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離島離島離島離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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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偏偏偏離離離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T1

T01 大嶼山大嶼山大嶼山大嶼山   19,207 +13.22 

 

北北北北 南環路南環路南環路南環路、、、、赤鱲角南路赤鱲角南路赤鱲角南路赤鱲角南路、、、、順東路順東路順東路順東路、、、、裕東路裕東路裕東路裕東路 

東涌東交匯處東涌東交匯處東涌東交匯處東涌東交匯處、、、、北大嶼山公路北大嶼山公路北大嶼山公路北大嶼山公路、、、、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翔東路翔東路翔東路翔東路 

 1. 長沙長沙長沙長沙 
2. 麗濱別墅麗濱別墅麗濱別墅麗濱別墅 
3. 龍軒苑龍軒苑龍軒苑龍軒苑 
4. 龍田邨龍田邨龍田邨龍田邨 
5. 美雅花園美雅花園美雅花園美雅花園 
6. 銀灣邨銀灣邨銀灣邨銀灣邨 
7. 卓濤軒卓濤軒卓濤軒卓濤軒 
8. 澄碧邨澄碧邨澄碧邨澄碧邨 
9. 銀景中心銀景中心銀景中心銀景中心 
10. 塘福塘福塘福塘福 
11. 馬灣新村馬灣新村馬灣新村馬灣新村 
12. 石榴埔村石榴埔村石榴埔村石榴埔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大輋大輋大輋大輋峒峒峒峒、、、、榴花峒榴花峒榴花峒榴花峒、、、、老虎頭老虎頭老虎頭老虎頭、、、、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東東東東 銀礦灣銀礦灣銀礦灣銀礦灣、、、、芝芝芝芝麻麻麻麻灣灣灣灣、、、、北長洲海峽北長洲海峽北長洲海峽北長洲海峽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北長洲海峽北長洲海峽北長洲海峽北長洲海峽、、、、石鼓洲石鼓洲石鼓洲石鼓洲、、、、芝芝芝芝麻麻麻麻灣半島灣半島灣半島灣半島  

南南南南 索罟群島索罟群島索罟群島索罟群島、、、、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大嶼海峽大嶼海峽大嶼海峽大嶼海峽、、、、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西西西西 大澳大澳大澳大澳、、、、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赤鱲角之西南方赤鱲角之西南方赤鱲角之西南方赤鱲角之西南方、、、、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T02 逸東邨北逸東邨北逸東邨北逸東邨北   18,959 +11.76 

 

北北北北 逸東街逸東街逸東街逸東街  1. 逸東逸東逸東逸東(二二二二)邨邨邨邨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松仁路松仁路松仁路松仁路  

東東東東 松仁路松仁路松仁路松仁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裕東路裕東路裕東路裕東路、、、、松仁路松仁路松仁路松仁路  

南南南南 裕東路裕東路裕東路裕東路、、、、逸東街逸東街逸東街逸東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逸東街逸東街逸東街逸東街  

西西西西 逸東街逸東街逸東街逸東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逸東街逸東街逸東街逸東街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離島離島離島離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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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偏偏偏離離離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T2

T03 逸東邨南逸東邨南逸東邨南逸東邨南   20,124 +18.63 

 

北北北北 逸東街逸東街逸東街逸東街  1. 逸東逸東逸東逸東(一一一一)邨邨邨邨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逸東街逸東街逸東街逸東街  

東東東東 裕東路裕東路裕東路裕東路、、、、松仁路松仁路松仁路松仁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東涌道東涌道東涌道東涌道  

南南南南 東涌道東涌道東涌道東涌道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裕東路裕東路裕東路裕東路  

西西西西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離島離島離島離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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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偏偏偏離離離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T3

T04 東涌北東涌北東涌北東涌北   22,450 +32.34 

 

北北北北 東涌海濱路東涌海濱路東涌海濱路東涌海濱路、、、、迎禧路迎禧路迎禧路迎禧路  1. 映灣園映灣園映灣園映灣園 
2. 藍天海岸藍天海岸藍天海岸藍天海岸 
3. 影岸紅影岸紅影岸紅影岸紅 
4. 水藍水藍水藍水藍．．．．天岸天岸天岸天岸 
5. 海堤灣畔海堤灣畔海堤灣畔海堤灣畔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迎禧路迎禧路迎禧路迎禧路  

