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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pecification for Netball Courts (Free Outdoor Pitches/Courts) 
投球場 (戶外免費球場) 的資料格式 
投球场 (户外免费球场) 的资料格式 

 
The dataset provides information of Netball Courts (Free Outdoor Pitches/Courts) of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此資料集提供有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投球場 (戶外免費球場) 的資料。 
此资料集提供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的投球场 (户外免费球场) 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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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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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trict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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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_en Name in English 
以英文顯示的名稱 
以英文显示的名称 

Data type: English 
資料類型: 英文 
资料类型: 英文 

Name_cn Nam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名稱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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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_en Address in English 
以英文顯示的地址 
以英文显示的地址 

Data type: English 
資料類型: 英文 
资料类型: 英文 

Address_cn Addres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地址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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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HS ID of GeoInfo Map 
地理資訊地圖的識別碼 
地理资讯地图的识别码 

Data type: text 
資料類型: 文字 
资料类型: 文字 
 
e.g. / 例如 / 例如 HqrSUV6WOM 

Court_no_en Number of courts in English web page 
英文版網頁的球場數目 
英文版网页的球场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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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rt_no_cn Number of court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web 
page 
繁體中文版網頁的球場數目 
繁体中文版网页的球场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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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llary_facilities_en Ancillary Facilities in English 
以英文顯示的配套設施 
以英文显示的配套设施 

Data type: English 
資料類型: 英文 
资料类型: 英文 

Ancillary_facilities_cn Ancillary Faciliti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配套設施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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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ing_hours_en Opening hours in English 
以英文顯示的開放時間 
以英文显示的开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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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ing_hours_cn Opening hour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開放時間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开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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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ne Enquiry telephone number 
查詢電話 
查询电话 

e.g. / 例如 / 例如 2491 0348 

Remarks_en R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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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arks_cn R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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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itude Longitude 
經度 
经度 

Data format: WGS84 Datum 
資料格式: WGS84 數據 
资料格式: WGS84 数据 
 
e.g. / 例如 / 例如 114-11-27 

Latitude Latitude 
緯度 
纬度 

Data format: WGS84 Datum 
資料格式: WGS84 數據 
资料格式: WGS84 数据 
 
e.g. / 例如 / 例如 22-19-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