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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動數據發布服務（互動服務）是一項免費網上服務。此服務使數據用戶能透過直接、互動及容易使

用的介面，根據自己的設定編製統計表及統計圖。用戶只須按首頁右方的簡易步驟來建立所需的統計

表或統計圖。此外，用戶也可使用互動服務系統的手機版本，隨時隨地獲取統計數據。雖然使用指南

的內容是根據桌面版本而制定，但使用流動裝置建立統計表及統計圖的步驟均大同小異。主要區別是

手機版本沒有提供「互動統計表設計」功能。 

 
 

2 首頁簡介 
基於系統保安理由，用戶在進入互動服務系統時必須輸入驗證碼。 

 

互動服務系統首頁的左方版面包括以下三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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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設定你的統計表／設定你的統計圖 

- 用戶可在此部分選擇製作統計表或統計圖。 
- 用戶可直接製作統計圖，而無須先製作統計表。互動服務系統可供選擇製作 4 種統計圖。 有

關製作統計圖的詳情，請參閱本指南的第 6 節。 
- 用戶可點擊右上方的箭嘴按鈕，關閉（或展開）此版面。 

 
2.2 可用的項目 

- 用戶可在此部分選擇統計數字及分類。 
- 用戶可利用篩選關鍵字來縮小選擇範圍。 
- 用戶可點擊右上方的箭嘴按鈕，關閉（或展開）此版面。 

 
2.3 統計表設定／統計圖設定 

- 用戶可在此部分更改預設的設定，例如篩選分類組別，選擇其他分類方法，或調整統計表

／統計圖的格式，例如將分類顯示的位置由欄轉為列。 
- 用戶在點擊「確定」按鈕後，系統將自動顯示你所編製的統計表。用戶可點擊「重設」按

鈕編製新的統計表／統計圖。 

 



3. 編製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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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編製統計表

 

若要自行編製統計表，用戶須按自己的製表要求選擇統計數字及分類。請注意，系統已自動選取 2016
年的統計數字。如需要 2006 年及 2011 年的統計數字，請按「年」，然後按「可選取年份」作出更改。

另外，某些分類項目只適用於特定年份。例如「行業－7 組（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1.1）（2006 年分類）」

只適用於 2006 年。若選取這分類項目，系統會自動把年份更改為 2006 年。用戶必須選擇最少一項的

統計數字以編製統計表。在完成每個選擇後，互動服務系統會篩選出可使用的統計數字及分類的組合

以供進一步選取。用戶可點擊已選取的統計數字或分類展開功能表，進一步了解更多有關更改統計表

的預設設定或格式的選項。當用戶按「確定」後，系統會顯示統計表。如只選擇一項統計數字，用戶

可透過「互動統計表設計」功能，以互動形式查看統計表及更改製表要求。 

 

3.1 選擇統計數字

- 統計數字清單會顯示在「可用的項目」中的「統計數字」部分。 

- 點擊「統計數字」及統計數字類別展開或摺疊統計數字清單。 

- 從清單中點選所需統計數字。

- 檢查所選取的統計數字是否已顯示在「統計表設定」中的「統計數字」部分。 

- 如數據許可，用戶可選擇多項統計數字。 

                         

3.2 選擇分類

- 用戶在選擇最少一項統計數字後，系統會根據用戶所選的統計數字，篩選可供選取的分類，

並顯示在「可用的項目」中的「分類」部分。 

- 點擊「分類」及分類類別展開或摺疊分類清單。 

- 從清單中點選所需分類。

- 檢查所選的分類是否已顯示在「統計表設定」中的「分類」部分。 

- 如數據許可，用戶可選擇多項分類。 

展開統計數字類別以點
選所需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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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按「確定」以獲取統計表

 

在選擇「可用的項目」（包括統計數字及分類）或更改「統計表設定」後，請點擊「確定」按鈕

以獲取統計表。 

展開分類類別以點
選所需分類。 

點擊「確定」按鈕以製作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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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改統計表

 

用戶可在任何時間修改所選統計數字及／或分類的設定。用戶所作的修改會在點擊「確定」按鈕後生

效，更新後的統計表將會在統計表版面顯示。

4.1 統計數字設定

4.1.1 更改統計數字顯示的位置

- 用戶可點擊「統計數字」更改其顯示的位置，並在「統計數字」的擴展功能表中選擇下

列其中一項統計數字的顯示位置。

欄（上方）[預設] 欄（下方）

列（左方） 列（右方）

 

