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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pecification for Community Recreation and Sports Programmes 

社區康樂體育活動的資料格式  

社区康乐体育活动的资料格式 

 

The dataset provides information of Community Recreation and Sports Programmes of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此資料集提供有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社區康樂體育活動的資料。 

此资料集提供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的社区康乐体育活动的资料。 
 

Item / 項目 / 项目 Description / 說明 / 说明 Note / 細節 / 细节 

PGM_CODE Programme number 

活動編號 

活动编号 

Data type: numeric 

資料類型: 數字 

资料类型: 数字 

CLASS_CODE Class code 

班號 

班号 

e.g. / 例如 / 例如 KWT-1199 

 

TC_PGM_NAME Activity nam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活動名稱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活动名称 

Data type: Traditional Chinese 

資料類型: 繁體中文 

资料类型: 繁体中文 

EN_PGM_NAME Activity name in English 

以英文顯示的活動名稱 

以英文显示的活动名称 

Data type: English 

資料類型: 英文 

资料类型: 英文 

 

e.g. / 例如 / 例如 Aerobic Dance Training 

Course 

TC_ACT_TYPE_NAME Activity typ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活動種類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活动种类 

Data type: Traditional Chinese 

資料類型: 繁體中文 

资料类型: 繁体中文 

 

e.g. / 例如 / 例如 健體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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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 項目 / 项目 Description / 說明 / 说明 Note / 細節 / 细节 

EN_ACT_TYPE_NAME Activity type in English 

以英文顯示的活動種類 

以英文显示的活动种类 

Data type: English 

資料類型: 英文 

资料类型: 英文 

 

e.g. / 例如 / 例如 Aerobic Dance 

TC_DISTRICT District / Sec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地區 / 組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地区 /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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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東區 

灣仔 

中西區 

南區 

九龍 

油尖旺 

深水埗 

九龍城 

黃大仙 

觀塘 

新界及離島 

沙田 

西貢 

屯門 

葵青 

元朗 

北區 

大埔 

荃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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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 項目 / 项目 Description / 說明 / 说明 Note / 細節 / 细节 

離島 

賽馬會黃石水上活動中心 

創興水上活動中心 

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心 

大美督水上活動中心 

赤柱正灘水上活動中心 

屯門康樂體育中心 

大型活動組 - 全港運動會 

大型活動組 - 先進運動會 

動物及園藝教育組 

花展 - 綠化運動組 

EN_DISTRICT District / Section in English 

以英文顯示的地區 / 組 

以英文显示的地区 /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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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Eastern 

Wanchai 

Central &amp; Western 

Southern 

Kowloon 

Yau Tsim Mong 

Sham Shui Po 

Kowloon City 

Wong Tai Sin 

Kwun Tong 

New Territories and Islands 

Sha Tin 

Sai Kung 

Tuen Mun 

Kwai T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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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 項目 / 项目 Description / 說明 / 说明 Note / 細節 / 细节 

Yuen Long 

North 

Tai Po 

Tsuen Wan 

Islands 

The Jockey Club Wong Shek Water Sports 

Centre 

Chong Hing Water Sports Centre 

St. Stephen's Beach Water Sports Centre 

Tai Mei Tuk Water Sports Centre 

Stanley Main Beach Water Sports Centre 

Tuen Mun Recreation & Sports Centre 

Major Events Section - Hong Kong Games 

Major Events Section - Masters Games 

Zoological and Horticultural Education Unit 

Flower Show - Green Campaign Section 

PGM_START_DATE Programme start date 

活動開始日期 

活动开始日期 

Data type: date time 

資料類型: 日期及時間 

资料类型: 日期及時間 

 

Data format / 資料格式  / 资料格式: 

YYYY-MM-DD hh:mm:ss 

 

e.g. / 例如 / 例如 2019-01-15 00:00:00 

PGM_END_DATE Programme end date 

活動最後日期 

活动最后日期 

Data type: date time 

資料類型: 日期及時間 

资料类型: 日期及時間 

 

