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九龍城九龍城九龍城九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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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預計預計預計人口人口人口人口 

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 
偏離偏離偏離偏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G1

G01 馬頭圍馬頭圍馬頭圍馬頭圍   19,205 +13.21 

 

北北北北 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太子道西  1. 真善美真善美真善美真善美村村村村 
2. 中南大廈中南大廈中南大廈中南大廈 
3. 福安大廈福安大廈福安大廈福安大廈 
4. 福桃樓福桃樓福桃樓福桃樓 
5. 懿薈懿薈懿薈懿薈 
6. 馬頭圍邨馬頭圍邨馬頭圍邨馬頭圍邨 
7. 帝庭豪園帝庭豪園帝庭豪園帝庭豪園 
8. 文德苑文德苑文德苑文德苑 
9. 碧麗園碧麗園碧麗園碧麗園 
10. 雅閣花園雅閣花園雅閣花園雅閣花園 
11. 雅麗居雅麗居雅麗居雅麗居 
12. 雅士花園雅士花園雅士花園雅士花園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太子道西  

東東東東 世運道世運道世運道世運道、、、、譚公道譚公道譚公道譚公道、、、、馬頭角道馬頭角道馬頭角道馬頭角道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馬頭角道馬頭角道馬頭角道馬頭角道、、、、馬頭涌道馬頭涌道馬頭涌道馬頭涌道  

南南南南 農圃道農圃道農圃道農圃道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天光道天光道天光道天光道  

西西西西 天光道天光道天光道天光道、、、、常常常常健健健健街街街街、、、、亞皆老街亞皆老街亞皆老街亞皆老街、、、、露明道露明道露明道露明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露明道露明道露明道露明道、、、、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太子道西  

   

 
G02 馬坑涌馬坑涌馬坑涌馬坑涌   20,012 +17.97 

 

北北北北 馬頭角道馬頭角道馬頭角道馬頭角道  1. 中華大廈中華大廈中華大廈中華大廈 
2. 翔龍灣翔龍灣翔龍灣翔龍灣 
3. 嘉景花園嘉景花園嘉景花園嘉景花園 
4. 海悅豪庭海悅豪庭海悅豪庭海悅豪庭 
5. 欣榮花園欣榮花園欣榮花園欣榮花園 

東東東東北北北北 馬頭角道馬頭角道馬頭角道馬頭角道  

東東東東 馬頭角道馬頭角道馬頭角道馬頭角道、、、、土瓜灣道土瓜灣道土瓜灣道土瓜灣道、、、、海堤海堤海堤海堤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海堤海堤海堤海堤、、、、新碼頭街新碼頭街新碼頭街新碼頭街、、、、土瓜灣道土瓜灣道土瓜灣道土瓜灣道、、、、新山道新山道新山道新山道  

南南南南 新山道新山道新山道新山道、、、、炮仗街炮仗街炮仗街炮仗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上鄉道上鄉道上鄉道上鄉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  

西西西西 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涌道馬頭涌道馬頭涌道馬頭涌道、、、、馬頭角道馬頭角道馬頭角道馬頭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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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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預計預計預計人口人口人口人口 

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 
偏離偏離偏離偏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G2

G03 馬頭角馬頭角馬頭角馬頭角   14,990 -11.64 

 

北北北北 炮仗街炮仗街炮仗街炮仗街、、、、新山道新山道新山道新山道  1. 同興花園同興花園同興花園同興花園 
2. 定安大廈定安大廈定安大廈定安大廈 
3. 新城中心新城中心新城中心新城中心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新山道新山道新山道新山道  

東東東東 新山道新山道新山道新山道、、、、土瓜灣道土瓜灣道土瓜灣道土瓜灣道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土瓜灣道土瓜灣道土瓜灣道土瓜灣道  

南南南南 土瓜灣道土瓜灣道土瓜灣道土瓜灣道、、、、落山道落山道落山道落山道、、、、下鄉道下鄉道下鄉道下鄉道、、、、四川街四川街四川街四川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九龍城道九龍城道九龍城道九龍城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江蘇街江蘇街江蘇街江蘇街  