- 點擊「確定」按鈕以確認你的選擇。

4.1.2 更改統計數字的次序

- 此選項只適用於包含至少兩項統計數字的統計表。 

- 統計數字在統計表中顯示的次序會因應用戶選擇統計數字的先後而定。當兩項統計數字

在欄位置顯示，第一項統計數字將會顯示於最左方。如統計數字在列位置顯示，第一項

統計數字會顯示於最上方。 

- 在已選取統計數字的擴展功能表中，點擊「次序」選項旁的  或 按鈕以更改統

計數字的次序。 

- 點擊「確定」按鈕以確認你的選擇。 

上方

下方

左方
右方

點擊此處展開或摺疊功能表。

點擊「確定」按鈕以確認你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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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刪除已選取統計數字

- 當不再需要已選取的統計數字時，用戶可把它從統計表中刪除。

- 點撃將要被刪除的統計數字。

- 點選「刪除此項目」的方格。

- 點擊「確定」按鈕以確認你的選擇。

 

4.2 分類設定

4.2.1 更改年份

- 點擊「年」按鈕展開功能表。

- 點擊「可選取年份」按鈕。

- 點選有關年份的方格。

- 點擊「確定」按鈕以確認你的選擇。

- 某些分類項目只適用於特定年份。例如「行業－7 組（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1.1）（2006 年

分類）」只適用於 2006 年。若選取這分類項目，系統會自動把年份更改為 2006 年，用戶

不能選擇 2011 年及 2016 年。

- 請注意，系統未能就一些涉及較詳細分項的統計表提供 2006 年的統計數據。有關這些統

計數字的查詢，可聯絡 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辦事處。

1 2

點擊 按鈕更改次

序。
新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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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更改已選取分類的次序

- 此選項只適用於包含至少兩項分類的統計表。

- 分類的次序會依照用戶選擇的先後次序顯示於統計表中。首個分類如果是列分類會顯示

於最左方，如果是欄分類則會顯示於最上方。

- 在已選取分類的擴展功能表中，點擊「次序」選項旁的   或   按鈕以更改分類的次序。 

- 點擊「確定」按鈕以確認你的選擇。 

4.2.3 列分類轉為欄分類（或由欄轉列）

- 在已選取分類的擴展功能表中，點擊「列」或「欄」按鈕。

- 點擊「確定」按鈕以確認你的選擇。

欄分類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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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編輯分類屬性

(i) 更改分類組合

- 一個分類可以有多於一個分類組合。

- 用戶可選擇使用另一個分類組合。

- 在已選取分類的擴展功能表中，點擊「可選取項目或其他組合」按鈕。

- 顯示「所選組合」及「其他可用組合」的功能列表會開啟。

- 點選所需的分類組合，然後點擊「選取」按鈕。

- 點擊「返回」按鈕以確認你的選擇。

 

                        
 

 

             

 

 

 

表示這是預設組合 

年齡 - 18 組（5 歲間距） 
年齡 - 15 歲以下／15

歲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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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顯示／隱藏總計及小計

- 總計及小計會按預設設定自動加進統計表中。

- 在已選取分類的擴展功能表中，點擊「顯示」或「隱藏」按鈕，以更改預設設定。

- 點擊「確定」按鈕以確認你的選擇。

 

 

(iii) 篩選分類項目

- 用戶可從一個特定分類組合中篩選一些分類項目。

- 在已選取分類的擴展功能表中，點擊「可選取項目或其他組合」按鈕。

- 顯示分類組合清單的功能表會開啟。

- 在「所選組合」中，點擊已選取的分類組合，然後再點擊「可選取項目」。

- 取消點選不再需要的項目的方格以篩選這些項目。用戶可點選「選擇所有選項」

的方格，以方便選擇。

- 點擊「確定」按鈕，然後點擊「返回」按鈕以確認你的選擇。

- 最後點擊「確定」按鈕以編製統計表。

點擊「隱藏」按鈕以隱藏總計。 

點擊
「年齡 - 5 組」，
然後點擊「可選取

項目」。 

已篩除年齡組別
「15-24」 

取消點選
「15-24」組
別，然後點擊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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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互動統計表設計(只適用於桌面版本)
這功能讓用戶以互動形式設定統計表的格式。此功能只可在桌面版本中使用，並只適用於包含

