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創意香港下資助計劃主要績效指標的數據字典  
此部分包含 9 個數碼格式的數據表（CSV 格式）及 1 個「完整報告」 (XLS 格

式 )。數據表主要提供個別數據項目的數值，而「完整報告」則載列各數據項目

的數值、涵蓋範圍及釋義。雖然本數據字典已列出各數據項目的說明，我們強

烈建議用戶在閱讀數據表前先參考「完整報告」。  
 
 (A.1) 創意香港主辦或資助業界舉辦的項目 

項目 說明 備註 

Item 資料項目的標識號 請參考此表的註釋(1)及(2) 

Item Description_EN 資料項目的英文說明 

Item Description_TC 資料項目的繁體中文說明 

Item Description_SC 資料項目的簡體中文說明 

CreateSmart Initiative 創意智優計劃的績效指標 

Others 創意香港下其他資助計劃的績效指標（創

意智優計劃除外） 

Total 總計 

Cut-off date 數字的截至日期 格式為 mmm/yyyy  

註釋： 
(1) 詳盡的定義、註釋和註腳（視情況而定）在「完整報告」中列出。 
(2) N/A 表示不適用。 

 
  



(A.2) 按創意香港策略焦點劃分的創意智優計劃 

項目 說明 備註 

Item 資料項目的標識號 請參考此表的註釋(1)及(2) 

Item Description_EN 資料項目的英文說明 

Item Description_TC 資料項目的繁體中文說明 

Item Description_SC 資料項目的簡體中文說明 

CSI Foci - A 績效指標 - 開拓市場 

CSI Foci - B 績效指標 - 培育人才和支持新成立公司 

CSI Foci - C 績效指標 - 推廣香港作為亞洲創意之

都、營造創意氛圍及凝聚創意產業羣組 

Total 總計 

Cut-off date 數字的截至日期 格式為 mmm/yyyy  

註釋： 
(1) 詳盡的定義、註釋和註腳（視情況而定）在「完整報告」中列出。 
(2) N/A 表示不適用。 

 
  



(A.3) 按促進電影業發展的四項策略劃分的電影發展基金下的其他電影相關計劃 

項目 說明 備註 

Item 資料項目的標識號 請參考此表的註釋(1)及(2) 

Item Description_EN 資料項目的英文說明 

Item Description_TC 資料項目的繁體中文說明 

Item Description_SC 資料項目的簡體中文說明 

FDF Foci - A 績效指標 - 推廣香港電影 

FDF Foci - B 績效指標 - 培訓人才 

FDF Foci - C 績效指標 - 提高觀眾對電影的興趣和欣賞能

力 

FDF Foci - D 績效指標 - 其他有利香港電影業發展的項目 

Total 總計 

Cut-off date 數字的截至日期 格式為 mmm/yyyy  

註釋： 
(1) 詳盡的定義、註釋和註腳（視情況而定）在「完整報告」中列出。 
(2) N/A 表示不適用。 

 
  



(A.4) 電影發展基金下的電影製作融資計劃及資助計劃 

項目 說明 備註 

Item 資料項目的標識號 請參考此表的註釋(1)及(2) 

Item Description_EN 資料項目的英文說明 

Item Description_TC 資料項目的繁體中文說明 

Item Description_SC 資料項目的簡體中文說明 

Performance Indicators 電影發展基金下電影製作融資計劃及資助

計劃的績效指標 

Cut-off date 數字的截至日期 格式為 mmm/yyyy  

註釋： 
(1) 詳盡的定義、註釋和註腳（視情況而定）在「完整報告」中列出。 
(2) N/A 表示不適用。 

 
 
 
 
 
  



(A.5) 電影發展基金下的首部劇情電影計劃 

項目 說明 備註 

Item 資料項目的標識號 請參考此表的註釋(1)及

(2) Item Description_EN 資料項目的英文說明 

Item Description_TC 資料項目的繁體中文說明 

Item Description_SC 資料項目的簡體中文說明 

Performance Indicators 電影發展基金下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的績效指

