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區
有需要作出改動的選區分界
(15 個民選議席維持不變)
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半山東
A02
[16 508 (-0.55%)]

東華
A13
[12 904 (-22.26%)]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包括鴨巴甸街、衛城道、西摩道、羅
便臣道、干德道和香雪道以東、士丹
頓街、伊利近街、贊善里、雲咸街和
下亞厘畢道以南、下亞厘畢道和花園
道以西及香雪道、舊山頂道和花園道
以北的範圍。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界，選區 A13(東華)在 2019 年的預計人
口會低於法例許可的下限。為使選區的
人口能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建議將鄰近
選區 A02(半山東)原區界內鴨巴甸街以
西的樓宇轉編入選區 A13(東華)。

包括東邊街、寶源里和柏道以東、皇
后大道西和荷李活道以南、鴨巴甸街
以西及卑利士道、般咸道和堅道以北
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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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區
有需要作出改動的選區分界
(13 個民選議席維持不變)
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愛群
B02
[12 509 (-24.64%)]

鵝頸
B03
[12 786 (-22.97%)]

銅鑼灣
B04
[12 503 (-24.68%)]

大坑
B07
[12 676 (-23.63%)]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包括杜老誌道、史釗域道、菲林明道
和普樂里以東、馬師道、天樂里和堅
拿道西以西、皇后大道東和厚德里以
北及鴻興道對出海域的範圍。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界 ， 選 區 B02( 愛 群 ) 、 B03( 鵝 頸 ) 及
B04(銅鑼灣)在 2019 年的預計人口均會
低於法例許可的下限，故此有需要作出
調整。建議：

包括馬師道、天樂里和堅拿道西以 (i)
東、景隆街、波斯富街、利園山道和
開平道以西、禮頓道以北及鴻興道對
出海域的範圍。

將選區 B07(大坑)原區界內禮頓道
近希雲街的部分樓宇和加路連山
道以西的範圍轉編入鄰近的選區
B04 (銅鑼灣)；

(ii) 將選區 B04(銅鑼灣)原區界內景隆
包括景隆街、波斯富街、利園山道和
街以西及謝斐道以北的樓宇轉編
開平道以東、告士打道以西、加路連
入鄰近的選區 B03 (鵝頸)；及
山道以北及維園道以南的範圍。
(iii) 將選區 B03(鵝頸)原區界內寶靈頓
道以西的部分樓宇轉編入鄰近的
包括掃桿埔運動場、聖保祿醫院、灣
選區 B02(愛群)。
景樓、國泰大廈、龍濤苑、光明臺及
浣紗花園的範圍。
上述建議令選區 B02(愛群)、B03(鵝頸)
及 B04(銅鑼灣)的人口均能調整至法例
許可幅度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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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
有需要作出改動的選區分界
(35 個民選議席維持不變)
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翠灣
C09
[12 477 (-24.83%)]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包括杏翠苑、翠樂邨、翠灣邨、富明
閣、盛泰道以東、柴灣道和新廈街以
北、富康街以西及貨物裝卸灣附近海
域的範圍。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界，選區 C09(翠灣)在 2019 年的預計人
口會低於法例許可的下限。為使選區的
人口能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建議將選區
C11(小西灣)原區界內的富明閣轉編入
鄰近的選區 C09(翠灣)。

小西灣
C11
[12 460 (-24.94%)]

包括小西灣邨瑞盛樓、瑞發樓、瑞益
樓、瑞滿樓、瑞福樓、瑞隆樓、瑞明
樓和瑞泰樓及柴灣道以南的範圍。

下耀東
C29
[17 066 (+2.81%)]

包括耀東邨耀豐樓、耀貴樓、耀明
樓、耀興樓、耀昌樓、耀輝樓、東盛
苑、耀興道以東、新成街和愛秩序灣
道以南、南安里以西及愛民街以北的
範圍。

上耀東
C30
[13 149 (-20.78%)]

包括耀東邨耀華樓、耀樂樓、耀富
樓、耀福樓、耀安樓及東駿苑。

樂康
C32
[12 685 (-23.58%)]

包括康翠臺、樂翠臺、山翠苑、華廈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邨華欣樓及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 界，選區 C32(樂康)在 2019 年的預計人
院一帶的範圍。
口會低於法例許可的下限。為使選區的
人口能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建議將選區
C33(翠德)原區界內的華廈邨華欣樓及
包括怡翠苑及柴灣道以東北和祥利 附 近 一 帶 地 方 轉 編 入 鄰 近 的 選 區
街以南的範圍。
C32(樂康)。

翠德
C33
[12 568 (-24.28%)]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界，選區 C30(上耀東)在 2019 年的預計
人口會低於法例許可的下限。為使選區
的人口能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建議將選
區 C29(下耀東)原區界內的耀東邨耀安
樓轉編入鄰近的選區 C30(上耀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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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
有需要作出改動的選區分界
(17 個民選議席維持不變)
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鴨脷洲邨
D02
[12 062 (-27.33%)]

利東一
D04
[13 493 (-18.71%)]

利東二
D05
[14 666 (-11.65%)]
薄扶林
D11
[20 748 (+25.00%)]

置富
D12
[16 105 (-2.98%)]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包括鴨脷洲邨。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界，選區 D02(鴨脷洲邨)在 2019 年的預
計人口會輕微低於法例許可的下限。但
鑑於社區完整性、地方聯繫、地理和人
口分布的考慮，調整鄰近選區的分界以
令選區 D02(鴨脷洲邨)的人口能調整至
法例許可幅度之內並不可行，故此建議
選區分界維持不變，並容許其人口繼續
偏離法例許可幅度(於 2015 年的選區分
界，此選區的人口亦獲准偏離法例許可
幅度)。

包括利東邨東平樓和東逸樓、漁安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苑、鴨脷洲海旁道一帶、玉桂山、鴨 界，選區 D05(利東二)在 2019 年的預計
脷排及其附近海域的範圍。
人口會低於法例許可的下限。為使選區
的人口能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建議將選
區 D04(利東一)原區界內的利東邨東安
包括利東邨(除東平樓和東逸樓外)。 樓及利東商場二期的範圍轉編入鄰近
的選區 D05(利東二)。

包括碧瑤灣、貝沙灣、數碼港、瑪麗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醫院、薄扶林道以西、摩星嶺道以南 界，選區 D11(薄扶林)在 2019 年的預計
的範圍及部分東博寮海峽。
人口會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為使選區
的人口能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建議將選
區原區界內沿薄扶林道一帶的數座樓
包括置富花園、薄扶林花園、薄扶林 宇轉編入鄰近的選區 D12(置富)。
村及域多利道以東、薄扶林道以東南
和薄扶林水塘道以南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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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
有需要作出改動的選區分界
(自 2020 年 1 月起新增 1 個民選議席至 20 席)
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尖沙咀西
E01
[12 673 (-23.65%)]

九龍站
(新增選區)
E02
[17 591 (+5.98%)]

佐敦南
E19
[12 742 (-23.24%)]

尖沙咀中
E20
[14 762 (-11.07%)]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包括 The Austin、Grand Austin、西九
文化區、佐治五世紀念公園一帶、柯
士甸道和麼地道以南及彌敦道和漆
咸道南以西的範圍。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界，選區 E01(尖沙咀西) (包括新增選區
E02(九龍站))在 2019 年的預計人口會
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故此需要增加新
選區以吸納超出的人口。建議：

