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元朗元朗元朗元朗 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 

 
 

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 

 
 
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 /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 

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 
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 

(17,194)  

 M1

M01 豐年豐年豐年豐年   17,927 +4.26% 

 
北北北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元朗段元朗段元朗段元朗段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元朗段元朗段元朗段元朗段  

東東東東 大棠路大棠路大棠路大棠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大棠路、馬棠路大棠路、馬棠路大棠路、馬棠路大棠路、馬棠路  

南南南南 馬田路、馬棠路馬田路、馬棠路馬田路、馬棠路馬田路、馬棠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馬田路、元朗體育路馬田路、元朗體育路馬田路、元朗體育路馬田路、元朗體育路  

西西西西 元朗體育路元朗體育路元朗體育路元朗體育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元朗段、元朗體育路元朗段、元朗體育路元朗段、元朗體育路元朗段、元朗體育路  

1. 朗景臺朗景臺朗景臺朗景臺 
2. 好順泰大廈好順泰大廈好順泰大廈好順泰大廈 
3. 富達廣場富達廣場富達廣場富達廣場 
4. 紫荊樓第１期紫荊樓第１期紫荊樓第１期紫荊樓第１期 
5. 怡豐花園怡豐花園怡豐花園怡豐花園 

 
M02 水邊水邊水邊水邊   20,833 +21.16% 

 
北北北北 媽橫路媽橫路媽橫路媽橫路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媽橫路媽橫路媽橫路媽橫路  

東東東東 青青青青山公路山公路山公路山公路––––元朗段、元朗體育路元朗段、元朗體育路元朗段、元朗體育路元朗段、元朗體育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馬田路、元朗體育路馬田路、元朗體育路馬田路、元朗體育路馬田路、元朗體育路  

南南南南 馬田路馬田路馬田路馬田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山下路山下路山下路山下路  

西西西西 山下路山下路山下路山下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元朗段、水邊圍路元朗段、水邊圍路元朗段、水邊圍路元朗段、水邊圍路 
公園北路公園北路公園北路公園北路 

 

1. 華翠豪園華翠豪園華翠豪園華翠豪園 
2. 翠韻華庭翠韻華庭翠韻華庭翠韻華庭 
3. 御豪山莊御豪山莊御豪山莊御豪山莊 
4. 柏麗豪園柏麗豪園柏麗豪園柏麗豪園 
5. 御景園御景園御景園御景園 
6. 水邊圍邨水邊圍邨水邊圍邨水邊圍邨 
7. 御庭居御庭居御庭居御庭居 
8. 紫荊樓第２期紫荊樓第２期紫荊樓第２期紫荊樓第２期 
9. 藝典居藝典居藝典居藝典居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元朗元朗元朗元朗 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 

 
 

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 

 
 
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 /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 

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 
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 

(17,194)  

 M2

M03 南屏南屏南屏南屏   15,967 -7.14% 

 
北北北北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東東東東 渠渠渠渠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媽橫路媽橫路媽橫路媽橫路  

南南南南 媽橫路媽橫路媽橫路媽橫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鳳池路鳳池路鳳池路鳳池路  

西西西西 鳳池路、朗屏路鳳池路、朗屏路鳳池路、朗屏路鳳池路、朗屏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朗屏路朗屏路朗屏路朗屏路  

1. 朗屏邨朗屏邨朗屏邨朗屏邨 (部份部份部份部份) : 
      鵲屏樓鵲屏樓鵲屏樓鵲屏樓 
      鳳屏樓鳳屏樓鳳屏樓鳳屏樓 
      喜屏樓喜屏樓喜屏樓喜屏樓 
      賀屏樓賀屏樓賀屏樓賀屏樓 
      畫屏樓畫屏樓畫屏樓畫屏樓 
      悅屏樓悅屏樓悅屏樓悅屏樓 

 
M04 北朗北朗北朗北朗   15,052 -12.46% 

 
北北北北 福喜街、朗屏路福喜街、朗屏路福喜街、朗屏路福喜街、朗屏路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福喜街福喜街福喜街福喜街  

東東東東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渠渠渠渠  

南南南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朗屏路朗屏路朗屏路朗屏路  

西西西西 朗屏路朗屏路朗屏路朗屏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朗屏路朗屏路朗屏路朗屏路  

