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 / 房屋署 

 

2022至2024年的開放數據計劃 

 

 

A. 在 2022 年發放的部門數據集 

 

# 數據類型／數據集名稱 目標發放日期 更新頻率 備註 

1 出售綠表置居計劃單位(綠置居)2020/21

的成交記錄 

06/2022 一次性 單位成交記錄資料將以機讀的

JavaScript物件表示法 (JSON) 格

式及應用程式介面提供。 

 

 

  



 

 

B. 在 2023 年及 2024 年發放的部門數據集 

 

# 數據類型／數據集名稱 目標發放日期 更新頻率 備註 

1 出售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居屋)2022的

成交記錄 

另行公佈 當資料齊備時

發放 

目標發放日期將依據銷售計劃的

選樓時間表而定。 

 

單位成交記錄資料將以JSON格式

及應用程式介面提供。 

 

2 綠置居2022的成交記錄 另行公佈 當資料齊備時

發放 

目標發放日期將依據銷售計劃的

選樓時間表而定。 

 

單位成交記錄資料將以JSON格式

及應用程式介面提供。 

 

3 居屋2023的成交記錄 另行公佈 當資料齊備時

發放 

目標發放日期將依據銷售計劃的

選樓時間表而定。 

 

單位成交記錄資料將以JSON格式

及應用程式介面提供。 

 

javascript:openPDFdirect('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mini-site/hos2014/common/pdf/transactions/transactions-sheung-chui.pdf')


 

 

# 數據類型／數據集名稱 目標發放日期 更新頻率 備註 

4 綠置居2023的成交記錄 另行公佈 當資料齊備時

發放 

目標發放日期將依據銷售計劃的

選樓時間表而定。 

 

單位成交記錄資料將以JSON格式

及應用程式介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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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香港房屋協會計劃開放的數據集 

 

# 數據類型／數據集名稱 目標發放日期 更新頻率 備註 

 不適用    

 

  



 

 

D. 房委會/房屋署及香港房屋協會已經上載「資料一線通」網站的數據集 

 

# 數據類型／數據集名稱 發放日期 更新頻率 備註 

1 房屋／公共屋邨位置及資料 – 公共屋

邨 

07/2016 每年 公共屋邨資料以JSON格式及應用

程式介面提供。 

 

2 房屋／公共屋邨位置及資料 – 居者有

其屋計劃(居屋)屋苑 

07/2016 每年 居屋屋苑資料以JSON格式及應用

程式介面提供。 

 

3 房屋／公共屋邨位置及資料 – 房委會

商場 

07/2016 每年 房委會商場資料包括屋邨名稱、

位置、落成年份、層數及可出租面

積約數以JSON格式及應用程式介

面提供。 

 

4 房屋／公共屋邨位置及資料 – 房委會

工廠大廈 

07/2016 每年 房委會工廠大廈資料包括工廠大

廈名稱、位置、入伙年份、層數及

單位數目以JSON格式及應用程式

介面提供。 

 



 

 

# 數據類型／數據集名稱 發放日期 更新頻率 備註 

5 香港房屋協會屋邨及項目 03/2019 每年 下列屋邨／項目資料以JSON格式

提供。 

- 出租屋邨及郊區公共房屋 

- 住宅發售計劃 

- 夾心階層住屋計劃 

- 資助出售房屋項目 

- 「長者安居樂」住屋計劃 

- 雋悦 

- 市區改善計劃 

- 市值發展項目 

- 市區重建項目 

 

6 香港房屋協會商業租賃資料 03/2019 每年 商業租賃資料包括地址、查詢電

話、商舖面積及停車場車位數目

以JSON格式提供。 

 

7 2018年香港房屋協會資助出售房屋的銷

售 

03/2019 一次性 單位成交記錄資料包括買賣協議

的日期、單位地址及成交金額以

機讀的可延伸標記式語言 (XML) 

格式提供。 

 