西西西西 靠背壟道靠背壟道靠背壟道靠背壟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靠靠靠靠背壟道背壟道背壟道背壟道、、、、美善同里美善同里美善同里美善同里、、、、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 

上鄉道上鄉道上鄉道上鄉道、、、、炮仗街炮仗街炮仗街炮仗街 

 

 
G04 樂民樂民樂民樂民   16,110 -5.03 

 

北北北北 農圃道農圃道農圃道農圃道  1. 農圃道農圃道農圃道農圃道１８１８１８１８號號號號 
2. 半山壹號半山壹號半山壹號半山壹號 
3. 曉暉華庭曉暉華庭曉暉華庭曉暉華庭 
4. 樂民新村樂民新村樂民新村樂民新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農圃道農圃道農圃道農圃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美善同里美善同里美善同里美善同里  

東東東東 靠背壟道靠背壟道靠背壟道靠背壟道、、、、江蘇街江蘇街江蘇街江蘇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浙江街浙江街浙江街浙江街、、、、高山道高山道高山道高山道  

南南南南 高山道高山道高山道高山道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西西西西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常盛街常盛街常盛街常盛街、、、、天光道天光道天光道天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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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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預計預計預計人口人口人口人口 

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 
偏離偏離偏離偏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G3

G05 常樂常樂常樂常樂   16,095 -5.12 

 

北北北北 常盛街常盛街常盛街常盛街  1. 何文田邨何文田邨何文田邨何文田邨 
2. 冠暉苑冠暉苑冠暉苑冠暉苑 
3. 冠熹苑冠熹苑冠熹苑冠熹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常盛街常盛街常盛街常盛街  

東東東東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高山道高山道高山道高山道、、、、信用街信用街信用街信用街  

南南南南 信用街信用街信用街信用街、、、、佛光街佛光街佛光街佛光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佛光街佛光街佛光街佛光街  

西西西西 佛光街佛光街佛光街佛光街、、、、常盛街常盛街常盛街常盛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常盛街常盛街常盛街常盛街  

 
G06 

 
何文田何文田何文田何文田 

   
20,651 

 
+21.73 

 

北北北北 亞皆老街亞皆老街亞皆老街亞皆老街  1. 寶雲閣寶雲閣寶雲閣寶雲閣 
2. 冠華園冠華園冠華園冠華園 
3. 恒信園恒信園恒信園恒信園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第三期第三期第三期第三期 

      第四期第四期第四期第四期 

      第五期第五期第五期第五期 

      第六期第六期第六期第六期 
4. 僑宏大廈僑宏大廈僑宏大廈僑宏大廈 
5. 文豪閣文豪閣文豪閣文豪閣 
6. 賀龍居賀龍居賀龍居賀龍居 
7. 巴富花園巴富花園巴富花園巴富花園 
8. 常樂邨常樂邨常樂邨常樂邨 
9. 仁禮花園仁禮花園仁禮花園仁禮花園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天光道天光道天光道天光道、、、、常常常常健健健健街街街街  

東東東東 天光道天光道天光道天光道、、、、常盛街常盛街常盛街常盛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佛光街佛光街佛光街佛光街、、、、常盛街常盛街常盛街常盛街  

南南南南 公主道公主道公主道公主道、、、、佛光街佛光街佛光街佛光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東鐵東鐵東鐵綫綫綫綫)  

西西西西 窩打老道窩打老道窩打老道窩打老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窩打老道窩打老道窩打老道窩打老道、、、、亞皆老街亞皆老街亞皆老街亞皆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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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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預計預計預計人口人口人口人口 

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 
偏離偏離偏離偏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G4

G07 嘉道理嘉道理嘉道理嘉道理   18,756 +10.56 

 