   

1. 朗屏邨朗屏邨朗屏邨朗屏邨 (部份部份部份部份) : 
      珠屏樓珠屏樓珠屏樓珠屏樓 
      錦屏樓錦屏樓錦屏樓錦屏樓 
      鏡屏樓鏡屏樓鏡屏樓鏡屏樓 
      雁屏樓雁屏樓雁屏樓雁屏樓 
      寶屏樓寶屏樓寶屏樓寶屏樓 
      繡屏樓繡屏樓繡屏樓繡屏樓 
      石屏樓石屏樓石屏樓石屏樓 
      燕屏樓燕屏樓燕屏樓燕屏樓 
      玉屏樓玉屏樓玉屏樓玉屏樓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元朗元朗元朗元朗 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 

 
 

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 

 
 
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 /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 

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 
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 

(17,194)  

 M3

M05 大橋大橋大橋大橋   20,502 +19.24% 

 
北北北北 宏樂街宏樂街宏樂街宏樂街  

東東東東北北北北 寶業街、德業街寶業街、德業街寶業街、德業街寶業街、德業街  

東東東東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元朗段、朗日路元朗段、朗日路元朗段、朗日路元朗段、朗日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元朗段、阜財街元朗段、阜財街元朗段、阜財街元朗段、阜財街  

南南南南 阜財街、合財街、合益路、大棠路阜財街、合財街、合益路、大棠路阜財街、合財街、合益路、大棠路阜財街、合財街、合益路、大棠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元朗段元朗段元朗段元朗段  

西西西西 渠渠渠渠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宏樂街宏樂街宏樂街宏樂街  

1. 合益廣場合益廣場合益廣場合益廣場 
2. 新元朗中心新元朗中心新元朗中心新元朗中心 
3. 采葉庭采葉庭采葉庭采葉庭 
 

 
M06 鳳翔鳳翔鳳翔鳳翔   19,771 +14.99% 

 
北北北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元朗段元朗段元朗段元朗段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東東東東 攸田西路攸田西路攸田西路攸田西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南南南南 鳳翔路鳳翔路鳳翔路鳳翔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大棠路大棠路大棠路大棠路  

西西西西 合財街、合益路合財街、合益路合財街、合益路合財街、合益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元朗段、阜財街元朗段、阜財街元朗段、阜財街元朗段、阜財街 
  

 

1. 鳳庭苑鳳庭苑鳳庭苑鳳庭苑 
2. 朗晴居朗晴居朗晴居朗晴居 
3. 雍翠豪園雍翠豪園雍翠豪園雍翠豪園 
4. 好順景大廈好順景大廈好順景大廈好順景大廈 
5. 好順利大廈好順利大廈好順利大廈好順利大廈 
6. 好順意大廈好順意大廈好順意大廈好順意大廈 
7. 合益中心合益中心合益中心合益中心 
8. 金龍樓金龍樓金龍樓金龍樓 
9. 鉅發大廈鉅發大廈鉅發大廈鉅發大廈 
10. 朗怡居朗怡居朗怡居朗怡居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元朗元朗元朗元朗 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 

 
 

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 

 
 
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 /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 

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 
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 

(17,194)  

 M4

M07 十八鄉北十八鄉北十八鄉北十八鄉北   21,273 +23.72% 
 

 
北北北北 錦田河錦田河錦田河錦田河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潭尾段潭尾段潭尾段潭尾段  

東東東東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潭尾段潭尾段潭尾段潭尾段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元朗段元朗段元朗段元朗段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南南南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馬棠路、大樹下東路馬棠路、大樹下東路馬棠路、大樹下東路馬棠路、大樹下東路  

西西西西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元朗段、朗日路元朗段、朗日路元朗段、朗日路元朗段、朗日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寶業街、宏樂街寶業街、宏樂街寶業街、宏樂街寶業街、宏樂街  