包括 Union Square (漾日居、擎天半 (i)
島、凱旋門、君臨天下和天璽)及高
鐵總站。

在選區 E01(尖沙咀西)原區界內
Union Square 的位置劃定新增的選
區 E02(九龍站)；及

(ii) 為使選區 E01(尖沙咀西)的人口能
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分別將選區
包括上海街、官涌街和廣東道以東、
E19(佐敦南)原區界内佐治五世紀
佐敦道以南、覺士道以西及柯士甸道
念公園一帶和柯士甸道以南的樓
以北的範圍。
宇，以及選區 E20(尖沙咀中)原區
界内麼地道以南的樓宇轉編入選
區 E01(尖沙咀西)。
包括覺士道和彌敦道以東、加士居道
以南、漆咸道南以西及麼地道以北的 上 述 建 議 令 選 區 E01( 尖 沙 咀 西 ) 及
範圍。
E02(九龍站)的人口均能調整至法例許
可幅度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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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油麻地南
E04
[19 175 (+15.52%)]

尖東及京士柏
E17
[12 641 (-23.84%)]

大角咀北
E11
[20 538 (+23.73%)]

大南
E12
[20 254 (+22.02%)]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包括御金國峰、駿發花園和碧街以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南、砵蘭街、鴉打街和彌敦道以西及 界，選區 E04(油麻地南)在 2019 年的預
甘肅街以北的範圍。
計人口會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而選區
E17(尖東及京士柏)的人口則會低於法
例許可的下限。為使兩區的人口能符合
以尖東及京士柏山一帶作為核心，包 法例許可幅度，建議將選區 E04(油麻地
括砵蘭街、鴉打街、彌敦道和漆咸道 南)原區界內砵蘭街和鴉打街以東的部
南以東、窩打老道以南、紅樂道以西 分樓宇轉編入鄰近的選區 E17(尖東及
及永星里和加士居道以北的範圍。
京士柏)。
包括深旺道和福全街以東、聚魚道以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南、必發道以西及中匯街以北的範 界，選區 E12(大南)在 2019 年的預計人
圍。
口會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為使選區的
人口能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建議將選區
原區界內必發道以西的樓宇轉編入鄰
包括通州街和必發道以東、界限街以 近的選區 E11(大角咀北)。
南及彌敦道以西的範圍。

-7-

深水埗區
有需要作出改動的選區分界
(自 2020 年 1 月起新增 2 個民選議席至 25 席)
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南昌北
F03
[19 628 (+18.25%)]

石硤尾
F04
[19 039 (+14.70%)]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包括欽州街以東、大埔道和巴域街以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南、南昌街以西及長沙灣道以北的範 界，選區 F03(南昌北)及 F04(石硤尾)在
圍。
2019 年的預計人口會超出法例許可的
上限，故此有需要作出調整。建議：
包括石硤尾邨(除第 19 及 20 座、美 (i)
如樓和美映樓外)、YHA 美荷樓青年
旅舍、大埔道及北河街以北的範圍。

將選區 F04(石硤尾)原區界內的
石硤尾邨美如樓及美映樓轉編入
鄰近的選區 F25(南山、大坑東及
大坑西)；及

南山、大坑東及大坑 包括南山邨、南山苑、大坑東邨、大 (ii) 將選區 F03(南昌北)原區界內大
西
坑西新邨、仁寶大廈及石硤尾邨的美
埔道以北的部分樓宇轉編入鄰近
F25
如樓和美映樓。
的選區 F04(石硤尾)。
[19 773 (+19.12%)]
上述建議令選區 F03(南昌北)及 F04(石
硤尾)的人口均能調整至法例許可幅度
之內。
南昌南
F06
[19 858 (+19.63%)]

南昌西
F08
[20 211 (+21.76%)]

包括南昌街以東、長沙灣道以南、西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洋菜北街以西及界限街以北的範圍。 界，選區 F06(南昌南)在 2019 年的預計
人口會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為使選區
的人口能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建議將選
區原區界內近醫局街的數座樓宇轉編
包括南昌邨及九江街以東、荔枝角道 入鄰近的選區 F08(南昌西)。
以南、醫局街以西和界限街以北的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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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富昌
F09
[18 766 (+13.06%)]

幸福
F11
[18 472 (+11.28%)]

碧匯
(新增選區)
F12
[13 376 (-19.42%)]

荔枝角南
F14
[16 785 (+1.12%)]

元州
(原名為元州及蘇
屋)
F19
[18 422 (+10.98%)]

蘇屋
(新增選區)
F20
[18 751 (+12.96%)]
李鄭屋
F21
[13 336 (-19.66%)]

寶麗
F01
[18 284 (+10.15%)]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包括富昌邨及榮昌邨。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界 ， 選 區 F09( 富 昌 )( 包 括 新 增 選 區
F12(碧匯))及 F11(幸福)在 2019 年的預
計人口會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故此需
要增加新選區以吸納超出的人口。建
包括興華街以東、長沙灣道以南、東 議：
京街以西及西九龍走廊以北的範圍。
(i) 在選區 F09(富昌)原區界內匯璽的
位置劃定新增的選區 F12(碧匯)；
及
包括碧海藍天、匯璽及連翔道以南的
範圍。
(ii) 為使選區 F11(幸福)及選區 F12(碧
匯)的人口能符合法例許可幅度，
將選區 F11(幸福)原區界內的碧海
藍天及 F14(荔枝角南)原區界內興
華街西沿海的地方轉編入鄰近的
包括海麗邨和其以南一帶及興華街
選區 F12(碧匯)。
西以西的範圍。
上述建議令選區 F09(富昌)、F11(幸福)
及 F12(碧匯)的人口均能調整至法例許
可幅度之內。

包括元州邨第一至四期及興華街以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東、保安道以南和長發街以西的範 界 ， 選 區 F19( 元 州 )( 包 括 新 增 選 區
圍。
F20(蘇屋))在 2019 年的預計人口會大幅
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故此需要增加新
選區以吸納超出的人口。建議在選區
F19(元州)原區界內蘇屋邨及明愛醫院
一 帶 的 位 置 劃 定 新 增 的 選 區 F20( 蘇
包括蘇屋邨及明愛醫院一帶的範圍。 屋)，令選區 F19(元州)及 F20(蘇屋)的人
口均能調整至法例許可幅度之內。

包括李鄭屋邨及長發街以東、大埔道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以南、東沙島街以西和保安道以北的 界，選區 F21(李鄭屋)在 2019 年的預計
範圍。
人口會低於法例許可的下限。為使選區
的人口能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建議將選
區 F01(寶麗)原區界內保安道以北近懷
包括長發街以東、保安道以南、東沙 惠 道 的 數 座 樓 宇 轉 編 入 鄰 近 的 選 區
島街以西及長沙灣道以北的範圍。
F21(李鄭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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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區
有需要作出改動的選區分界
(自 2020 年 1 月起新增 1 個民選議席至 25 席)
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馬頭圍
G01
[20 629 (+24.28%)]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宋皇臺
G02
[20 388 (+22.83%)]

包括太子道西以南、農圃道以北、露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明道和天光道以東及北帝街和譚公 界，選區 G02(宋皇臺)在 2019 年的預計
道以西的範圍。
人口會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為使選區
的人口能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建議分別
將選區原區界內的北帝街以西的部分
包括宋皇臺道以南、馬頭角道以北及 樓宇和木廠街以南的數座樓宇轉編入
北帝街以東至沿海部分的範圍。
鄰近的選區 G01(馬頭圍)和 G03(馬坑
涌)。

