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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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

F01 寶麗寶麗寶麗寶麗   19,254 +13.50 

 

北北北北 保安道保安道保安道保安道  1. 東蘭閣東蘭閣東蘭閣東蘭閣 
2. 喜雅喜雅喜雅喜雅 
3. 美寧中心美寧中心美寧中心美寧中心 
4. 寶熙苑寶熙苑寶熙苑寶熙苑 
5. 寶麗苑寶麗苑寶麗苑寶麗苑 
6. 尚南天尚南天尚南天尚南天 
7. 元州邨元州邨元州邨元州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元謙樓元謙樓元謙樓元謙樓 

      元滿樓元滿樓元滿樓元滿樓 

      元慧樓元慧樓元慧樓元慧樓 

      元逸樓元逸樓元逸樓元逸樓 
8. ONE MADISON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保安道保安道保安道保安道、、、、東京街東京街東京街東京街、、、、懷惠道懷惠道懷惠道懷惠道  

東東東東 懷惠道懷惠道懷惠道懷惠道、、、、東沙島街東沙島街東沙島街東沙島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東沙島街東沙島街東沙島街東沙島街  

南南南南 東沙島街東沙島街東沙島街東沙島街、、、、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  

西西西西 永隆街永隆街永隆街永隆街、、、、元州街元州街元州街元州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長發街長發街長發街長發街  

   

F02 長沙灣長沙灣長沙灣長沙灣   16,864 -0.59 

 

北北北北 東沙島街東沙島街東沙島街東沙島街  1. 樂年花園樂年花園樂年花園樂年花園 
2. 美美美美居中心居中心居中心居中心 
3. 海峯海峯海峯海峯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大埔道大埔道大埔道大埔道  

東東東東 大埔道大埔道大埔道大埔道、、、、欽州街欽州街欽州街欽州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欽州街欽州街欽州街欽州街  

南南南南 欽州街欽州街欽州街欽州街、、、、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  

西西西西 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東沙島街東沙島街東沙島街東沙島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東沙島街東沙島街東沙島街東沙島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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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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2

F03 南昌北南昌北南昌北南昌北   19,807 +16.76 

 

北北北北 青山道青山道青山道青山道、、、、大埔道大埔道大埔道大埔道、、、、巴域街巴域街巴域街巴域街  1. 金必多大廈金必多大廈金必多大廈金必多大廈 
2. 福華大廈福華大廈福華大廈福華大廈 
3. 黃金大廈黃金大廈黃金大廈黃金大廈 
4. 北河大廈北河大廈北河大廈北河大廈 
5. 福仁大廈福仁大廈福仁大廈福仁大廈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巴域街巴域街巴域街巴域街  

東東東東 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  

南南南南 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  

西西西西 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欽州街欽州街欽州街欽州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欽州街欽州街欽州街欽州街  

 
F04 石硤尾石硤尾石硤尾石硤尾   20,852 +22.92 

 

北北北北 偉智街偉智街偉智街偉智街、、、、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  1. 石硤尾邨石硤尾邨石硤尾邨石硤尾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美山樓美山樓美山樓美山樓 

      美虹樓美虹樓美虹樓美虹樓 

      美彩樓美彩樓美彩樓美彩樓 

      第第第第 21212121 座座座座    

      第第第第 22222222 座座座座    

      第第第第 23232323 座座座座    

      第第第第 24242424 座座座座    

2. 石硤尾邨第一期石硤尾邨第一期石硤尾邨第一期石硤尾邨第一期 
3. 石硤尾邨第二期石硤尾邨第二期石硤尾邨第二期石硤尾邨第二期 
4. 石硤尾邨第五期石硤尾邨第五期石硤尾邨第五期石硤尾邨第五期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大坑西街大坑西街大坑西街大坑西街  

東東東東 大坑西街大坑西街大坑西街大坑西街、、、、偉智街偉智街偉智街偉智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窩仔街窩仔街窩仔街窩仔街  

南南南南 窩仔街窩仔街窩仔街窩仔街、、、、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巴域街巴域街巴域街巴域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巴域街巴域街巴域街巴域街、、、、白田街白田街白田街白田街  

西西西西 大埔道大埔道大埔道大埔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白田街白田街白田街白田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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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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3

F05 南昌東南昌東南昌東南昌東   18,487 +8.98 

 

北北北北 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窩仔街窩仔街窩仔街窩仔街  1. 景怡峰景怡峰景怡峰景怡峰 
2. 逸華軒逸華軒逸華軒逸華軒 
3. 南都大廈南都大廈南都大廈南都大廈 
4. 石硤尾邨石硤尾邨石硤尾邨石硤尾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第第第第 19191919 座座座座    