標 

Cut-off date 數字的截至日期 格式為 mmm/yyyy  

註釋： 
(1) 詳盡的定義、註釋和註腳（視情況而定）在「完整報告」中列出。 
(2) N/A 表示不適用。 

 
  



(B.1) 參加者對創意香港主辦或資助業界舉辦項目的滿意程度 

項目 說明 備註 

Item 資料項目的標識號 請參考此表的註釋(1)及(2) 

Item Description_EN 資料項目的英文說明 

Item Description_TC 資料項目的繁體中文說明 

Item Description_SC 資料項目的簡體中文說明 

CSI 參與者對創意智優計劃資助項目表示滿意

的百分比 

Others 參與者對其他創意香港資助計劃(除創意智

優計劃外)項目表示滿意的百分比 

Total 參與者對所有創意香港資助計劃項目表示

滿意的總百分比 

Cut-off date 數字的截至日期 格式為 mmm/yyyy  

註釋： 
(1) 詳盡的定義、註釋和註腳（視情況而定）在「完整報告」中列出。 
(2) N/A 表示不適用。 

 
 
 
 
  



(B.2) 按創意香港策略焦點劃分的參加者對創意智優計劃項目的滿意程度 

項目 說明 備註 

Item 資料項目的標識號 請參考此表的註釋(1)及(2) 

Item Description_EN 資料項目的英文說明 

Item Description_TC 資料項目的繁體中文說明 

Item Description_SC 資料項目的簡體中文說明 

CSI Foci - A 參與者對開拓市場策略下項目表示滿意的百

分比 

CSI Foci - B 參與者對培育人才和支持新成立公司策略下

項目表示滿意的百分比 

CSI Foci - C 參與者對推廣香港作為亞洲創意之都、營造

創意氛圍及凝聚創意產業羣組策略下項目表

示滿意的百分比 

Total 參與者對創意智優計劃資助項目表示滿意的

總百分比 

Cut-off date 數字的截至日期 格式為 mmm/yyyy  

註釋： 
(1) 詳盡的定義、註釋和註腳（視情況而定）在「完整報告」中列出。 
(2) N/A 表示不適用。 

 
 
 
 
  



(B.3) 按促進電影業發展的四項策略劃分的參加者對電影發展基金下其他電影相關計劃項目的滿意

程度 

項目 說明 備註 

Item 資料項目的標識號 請參考此表的註釋(1)及(2) 

Item Description_EN 資料項目的英文說明 

Item Description_TC 資料項目的繁體中文說明 

Item Description_SC 資料項目的簡體中文說明 

FDF Foci - A 參與者對推廣香港電影策略下項目表示滿意

的百分比 

FDF Foci - B 參與者對培訓人才策略下項目表示滿意的百

分比 

FDF Foci - C 參與者對提高觀眾對電影的興趣和欣賞能力

策略下項目表示滿意的百分比 

FDF Foci - D 參與者對其他有利香港電影業發展的項目策

略下項目表示滿意的百分比 

Total 參與者對電影發展基金下其他電影相關計劃

項目表示滿意的總百分比 

Cut-off date 數字的截至日期 格式為 mmm/yyyy  

註釋： 
(1) 詳盡的定義、註釋和註腳（視情況而定）在「完整報告」中列出。 
(2) N/A 表示不適用。 

 
  



(C) 設計創業培育計劃及時裝創業培育計劃 

項目 說明 備註 

Item 資料項目的標識號 請參考此表的註釋(1)及(2) 

Item Description_EN 資料項目的英文說明 

Item Description_TC 資料項目的繁體中文說明 

Item Description_SC 資料項目的簡體中文說明 

Design Incubation 
Programme 

設計創業培育計劃下的績效指標 

Fashion Incubation 
Programme 

時裝創業培育計劃下的績效指標 

Cut-off date 數字的截至日期 格式為 mmm/yyyy  

註釋： 
(1) 詳盡的定義、註釋和註腳（視情況而定）在「完整報告」中列出。 
(2) N/A 表示不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