馬坑涌
G03
[20 388 (+22.83%)]

包括木廠街和馬頭角道以南、上鄉道
以北、馬頭圍道以東至沿海部分及土
瓜灣道和炮仗街以西的範圍。

啟德北
G12
[14 068 (-15.25%)]

包括啟晴邨及煥然壹居。

啟德東
G13
[12 993 (-21.72%)]

包括德朗邨(除德璋樓、德瑞樓及德
(i)
琦樓外)。

啟德中及南
(新增選區)
G14
[12 653 (-23.77%)]

包括德朗邨德璋樓、德瑞樓、德琦
樓、啟德 1 號(I)、啟德 1 號(II)、嘉
匯、龍譽、天寰及 OASIS Kai Tak。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界，選區 G13(啟德東)(包括新增選區
G14(啟德中及南))在 2019 年的預計人
口會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故此需要增
加新選區以吸納超出的人口。建議：
在選區 G13(啟德東)原區界內德朗
邨以南的位置劃定新增的選區
G14(啟德中及南)；及

(ii) 為使選區 G13(啟德東)的人口能符
合法例許可幅度，將選區 G12(啟德
北)原區界內的德朗邨德瑜樓和德
珮樓轉編入選區 G13(啟德東)，同
時將選區 G13(啟德東)原區界內的
煥 然 壹 居 轉 編 入 選 區 G12( 啟 德
北)，使後者的人口能符合法例許
可幅度。
上述建議令選區 G13(啟德東)及 G14(啟
德中及南)的人口均能調整至法例許可
幅度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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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黃埔西
G20
[19 755 (+19.01%)]

紅磡灣
G21
[20 510 (+23.56%)]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包括黃埔花園的紫荊苑、金柏苑、錦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桃苑和翠楊苑、海濱南岸第 1 座至第 界，選區 G20(黃埔西)在 2019 年的預計
4 座和第 7 座及維港•星岸。
人口會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為使選區
的人口能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建議將選
區原區界內的海濱南岸第 5 座和第 6 座
包括黃埔新邨、紅磡灣中心、半島豪 轉編入鄰近的選區 G21(紅磡灣)。
庭及海濱南岸第 5 座和第 6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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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區
有需要作出改動的選區分界
(25 個民選議席維持不變)
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龍下
H02
[15 363 (-7.45%)]

新蒲崗
H07
[20 022 (+20.62%)]

東美
H09
[17 683 (+6.53%)]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包括黃大仙下邨(一區)及啟德花園。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界，選區 H02(龍下)在 2019 年的預計人
口會低於法例許可的下限，而其鄰近的
選區 H07(新蒲崗)在 2019 年的預計人口
會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為使兩個選區
包括爵祿街、衍慶街、錦榮街、仁愛 的人口能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建議將選
街和崇齡街以東至彩虹道及景福街 區 H07(新蒲崗)原區界內衍慶街一帶的
和太子道東以北至彩虹道的範圍。 樓宇轉編入鄰近的選區 H09(東美)，及
同時將後者原區界內的啟德花園轉編
入鄰近的選區 H02(龍下)。
包括美東邨、衙前圍及東頭(二)邨振
東樓、富東樓、貴東樓、泰東樓、耀
東樓和裕東樓。

竹園北
H15
[18 356 (+10.58%)]

包括竹園北邨橡園樓、梅園樓、桃園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樓、桐園樓、蕙園樓和榕園樓、盈福 界，選區 H18(正安)及 H19(慈雲東)在
苑及沙田坳邨。
2019 年的預計人口均會超出法例許可
的上限，故此有需要作出調整。建議：

慈雲西
H16
[20 405 (+22.93%)]

包括慈樂邨、永發大廈、發強樓及寶 (i)
明樓。

將選區 H19(慈雲東)原區界內的永
發大廈、發強樓及寶明樓轉編入鄰
近的選區 H16(慈雲西)；及

正愛
H17
[20 466 (+23.30%)]

(ii) 將選區 H18(正安)原區界內的慈正
包括慈正邨正德樓、正和樓和正怡樓
邨正怡樓轉編入鄰近的選區
及慈愛苑。
H17(正愛)，同時將後者原區界內
的沙田坳邨轉編入鄰近的選區
H15(竹園北)。

正安
H18
[19 420 (+16.99%)]

包括慈正邨正暉樓、正泰樓、正旭 上述建議令選區 H18(正安)及 H19(慈雲
樓、正遠樓、正明樓、正康樓和正安 東)的人口均能調整至法例許可幅度之
樓及慈安苑安康閣。
內。

慈雲東
H19
[20 644 (+24.37%)]

包括慈民邨、慈康邨、慈安苑安欣閣
及毓華里和蒲蕙里以東一帶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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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區
有需要作出改動的選區分界
(自 2020 年 1 月起新增 3 個民選議席至 40 席)
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啟業
J03
[20 355 (+22.63%)]

彩德
(原名為雙彩)
J06
[17 540 (+5.67%)]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包括啟業邨、啟泰苑、得寶花園及彩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盈邨盈富樓、盈安樓和盈康樓。
界，選區 J06(彩德)在 2019 年的預計人
口會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為使選區的
人口能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建議將選區
原區界內的彩盈邨盈富樓、盈安樓及盈
包括彩德邨。
康樓轉編入鄰近的選區 J03(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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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安利
J10
[18 411 (+10.92%)]

安泰
(新增選區)
J11
[20 739 (+24.94%)]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包括順安邨、順利邨利業樓、利溢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樓、利康樓和利富樓及安泰邨和泰樓 界，選區 J12(秀茂坪北)及 J16(寶達)(包
和明泰樓。
括兩個新增選區 J11(安泰)和 J14(安達))
在 2019 年的預計人口均會超出法例許
可的上限，故此需要增加新選區以吸納
包括安泰邨(除和泰樓及明泰樓外)。 超出的人口。建議：
(i) 在選區 J16(寶達)原區界內安泰邨
及安達邨的位置，分別劃定新增的
選區 J11(安泰)及 J14(安達)；

秀茂坪北
J12
[19 055 (+14.80%)]

包括秀茂坪邨秀雅樓、秀義樓、秀康 (ii) 為使選區 J11(安泰)的人口能符合
樓、秀樂樓、秀華樓、秀逸樓、秀和
法例許可幅度，將安泰邨和泰樓及
樓、秀富樓及秀安樓。
明泰樓轉編入鄰近的選區 J10(安
利)；

秀茂坪中
J13
[19 749 (+18.98%)]

包括秀茂坪邨秀緻樓、秀程樓、秀景 (iii) 為使選區 J14(安達)的人口能符合
樓、秀慧樓、秀賢樓、秀裕樓和安達
法例許可幅度，將安達邨愛達樓及
邨愛達樓和誠達樓。
誠達樓轉編入鄰近的選區 J13(秀茂
坪中)，並調整選區 J12(秀茂坪北)
的選區分界，同時將選區 J13(秀茂
包括安達邨(除愛達樓及誠達樓外)。
坪中)原區界內的秀茂坪邨秀暉樓
轉編入鄰近的選區 J15(秀茂坪南)；