      第第第第 20202020 座座座座    

5. 華麗廣場華麗廣場華麗廣場華麗廣場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東東東東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西洋菜北街西洋菜北街西洋菜北街西洋菜北街  

南南南南 白楊街白楊街白楊街白楊街、、、、福華街福華街福華街福華街、、、、楓樹街楓樹街楓樹街楓樹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  

西西西西 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  

 
F06 南昌南南昌南南昌南南昌南   20,737 +22.24 

 

北北北北 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  1. 長勝大廈長勝大廈長勝大廈長勝大廈 
2. 金碧樓金碧樓金碧樓金碧樓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  

東東東東 楓樹街楓樹街楓樹街楓樹街、、、、福華街福華街福華街福華街、、、、白楊街白楊街白楊街白楊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西洋菜北街西洋菜北街西洋菜北街西洋菜北街、、、、界限街界限街界限街界限街  

南南南南 界限街界限街界限街界限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界限街界限街界限街界限街、、、、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  

西西西西 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南昌南昌南昌南昌街街街街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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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4

F07 南昌中南昌中南昌中南昌中   18,413 +8.54 

 

北北北北 欽州街欽州街欽州街欽州街、、、、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  1. 萬安大樓萬安大樓萬安大樓萬安大樓 
2. 米蘭軒米蘭軒米蘭軒米蘭軒 
3. 東興樓東興樓東興樓東興樓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  

東東東東 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  

南南南南 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荔枝角道荔枝角道荔枝角道荔枝角道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荔枝角道荔枝角道荔枝角道荔枝角道  

西西西西 荔枝角道荔枝角道荔枝角道荔枝角道、、、、欽州街欽州街欽州街欽州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欽州街欽州街欽州街欽州街  

 
F08 南昌西南昌西南昌西南昌西   20,523 +20.98 

 

北北北北 九江街九江街九江街九江街、、、、荔枝角道荔枝角道荔枝角道荔枝角道  1. 嘉美中心嘉美中心嘉美中心嘉美中心 
2. 嘉寶大廈嘉寶大廈嘉寶大廈嘉寶大廈 
3. 南昌邨南昌邨南昌邨南昌邨 
4. 悅海軒悅海軒悅海軒悅海軒 
5. 寶榮大樓寶榮大樓寶榮大樓寶榮大樓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通州街通州街通州街通州街  

東東東東 通州街通州街通州街通州街、、、、聚魚道聚魚道聚魚道聚魚道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聚魚道聚魚道聚魚道聚魚道、、、、深旺道深旺道深旺道深旺道  

南南南南 海輝道海輝道海輝道海輝道、、、、西九龍公西九龍公西九龍公西九龍公路路路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西九龍公路西九龍公路西九龍公路西九龍公路  

西西西西 欽州街西欽州街西欽州街西欽州街西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欽州街西欽州街西欽州街西欽州街西、、、、九江街九江街九江街九江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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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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5

F09 富昌富昌富昌富昌   20,270 +19.49 

 

北北北北 西九龍走廊西九龍走廊西九龍走廊西九龍走廊、、、、東京街東京街東京街東京街  1. 富昌邨富昌邨富昌邨富昌邨 
2. 榮昌邨榮昌邨榮昌邨榮昌邨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東京街東京街東京街東京街、、、、荔枝角道荔枝角道荔枝角道荔枝角道  

東東東東 九江街九江街九江街九江街、、、、通州街通州街通州街通州街、、、、欽州街西欽州街西欽州街西欽州街西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欽州街西欽州街西欽州街西欽州街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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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祥街西發祥街西發祥街西發祥街西  

 
F10 麗閣麗閣麗閣麗閣   14,379 -15.24 

 

北北北北 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  1. 麗閣邨麗閣邨麗閣邨麗閣邨 
2. 麗安邨麗安邨麗安邨麗安邨 
3. 怡靖苑怡靖苑怡靖苑怡靖苑 
4. 怡閣苑怡閣苑怡閣苑怡閣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  

東東東東 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欽州街欽州街欽州街欽州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欽州欽州欽州欽州街街街街  

南南南南 欽州街欽州街欽州街欽州街、、、、荔枝角道荔枝角道荔枝角道荔枝角道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荔枝角道荔枝角道荔枝角道荔枝角道  

西西西西 荔枝角道荔枝角道荔枝角道荔枝角道、、、、東京街東京街東京街東京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東京街東京街東京街東京街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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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6

