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大埔大埔大埔大埔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區議會選區範圍區議會選區範圍區議會選區範圍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選區名稱選區名稱選區名稱選區名稱 

 
 

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 

 
 
主要屋主要屋主要屋主要屋 /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預預預預計人口計人口計人口計人口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人口人口人口人口基數基數基數基數 
偏離偏離偏離偏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P1

P01 大埔墟大埔墟大埔墟大埔墟   16,037 -5.46 

 

北北北北 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寶鄉橋寶鄉橋寶鄉橋寶鄉橋、、、、寶鄉街寶鄉街寶鄉街寶鄉街、、、、寶湖道寶湖道寶湖道寶湖道  1. 翠河花園翠河花園翠河花園翠河花園 
2. 山景閣山景閣山景閣山景閣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寶湖道寶湖道寶湖道寶湖道  

東東東東 大埔河大埔河大埔河大埔河、、、、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  

南南南南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  

西西西西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北盛街北盛街北盛街北盛街  

 
P02 大埔中大埔中大埔中大埔中   14,109 -16.83 

 

北北北北 安埔路安埔路安埔路安埔路  1. 大埔中心大埔中心大埔中心大埔中心 
2. 大埔廣場大埔廣場大埔廣場大埔廣場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安埔路安埔路安埔路安埔路、、、、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  

東東東東 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  

南南南南 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寶湖里寶湖里寶湖里寶湖里、、、、林林林林村河村河村河村河、、、、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  

西西西西 安慈路安慈路安慈路安慈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大埔大埔大埔大埔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區議會選區範圍區議會選區範圍區議會選區範圍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選區名稱選區名稱選區名稱選區名稱 

 
 

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 

 
 
主要屋主要屋主要屋主要屋 /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預預預預計人口計人口計人口計人口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人口人口人口人口基數基數基數基數 
偏離偏離偏離偏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P2

P03 頌汀頌汀頌汀頌汀   14,946 -11.90 

 

北北北北 汀麗路汀麗路汀麗路汀麗路、、、、頌雅路頌雅路頌雅路頌雅路  1. 頌雅苑頌雅苑頌雅苑頌雅苑 
2. 八號花園八號花園八號花園八號花園 
3. 昌運中心昌運中心昌運中心昌運中心 
4. 富亨邨富亨邨富亨邨富亨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亨泰樓亨泰樓亨泰樓亨泰樓 
5. 翠屏花園翠屏花園翠屏花園翠屏花園 
6. 汀雅苑汀雅苑汀雅苑汀雅苑 
7. 海寶花園海寶花園海寶花園海寶花園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頌雅路頌雅路頌雅路頌雅路  

東東東東 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安祥路安祥路安祥路安祥路、、、、安埔路安埔路安埔路安埔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安慈路安慈路安慈路安慈路、、、、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  

南南南南 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  

西西西西 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汀麗路汀麗路汀麗路汀麗路  

 
P04 大元大元大元大元   14,379 -15.24 

 

北北北北 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  1. 大元邨大元邨大元邨大元邨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  

東東東東 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安埔路安埔路安埔路安埔路  

南南南南 安埔路安埔路安埔路安埔路、、、、安泰路安泰路安泰路安泰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安祥路安祥路安祥路安祥路  

西西西西 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大埔大埔大埔大埔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區議會選區範圍區議會選區範圍區議會選區範圍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選區名稱選區名稱選區名稱選區名稱 

 
 

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 

 
 
主要屋主要屋主要屋主要屋 /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預預預預計人口計人口計人口計人口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人口人口人口人口基數基數基數基數 
偏離偏離偏離偏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P3

P05 富亨富亨富亨富亨   16,576 -2.29 

 

北北北北 頌雅路頌雅路頌雅路頌雅路、、、、全安路全安路全安路全安路  1. 富亨邨富亨邨富亨邨富亨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亨昌樓亨昌樓亨昌樓亨昌樓 

      亨隆樓亨隆樓亨隆樓亨隆樓 

      亨盛樓亨盛樓亨盛樓亨盛樓 

      亨翠樓亨翠樓亨翠樓亨翠樓 

      亨榮樓亨榮樓亨榮樓亨榮樓 

      亨耀樓亨耀樓亨耀樓亨耀樓 

      亨裕樓亨裕樓亨裕樓亨裕樓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東東東東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  