北北北北 界限街界限街界限街界限街  1. 東方花園東方花園東方花園東方花園 
2. 怡安閣怡安閣怡安閣怡安閣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界限街界限街界限街界限街、、、、窩打老道窩打老道窩打老道窩打老道  

東東東東 窩打老道窩打老道窩打老道窩打老道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亞皆老街亞皆老街亞皆老街亞皆老街、、、、窩打老道窩打老道窩打老道窩打老道  

南南南南 窩打老道窩打老道窩打老道窩打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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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08 

 
太子太子太子太子 

   
16,841 

 
-0.73 

 

北北北北 蘭開夏道蘭開夏道蘭開夏道蘭開夏道、、、、喇沙利道喇沙利道喇沙利道喇沙利道  1. 碧華花園碧華花園碧華花園碧華花園 
2. 博文閣博文閣博文閣博文閣 
3. 福怡花園福怡花園福怡花園福怡花園 
4. 恒信大樓恒信大樓恒信大樓恒信大樓 
5. 恒信園恒信園恒信園恒信園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第二期第二期第二期第二期 
6. 根德閣根德閣根德閣根德閣 
7. 太子閣太子閣太子閣太子閣 
8. 勝豐園勝豐園勝豐園勝豐園 
9. 怡德花園怡德花園怡德花園怡德花園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延文禮士道延文禮士道延文禮士道延文禮士道、、、、東寶庭道東寶庭道東寶庭道東寶庭道、、、、聯合道聯合道聯合道聯合道  

東東東東 聯合道聯合道聯合道聯合道、、、、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太子道西、、、、露明道露明道露明道露明道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亞皆老街亞皆老街亞皆老街亞皆老街、、、、露明道露明道露明道露明道  

南南南南 亞皆老街亞皆老街亞皆老街亞皆老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窩打老道窩打老道窩打老道窩打老道  

西西西西 界限街界限街界限街界限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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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梨道舒梨道舒梨道舒梨道、、、、雅息士道雅息士道雅息士道雅息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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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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預計預計預計人口人口人口人口 

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 
偏離偏離偏離偏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G5

G09 九龍塘九龍塘九龍塘九龍塘   19,293 +13.73 

 

北北北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公路  1. 寶能閣寶能閣寶能閣寶能閣 
2. 麗珊園麗珊園麗珊園麗珊園 
3. 和域臺和域臺和域臺和域臺 
4. 尚御尚御尚御尚御 
5. 真能閣真能閣真能閣真能閣 
6. 映月臺映月臺映月臺映月臺 
7. 畢架山一號畢架山一號畢架山一號畢架山一號 
8. 逸瓏逸瓏逸瓏逸瓏 
9. 星輝豪庭星輝豪庭星輝豪庭星輝豪庭 
10. 碧麗閣碧麗閣碧麗閣碧麗閣 
11. 新德園新德園新德園新德園 
12. 偉錦園偉錦園偉錦園偉錦園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龍翔道龍翔道龍翔道龍翔道、、、、竹園道竹園道竹園道竹園道  

東東東東 聯合道聯合道聯合道聯合道、、、、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聯合道聯合道聯合道聯合道、、、、東寶庭道東寶庭道東寶庭道東寶庭道、、、、延文禮士道延文禮士道延文禮士道延文禮士道  

南南南南 喇沙利道喇沙利道喇沙利道喇沙利道、、、、蘭開夏蘭開夏蘭開夏蘭開夏道道道道、、、、雅息士道雅息士道雅息士道雅息士道 

舒梨道舒梨道舒梨道舒梨道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舒梨道舒梨道舒梨道舒梨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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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架山道筆架山道筆架山道筆架山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龍欣道龍欣道龍欣道龍欣道  

   

 
G10 龍城龍城龍城龍城   15,460 -8.87 

 

北北北北 東頭村道東頭村道東頭村道東頭村道、、、、東正道東正道東正道東正道  1. 成龍居成龍居成龍居成龍居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東正道東正道東正道東正道  