東東東東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機場快綫機場快綫機場快綫機場快綫）、）、）、）、北大嶼山公路北大嶼山公路北大嶼山公路北大嶼山公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北大嶼山公路北大嶼山公路北大嶼山公路北大嶼山公路  

南南南南 北大嶼山公路北大嶼山公路北大嶼山公路北大嶼山公路、、、、東涌東交匯處東涌東交匯處東涌東交匯處東涌東交匯處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北大嶼山公路北大嶼山公路北大嶼山公路北大嶼山公路  

西西西西 北大嶼山公路北大嶼山公路北大嶼山公路北大嶼山公路、、、、東涌海濱路東涌海濱路東涌海濱路東涌海濱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東涌海濱路東涌海濱路東涌海濱路東涌海濱路  

 
T05 東涌南東涌南東涌南東涌南   18,489 +8.99 

 

北北北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1. 富東邨富東邨富東邨富東邨 
2. 東堤灣畔東堤灣畔東堤灣畔東堤灣畔 
3. 裕東苑裕東苑裕東苑裕東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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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嶼山公路北大嶼山公路北大嶼山公路北大嶼山公路、、、、迎禧路迎禧路迎禧路迎禧路、、、、東涌海濱路東涌海濱路東涌海濱路東涌海濱路 

東涌東交匯處東涌東交匯處東涌東交匯處東涌東交匯處、、、、裕東路裕東路裕東路裕東路 

 

南南南南 裕東路裕東路裕東路裕東路、、、、順東路順東路順東路順東路、、、、赤鱲角南路赤鱲角南路赤鱲角南路赤鱲角南路、、、、南環路南環路南環路南環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南環路南環路南環路南環路、、、、赤鱲角南路赤鱲角南路赤鱲角南路赤鱲角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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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離島離島離島離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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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偏偏偏離離離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T4

T06 愉景灣愉景灣愉景灣愉景灣   13,390 -21.07 

 

北北北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1. 津堤津堤津堤津堤 
2. 碧濤碧濤碧濤碧濤 
3. 尚堤尚堤尚堤尚堤 
4. 蘅峰蘅峰蘅峰蘅峰 
5. 明翠台明翠台明翠台明翠台 
6. 寶峰寶峰寶峰寶峰 
7. 海堤居海堤居海堤居海堤居 
8. 康慧台康慧台康慧台康慧台 
9. 頤峰頤峰頤峰頤峰 
10. 海澄湖畔二段海澄湖畔二段海澄湖畔二段海澄湖畔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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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交椅洲小交椅洲小交椅洲小交椅洲以北以北以北以北  

南南南南 坪洲以北坪洲以北坪洲以北坪洲以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梅窩以北梅窩以北梅窩以北梅窩以北、、、、蟹地灣蟹地灣蟹地灣蟹地灣  

西西西西 老虎頭老虎頭老虎頭老虎頭、、、、榴花峒榴花峒榴花峒榴花峒、、、、愉景灣隧道愉景灣隧道愉景灣隧道愉景灣隧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大輋大輋大輋大輋峒峒峒峒、、、、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T07 坪洲及喜靈洲坪洲及喜靈洲坪洲及喜靈洲坪洲及喜靈洲   7,376 -56.52 

 

北北北北 小交椅洲小交椅洲小交椅洲小交椅洲  1. 喜靈洲職員宿舍喜靈洲職員宿舍喜靈洲職員宿舍喜靈洲職員宿舍 
2. 金坪邨金坪邨金坪邨金坪邨 
3. 南灣南灣南灣南灣 
4. 稔樹灣稔樹灣稔樹灣稔樹灣 
5. 坪麗苑坪麗苑坪麗苑坪麗苑 
6. 東灣東灣東灣東灣 
7. 元嶺仔元嶺仔元嶺仔元嶺仔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交椅洲交椅洲交椅洲交椅洲  

東東東東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西博寮海峽西博寮海峽西博寮海峽西博寮海峽  

南南南南 西博寮海峽西博寮海峽西博寮海峽西博寮海峽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喜靈洲避風塘喜靈洲避風塘喜靈洲避風塘喜靈洲避風塘  

西西西西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蟹地灣蟹地灣蟹地灣蟹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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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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偏偏偏離離離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T5