南南南南 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頌雅路頌雅路頌雅路頌雅路  

西西西西 頌雅路頌雅路頌雅路頌雅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頌雅路頌雅路頌雅路頌雅路  

 
P06 怡富怡富怡富怡富   16,606 -2.11 

 

北北北北 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  1. 富善邨富善邨富善邨富善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善景樓善景樓善景樓善景樓 

      善美樓善美樓善美樓善美樓 

      善雅樓善雅樓善雅樓善雅樓 

      善翠樓善翠樓善翠樓善翠樓 
2. 怡雅苑怡雅苑怡雅苑怡雅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完善路完善路完善路完善路  

東東東東 完善路完善路完善路完善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完善路完善路完善路完善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  

南南南南 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安埔里安埔里安埔里安埔里、、、、安埔路安埔路安埔路安埔路  

西西西西 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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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選區名稱選區名稱選區名稱選區名稱 

 
 

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 

 
 
主要屋主要屋主要屋主要屋 /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預預預預計人口計人口計人口計人口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人口人口人口人口基數基數基數基數 
偏離偏離偏離偏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P4

P07 富明新富明新富明新富明新   14,282 -15.81 

 

北北北北 安埔路安埔路安埔路安埔路、、、、安埔里安埔里安埔里安埔里  1. 富善邨富善邨富善邨富善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善群樓善群樓善群樓善群樓 

      善鄰樓善鄰樓善鄰樓善鄰樓 
2. 明雅苑明雅苑明雅苑明雅苑 
3. 新興花園新興花園新興花園新興花園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東東東東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完善路完善路完善路完善路、、、、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  

南南南南 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  

西西西西 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安埔路安埔路安埔路安埔路  

 
P08 廣福及寶湖廣福及寶湖廣福及寶湖廣福及寶湖   13,459 -20.66 

 

北北北北 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  1. 廣福邨廣福邨廣福邨廣福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廣智樓廣智樓廣智樓廣智樓 

      廣平樓廣平樓廣平樓廣平樓 

      廣崇樓廣崇樓廣崇樓廣崇樓 

      廣惠樓廣惠樓廣惠樓廣惠樓 

      廣祐樓廣祐樓廣祐樓廣祐樓 
2. 寶湖花園寶湖花園寶湖花園寶湖花園 
3. 富富富富．．．．盈門盈門盈門盈門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  

東東東東 完善路完善路完善路完善路、、、、寶湖道寶湖道寶湖道寶湖道、、、、廣宏街廣宏街廣宏街廣宏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廣宏街廣宏街廣宏街廣宏街、、、、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元洲仔段元洲仔段元洲仔段  

南南南南 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元洲仔段元洲仔段元洲仔段、、、、大埔河大埔河大埔河大埔河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大埔河大埔河大埔河大埔河、、、、寶湖道寶湖道寶湖道寶湖道  

西西西西 寶湖道寶湖道寶湖道寶湖道、、、、寶鄉街寶鄉街寶鄉街寶鄉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寶鄉街寶鄉街寶鄉街寶鄉街、、、、寶鄉橋寶鄉橋寶鄉橋寶鄉橋、、、、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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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選區名稱選區名稱選區名稱選區名稱 

 
 

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 

 
 
主要屋主要屋主要屋主要屋 /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預預預預計人口計人口計人口計人口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人口人口人口人口基數基數基數基數 
偏離偏離偏離偏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P5

P09 宏福宏福宏福宏福   12,744 -24.88 

 

北北北北 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完善路完善路完善路完善路  1. 峰林軒峰林軒峰林軒峰林軒 
2. 廣福邨廣福邨廣福邨廣福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廣禮樓廣禮樓廣禮樓廣禮樓 

      廣仁樓廣仁樓廣仁樓廣仁樓 

      廣義樓廣義樓廣義樓廣義樓 
3. 松濤閣松濤閣松濤閣松濤閣 
4. 御泓居御泓居御泓居御泓居 
5. 策誠軒策誠軒策誠軒策誠軒 
6. 宏福苑宏福苑宏福苑宏福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元州仔公園元州仔公園元州仔公園元州仔公園  