一項統計數字的統計表。在完成編製統計表後，用戶可點擊「互動統計表設計」按鈕，切換到

互動模式。用戶可拖放有關統計數字或分類的按鈕以修改表格格式，並點擊有關按鈕修改設定

（例如篩選分類項目、刪除已選取的統計數字或分類及顯示／隱藏小計）。 用戶可點擊「標準

統計表設計」按鈕返回標準模式。 

標準模式 互動模式

 

把分類「性別」由列轉移到欄。

 

 
 

 

點擊功能表按鈕修改
設定。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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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執行統計表相關功能

5.1 關鍵字篩選

在選取統計數字前，用戶只可篩選統計數字（例如人口、住戶等），但不可篩選分類（例如年齡、

性別等）。

1. 用戶可輸入關鍵字（例如傭工）及按 鍵篩選統計數字；

              

2. 已篩選的統計數字會在「可用的項目」下顯示；

          

3. 如需進一步篩選統計數字，請輸入更多關鍵字（例如勞動人口）及按 鍵；

4. 如篩選結果與所需的統計數字不符，或篩選的統計數字沒有結果，請按 鍵重設關鍵

字篩選。

2 個可用統計數字

選取「勞動人口（不包括外
籍家庭傭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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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取統計數字後，用戶可篩選統計數字（例如人口、住戶等）或分類（例如年齡、性別等）。

1. 用戶選取所需的統計數字後（例如勞動人口（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人數)），系統會顯

示可選取的分類；

2. 用戶可輸入關鍵字（例如女）及按 鍵篩選統計數字或分類。「可用的項目」下會顯示

已篩選的統計數字或分類；

.            

3. 如需進一步篩選統計數字或分類，請輸入更多關鍵字及按 鍵；

4. 如篩選結果與所需的統計數字或分類不符，或篩選的統計數字或分類沒有結果，請

按 鍵重設關鍵字篩選。

注意: 有關例子只供參考。我們將分階段改善統計數據的覆蓋範圍。用戶所搜索的結果可能與

以上的例子不同。

5 個可用分類

選取「性別」.

在完成選擇後，按「確定」
按鈕以建立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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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下載

用戶可使用此功能以 Excel 檔案或 XML 格式下載統計表，作進一步處理。

 

5.3 參考資料

用戶可在右上方的圖示找到有關參考資料，如常見問題、操作示範和統計數字及分類一覽表。

 

 

5.4 「確定」、「重設」及「取消」

用戶可按「取消」撤銷上次的選項。

用戶可按「重設」 以清除所有選項，並重新編製新的統計表／統計圖。

在完成修改選擇後，請按「確定」以獲取統計表。

點擊「詞彙釋義」查看所選統
計數字及分類的用語及定義。 

點擊
「X」 
按鈕 
關閉 
視窗。 

統計數字及分
類一覽表 

使用指南 
操作示範 

常見問題 

用語及
定義 



        6. 編製統計圖 
 

14                                   2016 中期人口統計 
互動數據發布服務使用指南 

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統計處 
 

6 編製統計圖 
用戶可在完成編製統計表後才製作統計圖，或直接以統計圖模式製作統計圖。用戶可點擊左方版面頂

部的「統計圖」標示，切換到統計圖模式。不論是編製統計表或統計圖，選擇統計數字及分類方法的

程序均完全一樣。雖然系統容許用戶在統計表和統計圖兩種模式中交替切換，但建議用戶在切換模式

前，先下載所製作的統計表或統計圖。因為在切換模式後，原有的格式可能會有所改變。 

 
互動數據發布服務有以下四個類型的統計圖可供選擇： 

 

 
6.1 編製及修改直向棒形圖 

- 用戶可使用最多 2 項統計數字及 2 個分類（不包括「年」）製作直向棒形圖。 
- 如包含兩項統計數字，兩項數字分別以直向棒形圖及折線圖顯示，並使用兩個不同的 y-軸比

例。 
- 餘下所選的統計數字及分類將放在「不包括在圖」部分。 

  

 

 

點擊此處切換到統計圖模式。 

直向棒形圖  折線圖  圓形圖  人口金字塔 

點擊此處選擇統計圖類型。 

最多 2 項統
計數字 

最多 2 個分
類（不包括
「年」） 

使用主座標軸的統
計數字以直向棒形
圖顯示，而使用副座
標軸的統計數字則
以折線圖顯示。 



        6. 編製統計圖 
 

15                                   2016 中期人口統計 
互動數據發布服務使用指南 

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統計處 
 

6.1.1 修改統計圖設定 
6.1.1.1 顯示／隱藏數據標籤 

- 點擊「顯示／隱藏數據標籤」按鈕以展開功能表。 

 

