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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记录  

 
本部门的披露记录简述根据《公开资料守则》 (下称《守则》 )索取及发放的

资料的性质。披露记录将会每季更新。  

 

任何公众人士如欲索取披露记录内载列的任何资料，应向本部门的公开资料

主任提出索取资料要求。有关要求会根据《守则》处理。  

 

2021年1月至3月  

参考编号  索取及发放的资料  

120 /2020  有关舂坎角泳滩的资料  
121 /2020  有关闭路电视系统的资料  

1 /2021  有关招聘文化工作副经理的资料  
2 /2021  有关招聘文化工作副经理的资料  
3 /2021  有关招聘图书馆助理馆长、二级助理康乐事务经理和

二级文化工作助理员的资料  
4 /2021  有关本署各个组别的资料  

5 /2021  有关南莲园池的资料  
6 /2021  有关本署专上学生暑期实习计划的资料  
7 /2021  有关香港科学馆的资料  

8 /2021  有关招聘技工 (滤水机房 )的资料  
9 /2021  有关流浮山绿化工作的资料  

10 /2021  有关儿童及青少年阅读计划的资料  
11 /2021  有关香港公共图书馆电子资源的资料  
12 /2021  有关普及健体运动的资料  
13 /2021  有关招聘文化工作副经理的资料  
14 /2021  有关招聘文化工作副经理的资料  
15 /2021  有关本署清洁服务的资料  
16 /2021  有关元朗公园的资料  
17 /2021  有关香港科学馆的资料  
18 /2021  有关香港科学馆的资料  
19 /2021  有关康乐场地清洁服务的资料  
20 /2021  有关高山剧场的资料  
21 /2021  有关高山剧场的资料  
22 /2021  有关招聘图书馆助理馆长的资料  
23 /2021  有关包装和运输服务标书的资料  
24 /2021  有关招聘图书馆助理馆长的资料  
25 /2021  有关招聘图书馆助理馆长的资料   

26 /2021 有关本署博物馆馆藏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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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编号  索取及发放的资料  

27 /2021  有关招聘图书馆助理馆长的资料  
28 /2021  有关招聘图书馆助理馆长的资料  
29 /2021  有关图书馆馆长职系的资料  
30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运动场的资料  
31 /2021  有关中环码头海滨长廊的资料  

 

 

2021年4月至6月  

参考编号  索取及发放的资料  

32 /2021  有关运动场及大球场的资料  
33 /2021  有关智能图书馆的资料  
34 /2021  有关文化工作经理职系的资料  
35 /2021  有关黄金泳滩的资料  

36 /2021  有关成人射击 (气手枪 )训练班的资料  

37 /2021  有关招𦖛文化工作副经理的资料  

38 /2021  有关馆长职系 (科学 )的资料  

39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公共游乐场空间的资料  
40 /2021  有关招𦖛文化工作副经理和图书馆助理馆长资料  

41 /2021  有关招聘图书馆馆长的资料  
42 /2021  有关资助成人射击 (气手枪 )训练班的资料  

43 /2021  有关招𦖛图书馆助理馆长的资料  

44 /2021  有关资助成人射击 (气手枪 )训练班的的资料  

45 /2021  有关香港公共图书馆的参考书资料  
48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泳滩运作的资料  
50 /2021  有关资助成人射击 (气手枪 )训练班的资料  

51 /2021  有关香港公共图书馆一份报价邀请书的资料  

52 /2021  有关湾仔区 2 0 1 8分龄游泳比赛的资料  
53 /2021  有关白石角海滨长廊的资料  
54 /2021  有关跳水池的资料  

56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泳滩运作的资料  
57 /2021  有关中西区员工宿舍的资料  
58 /2021  有关招聘助理图书馆馆长的资料  
59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泳滩运作的资料  
60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体设施的资料  
61 /2021  有关招聘图书馆助理馆长 (非公务员合约 )的资料  

62 /2021  有关夏悫花园的资料  
63 /2021  有关处理上诉个案的资料  
64 /2021  有关招聘图书馆助理馆长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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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编号  索取及发放的资料  

65 /2021  有关浅水湾及黄金泳滩的资料  
66 /2021  有关元朗游泳池及北葵涌赛马会游泳池的租用资料  
67 /2021  有关蒲鲁贤径临时休憩处的资料  
68 /2021  有关招聘图书馆助理馆长的资料  
69 /2021  有关樱桃街公园洗手间的资料  
70 /2021  有关招聘二级助理馆长 (历史 ) (非公务员合约 )的资料  

71 /2021  有关招聘二级助理馆长的资料  
72 /2021  有关招聘图书馆助理馆长的资料  

73 /2021  有关招聘图书馆助理馆长的资料  
74 /2021  有关招聘文化工作副经理的资料  
77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一名员工的资料  

78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图书馆运作的资料  

 

 

2021年7月至9月  

参考编号  索取及发放的资料  

76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回复一宗个案的资料  

79 /2021  有关康体通的资料  
80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博物馆的资料  
81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回复一宗个案的资料  

82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人造草皮球场的资料  
83 /2021  有关招聘二级助理馆长 (保育 )的资料  

84 /2021  有关星光大道的资料  
85 /2021  有关一份招标文件的资料  
87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公用饮水机的资料  
89 /2021  有关招聘图书馆助理馆长的资料  
90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一名员工的资料  