Data format / 資料格式  / 资料格式: 

YYYY-MM-DD hh:mm:ss 

 

e.g. / 例如 / 例如 2019-01-15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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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 項目 / 项目 Description / 說明 / 说明 Note / 細節 / 细节 

TC_DAY Programme days of week in Traditional Chinese 

以繁體中文顯示活動的每星期舉辦日 

以繁体中文显示活动的每星期举办日 

Data type: Traditional Chinese 

資料類型: 繁體中文 

资料类型: 繁体中文 

EN_DAY Programme days of week in English 

以英文顯示活動的每星期舉辦日 

以英文显示活动的每星期举办日 

Data type: English 

資料類型: 英文 

资料类型: 英文 

PGM_START_TIME Programme start time 

活動開始時間 

活动开始时间 

Data type: time 

資料類型: 時間 

资料类型: 時間 

 

Data format / 資料格式  / 资料格式: h:mm 

in 24-hours format 

 

e.g. / 例如 / 例如 9:00, 22:00 

PGM_END_TIME Programme end time 

活動結束時間 

活动结束时间 

Data type: time 

資料類型: 時間 

资料类型: 時間 

 

Data format / 資料格式  / 资料格式: h:mm 

in 24-hours format 

 

e.g. / 例如 / 例如 9:00, 22:00 

TC_VENUE Venu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地點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地点 

Data type: Traditional Chinese 

資料類型: 繁體中文 

资料类型: 繁体中文 

EN_VENUE Venue in Engliah 

以英文顯示的地點 

以英文显示的地点 

Data type: English 

資料類型: 英文 

资料类型: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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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 項目 / 项目 Description / 說明 / 说明 Note / 細節 / 细节 

MIS_TARGET_GRP_Code Target type of persons 

對象 

对象 

Acceptable values / 可接受值  / 可接受值: 

GENERAL 3  Any Person / 任何 

   對象 / 任何对象 

OLDER PERSONS 3 Elderly  / 長者 / 长

   者 

DISABILITIES 11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 殘疾 

   人士 / 残疾人士 

DISABILITIES_all All programme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 全部 

   殘疾人士 / 全部残

   疾人士 

DISABILITIES 2 Persons with Visual  

   Impairment / 視障 

   人士 / 视障人士 

DISABILITIES 4 Persons with   

   Hearing Impairment  

   / 聽障人士 / 听障人 

   士 

DISABILITIES 6 Person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 智障人士 / 智障人 

   士 

DISABILITIES 9 Persons with Autism  

   / 自閉症人士 / 自闭 

   症人士 

DISABILITIES 3 Persons with   

   Visceral  

   Disability / Chronic  

   Illness / 器官殘障人 

   士/長期病患者 /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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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 項目 / 项目 Description / 說明 / 说明 Note / 細節 / 细节 

   官残障人士/长期病 

   患者 

DISABILITIES 7 Persons with   

   Physical Disability /  

   肢體傷殘人士 / 肢 

   体伤残人士 

DISABILITIES 5 Ex-mentally Ill   

   Persons / 精神病康 

   復者 / 精神病康复 

   者 

MIN_AGE Minimum age 

最少年齡 

最少年龄 

Data type: numeric 

資料類型: 數字 

资料类型: 数字 

MAX_AGE Maximum age 

最大年齡 

最大年龄 

Data type: numeric 

資料類型: 數字 

资料类型: 数字 

FEE Fee 

費用 

费用 

Data type: decimal number 

資料類型: 小數點數字 

资料类型: 小数点数字 

QUOTA Quota 

名額 

名额 

Data type: numeric 

資料類型: 數字 

资料类型: 数字 

PLACES_LEFT Places Left as at last update 

最後更新的餘額 

最后更新的余额 

Data type: numeric 

資料類型: 數字 

资料类型: 数字 

ENROL_METHOD Enrollment method 

報名方式 

报名方式 

Acceptable values / 可接受值  / 可接受值: 