- 點擊「顯示／隱藏數據標籤」的單選按鈕，然後點擊「確定」按鈕以確認變更。 

 

- 點擊「確定」按鈕以建立統計圖。 

 
顯示數據標籤 隱藏數據標籤 

  

 
6.1.1.2 顯示／隱藏線圖標記 

- 此選項只適用於折線圖。 
- 點擊「顯示／隱藏線圖標記」按鈕以展開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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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顯示／隱藏線圖標記」的單選按鈕，然後點擊「確定」按鈕以確認變更。 

 
- 點擊「確定」按鈕以建立統計圖。 

 
顯示線圖標記 隱藏線圖標記 

  
 

6.1.2 修改統計數字設定 
6.1.2.1 位置 

用戶可點擊位置按鈕，即「主軸」、「不包括在圖」或「副軸」，更改統計圖內統計數

字的顯示位置。 

 

 主軸 
- 指主座標軸。 

 副軸 
- 指副座標軸。 

點擊此處展開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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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包括在圖 
- 如果該統計數字不會在統計圖中顯示，請選擇此項。在以下例子，統計數字「人

口（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人數）」不會在統計圖中顯示。 

 

 
6.1.2.2 刪除此項目 

- 點選「刪除此項目」的方格以刪除選取的統計數字。 

 
6.1.3 修改分類設定 

  

6.1.3.1 組合 
- 有關更改分類方法及篩選分類項目的詳細步驟，請參閱第 4.2.4 (i) 及(iii) 節。 

 

副座標軸： 
家庭住戶人口（人數） 

主座標軸：  
人口（人數） 

點擊此處展開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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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2 位置 
- 用戶可點擊位置按鈕，即「水平軸」、「不包括在圖」或「圖例項目」，更改統計圖

內分類的顯示位置。 

 水平軸 

 

 圖例項目 
- 在直向棒形圖中，圖例項目用以識別分類下的不同分類項目。每個分類不能超過

255 個分類項目。（註：一個分類可以有不同的分類項目，例如「男」和「女」是

分類「性別」下的兩個分類項目。） 

 

圖例項目： 
性別 

水平軸： 
 性別 
 婚姻狀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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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包括在圖

- 如果該分類不會在統計圖中顯示，請選擇此項。在以下例子，分類「年齡」不會

在統計圖中顯示。

6.1.3.3 次序

- 此選項只適用於包含兩個分類的統計圖。

- 用戶可更改在水平軸中已選取分類的顯示次序。點擊 或 按鈕更改次序，直到所

有分類按你的喜好排序。

次序： 
 年：1 
 婚姻狀況：2 
 性別：3 

次序： 
年：1 
性別：2 
婚姻狀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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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4 刪除此項目 
- 點選「刪除此項目」的方格以刪除選取的分類。 

注意: 在完成修改選擇後，請在主頁按「確定」以獲取經修改的統計圖。 

 
6.2 編製及修改折線圖 

- 用戶可使用最多 2 項統計數字及 2 個分類（不包括「年」）製作折線圖。 
- 餘下所選的統計數字及分類將放在「不包括在圖」部分。 

 

  

  

最多 2 項統
計數字 

最多 2 個分
類（不包括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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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修改統計圖設定 
6.2.1.1 顯示／隱藏數據標籤 

- 點擊「顯示／隱藏數據標籤」按鈕以展開功能表。 

 

- 點擊「顯示／隱藏數據標籤」的單選按鈕，然後點擊「確定」按鈕以確認變更。 

 
- 點擊「確定」按鈕以建立統計圖。 

 
顯示數據標籤 隱藏數據標籤 

   

 
6.2.1.2 顯示／隱藏線圖標記 

- 此選項只適用於折線圖。 
- 點擊「顯示／隱藏線圖標記」按鈕以展開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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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顯示／隱藏線圖標記」的單選按鈕，然後點擊「確定」按鈕以確認變更。 

 
- 點擊「確定」按鈕以建立統計圖。 

 
顯示線圖標記 隱藏線圖標記 

  