1. 竹新村竹新村竹新村竹新村 
2. 振華花園第三期振華花園第三期振華花園第三期振華花園第三期 
3. 下攸田村下攸田村下攸田村下攸田村 
4. 麗豪軒麗豪軒麗豪軒麗豪軒 
5. 蝶翠峰蝶翠峰蝶翠峰蝶翠峰 
6. 石塘村石塘村石塘村石塘村 
7. 上攸田村上攸田村上攸田村上攸田村 
8. 小商新村小商新村小商新村小商新村 
9. 大旗嶺村大旗嶺村大旗嶺村大旗嶺村 
10. 塘頭埔村塘頭埔村塘頭埔村塘頭埔村 
 

 
M08 十八鄉南十八鄉南十八鄉南十八鄉南    

20,537 
 

+19.44% 
 
 

北北北北 馬田路、大樹下東路馬田路、大樹下東路馬田路、大樹下東路馬田路、大樹下東路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大樹下東路大樹下東路大樹下東路大樹下東路  

東東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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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1. 振輝花園振輝花園振輝花園振輝花園 
2. 振華振華振華振華棠景花園棠景花園棠景花園棠景花園 
3. 振華花園第二期振華花園第二期振華花園第二期振華花園第二期 
4. 天龍花園天龍花園天龍花園天龍花園 
5. 金安花園金安花園金安花園金安花園 
6. 馬田村馬田村馬田村馬田村 
7. 群潤花園群潤花園群潤花園群潤花園 
8. 崇正新村崇正新村崇正新村崇正新村 
9. 新美花園新美花園新美花園新美花園 
10. 楊家村楊家村楊家村楊家村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元朗元朗元朗元朗 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 

 
 

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 

 
 
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 /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 

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 
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 

(17,194)  

 M5

M09 屏山南屏山南屏山南屏山南   15,836 -7.90% 

 
北北北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屏山段、屏唐東街屏山段、屏唐東街屏山段、屏唐東街屏山段、屏唐東街 

唐人新村路唐人新村路唐人新村路唐人新村路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屏山段、鳳池路、朗屏路屏山段、鳳池路、朗屏路屏山段、鳳池路、朗屏路屏山段、鳳池路、朗屏路 
山下路、水邊圍路、宏達路山下路、水邊圍路、宏達路山下路、水邊圍路、宏達路山下路、水邊圍路、宏達路 

 

東東東東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南南南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西西西西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洪水橋段、和平新村里洪水橋段、和平新村里洪水橋段、和平新村里洪水橋段、和平新村里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洪水橋段、青山公路洪水橋段、青山公路洪水橋段、青山公路洪水橋段、青山公路––––屏山段屏山段屏山段屏山段  

1. 雅樂花園雅樂花園雅樂花園雅樂花園 
2. 振興新村振興新村振興新村振興新村 
3. 金碧花園金碧花園金碧花園金碧花園 
4. 瑋珊園瑋珊園瑋珊園瑋珊園 
5. 欖口村欖口村欖口村欖口村 
6. 朗邊臨時房屋區朗邊臨時房屋區朗邊臨時房屋區朗邊臨時房屋區 
7. 水邊圍水邊圍水邊圍水邊圍 
8. 丹桂花園丹桂花園丹桂花園丹桂花園 
9. 唐人新村唐人新村唐人新村唐人新村 
10. 卓雅花園卓雅花園卓雅花園卓雅花園 
 

 
M10 屏山北屏山北屏山北屏山北   20,457 +18.98% 

 
北北北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山貝河山貝河山貝河山貝河  

東東東東 山貝河山貝河山貝河山貝河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褔喜街、朗屏路、宏樂街褔喜街、朗屏路、宏樂街褔喜街、朗屏路、宏樂街褔喜街、朗屏路、宏樂街  

南南南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屏山段屏山段屏山段屏山段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屏廈路屏廈路屏廈路屏廈路  

西西西西 流浮山道、屏廈路流浮山道、屏廈路流浮山道、屏廈路流浮山道、屏廈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1. 雅珊園雅珊園雅珊園雅珊園 
2. 麗珊園麗珊園麗珊園麗珊園 
3. 振益花園二期振益花園二期振益花園二期振益花園二期 
4. 蝦尾新村蝦尾新村蝦尾新村蝦尾新村 
5. 流浮山流浮山流浮山流浮山 
6. 新慶村新慶村新慶村新慶村 
7. 沙江圍沙江圍沙江圍沙江圍 
8. 石石石石 村村村村  
9. 上章圍上章圍上章圍上章圍 
10. 盛屋村盛屋村盛屋村盛屋村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元朗元朗元朗元朗 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 