安達
(新增選區)
J14
[19 618 (+18.19%)]

秀茂坪南
J15
[20 193 (+21.65%)]

寶達
J16
[20 490 (+23.44%)]

(iv) 為使選區 J16(寶達)的人口能符合
法例許可幅度，將選區原區界內的
寶達邨達顯樓轉編入鄰近的選區
包括秀茂坪南邨、寶達邨達喜樓、達
J15(秀茂坪南)；及
信樓、達佳樓和達顯樓及秀茂坪邨秀
明樓和秀暉樓。
(v) 為使選區 J12(秀茂坪北)的人口能
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將選區原區界
內的秀茂坪邨秀明樓轉編入鄰近
包括寶達邨(除達喜樓、達信樓、達
的選區 J15(秀茂坪南)。
佳樓及達顯樓外)。
上述建議令選區 J11(安泰)、J12(秀茂坪
北)、J14(安達)及 J16(寶達)的人口均能
調整至法例許可幅度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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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藍田
J19
[20 638 (+24.33%)]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包括藍田邨、康逸苑及啟田邨。

平田
J20
[17 697 (+6.61%)]

包括平田邨、安田邨及啟田大廈。

俊翔
(新增選區)
J22
[17 214 (+3.71%)]

包括高俊苑及高翔苑。

油塘東
J23
[15 754 (-5.09%)]

包括高怡邨及鯉魚門邨。

油翠
(原名為翠翔)
J24
[17 969 (+8.25%)]

油麗
J25
[16 068 (-3.20%)]

麗港城
J27
[24 757 (+49.15%)]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界，選區 J19(藍田)在 2019 年的預計人
口會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為使選區的
人口能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建議將選區
原區界內的啟田大廈轉編入鄰近的選
區 J20(平田)。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界，選區 J23(油塘東)、J24(油翠)(包括
新 增 選區 J22( 俊翔 ))及 J25( 油 麗) 在
2019 年的預計人口會超出法例許可的
上限，故此需要增加新選區以吸納超出
的人口。建議：

(i) 在選區 J24(油翠)原區界內高翔苑
的 位 置 劃 定 新 增 的 選 區 J22( 俊
翔)，並吸納選區 J23(油塘東)原區
界內的高俊苑及高翔苑高鳳閣和
包括油翠苑、油美苑、油塘中心及油
高飛閣，以使後者的人口能符合法
麗邨豐麗樓和盈麗樓。
例許可幅度；及
(ii) 為使選區 J25(油麗)的人口能符合
法例許可幅度，將選區原區界內的
油麗邨豐麗樓及盈麗樓轉編入鄰
包括油麗邨雅麗樓、碧麗樓、智麗
近的選區 J24(油翠)。
樓、秀麗樓、逸麗樓、頤麗樓、卓麗
樓和雍麗樓。
上述建議令選區 J22(俊翔)、J23(油塘
東)、J24(油翠)及 J25(油麗)的人口均能
調整至法例許可幅度之內。
包括麗港城及敬業街和鯉魚門道以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南的範圍。
界，選區 J27(麗港城)在 2019 年的預計
人口會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但鑑於地
理因素的考慮，調整鄰近選區的分界以
吸納超出的人口並不可行，故此建議選
區分界維持不變，並容許其人口繼續偏
離法例許可幅度(於 2015 年的選區分
界，此選區的人口亦獲准偏離法例許可
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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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區
有需要作出改動的選區分界
(自 2020 年 1 月起新增 1 個民選議席至 19 席)
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德華
K01
[15 475 (-6.77%)]

楊屋道
K02
[17 799 (+7.23%)]

荃灣南
(新增選區)
K03
[19 623 (+18.22%)]

荃灣西
K05
[16 058 (-3.26%)]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包括大河道以東、關門口街以西、西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樓角路以南及沙咀道以北的範圍。 界，選區 K01(德華)、K02(楊屋道)(包
括新增選區 K03(荃灣南))及 K05(荃灣
西)在 2019 年的預計人口均會超出法例
許可的上限，故此需要增加新選區以吸
包括川龍街以東、德士古道以西、沙 納超出的人口。建議：
咀道以南及楊屋道以北的範圍。
(i)
在選區 K02(楊屋道)原區界內爵
悅庭的位置劃定新增的選區
K03(荃灣南)；及
包括萬景峰、御凱、爵悅庭、樂悠居
及環宇海灣。
(ii) 為使選區 K01(德華)、K03(荃灣
南) 及 K05(荃灣西)的人口能符
合法例 許可 幅度 ，分 別 將 選 區
K01(德華)原區界內萬景峰及其
以東的樓宇，以及選區 K05(荃灣
包括灣景花園、麗城花園第三期、韻
西)原區界內的御凱及環宇海灣
濤居、海之戀及柏傲灣。
轉編入選區 K03(荃灣南)。
上述建議令選區 K01(德華)、K02(楊屋
道)、K03(荃灣南)及 K05(荃灣西)的人
口均能調整至法例許可幅度之內。

綠楊
K10
[13 352 (-19.56%)]

象石
K16
[13 060 (-21.32%)]

包括綠楊新邨、怡景園、木棉下村、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海壩村南台、白田壩村、西樓角村及 界，選區 K16(象石)在 2019 年的人口會
新村的範圍。
低於法例許可的下限。為使選區的人口
能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建議將鄰近選區
K10(綠楊)原區界內三疊潭村和圓玄學
包括石圍角邨石菊樓和石翠樓、象山 院一帶的地方轉編入選區 K16(象石)。
邨、海壩村、三棟屋村、老圍、流芳
園及三疊潭村和圓玄學院一帶的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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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
有需要作出改動的選區分界
(自 2020 年 1 月起新增 2 個民選議席至 31 席)
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屯門市中心
L01
[20 442 (+23.15%)]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包括瓏門第一座至第八座、錦華花
園、屯門大會堂、屯門市廣場、華都
花園、新都大廈、怡峰園及仁政街以
南的範圍。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界，選區 L01(屯門市中心)在 2019 年的
預計人口會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為使
選區的人口能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建議
將選區原區界內明藝街附近的部分樓
宇轉編入鄰近的選區 L11(新墟)。

新墟
L11
[20 036 (+20.71%)]

包括屯門河道、屯門鄉事會路和青山
公路-青山灣段以東、聖公會聖西門
呂明才中學和仁政街以北及井頭下
村和藍地石礦場以南的範圍。

掃管笏
(新增選區)
L12
[13 828 (-16.69%)]

包括掃管笏及小欖一帶的範圍。

三聖
L13
[17 237 (+3.84%)]

包括屯門避風塘、三聖邨、海慧花 (i) 在選區 L14(恒福)原區界內掃管笏
園、黃金海岸、大欖涌及大小磨刀的
村一帶的位置劃定新增的選區
範圍。
L12(掃管笏)；及

恒福
L14
[14 473 (-12.81%)]

包括恒福花園、三聖墟及海景花園和
愛琴海岸一帶的範圍。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界，選區 L13(三聖)及 L14(恒福)(包括
新增選區 L12(掃管笏))在 2019 年的預
計人口會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故此需
要增加新選區以吸納超出的人口。建議:

(ii) 為使選區 L12(掃管笏)及 L13(三聖)
的人口能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將選
區 L13(三聖)原區界內小欖村一帶
的地方轉編入選區 L12(掃管笏)。
上述建議令選區 L12(掃管笏) 、L13(三
聖)及 L14(恒福)的人口均能調整至法例
許可幅度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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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寶田
L25
[15 431 (-7.04%)]

欣田
(新增選區)
L28
[16 746 (+0.89%)]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包括寶田邨、小坑村及寶塘下一帶的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範圍。
界 ， 選 區 L25( 寶 田 )( 包 括 新 增 選 區
L28(欣田))在 2019 年的預計人口會大
幅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故此需要增加
新選區以吸納超出的人口。建議在選區
包括欣田邨、紫田村、新慶村及茵翠 L25(寶田)原區界內欣田邨、紫田村及新
豪庭一帶的範圍。
慶村的位置，劃定新增的選區 L28(欣
田)，令選區 L25(寶田)及 L28(欣田)的
人口均能調整至法例許可幅度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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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
有需要作出改動的選區分界
(自 2020 年 1 月起新增 4 個民選議席至 39 席)
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元朗中心
M02
[15 542 (-6.37%)]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包括元發徑和大棠路以東至朗日
路、元朗安樂路和安寧路以南及青山
公路 – 元朗段和合益路以北的範
圍。

南屏
M07
[13 508 (-18.62%)]

包括朗屏邨喜屏樓、賀屏樓、畫屏樓
和悅屏樓、富來花園及紫荊樓第二期
的範圍。

北朗
M08
[13 849 (-16.57%)]

包括朗屏邨鵲屏樓、鳳屏樓、珠屏
樓、錦屏樓、鏡屏樓、雁屏樓、寶屏
樓、繡屏樓、石屏樓、燕屏樓和玉屏
樓。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界，選區 M02(元朗中心)及 M08(北
朗)(包括新增選區 M09(元朗東頭))在
2019 年的預計人口會非常接近法例許
可的上限，故此考慮在此範圍增加新選
區以吸納部分人口。建議：
(i)

在選區 M08(北朗)原區界內朗屏 8
號及映御的位置劃定新增的選區
M09( 元 朗 東 頭 ) ， 並 吸 納 選 區
M02(元朗中心)原區界內的鈞樂新
邨、大橋及世宙一帶的樓宇以使選
區 M09(元朗東頭)的人口能符合
法例許可幅度；及

(ii) 為使選區 M08(北朗)的人口能符
合法例許可幅度，將選區 M07(南
屏)原區界的朗屏邨鵲屏樓和鳳屏
樓轉編入選區 M08(北朗)。

元朗東頭
(新增選區)
M09
[13 186 (-20.56%)]

包括映御、采葉庭、尚豪庭、鈞樂新
邨、朗屏 8 號、宏富苑、大橋、世宙
及朗晴邨的範圍。

鳳翔
M03
[15 976 (-3.75%)]

包括金怡花園、雅研花苑、朗晴居、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朗怡居、譽 88 及大棠路和又新街以 界，選區 M05(十八鄉中)在 2019 年的預
東至悠田西路的範圍。
計人口會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為使選
區的人口能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建議將
選區原區界內的金怡花園和雅研花苑
包括上攸田村、下攸田村、蝶翠峰、 轉編入鄰近的選區 M03(鳳翔)。
禮修村、馬田壆、龍田村及馬田村的
範圍。

十八鄉中
M05
[20 582 (+24.00%)]

上 述 建 議 令 選 區 M02( 元 朗 中 心 ) 及
M08(北朗)的人口均能調整至更接近標
準人口基數。

- 19 -

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十八鄉北
(新增選區)
M10
[14 251 (-14.15%)]

十八鄉東
M11
[13 766 (-17.07%)]

十八鄉西
M12
[19 402 (+16.89%)]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包括山貝涌口村以東、青山公路 –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潭尾段以西、錦田河以南及 Grand 界，選區 M11(十八鄉東)(包括新增選區
Yoho 和元朗公路以北的範圍。
M10(十八鄉北)) 及 M12(十八鄉西)在
2019 年的預計人口均會超出法例許可
的上限，故此需要增加新選區以吸納超
出的人口。建議：
包括東成里、竹新村、朗善邨、崇正
新村、港頭村及崇山新村的範圍。
(i) 在選區 M11(十八鄉東)原區界內元
朗公路以北的位置劃定新增的選
區 M10(十八鄉北)；及
包括田寮村、水蕉老圍、黃泥墩村及 (ii) 為使選區 M12(十八鄉西)的人口能
楊家村的範圍。
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將選區原區界
內的崇正新村(一)及崇正新村(二)
轉編入鄰 近的選 區 M11(十 八 鄉
東)。
上 述 建 議 令 選 區 M10( 十 八 鄉 北 ) 、
M11(十八鄉東)及 M12(十八鄉西)的人
口均能符合法例許可幅度。

屏山南
M13
[16 555 (-0.27%)]

洪福
(新增選區)
M14
[12 641 (-23.84%)]

屏山中
M16
[15 036 (-9.42%)]

包括青山公路 – 洪水橋段以南的欖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口村、山下村、唐人新村、大道村和 界，選區 M13(屏山南)(包括新增選區
丹桂村的範圍及雅珊園。
M14(洪福))在 2019 年的預計人口會超
出法例許可的上限，故此需要增加新選
區以吸納超出的人口。建議在選區
包括洪福邨。
M13(屏山南)原區界內洪福邨的位置劃
定 新 增 的 選 區 M14( 洪 福 ) ， 令 選 區
M13(屏山南)及 M14(洪福)的人口均能
調整至法例許可幅度之內。為此亦需同
時調整選區 M16(屏山中)近洪福邨的選
區分界。
包括石埗村、洪屋村、新起村、水邊
村、振興新村、水田村、上章圍、蝦
尾新村及馮家圍的範圍。

- 20 -

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屏山中
M16
[15 036 (-9.42%)]

盛欣
(新增選區)
M17
[12 903 (-22.27%)]

天盛
M18
[14 278 (-13.98%)]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包括石埗村、洪屋村、新起村、水邊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村、振興新村、水田村、上章圍、蝦 界，選區 M16(屏山中)(包括新增選區
尾新村及馮家圍的範圍。
M17(盛欣))及 M18(天盛)在 2019 年的
預計人口會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故此
需要增加新選區以吸納超出的人口。建
包括天盛苑盛彩閣、盛昭閣、盛頤 議：
閣、盛賢閣和盛匯閣及屏欣苑。
(i) 在選區 M16(屏山中)原區界內屏欣
苑的位置劃定新增的選區 M17(盛
欣)；及
包括天盛苑盛勤閣、盛志閣、盛謙 (ii) 為使選區 M17(盛欣)及 M18(天盛)
閣、盛悅閣、盛鼎閣、盛亨閣、盛旭
的人口能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將選
閣、盛珍閣、盛泉閣、盛譽閣、盛坤
區 M18(天盛)原區界內天盛苑的五
閣和盛麗閣。
座樓宇轉編入選區 M17(盛欣)。
上述建議令選區 M16(屏山中)、M17(盛
欣)及 M18(天盛)的人口均能調整至法
例許可幅度之內。

嘉湖南
M22
[18 631 (+12.24%)]

嘉湖北
M27
[20 117 (+21.19%)]