 
6.2.2 修改統計數字設定 

6.2.2.1 位置 

用戶可點擊位置按鈕，即「主軸」、「不包括在圖」或「副軸」，更改統計圖內統計數

字的顯示位置。 

 
 主軸 
- 指主座標軸。 

 副軸 
- 指副座標軸。 

點擊此處展開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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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包括在圖 
- 如果該統計數字不會在統計圖中顯示，請選擇此項。在以下例子，統計數字「勞

動人口（人數）」不會在統計圖中顯示。  

 
 

6.2.2.2 刪除此項目 
- 點選「刪除此項目」的方格以刪除選取的統計數字。 

 
6.2.3 修改分類設定 

 

6.2.3.1 組合 
- 有關更改分類方法及篩選分類項目的詳細步驟，請參閱第 4.2.4 (i) 及(iii) 節。 

副座標軸： 
人口（人數） 

主座標軸：  
工作人口（人數） 

點擊此處展開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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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2 位置 
- 用戶可點擊位置按鈕，即「水平軸」、「不包括在圖」或「圖例項目」，更改統計圖

內分類的顯示位置。 

 水平軸 

 

 圖例項目 
- 在折線圖中，圖例項目用以識別分類下的不同分類項目。每個分類不能超過 255

個分類項目。（註：一個分類可以有不同的分類項目，例如「男」和「女」是分類

「性別」下的兩個分類項目。） 

 

圖例項目： 
性別 

水平軸： 
 性別 
 教育程度（最高完成程度） 
 年 



6. 編製統計圖

 

25                                   2016 中期人口統計

互動數據發布服務使用指南

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統計處 
 

 不包括在圖

- 如果該分類不會在統計圖中顯示，請選擇此項。在以下例子，分類「修讀科目（最

高完成程度）」不會在統計圖中顯示。

6.2.3.3 次序

- 此選項只適用於包含兩個分類的統計圖。

- 用戶可更改在水平軸中已選取分類的顯示次序。點擊 或 按鈕更改次序，直到所

有分類按你的喜好排序。

6.2.3.4 刪除此項目

- 點選「刪除此項目」的方格以刪除選取的分類。

注意: 在完成修改選擇後，請在主頁按「確定」以獲取經修改的統計圖。

6.3 編製及修改圓形圖

- 用戶只可使用單一年份、一項統計數字及最多兩個分類製作圓形圖。

- 餘下所選的統計數字及分類將放在「不包括在圖」部分。
 

  

1 項統計數字 

最多 2 個分類 
（不包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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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修改統計圖設定 
6.3.1.1 顯示／隱藏數據標籤 

- 點擊「顯示／隱藏數據標籤」按鈕以展開功能表。 

 
- 點擊「顯示／隱藏數據標籤」的單選按鈕，然後點擊「確定」按鈕以確認變更。 

 

- 點擊「確定」按鈕以建立統計圖。 
 

顯示數據標籤 隱藏數據標籤 

   

 
6.3.2 修改統計數字設定 

6.3.2.1 位置 

用戶可點擊位置按鈕，即「主軸」或「不包括在圖」，更改統計圖內統計數字的顯示

位置。 

 主軸 
- 只可選取一項統計數字作為主軸，並在統計圖中顯示。 

點擊此處展開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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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包括在圖 
- 如果該統計數字不會在統計圖中顯示，請選擇此項。在以下例子，統計數字「家

庭住戶人口（人數）」不會在統計圖中顯示。 

 

 
6.3.2.2 刪除此項目 

- 點選「刪除此項目」的方格以刪除選取的統計數字。 

 
6.3.3 修改分類設定 

 

6.3.3.1 組合 
- 有關更改分類方法及篩選分類項目的詳細步驟，請參閱第 4.2.4 (i) 及(iii) 節。 

6.3.3.2 位置 
- 用戶可點擊位置按鈕，即「類別」或「不包括在圖」，更改統計圖內分類的顯示位

置。 

 類別 
- 用戶須把在統計圖中顯示的分類設定為「類別」。 

 不包括在圖 

- 如果該分類不會在統計圖中顯示，請選擇此項。在以下例子，分類「婚姻狀況」

不會在統計圖中顯示。 

點擊此處展開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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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3 次序

- 此選項只適用於包含兩個分類的統計圖。

- 用戶可更改已選取分類的顯示次序。點擊    或    按鈕更改次序，直到所有分類按

你的喜好排序。

次序：年齡= 1，性別=2 次序：性別= 1，年齡= 2

 