 
 

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 

 
 
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 /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 

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 
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 

(17,194)  

 M6

M11 廈村廈村廈村廈村   14,336 -16.62% 

 
北北北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屏廈路、流浮山道屏廈路、流浮山道屏廈路、流浮山道屏廈路、流浮山道  

東東東東 屏廈路屏廈路屏廈路屏廈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洪水橋段、田廈路洪水橋段、田廈路洪水橋段、田廈路洪水橋段、田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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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金閣豪園金閣豪園金閣豪園金閣豪園 
2. 富怡花園富怡花園富怡花園富怡花園 
3. 富安花苑富安花苑富安花苑富安花苑 
4. 廈村市廈村市廈村市廈村市 
5. 舊李屋村舊李屋村舊李屋村舊李屋村 
6. 白泥白泥白泥白泥 
7. 柏雨花園柏雨花園柏雨花園柏雨花園 
8. 新李屋村新李屋村新李屋村新李屋村 
9. 新圍新圍新圍新圍 
10. 沙洲里沙洲里沙洲里沙洲里 
 

 
 
M12 天盛天盛天盛天盛   21,239 +23.53% 

 
北北北北 天河路天河路天河路天河路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天耀路天耀路天耀路天耀路  

東東東東 天耀路天耀路天耀路天耀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屏廈路屏廈路屏廈路屏廈路  

南南南南 屏廈路屏廈路屏廈路屏廈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屏廈路屏廈路屏廈路屏廈路  

西西西西 渠渠渠渠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1. 天盛苑天盛苑天盛苑天盛苑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元朗元朗元朗元朗 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 

 
 

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 

 
 
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 /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 

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 
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 

(17,194)  

 M7

M13 瑞愛瑞愛瑞愛瑞愛   21,456 +24.79% 

 
北北北北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天瑞路天瑞路天瑞路天瑞路  

東東東東 天瑞路天瑞路天瑞路天瑞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南南南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天影路天影路天影路天影路  

西西西西 天影路天影路天影路天影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1. 天愛苑天愛苑天愛苑天愛苑 
2. 天瑞一邨天瑞一邨天瑞一邨天瑞一邨 (部份部份部份部份) : 
      瑞財樓瑞財樓瑞財樓瑞財樓 
      瑞心樓瑞心樓瑞心樓瑞心樓 
3. 天瑞二邨天瑞二邨天瑞二邨天瑞二邨 : 
      瑞輝樓瑞輝樓瑞輝樓瑞輝樓 
      瑞豐樓瑞豐樓瑞豐樓瑞豐樓 
      瑞林樓瑞林樓瑞林樓瑞林樓 
      瑞滿樓瑞滿樓瑞滿樓瑞滿樓 
      瑞業樓瑞業樓瑞業樓瑞業樓 

 
M14 瑞華瑞華瑞華瑞華   20,949 +21.84% 

 
北北北北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天瑞路天瑞路天瑞路天瑞路  

東東東東 天瑞路天瑞路天瑞路天瑞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天瑞路天瑞路天瑞路天瑞路  

南南南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天影路天影路天影路天影路  

西西西西 天影路天影路天影路天影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天影路天影路天影路天影路  

   

1. 天瑞一邨天瑞一邨天瑞一邨天瑞一邨 (部份部份部份部份) : 
      瑞泉樓瑞泉樓瑞泉樓瑞泉樓 
      瑞國樓瑞國樓瑞國樓瑞國樓 
      端端端端龍樓龍樓龍樓龍樓 
      瑞勝樓瑞勝樓瑞勝樓瑞勝樓 
      瑞意樓瑞意樓瑞意樓瑞意樓 
2. 天華邨天華邨天華邨天華邨 (部份部份部份部份) : 
      華萃華萃華萃華萃樓樓樓樓 
      華祐華祐華祐華祐樓樓樓樓 
      華悅華悅華悅華悅樓樓樓樓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元朗元朗元朗元朗 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 

 
 

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 

 
 