東東東東 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  

南南南南 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滘段大埔滘段大埔滘段大埔滘段、、、、完善路完善路完善路完善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 

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元洲仔段元洲仔段元洲仔段 

 

西西西西 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元洲仔段元洲仔段元洲仔段、、、、廣宏街廣宏街廣宏街廣宏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廣宏街廣宏街廣宏街廣宏街、、、、寶湖道寶湖道寶湖道寶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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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選區名稱選區名稱選區名稱選區名稱 

 
 

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 

 
 
主要屋主要屋主要屋主要屋 /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預預預預計人口計人口計人口計人口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人口人口人口人口基數基數基數基數 
偏離偏離偏離偏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P6

P10 大埔滘大埔滘大埔滘大埔滘   19,556 +15.28 

 

北北北北 大埔河大埔河大埔河大埔河、、、、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 

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元洲仔段元洲仔段元洲仔段 

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滘段大埔滘段大埔滘段大埔滘段 

 1. 美援新村美援新村美援新村美援新村 
2. 雍怡雅苑雍怡雅苑雍怡雅苑雍怡雅苑 
3. 滌濤山滌濤山滌濤山滌濤山 
4. 鹿茵山莊鹿茵山莊鹿茵山莊鹿茵山莊 
5. 大埔寶馬山大埔寶馬山大埔寶馬山大埔寶馬山 
6. 天賦海灣天賦海灣天賦海灣天賦海灣 
7. 溋玥溋玥溋玥溋玥．．．．天賦海灣天賦海灣天賦海灣天賦海灣 
8. 翡翠花園翡翠花園翡翠花園翡翠花園 
9. 海景山莊海景山莊海景山莊海景山莊 
10. 上碗窰上碗窰上碗窰上碗窰 
11. 承峰承峰承峰承峰 
12. 海鑽海鑽海鑽海鑽．．．．天賦海灣天賦海灣天賦海灣天賦海灣 
13. 皇御山皇御山皇御山皇御山 
14. 悠然山莊悠然山莊悠然山莊悠然山莊 
15. 盈峰翠邸盈峰翠邸盈峰翠邸盈峰翠邸 
16. 桃源洞桃源洞桃源洞桃源洞 
17. 新翠山莊新翠山莊新翠山莊新翠山莊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  

東東東東 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南南南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西西西西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馬窩路馬窩路馬窩路馬窩路、、、、達運道達運道達運道達運道、、、、大埔河大埔河大埔河大埔河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大埔大埔大埔大埔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區議會選區範圍區議會選區範圍區議會選區範圍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選區名稱選區名稱選區名稱選區名稱 

 
 

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 

 
 
主要屋主要屋主要屋主要屋 /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預預預預計人口計人口計人口計人口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人口人口人口人口基數基數基數基數 
偏離偏離偏離偏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P7

P11 運頭塘運頭塘運頭塘運頭塘   17,024 +0.35 

 

北北北北 達運道達運道達運道達運道、、、、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  1. 景雅苑景雅苑景雅苑景雅苑 
2. 德雅苑德雅苑德雅苑德雅苑 
3. 運頭塘邨運頭塘邨運頭塘邨運頭塘邨 
4. 逸雅苑逸雅苑逸雅苑逸雅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  

東東東東 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大埔河大埔河大埔河大埔河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大埔河大埔河大埔河大埔河  

南南南南 大埔河大埔河大埔河大埔河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大埔河大埔河大埔河大埔河、、、、達運道達運道達運道達運道  

西西西西 達運道達運道達運道達運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達運道達運道達運道達運道  

 
P12 

 
新富新富新富新富 

   
16,714 

 
-1.47 

 

北北北北 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   
1. 新峰花園新峰花園新峰花園新峰花園 
2. 御峰苑御峰苑御峰苑御峰苑 
3. 富雅花園富雅花園富雅花園富雅花園 
4. 御峰豪園御峰豪園御峰豪園御峰豪園 
5. 錦山錦山錦山錦山 
6. 錦石新村錦石新村錦石新村錦石新村 
7. 馬窩馬窩馬窩馬窩 
8. 泮涌泮涌泮涌泮涌 
9. 泮涌新村泮涌新村泮涌新村泮涌新村 
10. 新達廣場新達廣場新達廣場新達廣場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  