F11 幸福幸福幸福幸福   15,401 -9.21 

 

北北北北 長沙灣徑長沙灣徑長沙灣徑長沙灣徑、、、、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  1. 碧海藍天碧海藍天碧海藍天碧海藍天 
2. 長沙灣邨長沙灣邨長沙灣邨長沙灣邨 
3. 幸福邨幸福邨幸福邨幸福邨 
4. 幸俊苑幸俊苑幸俊苑幸俊苑 
5. 星匯居星匯居星匯居星匯居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  

東東東東 東京街東京街東京街東京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東京街東京街東京街東京街  

南南南南 東京街東京街東京街東京街、、、、西九龍走廊西九龍走廊西九龍走廊西九龍走廊、、、、發祥街西發祥街西發祥街西發祥街西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興華街西興華街西興華街西興華街西、、、、深旺道深旺道深旺道深旺道  

西西西西 深旺道深旺道深旺道深旺道、、、、深盛路深盛路深盛路深盛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興華街興華街興華街興華街、、、、荔枝角道荔枝角道荔枝角道荔枝角道  

 
F12 荔枝角南荔枝角南荔枝角南荔枝角南   17,514 +3.24 

 

北北北北 青葵公路青葵公路青葵公路青葵公路、、、、西九龍公路西九龍公路西九龍公路西九龍公路、、、、荔寶路荔寶路荔寶路荔寶路 

青沙公青沙公青沙公青沙公路路路路、、、、深旺道深旺道深旺道深旺道 

 1. 海麗邨海麗邨海麗邨海麗邨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深旺道深旺道深旺道深旺道、、、、興華街西興華街西興華街西興華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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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昂路志昂路志昂路志昂路  

西西西西 志昂路志昂路志昂路志昂路、、、、貨櫃碼頭南路貨櫃碼頭南路貨櫃碼頭南路貨櫃碼頭南路、、、、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貨櫃碼頭南路貨櫃碼頭南路貨櫃碼頭南路貨櫃碼頭南路、、、、興華街西興華街西興華街西興華街西、、、、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荔寶路荔寶路荔寶路荔寶路、、、、連翔道連翔道連翔道連翔道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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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7

F13 美孚南美孚南美孚南美孚南   17,304 +2.00 

 

北北北北 荔枝角道荔枝角道荔枝角道荔枝角道、、、、葵涌道葵涌道葵涌道葵涌道  1. 曼克頓山曼克頓山曼克頓山曼克頓山 
2. 美孚新邨美孚新邨美孚新邨美孚新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期期期期（（（（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期期期期（（（（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期期期期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期期期期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葵涌道葵涌道葵涌道葵涌道  

東東東東 荔寶路荔寶路荔寶路荔寶路、、、、青沙公路青沙公路青沙公路青沙公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青沙公路青沙公路青沙公路青沙公路、、、、西九龍公路西九龍公路西九龍公路西九龍公路  

南南南南 西九龍公路西九龍公路西九龍公路西九龍公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青葵公路青葵公路青葵公路青葵公路  

西西西西 百老匯街百老匯街百老匯街百老匯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百老匯街百老匯街百老匯街百老匯街  

 
F14 美孚中美孚中美孚中美孚中   14,675 -13.49 

 

北北北北 荔灣道荔灣道荔灣道荔灣道  1. 美孚新邨美孚新邨美孚新邨美孚新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期期期期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期期期期（（（（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期期期期（（（（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期期期期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東東東東 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葵涌道及百老匯街交界葵涌道及百老匯街交界葵涌道及百老匯街交界葵涌道及百老匯街交界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百老匯街百老匯街百老匯街百老匯街  

南南南南 青葵公路青葵公路青葵公路青葵公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青葵公路青葵公路青葵公路青葵公路、、、、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西西西西 青葵公路青葵公路青葵公路青葵公路、、、、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葵涌道葵涌道葵涌道葵涌道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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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8

F15 美孚北美孚北美孚北美孚北   16,929 -0.21 

 

北北北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荔景山路荔景山路荔景山路荔景山路、、、、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  1. 清麗苑清麗苑清麗苑清麗苑 
2. 美孚新邨美孚新邨美孚新邨美孚新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期期期期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期期期期 
3. 盈暉臺盈暉臺盈暉臺盈暉臺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蝴蝶谷道蝴蝶谷道蝴蝶谷道蝴蝶谷道  

東東東東 蝴蝶谷道蝴蝶谷道蝴蝶谷道蝴蝶谷道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蝴蝶谷道蝴蝶谷道蝴蝶谷道蝴蝶谷道、、、、葵涌道葵涌道葵涌道葵涌道  