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 /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 

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 
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 

(17,194)  

 M8

M15 頌華頌華頌華頌華   20,428 +18.81% 

 
北北北北 天華路天華路天華路天華路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天華路天華路天華路天華路  

東東東東 天城路、天榮路天城路、天榮路天城路、天榮路天城路、天榮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天榮路天榮路天榮路天榮路  

南南南南 天榮路天榮路天榮路天榮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天瑞路天瑞路天瑞路天瑞路  

西西西西 天影路天影路天影路天影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天華路天華路天華路天華路  

1. 天頌苑天頌苑天頌苑天頌苑 
2. 天華邨天華邨天華邨天華邨 (部份部份部份部份) :  
      華彩華彩華彩華彩樓樓樓樓 
      華朗華朗華朗華朗樓樓樓樓 
      華逸華逸華逸華逸樓樓樓樓 

 
M16 悅恩悅恩悅恩悅恩   18,727 +8.92% 

 
北北北北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東東東東 天葵路天葵路天葵路天葵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天華路天華路天華路天華路  

南南南南 天華路天華路天華路天華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西西西西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1. 天恩邨天恩邨天恩邨天恩邨 (部份部份部份部份) : 
      第一座第一座第一座第一座 
      第四座第四座第四座第四座 
2. 天悅邨天悅邨天悅邨天悅邨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元朗元朗元朗元朗 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 

 
 

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 

 
 
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 /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 

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 
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 

(17,194)  

 M9

M17 富恩富恩富恩富恩   19,967 +16.13% 

 
北北北北 天秀路天秀路天秀路天秀路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天秀路天秀路天秀路天秀路  

東東東東 天葵路天葵路天葵路天葵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南南南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渠渠渠渠  

西西西西 渠渠渠渠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渠、天秀路渠、天秀路渠、天秀路渠、天秀路  

1. 天富苑天富苑天富苑天富苑 
2. 天恩邨天恩邨天恩邨天恩邨 (部份部份部份部份) : 
      第二座第二座第二座第二座 
      第三座第三座第三座第三座 

 
M18 逸澤逸澤逸澤逸澤   21,369 +24.28% 

 
北北北北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東東東東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南南南南 天秀路天秀路天秀路天秀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天秀路天秀路天秀路天秀路  

西西西西 渠渠渠渠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渠渠渠渠  

1. 天澤邨天澤邨天澤邨天澤邨 
2. 天逸邨天逸邨天逸邨天逸邨 (部份部份部份部份) : 
      逸海樓逸海樓逸海樓逸海樓 
      逸江樓逸江樓逸江樓逸江樓 
      逸潭樓逸潭樓逸潭樓逸潭樓 

逸濤樓逸濤樓逸濤樓逸濤樓 
      逸湖樓逸湖樓逸湖樓逸湖樓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元朗元朗元朗元朗 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 

 
 

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 

 
 
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 /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 

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 
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 

(17,194)  

 M10

M19 天恒天恒天恒天恒   21,913 +27.45% 

 
北北北北 渠渠渠渠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東東東東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天瑞路天瑞路天瑞路天瑞路  

南南南南 天瑞路天瑞路天瑞路天瑞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西西西西 渠渠渠渠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渠渠渠渠  

   

1. 天恒邨天恒邨天恒邨天恒邨 
      

 
M20 宏逸宏逸宏逸宏逸   17,301 +0.62% 

 
北北北北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東東東東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天慈路、天華路天慈路、天華路天慈路、天華路天慈路、天華路  

南南南南 天華路天華路天華路天華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天秀路天秀路天秀路天秀路  

西西西西 天秀路天秀路天秀路天秀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天瑞路天瑞路天瑞路天瑞路  

   

1. 俊宏軒俊宏軒俊宏軒俊宏軒 
2. 天逸邨天逸邨天逸邨天逸邨 (部份部份部份部份) : 
      逸池樓逸池樓逸池樓逸池樓 
      逸浪樓逸浪樓逸浪樓逸浪樓 
      逸灣樓逸灣樓逸灣樓逸灣樓 
      逸洋樓逸洋樓逸洋樓逸洋樓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元朗元朗元朗元朗 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 

 
 

