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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資料說明 ─ 醫院管理局轄下各醫院聯網的醫院/機構/專科門診診所/普通科門診診所目錄 
 

此數據集提供了醫院管理局轄下各醫院聯網的醫院/機構/專科門診診所/普通科門診診所目錄，其相關的 JSON 檔案的數據字典如下。 

 

當闡釋 JSON 檔案內的數據時，請同時參照有關的原本資料來源檔案內的註釋，以便獲得更全面的數據涵蓋範圍及定義。 

 

 

 醫院管理局轄下各聯網的醫院/機構目錄 

 

JSON 檔案的網址： http://www.ha.org.hk/opendata/facility-hosp.json 

原本資料來源的網址： http://www.ha.org.hk/opendata/facility-hosp.xlsx 

 

 

欄位名稱 描述 欄位類型 欄位長度 備註 

cluster_eng 醫院聯網 (英文) 文字 40 

允許值： 

- Hong Kong East Cluster 

- Hong Kong West Cluster 

- Kowloon Central Cluster 

- Kowloon East Cluster 

- Kowloon West Cluster 

- New Territories East Cluster 

- New Territories West Cluster 

institution_eng 醫院/機構名稱 (英文) 文字 150  

with_AE_service_eng 提供急症服務的醫院 (英文) 文字 3 

允許值： 

- Yes 

- No 

address_eng 地址 (英文) Text 500  

cluster_tc 醫院聯網 (繁體中文) 文字 20 

允許值： 

- 港島東醫院聯網 

- 港島西醫院聯網 

- 九龍中醫院聯網 

- 九龍東醫院聯網 

- 九龍西醫院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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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東醫院聯網 

- 新界西醫院聯網 

institution_tc 醫院/機構名稱 (繁體中文) 文字 60  

with_AE_service_tc 提供急症服務的醫院 (繁體中文) 文字 1 

允許值： 

- 是 

- 否 

address_tc 地址 (繁體中文) 文字 150  

cluster_sc 醫院聯網 (簡體中文) 文字 20 

允許值： 

- 港岛东医院联网 

- 港岛西医院联网 

- 九龙中医院联网 

- 九龙东医院联网 

- 九龙西医院联网 

- 新界东医院联网 

- 新界西医院联网 

institution_sc 醫院/機構名稱 (簡體中文) 文字 60  

with_AE_service_sc 提供急症服務的醫院 (簡體中文) 文字 1 

允許值： 

- 是 

- 否 

address_sc 地址 (簡體中文) 文字 150  

latitude 緯度 數字   

longitude 經度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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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管理局轄下各聯網的專科門診診所目錄 

 

JSON 檔案的網址： http://www.ha.org.hk/opendata/facility-sop.json 

原本資料來源的網址：http://www.ha.org.hk/opendata/facility-sop.xlsx 

 

 

欄位名稱 描述 欄位類型 欄位長度 備註 

cluster_eng 醫院聯網 (英文) Text 40 

允許值： 

- Hong Kong East Cluster 

- Hong Kong West Cluster 

- Kowloon Central Cluster 

- Kowloon East Cluster 

- Kowloon West Cluster 

- New Territories East Cluster 

- New Territories West Cluster 

institution_eng 專科門診診所名稱 (英文) Text 150  

address_eng 地址 (英文) Text 500  

cluster_tc 醫院聯網 (繁體中文) 文字 20 

允許值： 

- 港島東醫院聯網 

- 港島西醫院聯網 

- 九龍中醫院聯網 

- 九龍東醫院聯網 

- 九龍西醫院聯網 

- 新界東醫院聯網 

- 新界西醫院聯網 

institution_tc 專科門診診所名稱 (繁體中文) 文字 60  

address_tc 地址 (繁體中文) 文字 150  

cluster_sc 醫院聯網 (簡體中文) 文字 20 

允許值： 

- 港岛东医院联网 

- 港岛西医院联网 

- 九龙中医院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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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龙东医院联网 

- 九龙西医院联网 

- 新界东医院联网 

- 新界西医院联网 

institution_sc 專科門診診所名稱 (簡體中文) 文字 60  

address_sc 地址 (簡體中文) 文字 150  

latitude 緯度 數字   

longitude 經度 數字   

 

註釋: 

目錄包括提供臨床專科及專職醫療服務的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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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管理局轄下各聯網的普通科門診診所目錄 

 

JSON 檔案的網址： http://www.ha.org.hk/opendata/facility-gop.json 

原本資料來源的網址： http://www.ha.org.hk/opendata/facility-gop.xlsx 

 

 

欄位名稱 描述 欄位類型 欄位長度 備註 

cluster_eng 醫院聯網 (英文) Text 40 

允許值： 

- Hong Kong East Cluster 

- Hong Kong West Cluster 

- Kowloon Central Cluster 

- Kowloon East Cluster 

- Kowloon West Cluster 

- New Territories East Cluster 

- New Territories West Cluster 

institution_eng 普通科門診診所名稱 (英文) Text 150  

address_eng 地址 (英文) Text 500  

cluster_tc 醫院聯網 (繁體中文) 文字 20 

允許值： 

- 港島東醫院聯網 

- 港島西醫院聯網 

- 九龍中醫院聯網 

- 九龍東醫院聯網 

- 九龍西醫院聯網 

- 新界東醫院聯網 

- 新界西醫院聯網 

institution_tc 普通科門診診所名稱 (繁體中文) 文字 60  

address_tc 地址 (繁體中文) 文字 150  

cluster_sc 醫院聯網 (簡體中文) 文字 20 

允許值： 

- 港岛东医院联网 

- 港岛西医院联网 

- 九龙中医院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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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龙东医院联网 

- 九龙西医院联网 

- 新界东医院联网 

- 新界西医院联网 

institution_sc 普通科門診診所名稱 (簡體中文) 文字 60  

address_sc 地址 (簡體中文) 文字 150  

latitude 緯度 數字   

longitude 經度 數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