南南南南 葵涌道葵涌道葵涌道葵涌道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青葵公路青葵公路青葵公路青葵公路  

西西西西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荔景山路荔景山路荔景山路荔景山路、、、、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F16 荔枝角中荔枝角中荔枝角中荔枝角中   19,882 +17.20 

 

北北北北 西九龍走廊西九龍走廊西九龍走廊西九龍走廊  1. 泓景臺泓景臺泓景臺泓景臺 
2. 昇悅居昇悅居昇悅居昇悅居 
3. 一號一號一號一號‧‧‧‧西九龍西九龍西九龍西九龍 
4. 宇晴軒宇晴軒宇晴軒宇晴軒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西九龍走廊西九龍走廊西九龍走廊西九龍走廊  

東東東東 西九龍走廊西九龍走廊西九龍走廊西九龍走廊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興華街西興華街西興華街西興華街西  

南南南南 深盛路深盛路深盛路深盛路  

西西西西南南南南 深盛路深盛路深盛路深盛路、、、、深旺道深旺道深旺道深旺道  

西西西西 深旺道深旺道深旺道深旺道、、、、青沙公路青沙公路青沙公路青沙公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西九龍走廊西九龍走廊西九龍走廊西九龍走廊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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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9

F17 荔枝角北荔枝角北荔枝角北荔枝角北   14,042 -17.22 

 

北北北北 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  1. 康輝大廈康輝大廈康輝大廈康輝大廈 
2. 麗寶花園麗寶花園麗寶花園麗寶花園 
3. 永寧大廈永寧大廈永寧大廈永寧大廈 
4. ONE NEW YORK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永康街永康街永康街永康街、、、、保安道保安道保安道保安道  

東東東東 興華街興華街興華街興華街、、、、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徑長沙灣徑長沙灣徑長沙灣徑  

南南南南 荔枝角道荔枝角道荔枝角道荔枝角道、、、、興華街興華街興華街興華街、、、、西九龍走廊西九龍走廊西九龍走廊西九龍走廊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西九龍走廊西九龍走廊西九龍走廊西九龍走廊、、、、蝴蝶谷道蝴蝶谷道蝴蝶谷道蝴蝶谷道  

西西西西 蝴蝶谷道蝴蝶谷道蝴蝶谷道蝴蝶谷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  

 
F18 元州及蘇屋元州及蘇屋元州及蘇屋元州及蘇屋   18,626 +9.80 

 

北北北北 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  1. 蘇屋邨蘇屋邨蘇屋邨蘇屋邨 
2. 元州邨元州邨元州邨元州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元智樓元智樓元智樓元智樓 

      元豐樓元豐樓元豐樓元豐樓 

      元禧樓元禧樓元禧樓元禧樓 

      元康樓元康樓元康樓元康樓 

      元健樓元健樓元健樓元健樓 

      元樂樓元樂樓元樂樓元樂樓 

      元雅樓元雅樓元雅樓元雅樓 

      元盛樓元盛樓元盛樓元盛樓 

      元泰樓元泰樓元泰樓元泰樓 

      元和樓元和樓元和樓元和樓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  

東東東東 長發街長發街長發街長發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元洲街元洲街元洲街元洲街、、、、永隆街永隆街永隆街永隆街  

南南南南 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長沙灣道、、、、興華街興華街興華街興華街、、、、保安道保安道保安道保安道  

西西西西 永康街永康街永康街永康街、、、、永明街永明街永明街永明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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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0

F19 李鄭屋李鄭屋李鄭屋李鄭屋   13,110 -22.72 

 

北北北北 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大埔道大埔道大埔道大埔道  1. 入境事務處李鄭屋員佐級職員宿舍入境事務處李鄭屋員佐級職員宿舍入境事務處李鄭屋員佐級職員宿舍入境事務處李鄭屋員佐級職員宿舍 
2. 李鄭李鄭李鄭李鄭屋邨屋邨屋邨屋邨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大埔道大埔道大埔道大埔道  

東東東東 大埔道大埔道大埔道大埔道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東沙島街東沙島街東沙島街東沙島街  

南南南南 懷惠道懷惠道懷惠道懷惠道、、、、東京街東京街東京街東京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保安道保安道保安道保安道  

西西西西 保安道保安道保安道保安道、、、、長發街長發街長發街長發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丁香街丁香街丁香街丁香街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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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1

F20 下白田下白田下白田下白田   14,701 -13.34 

 

北北北北 白雲街白雲街白雲街白雲街  1. 白田邨白田邨白田邨白田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第第第第１１１１座座座座 