T08 南丫及蒲台南丫及蒲台南丫及蒲台南丫及蒲台   6,183 -63.55 

 

北北北北 西博寮海峽西博寮海峽西博寮海峽西博寮海峽、、、、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1. 大坪村大坪村大坪村大坪村 
2. 蘆鬚城蘆鬚城蘆鬚城蘆鬚城 
3. 模達模達模達模達 
4. 北角村北角村北角村北角村 
5. 蒲台蒲台蒲台蒲台 
6. 索罟灣索罟灣索罟灣索罟灣 
7. 大灣大灣大灣大灣 
8. 榕樹灣榕樹灣榕樹灣榕樹灣 
9. 鹿洲鹿洲鹿洲鹿洲 
10. 蘆荻灣蘆荻灣蘆荻灣蘆荻灣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東博寮海峽東博寮海峽東博寮海峽東博寮海峽  

東東東東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橫瀾島橫瀾島橫瀾島橫瀾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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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台群島蒲台群島蒲台群島蒲台群島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西西西西 長洲以東部份海域長洲以東部份海域長洲以東部份海域長洲以東部份海域、、、、西博寮海峽西博寮海峽西博寮海峽西博寮海峽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西博寮海峽西博寮海峽西博寮海峽西博寮海峽  

 
T09 長洲南長洲南長洲南長洲南   11,108 -34.52 

 

北北北北 大興堤路大興堤路大興堤路大興堤路、、、、新街市里新街市里新街市里新街市里、、、、大新海傍路大新海傍路大新海傍路大新海傍路 

大新後街大新後街大新後街大新後街、、、、學校路學校路學校路學校路、、、、觀音灣路觀音灣路觀音灣路觀音灣路 

 1. 花屏山莊花屏山莊花屏山莊花屏山莊 
2. 碧濤軒碧濤軒碧濤軒碧濤軒 
3. 高山村高山村高山村高山村 
4. 龍仔村龍仔村龍仔村龍仔村 
5. 雅寧苑雅寧苑雅寧苑雅寧苑 
6. 西灣美經援村西灣美經援村西灣美經援村西灣美經援村 
7. 大石口大石口大石口大石口 
8. 大菜園區大菜園區大菜園區大菜園區 
9. 東莞新邨東莞新邨東莞新邨東莞新邨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東東東東 西博寮海峽西博寮海峽西博寮海峽西博寮海峽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南南南南 長洲以南部份海域長洲以南部份海域長洲以南部份海域長洲以南部份海域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西西西西 石鼓洲以東石鼓洲以東石鼓洲以東石鼓洲以東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長洲西堤道長洲西堤道長洲西堤道長洲西堤道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離島離島離島離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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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偏偏偏離離離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T6

T10 長洲北長洲北長洲北長洲北   11,082 -34.67 

 

北北北北 北長洲海峽北長洲海峽北長洲海峽北長洲海峽  1. 長貴邨長貴邨長貴邨長貴邨 
2. 長苑長苑長苑長苑 
3. 浩賢軒浩賢軒浩賢軒浩賢軒 
4. 安榮安榮安榮安榮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5. 北社新村北社新村北社新村北社新村 
6. 桂濤花園桂濤花園桂濤花園桂濤花園 
7. 大貴灣新村大貴灣新村大貴灣新村大貴灣新村 
8. 同裕樓同裕樓同裕樓同裕樓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喜靈洲以南喜靈洲以南喜靈洲以南喜靈洲以南  

東東東東 西博寮海峽西博寮海峽西博寮海峽西博寮海峽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觀音灣觀音灣觀音灣觀音灣  

南南南南 觀音灣路觀音灣路觀音灣路觀音灣路、、、、學校路學校路學校路學校路、、、、大新後街大新後街大新後街大新後街 

大新海傍路大新海傍路大新海傍路大新海傍路、、、、新街市里新街市里新街市里新街市里、、、、大興堤路大興堤路大興堤路大興堤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長洲避風塘長洲避風塘長洲避風塘長洲避風塘、、、、長洲西堤道長洲西堤道長洲西堤道長洲西堤道  

西西西西 北長洲海峽北長洲海峽北長洲海峽北長洲海峽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北長洲海峽北長洲海峽北長洲海峽北長洲海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