東東東東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大埔河大埔河大埔河大埔河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南運路、、、、達運道達運道達運道達運道  

南南南南 馬窩路馬窩路馬窩路馬窩路、、、、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吐吐吐吐露港公路露港公路露港公路露港公路  

西西西西 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大埔大埔大埔大埔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區議會選區範圍區議會選區範圍區議會選區範圍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選區名稱選區名稱選區名稱選區名稱 

 
 

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 

 
 
主要屋主要屋主要屋主要屋 /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預預預預計人口計人口計人口計人口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人口人口人口人口基數基數基數基數 
偏離偏離偏離偏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P8

P13 林村谷林村谷林村谷林村谷   21,098 +24.37 

 

北北北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粉嶺公路粉嶺公路粉嶺公路粉嶺公路  1. 林村谷林村谷林村谷林村谷 
2. 梅樹坑梅樹坑梅樹坑梅樹坑 
3. 帝欣苑帝欣苑帝欣苑帝欣苑 
4. 泰亨泰亨泰亨泰亨 
5. 泰亨豪園泰亨豪園泰亨豪園泰亨豪園 
6. 大埔花園大埔花園大埔花園大埔花園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粉嶺公路粉嶺公路粉嶺公路粉嶺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窩段大窩段大窩段大窩段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 

 

東東東東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大埔頭水圍路大埔頭水圍路大埔頭水圍路大埔頭水圍路 

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南南南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西西西西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P14 

 
寶雅寶雅寶雅寶雅 

   
14,902 

 
-12.16 

 

北北北北 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  1. 寶雅苑寶雅苑寶雅苑寶雅苑 
2. 太和邨太和邨太和邨太和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麗和樓麗和樓麗和樓麗和樓 

      安和樓安和樓安和樓安和樓 

      翠和樓翠和樓翠和樓翠和樓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  

東東東東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  

南南南南 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  

西西西西 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大埔大埔大埔大埔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區議會選區範圍區議會選區範圍區議會選區範圍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選區名稱選區名稱選區名稱選區名稱 

 
 

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 

 
 
主要屋主要屋主要屋主要屋 /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預預預預計人口計人口計人口計人口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人口人口人口人口基數基數基數基數 
偏離偏離偏離偏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P9

P15 
 

太和太和太和太和   15,623 -7.90 

 

北北北北 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  1. 太和邨太和邨太和邨太和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福和樓福和樓福和樓福和樓 

      亨和樓亨和樓亨和樓亨和樓 

      喜和樓喜和樓喜和樓喜和樓 

      居和樓居和樓居和樓居和樓 

      愛和樓愛和樓愛和樓愛和樓 

      新和樓新和樓新和樓新和樓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  

東東東東 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  

南南南南 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  

西西西西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  

 
P16 

 
舊墟及太湖舊墟及太湖舊墟及太湖舊墟及太湖 

   
15,455 

 
-8.90 

 

北北北北 大埔頭路大埔頭路大埔頭路大埔頭路  1. 美豐花園美豐花園美豐花園美豐花園 
2. 翠林閣翠林閣翠林閣翠林閣 
3. 富善花園富善花園富善花園富善花園 
4. 富萊花園富萊花園富萊花園富萊花園 
5. 翠怡花園翠怡花園翠怡花園翠怡花園 
6. 菁泉雅居菁泉雅居菁泉雅居菁泉雅居 
7. 太湖花園太湖花園太湖花園太湖花園 
8. 太和中心太和中心太和中心太和中心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汀太路汀太路汀太路汀太路、、、、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  

東東東東 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  

南南南南 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  

西西西西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大埔頭徑大埔頭徑大埔頭徑大埔頭徑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大埔頭徑大埔頭徑大埔頭徑大埔頭徑、、、、大埔頭路大埔頭路大埔頭路大埔頭路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大埔大埔大埔大埔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區議會選區範圍區議會選區範圍區議會選區範圍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選區名稱選區名稱選區名稱選區名稱 