      第第第第２２２２座座座座 

      第第第第３３３３座座座座 

      第第第第１２１２１２１２座座座座 

      澤田樓澤田樓澤田樓澤田樓 

      昌田樓昌田樓昌田樓昌田樓 

      富田樓富田樓富田樓富田樓 

      麗田樓麗田樓麗田樓麗田樓 

      安田樓安田樓安田樓安田樓 

      盛田樓盛田樓盛田樓盛田樓 

      瑞田樓瑞田樓瑞田樓瑞田樓 

      太田樓太田樓太田樓太田樓 

      翠田樓翠田樓翠田樓翠田樓 

      運田樓運田樓運田樓運田樓 

      裕田樓裕田樓裕田樓裕田樓 

      潤田樓潤田樓潤田樓潤田樓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  

東東東東 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  

南南南南 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偉智街偉智街偉智街偉智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偉智街偉智街偉智街偉智街  

西西西西 白雲街白雲街白雲街白雲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白雲街白雲街白雲街白雲街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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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2

F21 又一村又一村又一村又一村   16,484 -2.83 

 

北北北北 龍翔道龍翔道龍翔道龍翔道  1. 瑰麗新村瑰麗新村瑰麗新村瑰麗新村 
2. 畢架山峰畢架山峰畢架山峰畢架山峰 
3. 又一居又一居又一居又一居 
4. 德智苑德智苑德智苑德智苑 
5. 又一村花園又一村花園又一村花園又一村花園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筆架山道筆架山道筆架山道筆架山道  

東東東東 筆架山道筆架山道筆架山道筆架山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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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限街界限街界限街界限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大坑東道大坑東道大坑東道大坑東道  

西西西西 龍珠街龍珠街龍珠街龍珠街、、、、大坑東道大坑東道大坑東道大坑東道、、、、南山邨道南山邨道南山邨道南山邨道、、、、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龍翔道龍翔道龍翔道龍翔道  

 
F22 南山南山南山南山、、、、大坑東及大坑西大坑東及大坑西大坑東及大坑西大坑東及大坑西   16,244 -4.24 

 

北北北北 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南山邨道南山邨道南山邨道南山邨道  1. 仁寶大廈仁寶大廈仁寶大廈仁寶大廈 
2. 南山邨南山邨南山邨南山邨 
3. 南山苑南山苑南山苑南山苑 
4. 大坑西新邨大坑西新邨大坑西新邨大坑西新邨 
5. 大坑東邨大坑東邨大坑東邨大坑東邨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南山邨道南山邨道南山邨道南山邨道、、、、大坑東道大坑東道大坑東道大坑東道  

東東東東 龍珠街龍珠街龍珠街龍珠街、、、、大坑東道大坑東道大坑東道大坑東道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大坑東道大坑東道大坑東道大坑東道  

南南南南 界限街界限街界限街界限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西洋菜北街西洋菜北街西洋菜北街西洋菜北街、、、、西洋菜里西洋菜里西洋菜里西洋菜里  

西西西西 窩仔街窩仔街窩仔街窩仔街、、、、偉智街偉智街偉智街偉智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大坑西街大坑西街大坑西街大坑西街、、、、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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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3

F23 龍坪及上白田龍坪及上白田龍坪及上白田龍坪及上白田   16,794 -1.00 

 

北北北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1. 畢架山花園畢架山花園畢架山花園畢架山花園 
2. 郝德傑山郝德傑山郝德傑山郝德傑山 
3. 澤安邨澤安邨澤安邨澤安邨 
4. 帝景峰帝景峰帝景峰帝景峰 
5. 爾登豪庭爾登豪庭爾登豪庭爾登豪庭 
6. 白田邨白田邨白田邨白田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第第第第９９９９座座座座 

      第第第第１０１０１０１０座座座座 

      第第第第１１１１１１１１座座座座 

      第第第第１３１３１３１３座座座座 
7. 嘉珀山嘉珀山嘉珀山嘉珀山 
8. 爾登華庭爾登華庭爾登華庭爾登華庭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龍欣道龍欣道龍欣道龍欣道  

東東東東 龍翔道龍翔道龍翔道龍翔道、、、、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南昌街、、、、白雲街白雲街白雲街白雲街  

南南南南 白雲街白雲街白雲街白雲街、、、、大埔道大埔道大埔道大埔道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大埔道大埔道大埔道大埔道  

西西西西 大埔道大埔道大埔道大埔道、、、、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琵琶山段琵琶山段琵琶山段琵琶山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