包 括 嘉 湖 山 莊 麗 湖 居 第 一 座 至 三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座、置富嘉湖、翠湖居、賞湖居及樂 界，選區 M27(嘉湖北)在 2019 年的預計
湖居。
人口會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為使選區
的人口能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建議將選
區原區界內的置富嘉湖及麗湖居第一
包括嘉湖山莊景湖居、美湖居及麗湖 座至三座轉編入鄰近的選區 M22(嘉湖
居第四座至十座。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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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錦綉花園
M35
[20 038 (+20.72%)]

新田
M36
[19 916 (+19.98%)]

錦田
M37
[20 493 (+23.46%)]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包括錦綉花園、海錦豪園、海錦花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園、文苑村、加州花園及加州豪園 界，選區 M36(新田)及 M37(錦田)在
的範圍。
2019 年的預計人口均會超出法例許
可的上限，故此有需要作出調整。建
議：
包括和生圍、米埔老圍、蕃田村、
潘屋村、夏威夷豪園、碧豪苑、大 (i) 將選區 M36(新田)原區界內的加
生圍、攸潭尾村及模範鄉的範圍。
州花園及加州豪園轉編入鄰近
的選區 M35(錦綉花園)﹔及
包括爾巒、高埔村、Park Yoho、逢 (ii) 將選區 M37(錦田)原區界內的模
吉鄉、華盛村及泰康村的範圍。
範鄉轉編入鄰近的選區 M36(新
田)。
上 述 建 議 令 選 區 M36( 新 田 ) 及
M37(錦田)的預計人口均能調整至法
例許可幅度之內。

八鄉北
M38
[13 491 (-18.72%)]

八鄉南
M39
[20 545 (+23.77%)]

包括吳家村、長江村、梁屋村及橫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台山的範圍。
界，選區 M39(八鄉南)在 2019 年的
預計人口會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為
使選區的人口能符合法例許可幅
度，建議將選區原區界內吳家村的範
包括水流田、金錢圍、石崗村、石 圍轉編入鄰近的選區 M38(八鄉北)。
湖塘、上村及黃竹園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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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
有需要作出改動的選區分界
(18 個民選議席維持不變)
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聯和墟
N01
[20 753 (+25.03%)]

粉嶺市
N02
[15 211 (-8.36%)]

御太
N10
[18 967 (+14.27%)]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包括榮福中心、榮輝中心、海聯廣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場、帝庭軒、御庭軒及聯和墟。
界，選區 N01(聯和墟)在 2019 年的預計
人口會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建議將選
區原區界內的瓏山一號轉編入鄰近的
選區 N02(粉嶺市)。雖然選區 N01(聯和
包括掃管埔、粉嶺圍、瑞栢園、海燕 墟)的人口仍輕微超出法例許可 的 上
花園、靈山村、芬園政府警察已婚宿 限，但鑑於社區獨特性及地方聯繫的考
舍、粉嶺花園、瓏山一號、粉嶺樓、 慮，建議容許其人口偏離法例許可幅
安樂村及粉嶺中心。
度。
包括高爾夫景園、御皇庭、上水紀律
部隊宿舍、上水已婚警察宿舍、太平
邨、威尼斯花園、丙崗、大隴、歌賦
嶺及邁爾豪園。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界，選區 N11(上水鄉郊)在 2019 年的預
計人口會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故此有
需要作出調整。建議：
(i)

將選區 N11(上水鄉郊)原區界內的
松柏塱及大頭嶺一帶地方轉編入
鄰近的選區 N15(鳳翠)，為此亦需
同時調整選區 N13(石湖墟)的選區
分界；及

上水鄉郊
N11
[20 757 (+25.05%)]

包括馬草壟、古洞、河上鄉、歐意花
園及坑頭。

石湖墟
N13
[19 841 (+19.53%)]

包括石湖墟、龍豐花園、新都廣場、 (ii) 將選區 N11(上水鄉郊)原區界內的
上水中心、上水名都及順欣花園。
歌賦嶺及邁爾豪園轉編入鄰近的
選區 N10(御太)。

鳳翠
N15
[18 666 (+12.45%)]

雖然選區 N11(上水鄉郊)的人口仍輕微
包括虎地坳、華山、上水鄉、翠麗花 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但鑑於地理交
園、天平山、松柏塱及大頭嶺。
通、社區完整性和地方聯繫的考慮，建
議容許其人口偏離法例許可幅 度 (於
2015 年的選區分界，此選區的人口亦獲
准偏離法例許可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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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區
有需要作出改動的選區分界
(19 個民選議席維持不變)
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宏福
P09
[19 301 (+16.28%)]

大埔滘
P10
[18 120 (+9.16%)]
林村谷
P13
[17 508 (+5.48%)]

寶雅
P14
[20 357 (+22.64%)]

康樂園
P17
[20 488 (+23.43%)]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包括廣福邨廣仁樓、廣義樓和廣禮
樓、宏福苑、御泓居、松濤閣、策誠
軒、峰林軒、天賦海灣、逸瓏灣及部
分吐露港。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界，選區 P09(宏福)在 2019 年的預計人
口會低於法例許可的下限，而選區
P10(大埔滘)在 2019 年的預計人口則會
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為使兩個選區的
人口能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建議將選區
包括燕岩以東、吐露港公路以南及鉛 P10(大埔滘)原區界內的天賦海灣及逸
鑛坳至白石角以北的範圍。
瓏灣轉編入鄰近的選區 P09(宏福)。

包括林村河以西至大刀屻及南華莆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以南至嘉道理農場的範圍。
界，選區 P13(林村谷)及 P17(康樂園)在
2019 年的預計人口會超出法例許可的
上限。為使兩個選區的人口能符合法例
許可幅度，建議將選區 P17(康樂園)原
包括大埔花園、帝欣苑、大埔頭水 區界內的大埔頭水圍、大埔頭、太湖山
圍、大埔頭、太湖山莊、華樂豪庭和 莊及華樂豪庭，以及選區 P13(林村谷)
其以北範圍、寶雅苑及太和邨安和 原區界內的大埔花園及帝欣苑轉編入
樓、麗和樓和翠和樓。
鄰近的選區 P14(寶雅)。

包括康樂園、新圍仔、九龍坑、鳳園
和沙羅洞一帶的範圍及部分吐露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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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
有需要作出改動的選區分界
(自 2020 年 1 月起新增 2 個民選議席至 29 席)
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西貢市中心
Q01
[10 901 (-34.33%)]

白沙灣
Q02
[15 810 (-4.75%)]