6.3.3.4 刪除此項目

- 點選「刪除此項目」的方格以刪除選取的分類。

注意: 在完成修改選擇後，請在主頁按「確定」以獲取經修改的統計圖。

6.4 編製及修改人口金字塔

- 用戶可選取（1）「性別」及「年齡」作為分類，並使用（2）與人數相關的一項統計數字，

例如人口，工作人口及常住居民，製作人口金字塔。

- 餘下所選的統計數字將放在「不包括在圖」部分。

- 「性別」及「年齡」以外的分類將放在「不適用」部分。

0-14 歲男性 

0-14 歲女性 

0-14 歲男性 

15-24 歲男性 

25-44 歲男性 

45-64 歲男性 

65 歲以上男性 

15-24 歲男性 

15-24 歲女性 

25-44 歲女性 

45-64 歲女性 

65+歲以上女性 0-14 歲女性 

15-24 歲女性 

25-44 歲女性 

25-44 歲男性 45-64 歲女性 

45-64 歲男性 

65 歲以上女性 

65 歲以上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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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修改統計圖設定 
6.4.1.1 顯示／隱藏數據標籤 

- 點擊「顯示／隱藏數據標籤」按鈕以展開功能表。 

 

- 點擊「顯示／隱藏數據標籤」的單選按鈕，然後點擊「確定」按鈕以確認變更。

請注意部分數據標籤或會與人口金字塔的 y-軸重疊。  

 

- 點擊「確定」按鈕以建立統計圖。 

餘下所選有關人
數的統計數字 

「性別」及「年
齡」以外的分類 



        6. 編製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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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數據標籤 隱藏數據標籤 

  
 

6.4.2 修改統計數字設定 
6.4.2.1 位置 

用戶可點擊位置按鈕，即「主軸」或「不包括在圖」，更改統計圖內統計數字的顯示

位置。 

 主軸 
- 只可選取一項統計數字作為主軸，並在統計圖中顯示。 

 不包括在圖 
- 如果該統計數字不會在統計圖中顯示，請選擇此項。在以下例子，統計數字「家

庭住戶人口（人數）」不會在統計圖中顯示。 

 
 

6.4.2.2 刪除此項目 
- 點選「刪除此項目」的方格以刪除選取的統計數字。 

 
6.4.3 修改分類設定 

 

6.4.3.1 組合 
- 有關更改分類方法及篩選分類項目的詳細步驟，請參閱第 4.2.4 (i) 及(iii) 。 

注意: 在完成修改選擇後，請在主頁按「確定」以獲取經修改的統計圖。 

點擊此處展開功能表。 

點擊此處展開功能表。 



            7. 關於互動數據發布服務的更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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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互動數據發布服務的詳細資料 

 
有關互動數據發布服務的相關網站： 

 
 互動數據發布服務的統計數字及分類一覽表 

(http://www.bycensus2016.gov.hk/data/idds/2016-statistics-classification-idds-tc.pdf) 
 互動數據發布服務的操作示範 

(http://www.bycensus2016.gov.hk/tc/bc-demo.html) 
 常見問題 

(http://www.bycensus2016.gov.hk/data/idds/2016-idds-faq-tc.pdf) 
 統計數據集(XML 格式)使用指南 

(http://www.bycensus2016.gov.hk/data/Usage_Guide_of_Statisitcal_Dataset_XML_TCHI.pdf) 
 
 
 
 
 
 
 
 
有關互動數據發布服務的查詢，請聯絡： 

 
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辦事處 

政府統計處 
地址： 九龍觀塘海濱道 135-137 號宏基資本大廈 10 樓 
電話： (852) 3547 1800  圖文傳真：(852) 3547 1894 

電郵： bycensus2016@censtatd.gov.hk 

 

 
 

 

 

 

 

 

 

 

http://10.6.160.51/tc/links.html
http://www.bycensus2016.gov.hk/data/idds/2016-statistics-classification-idds-tc.pdf
http://www.bycensus2016.gov.hk/tc/bc-demo.html
http://www.bycensus2016.gov.hk/data/idds/2016-idds-faq-tc.pdf
http://www.bycensus2016.gov.hk/data/Usage_Guide_of_Statisitcal_Dataset_XML_TCHI.pdf
mailto:bycensus2016@censtat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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