 
 

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 

 
 
主要屋主要屋主要屋主要屋 /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預預預預計人口計人口計人口計人口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人口人口人口人口基數基數基數基數 
偏離偏離偏離偏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P10

P17 康樂園康樂園康樂園康樂園   20,783 +22.51 

 

北北北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衛奕信徑衛奕信徑衛奕信徑衛奕信徑  1. 鳳園鳳園鳳園鳳園 
2. 下坑下坑下坑下坑 
3. 康樂園康樂園康樂園康樂園 
4. 九龍坑九龍坑九龍坑九龍坑 
5. 樂賢居樂賢居樂賢居樂賢居 
6. 新圍仔新圍仔新圍仔新圍仔 
7. 大埔頭水圍大埔頭水圍大埔頭水圍大埔頭水圍 
8. 大窩大窩大窩大窩 
9. 華樂豪庭華樂豪庭華樂豪庭華樂豪庭 
10. 元嶺元嶺元嶺元嶺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東東東東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露輝路露輝路露輝路露輝路、、、、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  

南南南南 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完善路完善路完善路完善路、、、、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全安路全安路全安路全安路 

頌雅路頌雅路頌雅路頌雅路、、、、汀麗路汀麗路汀麗路汀麗路、、、、汀太路汀太路汀太路汀太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大埔頭路大埔頭路大埔頭路大埔頭路、、、、大埔頭徑大埔頭徑大埔頭徑大埔頭徑、、、、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 

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大埔太和路、、、、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林村河、、、、大埔頭水圍路大埔頭水圍路大埔頭水圍路大埔頭水圍路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窩段大窩段大窩段大窩段 

 

西西西西 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窩段大窩段大窩段大窩段、、、、粉嶺粉嶺粉嶺粉嶺公路公路公路公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粉嶺公路粉嶺公路粉嶺公路粉嶺公路、、、、大窩東支路大窩東支路大窩東支路大窩東支路、、、、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P18 

 
船灣船灣船灣船灣 

   
20,509 

 
+20.90 

 

北北北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衛奕信徑衛奕信徑衛奕信徑衛奕信徑  1. 淺月灣淺月灣淺月灣淺月灣 
2. 倚龍山莊倚龍山莊倚龍山莊倚龍山莊 
3. 雅景花園雅景花園雅景花園雅景花園 
4. 映月灣映月灣映月灣映月灣 
5. 美督南岸美督南岸美督南岸美督南岸 
6. 嘉豐花園嘉豐花園嘉豐花園嘉豐花園 
7. 比華利山別墅比華利山別墅比華利山別墅比華利山別墅 
8. 江庫花園江庫花園江庫花園江庫花園 
9. 江庫花園二期江庫花園二期江庫花園二期江庫花園二期 
10. 聚豪天下聚豪天下聚豪天下聚豪天下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東東東東 大赤門大赤門大赤門大赤門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赤門赤門赤門赤門  

南南南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  

西西西西 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汀角路、、、、露輝路露輝路露輝路露輝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大埔大埔大埔大埔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區議會選區範圍區議會選區範圍區議會選區範圍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選區名稱選區名稱選區名稱選區名稱 

 
 

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 

 
 
主要屋主要屋主要屋主要屋 /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預預預預計人口計人口計人口計人口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人口人口人口人口基數基數基數基數 
偏離偏離偏離偏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P11

P19 西貢北西貢北西貢北西貢北   15,475 -8.78 

 

北北北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大赤門大赤門大赤門大赤門  1. 海下海下海下海下 
2. 高流灣高流灣高流灣高流灣 
3. 白沙澳白沙澳白沙澳白沙澳 
4. 十四鄉十四鄉十四鄉十四鄉 
5. 帝琴灣帝琴灣帝琴灣帝琴灣 
6. 塔門塔門塔門塔門 
7. 黃竹洋黃竹洋黃竹洋黃竹洋 
8. 黃石碼頭黃石碼頭黃石碼頭黃石碼頭 
9. 榕樹澳榕樹澳榕樹澳榕樹澳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東東東東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南南南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西西西西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年華路年華路年華路年華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赤門赤門赤門赤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