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a Specification for Workload Statistics 
 
Programme (1): Statutory Testing Key Performance Measures Targets 
 
The Statutory Testing Key Performance Measures Targets are provided by GOVERNMENT LABORATORY. This web service returns 
up-to-date data in CSV format based on parameters provided by user. 
 
Name Description Remarks 

Testing of 
Testing of statutory testing and its 
corresponding Key Performance Measures 
Target 

Data type: Text 

Target Target of key performance measures 
Data type: Numeric 
Acceptable values: positive integer in percentage 

Actual Actual key performance measures 
Data type: Numeric 
Acceptable values: positive integer in percentage 

 
  



Programme (2): Advisory and Investigative Services Targets 
 
The Advisory and Investigative Services Targets are provided by GOVERNMENT LABORATORY. This web service returns up-to-
date data in CSV format based on parameters provided by user. 
 
Name Description Remarks 

Testing of 
Testing of statutory testing and its 
corresponding Key Performance Measures 
Target 

Data type: Text 

Target Target of key performance measures 
Data type: Numeric 
Acceptable values: positive integer in percentage 

Actual Actual key performance measures 
Data type: Numeric 
Acceptable values: positive integer in percentage 

 
  



Programme (3): Forensic Science Services Targets 
 
The Forensic Science Services Targets are provided by GOVERNMENT LABORATORY. This web service returns up-to-date data in 
CSV format based on parameters provided by user. 
 
Name Description Remarks 

Testing of 
Testing of statutory testing and its 
corresponding Key Performance Measures 
Target 

Data type: Text 

Target Target of key performance measures 
Data type: Numeric 
Acceptable values: positive integer in percentage 

Actual Actual key performance measures 
Data type: Numeric 
Acceptable values: positive integer in percentage 

 
  



Programme (1): Statutory Testing Indicators 
 
The Statutory Testing Indicators are provided by GOVERNMENT LABORATORY. This web service returns up-to-date data in CSV 
format based on parameters provided by user. 
 
Name Description Remarks 

Tests performed 
Tests performed on the various categories of 
services 

Data type: Text 

Actual 
Numbers of tests performed on the various 
categories of services 

Data type: Numeric 
Acceptable values: positive integer within 6 digits 

 
  



Programme (2): Advisory and Investigative Services Indicators 
 
The Advisory and Investigative Services Indicators are provided by GOVERNMENT LABORATORY. This web service returns up-to-
date data in CSV format based on parameters provided by user. 
 
Name Description Remarks 

Tests performed 
Tests performed on the various categories of 
services 

Data type: Text 

Actual 
Numbers of tests performed on the various 
categories of services 

Data type: Numeric 
Acceptable values: positive integer within 6 digits 

 
  



Programme (3): Forensic Science Services Indicators 
 
The Forensic Science Services Indicators are provided by GOVERNMENT LABORATORY. This web service returns up-to-date data 
in CSV format based on parameters provided by user. 
 
Name Description Remarks 

Group Forensic Science Group Name Data type: Text 

Cases investigated Cases investigated Data type: Text 

Actual Numbers of case investigated 
Data type: Numeric 
Acceptable values: positive integer within 5 digits 

 
  



工作統計的數據規範 

 
綱領( 1 ) 法定化驗目標 

 

法定化驗目標的衡量服務表現準則的數據由政府化驗所提供。此 Web 服務根據用戶提供的參數以 CSV 格式送回最新數據。 

 

名稱 說明 備註 

進行化驗之物品 進行化驗之物品及其衡量服務表現準則  數據類型: 文字 

目標 目標衡量服務表現準則  數據類型: 正整數百分比 

實際 實際衡量服務表現準則  數據類型: 正整數百分比 

 

  



綱領( 2 ) 諮詢及檢測事務目標 

 

諮詢及檢測事務目標的衡量服務表現準則的數據由政府化驗所提供。此 Web 服務根據用戶提供的參數以 CSV 格式送回最新

數據。 

 

名稱 說明 備註 

進行化驗之物品 進行化驗之物品及其衡量服務表現準則  數據類型: 文字 

目標 目標衡量服務表現準則  數據類型: 正整數百分比 

實際 實際衡量服務表現準則  數據類型: 正整數百分比 

 

  



綱領( 3 ) 法證事務目標 

 