西貢離島
Q03
[12 894 (-22.32%)]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包括大網仔路以南、普通道和西貢公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路以東的範圍及西貢海部分海域。
界，選區 Q01(西貢市中心)在 2019 年的
預計人口會低於法例許可的下限。但鑑
於社區完整性、地方聯繫、地理交通和
人口分布的考慮，調整鄰近選區的分界
以令選區 Q01(西貢市中心)的人口能調
整至法例許可幅度之內並不可行，故此
建議選區分界維持不變，並容許其人口
繼續偏離法例許可幅度(於 2015 年的選
區分界，此選區的人口亦獲准偏離法例
許可幅度)。
包括西貢公路以東白沙灣、西貢公路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以西的範圍及西貢海部分海域。
界，選區 Q03(西貢離島)在 2019 年的預
計人口會低於法例許可的下限。為使選
區的人口能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建議將
選區 Q02(白沙灣)原區界內沿菠蘿輋路
包括沿菠蘿輋路一帶的鄉村及其以 以西的澳朗村、太平村、北港㘭、紅花
北、北港路旁濾水廠一帶、大網仔路 村、茅坪新村、黃竹山新村、大水井、
和普通道以西的範圍及西貢海以東 石壟仔新村一帶的範圍轉編入鄰近的
的離島。
選區 Q03(西貢離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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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海晉
(新增選區)
Q10
[18 223 (+9.78%)]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包括天晉 II、天晉 IIIA、天晉 IIIB、
帝景灣、The Parkside、嘉悅、海天
晉、Savannah、海翩滙、Monterey、
藍塘傲及 Capri。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界 ， 選 區 Q11( 寶 怡 )( 包 括 新 增 選 區
Q10(海晉))在 2019 年的預計人口會大
幅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故此需要增加
新選區以吸納超出的人口。建議在選區
Q11(寶怡)原區界內寶盈花園及怡明邨
以外的範圍劃定新增的選區 Q10(海
晉)，令選區 Q10(海晉)及 Q11(寶怡)的
人口均能調整至法例許可幅度之內，為
此亦需同時調整選區 Q27(軍寶)的選區
分界。

寶怡
Q11
[15 330 (-7.65%)]

包括寶盈花園及怡明邨。

軍寶
Q27
[13 854 (-16.54%)]

包括新寶城及將軍澳廣場。

康景
Q16
[12 786 (-22.97%)]

包括康盛花園、景明苑及怡心園。

慧茵
(新增選區)
Q20
[13 752 (-17.15%)]

包括慧安園、富麗花園、旭輝臺及茵
怡花園。
(i)

運亨
Q21
[14 254 (-14.13%)]

包括都會豪庭、新都城第一期及叠翠
軒。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界 ， 選 區 Q21( 運 亨 )( 包 括 新 增 選 區
Q20(慧茵))在 2019 年的預計人口會超
出法例許可的上限，故此需要增加新選
區以吸納超出的人口。建議：
在選區 Q21(運亨)原區界內茵怡花
園的位置劃定新增的選區 Q20(慧
茵)；及

(ii) 為使選區 Q20(慧茵)的人口能符合
法例許可幅度，將選區 Q16(康景)
原區界內的慧安園、富麗花園及旭
輝臺轉編入選區 Q20(慧茵)。
上述建議令選區 Q20(慧茵)及 Q21(運
亨)的人口均能調整至法例許可幅度之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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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
有需要作出改動的選區分界
(自 2020 年 1 月起新增 3 個民選議席至 41 席)
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博康
R08
[16 063 (-3.23%)]

水泉澳
(新增選區)
R09
[20 294 (+22.26%)]

乙泉
(原名為乙明)
R10
[19 634 (+18.28%)]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包括博康邨、沙田圍、沙田圍新村、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灰窰下及謝屋村。
界 ， 選 區 R10( 乙 泉 )( 包 括 新 增 選 區
R09(水泉澳))在 2019 年的預計人口會
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故此需要增加新
選區以吸納超出的人口。建議：
包括水泉澳邨第一、三和四期及麥當
勞叔叔之家。
(i)
在選區 R10(乙泉)原區界內水泉
澳邨第一、三和四期及麥當勞叔
叔之家的位置劃定新增的選區
R09(水泉澳)；及
包括乙明邨、山下圍(曾大屋)、作壆 (ii)
坑新村、水泉澳邨第二期及城門河道
以南的範圍。

為使選區 R10(乙泉)的人口能符
合法例許可幅度，將選區原區界
內的沙田圍、沙田圍新村、灰窰
下及謝屋村轉編入鄰近的選區
R08(博康)。

上述建議令選區 R09(水泉澳)及 R10(乙
泉)的人口均能調整至法例許可幅度之
內。
雲城
R16
[20 104 (+21.12%)]

翠嘉
R19
[18 417 (+10.95%)]

包括名城、盛薈、盛世及雲疊花園。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界，選區 R16(雲城)在 2019 年的預計人
口會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為使選區的
人口能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建議將選區
原區界內的海福花園轉編入鄰近的選
包括海福花園、金禧花園、富嘉花 區 R19(翠嘉)。
園、部分新翠邨及積福街以南的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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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穗禾
R22
[12 870 (-22.47%)]

火炭
R23
[20 520 (+23.62%)]

海嵐
(新增選區)
R25
[12 926 (-22.13%)]

頌安
R26
[15 840 (-4.57%)]

鞍泰
R36
[14 323 (-13.71%)]
帝怡
(新增選區)
R38
[16 877 (+1.67%)]

碧湖
R39
[16 609 (+0.06%)]

廣康
R40
[13 200 (-20.48%)]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包括黃竹洋以南、排頭坑以北、麥理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浩徑以東及火炭路以西南的範圍。
界，選區 R22(穗禾)在 2019 年的預計人
口會低於法例許可的下限，而選區
R23(火炭)在 2019 年的預計人口則會超
出法例許可的上限。為使兩個選區的人
包括麥理浩徑以東、城門河道以西北 口能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建議將選區
及火炭路以東北的範圍。
R23( 火 炭 )原 區 界內桂 地 新 村 、 桂 地
村、火炭谷新村、黃竹洋及火炭路以西
南的範圍轉編入鄰 近 的選區 R22(穗
禾)。
包括觀瀾雅軒、天宇海、海典灣、嘉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華星濤灣及嵐岸。
界，選區 R26(頌安)及 R36(鞍泰)(包括
新增選區 R25(海嵐))在 2019 年的預計
人口會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故此需要
增加新選區以吸納超出的人口。建議在
選區 R26(頌安)原區界內的觀瀾雅軒和
包括頌安邨、聽濤雅苑及薈晴。
天宇海及選區 R36(鞍泰)原區界內海典
灣、嘉華星濤灣和嵐岸的位置劃定新增
的選區 R25(海嵐)，令選區 R25(海嵐)、
R26(頌安)及 R36(鞍泰)的人口均能調整
至法例許可幅度之內。
包括錦泰苑及曉峰灣畔。

包括帝堡城、碩門邨第二期及綠怡雅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苑。
界，選區 R39(碧湖)及 R40(廣康)(包括
新增選區 R38(帝怡))在 2019 年的預計
人口會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故此需要
增加新選區以吸納超出的人口。建議在
選區 R39(碧湖)原區界內的碩門邨第二
包括碧濤花園、翠湖花園、濱景花園 期及選區 R40(廣康)原區界內綠怡雅苑
及碩門邨。
和帝堡城的位置劃定新增的選區
R38(帝怡)，令選區 R38(帝怡)、R39(碧
湖)及 R40(廣康)的人口均能調整至法例
許可幅度之內。
包括康林苑、廣林苑、南山、石古壟、
花心坑、大輋、大藍寮、黃泥頭及亞
公角山路一帶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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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區
有需要作出改動的選區分界
(自 2020 年 1 月起新增 2 個民選議席至 31 席)
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葵興
S01
[20 591 (+24.05%)]

葵聯
(新增選區)
S02
[13 492 (-18.72%)]

葵涌邨南
S06
[14 435 (-13.04%)]