E Internet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 

 網上康體通(先到先得) / 网上康体 

 通(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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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 項目 / 项目 Description / 說明 / 说明 Note / 細節 / 细节 

B Ballot / 抽籤 / 抽签 

S First-come-first-served (For 

 programmes organised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enrolment can  only 

 be made at district offices) /  

 先到先得(殘疾人士活動只限於各 

 分區辦事處報名) / 先到先得(残疾 

 人士活动只限于各分区办事处报 

 名) 

M Organizing District Office / 

 Designated Venues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 本區辦事處/區內指定場 

 地(先到先得)  / 本区办事处/区内 

 指定场地(先到先得) 

W Walk-in / 即場報名 / 即场报名 

ENROL_START_DATE Enrollment start date 

開始報名日期 

开始报名日期 

Data type: date time 

資料類型: 日期及時間 

资料类型: 日期及時間 

 

Data format / 資料格式  / 资料格式: 

YYYY-MM-DD hh:mm:ss 

 

e.g. / 例如 / 例如  2019-01-15 00:00:00 

ENROL_END_DATE Enrollment end date 

最後報名日期 

最后报名日期 

Data type: date time 

資料類型: 日期及時間 

资料类型: 日期及時間 

 

Data format / 資料格式  / 资料格式: 

YYYY-MM-DD hh:mm:ss 

 

e.g. / 例如 / 例如  2019-01-15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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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 項目 / 项目 Description / 說明 / 说明 Note / 細節 / 细节 

BALLOT_DATE Date of ballot 

投表日期 

投表日期 

Data type: date time 

資料類型: 日期及時間 

资料类型: 日期及時間 

 

Data format / 資料格式  / 资料格式: 

YYYY-MM-DD hh:mm:ss 

 

e.g. / 例如 / 例如  2019-01-15 00:00:00 

OPEN_ENROL_START_DATE Start date of open enrolment for remaining quota 

開始公開候補日期 

开始公开候补日期 

Data type: date time 

資料類型: 日期及時間 

资料类型: 日期及時間 

 

Data format / 資料格式  / 资料格式: 

YYYY-MM-DD hh:mm:ss 

 

e.g. / 例如 / 例如  2019-01-15 00:00:00 

OPEN_ENROL_END_DATE End date of open enrolment for remaining quota 

最後公開候補日期 

最后公开候补日期 

Data type: date time 

資料類型: 日期及時間 

资料类型: 日期及時間 

 

Data format / 資料格式  / 资料格式: 

YYYY-MM-DD hh:mm:ss 

 

e.g. / 例如 / 例如  2019-01-15 00:00:00 

TC_NOTES_1 1st Not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注意事項一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注意事项一 

Data type: Traditional Chinese 

資料類型: 繁體中文 

资料类型: 繁体中文 

TC_NOTES_2 2nd Not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注意事項二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注意事项二 

Data type: Traditional Chinese 

資料類型: 繁體中文 

资料类型: 繁体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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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 項目 / 项目 Description / 說明 / 说明 Note / 細節 / 细节 

EN_NOTES_1 1st Notes in English 

以英文顯示的注意事項一 

以英文显示的注意事项一 

Data type: English 

資料類型: 英文 

资料类型: 英文 

EN_NOTES_2 2nd Notes in English 

以英文顯示的注意事項二 

以英文显示的注意事项二 

Data type: English 

資料類型: 英文 

资料类型: 英文 

TC_URL Programme website (Traditional Chinese version) 

活動網頁 (繁體中文版) 

活动网页 (繁体中文版) 

Data format: hyperlink  

資料格式: 超連結 

资料格式: 超连结 

SC_URL Programme website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活動網頁 (簡體中文版) 

活动网页 (简体中文版) 

Data format: hyperlink  

資料格式: 超連結 

资料格式: 超连结 

EN_URL Programme website (English version) 

活動網頁 (英文版) 

活动网页 (英文版) 

Data format: hyperlink  

資料格式: 超連結 

资料格式: 超连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