公布 当资料齐备时

发放 

目标发放日期将依据销售计划的

选楼时间表而定。 

 

单位成交记录数据将以JSON格式

及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提供。 

 

 

  



 

 

C. 香港房屋协会计划开放的数据集 

 

# 数据类型／数据集名称 目标发放日期 更新频率 备注 

 不适用    

 

  



 

 

D. 房委会/房屋署及香港房屋协会已经上载「数据一线通」网站的数据集 

 

# 数据类型／数据集名称 发放日期 更新频率 备注 

1 房屋／公共屋邨位置及数据 – 公共屋

邨 

07/2016 每年 公共屋邨数据以JSON格式及应用

程序编程接口提供。 

 

2 房屋／公共屋邨位置及数据 – 居者有

其屋计划(居屋)屋苑 

07/2016 每年 居屋屋苑数据以JSON格式及应用

程序编程接口提供。 

 

3 房屋／公共屋邨位置及数据 – 房委会

商场 

07/2016 每年 房委会商场数据报括屋邨名称、

位置、落成年份、层数及可出租

面积约数以JSON格式及应用程序

编程接口提供。 

 

4 房屋／公共屋邨位置及数据 – 房委会

工厂大厦 

07/2016 每年 房委会工厂大厦数据报括工厂大

厦名称、位置、入伙年份、层数

及单位数目以JSON格式及应用程

序编程接口提供。 

 



 

 

# 数据类型／数据集名称 发放日期 更新频率 备注 

5 香港房屋协会屋邨及项目 03/2019 每年 下列屋邨／项目数据以JSON格式

提供。 

- 出租屋邨及郊区公共房屋 

- 住宅发售计划 

- 夹心阶层住屋计划 

- 资助出售房屋项目 

- 「长者安居乐」住屋计划 

- 隽悦 

- 市区改善计划 

- 市值发展项目 

- 市区重建项目 

 

6 香港房屋协会商业租赁资料 03/2019 每年 商业租赁数据报括地址、查询电

话、商铺面积及停车场车位数目

以JSON格式提供。 

 

7 2018年香港房屋协会资助出售房屋的

销售 

03/2019 一次性 单位成交记录数据报括买卖协议

的日期、单位地址及成交金额以

机读的可延伸标记式语言 (XML) 

格式提供。 

 

8 绿置居2018的成交记录 06/2019 一次性 单位成交记录数据以JSON格式及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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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类型／数据集名称 发放日期 更新频率 备注 

9 房屋委员会公共租住房屋单位数据 06/2019 每季 公共租住房屋单位数据以JSON格

式及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提供。 

 

10 居屋2018的成交记录 06/2019 一次性 单位成交记录数据以JSON格式及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提供。 

 

11 出售租者置其屋计划屋邨单位的成交

记录 

12/2019 

 
每季 单位成交记录数据以JSON格式及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提供。 

 

12 居屋2019的成交记录 07/2020 一次性 单位成交记录数据以JSON格式及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提供。 
 

13 绿置居2019的成交记录 01/2021 一次性 单位成交记录数据以JSON格式及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提供。 

 

14 居屋2020的成交记录 11/2021 一次性 单位成交记录数据以JSON格式及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提供。 
 

 

 

 

房委会/房屋署 

於2022年6月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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