興芳
S15
[14 860 (-10.48%)]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包括葵俊苑、葵興邨、光輝圍、葵涌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邨春葵樓、夏葵樓和秋葵樓及葵馥苑 界，選區 S06(葵涌邨南)及 S15(興芳)(包
安葵閣和樂葵閣的範圍。
括新增選區 S02(葵聯))在 2019 年的預
計人口均會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故此
需要增加新選區以吸納超出的人口。建
包括葵聯邨、芊紅居、新葵興花園及 議：
葵康苑的範圍。
(i) 在選區 S15(興芳)原區界內葵聯邨
及芊紅居的位置劃定新增的選區
S02(葵聯)，並吸納選區 S01(葵興)
原區界內的新葵興花園及葵康
包括葵涌邨茵葵樓、翠葵樓、碧葵
苑，以使選區 S02(葵聯)的人口能
樓、綠葵樓、芊葵樓和芷葵樓。
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及
(ii) 為使選區 S06(葵涌邨南)的人口能
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將選區原區界
包括下葵涌村、葵芳閣、新葵芳花
內的葵涌邨春葵樓、夏葵樓和秋葵
園、葵涌廣場、新都會廣場及葵翠邨
樓，以及葵馥苑安葵閣及樂葵閣轉
的範圍。
編入選區 S01(葵興)。
上述建議令選區 S02(葵聯)、S06(葵涌
邨南)及 S15(興芳)的人口均能調整至法
例許可幅度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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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石蔭
S08
[19 678 (+18.55%)]

大白田西
(原名為大白田)
S09
[15 123 (-8.89%)]

大白田東
(新增選區)
S10
[16 560 (-0.23%)]

石籬北
S12
[15 253 (-8.11%)]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包括和宜合道和昌榮路以東、大白田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街以西及梨木道以北的範圍。
界，選區 S08(石蔭)、S09(大白田西)(包
括新增選區 S10(大白田東))及 S12(石籬
北)在 2019 年的預計人口均會超出法例
許可的上限，故此需要增加新選區以吸
包括青山公路–葵涌段以東、梨木道 納超出的人口。建議：
以南、和宜合道以西及大隴街以北的
範圍。
(i) 在選區 S09(大白田西)原區界內和
宜合道以東的位置劃定新增的選
區 S10(大白田東)；及
包括和宜合道和大隴街以東、梨木道 (ii) 為使選區 S08(石蔭)、S10(大白田
以南及石籬(二)邨石歡樓、石祥樓和
東)及 S12(石籬北)的人口能符合法
例許可幅度，將選區 S08(石蔭)原
石富樓的範圍。
區界內石蔭路以東的樓宇轉編入
選區 S10(大白田東)，並 將 選 區
S12(石籬北)原區界內的石籬(二)邨
石歡樓、石祥樓及石富樓轉編入選
包括石籬(二)邨(除石歡樓、石祥樓、
區 S10(大白田東)。
石富樓、石佳樓及石華樓外)。
上述建議令選區 S08(石蔭)、S09(大白
田西)、S10(大白田東)及 S12(石籬北)
的人口均能調整至法例許可幅度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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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區
有需要作出改動的選區分界
(10 個民選議席維持不變)
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大嶼山
T01
[24 685 (+48.71%)]

逸東邨南
T02
[23 475 (+41.42%)]

逸東邨北
T03
[24 772 (+49.24%)]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包括大澳以東、北長洲海峽以西、北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大嶼山公路、赤鱲角南路和南環路以 界，選區 T01(大嶼山)在 2019 年的預計
南及索罟群島以北的範圍。
人口會大幅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為使
選區的人口能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建
議：
包括逸東(一)邨(除康逸樓及清逸樓
外)及滿東邨。
(i)
將選區 T01(大嶼山)原區界內的
滿東邨轉編入鄰近的選區 T02(逸
東邨南)；及
包括逸東(二)邨及逸東(一)邨康逸樓 (ii)
及清逸樓。

同時，將選區 T02(逸東邨南)原區
界內的逸東(一)邨康逸樓及清逸
樓轉編入選區 T03(逸東邨北)。

雖然選區 T01(大嶼山)、T02(逸東邨南)
及 T03(逸東邨北)的人口會超出法例許
可的上限，上述建議已大幅改善選區
T01( 大 嶼 山 ) 超 出 法 例 許 可 上 限 的 情
況。鑑於離島區的地理、交通及人口分
布等限制，建議容許該三個選區的人口
偏離法例許可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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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東涌南
T04
[21 213 (+27.80%)]

東涌中
(原名為東涌北)
T05
[20 712 (+24.78%)]

東涌北
(新增選區)
T06
[19 398 (+16.86%)]

長洲
T10
[21 752 (+31.04%)]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包括海堤灣畔、東堤灣畔、富東邨及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裕東苑。
界，選區 T04(東涌南)(包括新增選區
T06(東涌北))及 T05(東涌中)在 2019 年
的預計人口均會大幅超出法例許可的
上限，而選區 T10(長洲)原區界內的長
包括水藍．天岸、藍天海岸、影岸紅 洲南及長洲北的預計人口均會低於法
及映灣園(除海珀名邸外)。
例許可的下限。為使選區的人口能符合
法例許可幅度，建議：
(i)

將選區 T10(長洲)原區界內的長
洲南與長洲北的範圍合併為一個
選區 T10(長洲)，而騰出的一個選
區則劃定在選區 T04(東涌南)原
區界內東環、昇薈及迎東邨的位
置，成為選區 T06(東涌北)；及

(ii)

為使選區 T05(東涌中)的人口能
符合法例許可幅度，將選區原區
界內的海堤灣畔及海珀名邸分別
轉編入鄰近的選區 T04(東涌南)
及 T06(東涌北)。

包括東環、昇薈、迎東邨、海珀名邸
及香港國際機場的範圍。

包括長洲、部分西博寮海峽及部分北
長洲海峽。

雖然選區 T10(長洲)的人口會超出法例
許可的上限，然而，考慮到長洲南和長
洲北的地理交通，建議容許其人口偏離
法例許可幅度。同樣地，選區 T04(東涌
南)的人口在調整分界後仍會輕微超出
法例許可的上限，但鑑於社區完整性的
考慮，亦建議容許其人口偏離法例許可
幅度。

- 32 -

建議選區
名稱及代號
[預計人口
(偏離百分比)]
坪洲及喜靈洲
T08
[6 622 (-60.11%)]

南丫及蒲台
T09
[6 501 (-60.83%)]

建議選區範圍
(確實範圍見夾附的選區分界建議圖
及暫定選區範圍區界說明)

選管會的考慮因素

包括坪洲、喜靈洲、稔樹灣及部分西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博寮海峽。
界，選區 T08(坪洲及喜靈洲)在 2019 年
的預計人口會低於法例許可的下限。但
鑑於地理交通的考慮，調整鄰近選區的
分界以令其人口調整至法例許可幅度
之內並不可行，故此建議選區分界維持
不變，並容許其人口繼續偏離法例許可
幅度(於 2015 年的選區分界，此選區的
人口亦獲准偏離法例許可幅度)。
包括南丫島、蒲台群島及部分西博寮 按選區分界建議圖於 2015 年的原區
海峽和東博寮海峽。
界，選區 T09(南丫及蒲台)在 2019 年的
預計人口會低於法例許可的下限。但鑑
於地理交通的考慮，調整鄰近選區的分
界以令其人口調整至法例許可幅度之
內並不可行，故此建議選區分界維持不
變，並容許其人口繼續偏離法例許可幅
度(於 2015 年的選區分界，此選區的人
口亦獲准偏離法例許可幅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