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 

 
 
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 /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 

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 
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 

(17,194)  

 M11

M21 嘉湖北嘉湖北嘉湖北嘉湖北   21,449 +24.75% 

 
北北北北 天華路天華路天華路天華路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天慈路、天華路天慈路、天華路天慈路、天華路天慈路、天華路  

東東東東 天慈路天慈路天慈路天慈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天祥路、天慈路天祥路、天慈路天祥路、天慈路天祥路、天慈路  

南南南南 天祥路天祥路天祥路天祥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天城路天城路天城路天城路  

西西西西 天城路天城路天城路天城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天城路、天華路天城路、天華路天城路、天華路天城路、天華路  

1. 嘉湖山莊嘉湖山莊嘉湖山莊嘉湖山莊 (部份部份部份部份) : 
      景湖居景湖居景湖居景湖居 
      麗湖居麗湖居麗湖居麗湖居 
      美湖居美湖居美湖居美湖居 

 
M22 嘉湖南嘉湖南嘉湖南嘉湖南   20,194 +17.45% 

 
北北北北 天城路、天榮路天城路、天榮路天城路、天榮路天城路、天榮路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天城路天城路天城路天城路  

東東東東 天祥路、天城路、天慈路、天祥路、天城路、天慈路、天祥路、天城路、天慈路、天祥路、天城路、天慈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天城路天城路天城路天城路  

南南南南 天河路、天城路、天湖路、天耀路天河路、天城路、天湖路、天耀路天河路、天城路、天湖路、天耀路天河路、天城路、天湖路、天耀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天河路、天影路天河路、天影路天河路、天影路天河路、天影路  

西西西西 天瑞路天瑞路天瑞路天瑞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天天天天瑞路、天榮路瑞路、天榮路瑞路、天榮路瑞路、天榮路  

1. 嘉湖山莊嘉湖山莊嘉湖山莊嘉湖山莊 (部份部份部份部份) : 
      翠湖居翠湖居翠湖居翠湖居 
      樂湖居樂湖居樂湖居樂湖居 
      賞湖居賞湖居賞湖居賞湖居 
2. 天麗苑天麗苑天麗苑天麗苑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元朗元朗元朗元朗 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 

 
 

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 

 
 
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 /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 

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 
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 

(17,194)  

 M12

M23 天耀天耀天耀天耀   23,882 +38.90% 

 
北北北北 天湖路天湖路天湖路天湖路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東東東東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天福路天福路天福路天福路  

南南南南 天福路天福路天福路天福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天耀路天耀路天耀路天耀路  

西西西西 天耀路天耀路天耀路天耀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天湖路、天耀路天湖路、天耀路天湖路、天耀路天湖路、天耀路  

   

1. 天耀一邨天耀一邨天耀一邨天耀一邨 : 
      耀富樓耀富樓耀富樓耀富樓 
      耀興樓耀興樓耀興樓耀興樓 
      耀康樓耀康樓耀康樓耀康樓 
      耀民樓耀民樓耀民樓耀民樓 
      耀盛樓耀盛樓耀盛樓耀盛樓 
      耀逸樓耀逸樓耀逸樓耀逸樓 
2. 天耀二邨天耀二邨天耀二邨天耀二邨 (部份部份部份部份) : 
      耀昌樓耀昌樓耀昌樓耀昌樓 
      耀隆樓耀隆樓耀隆樓耀隆樓 
      耀泰樓耀泰樓耀泰樓耀泰樓 

 
M24 慈祐慈祐慈祐慈祐   23,807 +38.46% 

 
北北北北 天城路、天湖路天城路、天湖路天城路、天湖路天城路、天湖路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東東東東 天慈路天慈路天慈路天慈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天福路、天慈路天福路、天慈路天福路、天慈路天福路、天慈路  

南南南南 天福路天福路天福路天福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西西西西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天湖路天湖路天湖路天湖路  

   

1. 天慈邨天慈邨天慈邨天慈邨 
2. 天祐苑天祐苑天祐苑天祐苑 
3. 天耀二邨天耀二邨天耀二邨天耀二邨 (部份部份部份部份) : 
      耀澤樓耀澤樓耀澤樓耀澤樓 
      耀豐樓耀豐樓耀豐樓耀豐樓 
      耀華樓耀華樓耀華樓耀華樓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元朗元朗元朗元朗 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 