91 /2021  有关一个社区体育会的资料  
92 /2021  有关招聘文化事务助理经理的资料  
93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一个游乐场的资料  

94 /2021  有关招聘图书馆助理馆长的资料  
95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多个职系的资料  
96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回复一宗个案的资料  
97 /2021  有关园艺承办商名单的资料  
98 /2021  有关招聘行政助理（非公务员合约）的资料  
99 /2021  有关元朗天龙路花槽的资料  

101 /2021  有关一份批出合约的资料  
102 /2021  有关沙咀道游乐场的资料  
103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回复一宗个案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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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编号  索取及发放的资料  

104 /2021  有关屯门公园的资料  
105 /2021  有关招聘图书馆助理馆长的资料  
106 /2021  有关香港公共图书馆采购书籍的资料  
107 /2021  有关招聘二级助理馆长 (科学 )的资料  

108 /2021  有关体育馆运作的资料  

109 /2021  有关招聘技工 (滤水机房 )的资料  

110 /2021  有关晓光街体育馆的资料  

111 /2021  有关招聘技工 (滤水机房 )  及高级技工 (滤水机房 )的资

料  
114 /20 21 有关招聘图书馆助理馆长的资料  
115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泳滩运作的资料  

116 /2021  有关晓光街体育馆的资料  
117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图书馆推出安心出行的资

料  
119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儿童游乐场的资料  
121 /2021  有关招聘图书馆助理馆长的资料  

 

2021 年 10 月至 12 月  

参考编号  索取及发放的资料  

113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回复一宗个案的资料  
118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泳滩的资料  
120 /2021  有关晓光街体育馆的资料  
123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体通的资料  
124 /2021  有关招聘图书馆助理馆长的资料  

125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回复一宗个案的资料  
126 /2021  有关招聘图书馆助理馆长的资料  
127 /2021  有关处理投诉的资料  
128 /2021  有关蒲鲁贤径临时游乐场的资料  
129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泳滩的资料  
130 /2021  有关晓光街体育馆的资料  
131 /2021  有关牛皮沙街游乐场的资料  

132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儿童游戏室的资料  
133 /2021  有关晓光街体育馆的资料  
134 /2021  有关二级助理馆长（艺术工作类别）职位的资料  

135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泳滩的资料  
136 /2021  有关蒲鲁贤径临时游乐场的资料  
137 /2021  有关晓光街体育馆的资料  
138 /2021  有关世运道宋王台游乐场宠物公园的资料  
139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泳滩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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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编号  索取及发放的资料  
140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泳滩的资料  

141 /2021  有关蒲鲁贤径临时游乐场的资料  
142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泳滩的资料  
143 /2021  有关晓光街体育馆的资料  

144 /2021  有关黄金泳滩的资料  
145 /2021  有关黄金泳滩的资料  
146 /2021  有关深水湾泳滩的资料  
147 /2021  有关招聘图书馆助理馆长的资料  
148 /2021  有关晓光街体育馆的资料  
149 /2021  有关晓光街体育馆的资料  

150 /2021  有关深水埗区的资料  
151 /2021  有关晓光街体育馆的资料  
152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泳滩的资料  
153 /2021  有关黄金泳滩的资料  
154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资料库图片的资料  
156 /2021  有关招聘图书馆助理馆长的资料  
157 /2021  有关黄金泳滩的资料  
158 /2021  有关黄金泳滩的资料  
159 /2021  有关黄金泳滩的资料  
160 /2021  有关黄金泳滩的资料  
161 /2021  有关招聘技工（水喉匠）的资料  
162 /2021  有关咖啡湾泳滩拍摄影片的资料  

163 /2021  有关招聘图书馆助理馆长的资料  
165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泳滩的资料  
166 /2021  有关黄金泳滩的资料  

167 /2 021  有关黄金泳滩的资料  
168 /2021  有关黄金泳滩的资料  
169 /2021  有关黄金泳滩的资料  

170 /2021  有关黄金泳滩的资料  
171 /2021  有关黄金泳滩的资料  
172 /2021  有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休憩用地的资料  

173 /2021  有关黄金泳滩的资料  
174 /2021  有关黄金泳滩的资料  

175 /2021  有关黄金泳滩的资料  

176 /2021  有关晓光街体育馆的资料  
177 /2021  有关黄金泳滩的资料  

178 /2021  有关黄金泳滩的资料  

179 /2021  有关黄金泳滩的资料  

180 /2021  有关黄金泳滩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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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编号  索取及发放的资料  
181 /2021  有关黄金泳滩的资料  

184 /2021  有关黄金泳滩的资料  

187 /2021  有关黄金泳滩的资料  

189 /2021  有关黄金泳滩的资料  

190 /2021  有关黄金泳滩的资料  

193 /2021  有关黄金泳滩的资料  

194 /2021  有关招聘文化工作副经理的资料  
195 /2021  有关黄金泳滩的资料  
196 /2021  有关屯门区泳滩的资料  
197 /2021  有关政府手机的资料  

 

注意︰披露记录并不包括以下索取资料要求︰个别人士 /公司索取其本身的

资料或与其有关的投诉个案的资料；索取已公布的资料；及索取可透过收费

服务取得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