8 綠置居2018的成交記錄 06/2019 一次性 單位成交記錄 資料以JSON格式及

應用程式介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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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類型／數據集名稱 發放日期 更新頻率 備註 

9 房屋委員會公共租住房屋單位資料 06/2019 每季 公共租住房屋單位資料以JSON格

式及應用程式介面提供。 

 

10 居屋2018的成交記錄 06/2019 一次性 單位成交記錄資料以JSON格式及

應用程式介面提供。 

 

11 出售租者置其屋計劃屋邨單位的成交記

錄 

12/2019 

 
每季 單位成交記錄資料以JSON格式及

應用程式介面提供。 

 

12 居屋2019的成交記錄 07/2020 一次性 單位成交記錄資料以JSON格式及

應用程式介面提供。 

 

13 綠置居2019的成交記錄 01/2021 一次性 單位成交記錄 資料以JSON格式及

應用程式介面提供。 

 

14 居屋2020的成交記錄 11/2021 一次性 單位成交記錄資料以JSON格式及

應用程式介面提供。 

 

 

 

 

房委會/房屋署 

於2022年6月更新 

javascript:openPDFdirect('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mini-site/hos2014/common/pdf/transactions/transactions-sheung-chui.pdf')
javascript:openPDFdirect('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mini-site/hos2014/common/pdf/transactions/transactions-sheung-chui.pdf')



協助工具報告


		檔名： 

		2022_2024_OpenDataPlan_TC.pdf




		報告建立者：

		

		機構：

		




[由「偏好設定」>「身分」對話方塊輸入個人與組織資訊。]


摘要


檢查程式發現此文件沒有問題。


		需要手動檢查: 2

		已通過手動檢查: 0

		未通過手動檢查: 0

		已略過: 1

		已通過: 29

		失敗: 0




詳細報告


		文件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協助工具權限旗標		已通過		必須設定協助工具權限旗標

		純影像 PDF		已通過		文件不是純影像 PDF

		標籤化 PDF		已通過		文件是標籤化 PDF

		邏輯閱讀順序		需要手動檢查		文件結構提供邏輯閱讀順序

		主要語言		已通過		文字語言已指定

		標題		已通過		文件標題顯示於標題列

		書籤		已通過		書籤存在於大型文件中

		色彩對比		需要手動檢查		文件包含適當的色彩對比

		頁面內容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標籤化內容		已通過		所有頁面內容皆已標籤化

		標籤化註解		已通過		所有註解皆已標籤化

		跳位順序		已通過		跳位順序和結構順序一致

		字元編碼		已通過		可靠的字元編碼已提供

		標籤化多媒體		已通過		所有多媒體物件皆已標籤化

		螢幕閃爍		已通過		頁面不會導致螢幕閃爍

		程式檔		已通過		沒有不可存取的程式檔

		限時回應		已通過		頁面不需要限時回應

		導覽連結		已通過		導覽連結不重複

		表格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標籤化表格欄位		已通過		所有表格欄位皆已標籤化

		欄位描述		已通過		所有表格欄位都具有描述

		替代文字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插圖替代文字		已通過		插圖要求替代文字

		嵌套的替代文字		已通過		無法讀取的替代文字

		與內容相關		已通過		替代文字必須與若干內容關聯 

		隱藏註解		已通過		替代文字不應隱藏註解

		其它元素替代文字		已通過		其它要求替代文字的元素

		表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列		已通過		TR 必須為 Table、THead、TBody 或 TFoot 子元素

		TH 和 TD		已通過		TH 和 TD 必須為 TR 子元素

		表頭		已通過		表應有表頭

		規則性		已通過		表中每列必須包含相同的欄數，每欄必須包含相同的列數

		摘要		已略過		表中必須有摘要

		清單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清單項目		已通過		LI 必須為 L 子元素

		Lbl 和 LBody		已通過		Lbl 和 LBody 必須為 LI 子元素

		標題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適當的嵌套		已通過		適當的嵌套






返回頁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