法證事務目標的衡量服務表現準則的數據由政府化驗所提供。此 Web 服務根據用戶提供的參數以 CSV 格式送回最新數據。 

 

名稱 說明 備註 

進行化驗之物品 進行化驗之物品及其衡量服務表現準則  數據類型: 文字 

目標 目標衡量服務表現準則  數據類型: 正整數百分比 

實際 實際衡量服務表現準則  數據類型: 正整數百分比 

 

  



綱領( 1 ) 法定化驗指標 

 

法定化驗指標的數據由政府化驗所提供。此 Web 服務根據用戶提供的參數以 CSV 格式送回最新數據。 

 

名稱 說明 備註 

化驗服務 化驗服務  數據類型: 文字 

實際數目 各類服務下進行的實際化驗數目  數據類型: 六位數字內的正整數 

 

  



綱領( 2 ) 諮詢及檢測事務指標 

 

諮詢及檢測事務指標的數據由政府化驗所提供。此 Web 服務根據用戶提供的參數以 CSV 格式送回最新數據。 

 

名稱 說明 備註 

化驗服務 化驗服務  數據類型: 文字 

實際數目 各類服務下進行的實際化驗數目  數據類型: 六位數字內的正整數 

 

  



綱領( 3 ) 法證事務指標 

 

法證事務指標的數據由政府化驗所提供。此 Web 服務根據用戶提供的參數以 CSV 格式送回最新數據。 

 

名稱 說明 備註 

法證事務科 法證事務科  數據類型: 文字 

已調查個案 已調查個案  數據類型: 文字 

實際數目 已調查個案數目  數據類型: 五位數字內的正整數 

 

  



工作统计的数据规范 

 
纲领( 1 ) 法定化验目标 

 

法定化验目标的衡量服务表现准则的数据由政府化验所提供。此 Web 服务根据用户提供的参数以 CSV 格式送回最新数据。 

 

名称 说明 备注 

进行化验之物品 进行化验之物品及其衡量服务表现准则  数据类型: 文字 

目标 目标衡量服务表现准则  数据类型: 正整数百分比 

实际 实际衡量服务表现准则  数据类型: 正整数百分比 

 

  



纲领( 2 ) 咨询及检测事务目标 

 

咨询及检测事务目标的衡量服务表现准则的数据由政府化验所提供。此 Web 服务根据用户提供的参数以 CSV 格式送回最新

数据。 

 

名称 说明 备注 

进行化验之物品 进行化验之物品及其衡量服务表现准则  数据类型: 文字 

目标 目标衡量服务表现准则  数据类型: 正整数百分比 

实际 实际衡量服务表现准则  数据类型: 正整数百分比 

 

  



纲领( 3 ) 法证事务目标 

 

法证事务目标的衡量服务表现准则的数据由政府化验所提供。此 Web 服务根据用户提供的参数以 CSV 格式送回最新数据。 

 

名称 说明 备注 

进行化验之物品 进行化验之物品及其衡量服务表现准则  数据类型: 文字 

目标 目标衡量服务表现准则  数据类型: 正整数百分比 

实际 实际衡量服务表现准则  数据类型: 正整数百分比 

 

  



纲领( 1 ) 法定化验指标 

 

法定化验指标的数据由政府化验所提供。此 Web 服务根据用户提供的参数以 CSV 格式送回最新数据。 

 

名称 说明 备注 

化验服务 化验服务  数据类型: 文字 

实际数目 各类服务下进行的实际化验数目  数据类型: 六位数字内的正整数 

 

  



纲领( 2 ) 咨询及检测事务指标 

 

咨询及检测事务指标的数据由政府化验所提供。此 Web 服务根据用户提供的参数以 CSV 格式送回最新数据。 

 

名称 说明 备注 

化验服务 化验服务  数据类型: 文字 

实际数目 各类服务下进行的实际化验数目  数据类型: 六位数字内的正整数 

 

  



纲领( 3 ) 法证事务指标 

 

法证事务指标的数据由政府化验所提供。此 Web 服务根据用户提供的参数以 CSV 格式送回最新数据。 

 

名称 说明 备注 

法证事务科 法证事务科  数据类型: 文字 

已调查个案 已调查个案  数据类型: 文字 

实际数目 已调查个案数目  数据类型: 五位数字内的正整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