 
 

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 

 
 
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 /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 

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 
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 

(17,194)  

 M13

M25 錦綉花園錦綉花園錦綉花園錦綉花園   15,888 -7.60% 

 
北北北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東東東東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錦綉花園大道、新田公路錦綉花園大道、新田公路錦綉花園大道、新田公路錦綉花園大道、新田公路  

南南南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山貝河山貝河山貝河山貝河  

西西西西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1. 錦綉花園錦綉花園錦綉花園錦綉花園 
2. 文苑村文苑村文苑村文苑村 
3. 海錦豪園海錦豪園海錦豪園海錦豪園 
4. 海錦花園海錦花園海錦花園海錦花園 

 
M26 新田新田新田新田   17,818 +3.63% 

 
北北北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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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南南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潭尾段、山貝河潭尾段、山貝河潭尾段、山貝河潭尾段、山貝河  

西西西西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1. 夏威夷豪園夏威夷豪園夏威夷豪園夏威夷豪園 
2. 碧豪苑碧豪苑碧豪苑碧豪苑 
3. 加州花園加州花園加州花園加州花園 
4. 翠逸豪園翠逸豪園翠逸豪園翠逸豪園 
5. 加州豪園加州豪園加州豪園加州豪園 
6. 峰景豪園峰景豪園峰景豪園峰景豪園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元朗元朗元朗元朗 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 

 
 

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 

 
 
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 /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 

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 
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 

(17,194)  

 M14

M27 錦田錦田錦田錦田   10,274 -40.25% 

 
北北北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潭尾段潭尾段潭尾段潭尾段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東東東東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錦上路錦上路錦上路錦上路  

南南南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西西西西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潭尾段潭尾段潭尾段潭尾段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元朗段元朗段元朗段元朗段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潭尾潭尾潭尾潭尾段段段段  

1. 豪景富居豪景富居豪景富居豪景富居 
2. 威皇花園威皇花園威皇花園威皇花園 
3. 旭日花苑二期旭日花苑二期旭日花苑二期旭日花苑二期 
4. 旭日花苑三期旭日花苑三期旭日花苑三期旭日花苑三期 

 
M28 八鄉北八鄉北八鄉北八鄉北   9,297 -45.93% 

 
北北北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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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南南南 錦田公路、石崗機場路錦田公路、石崗機場路錦田公路、石崗機場路錦田公路、石崗機場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石崗機場路石崗機場路石崗機場路石崗機場路  

西西西西 江大路江大路江大路江大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1. 長江長江長江長江 
2. 梁屋村梁屋村梁屋村梁屋村 
3. 石崗新村石崗新村石崗新村石崗新村 
4. 大江埔大江埔大江埔大江埔 
5. 七星崗七星崗七星崗七星崗 
6. 橫台山橫台山橫台山橫台山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元朗元朗元朗元朗 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區議會選區範圍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建議選區名稱 

 
 

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區界說明 

 
 
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主要屋邨 /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估計人口 

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人口配額 
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偏差百份比 

(17,194)  

 M15

M29 八鄉南八鄉南八鄉南八鄉南   14,166 -17.61% 

 
北北北北 錦田公路、石崗機場路錦田公路、石崗機場路錦田公路、石崗機場路錦田公路、石崗機場路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石崗機場路石崗機場路石崗機場路石崗機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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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錦上路、錦田公路錦上路、錦田公路錦上路、錦田公路錦上路、錦田公路 

  

 

1. 富雅花園富雅花園富雅花園富雅花園 
2. 金爵花園一期金爵花園一期金爵花園一期金爵花園一期 
3. 金爵花園二期金爵花園二期金爵花園二期金爵花園二期 
4. 錦上花園錦上花園錦上花園錦上花園 
5. 金錢圍金錢圍金錢圍金錢圍 
6. 吳家村吳家村吳家村吳家村 
7. 石湖塘石湖塘石湖塘石湖塘 
8. 上村上村上村上村 
9. 水流田水流田水流田水流田 
10. 黃竹園黃竹園黃竹園黃竹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