東東東東 賈炳達道賈炳達道賈炳達道賈炳達道、、、、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太子道東太子道東太子道東太子道東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太子道東太子道東太子道東太子道東  

南南南南 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太子道西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太子道西、、、、聯合道聯合道聯合道聯合道  

西西西西 聯合道聯合道聯合道聯合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聯合道聯合道聯合道聯合道、、、、東頭村道東頭村道東頭村道東頭村道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九龍城九龍城九龍城九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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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預計預計預計人口人口人口人口 

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 
偏離偏離偏離偏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G6

G11 宋皇臺宋皇臺宋皇臺宋皇臺   20,487 +20.77 

 

北北北北 宋皇臺道宋皇臺道宋皇臺道宋皇臺道  1. 恒康大廈恒康大廈恒康大廈恒康大廈 
2. 金都豪苑金都豪苑金都豪苑金都豪苑 
3. 傲雲峰傲雲峰傲雲峰傲雲峰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宋皇臺道宋皇臺道宋皇臺道宋皇臺道  

東東東東 海堤海堤海堤海堤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海堤海堤海堤海堤  

南南南南 馬頭角道馬頭角道馬頭角道馬頭角道、、、、土瓜灣道土瓜灣道土瓜灣道土瓜灣道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馬頭角道馬頭角道馬頭角道馬頭角道  

西西西西 馬頭角道馬頭角道馬頭角道馬頭角道、、、、譚公道譚公道譚公道譚公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世運道世運道世運道世運道  

 
G12 啓啓啓啓德北德北德北德北   16,562 -2.37 

 

北北北北 太子道東太子道東太子道東太子道東、、、、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1. 啓啓啓啓晴邨晴邨晴邨晴邨 
2. 德朗邨德朗邨德朗邨德朗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德瑜樓德瑜樓德瑜樓德瑜樓 
     德珮樓德珮樓德珮樓德珮樓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承承承承啓啓啓啓道道道道、、、、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東東東東 承承承承啓啓啓啓道道道道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沐翠街沐翠街沐翠街沐翠街、、、、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南南南南 沐翠街沐翠街沐翠街沐翠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西西西西 太子道東太子道東太子道東太子道東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太子道東太子道東太子道東太子道東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九龍城九龍城九龍城九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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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預計預計預計人口人口人口人口 

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 
偏離偏離偏離偏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G7

G13 啓啓啓啓德南德南德南德南   14,599 -13.94 

 

北北北北 太子道太子道太子道太子道東東東東、、、、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沐翠街沐翠街沐翠街沐翠街  1. 德德德德朗邨朗邨朗邨朗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德璋樓德璋樓德璋樓德璋樓 
  德瑞樓德瑞樓德瑞樓德瑞樓 
  德琦樓德琦樓德琦樓德琦樓 
  德瓏樓德瓏樓德瓏樓德瓏樓 
  德珊樓德珊樓德珊樓德珊樓 
  德瑤樓德瑤樓德瑤樓德瑤樓 
  德瑩樓德瑩樓德瑩樓德瑩樓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沐翠街沐翠街沐翠街沐翠街、、、、承承承承啓啓啓啓道道道道  

東東東東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啓啓啓啓福道福道福道福道、、、、祥祥祥祥業業業業街街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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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西西西 宋皇臺道宋皇臺道宋皇臺道宋皇臺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世運道世運道世運道世運道、、、、太子道東太子道東太子道東太子道東  

 
G14 海心海心海心海心   15,823 -6.73 

 

北北北北 土瓜灣道土瓜灣道土瓜灣道土瓜灣道、、、、新碼頭街新碼頭街新碼頭街新碼頭街  1. 捷通大廈捷通大廈捷通大廈捷通大廈 
2. 美景樓第一期美景樓第一期美景樓第一期美景樓第一期 
3. 安和園安和園安和園安和園 
4. 土瓜灣大廈土瓜灣大廈土瓜灣大廈土瓜灣大廈 
5. 偉恒昌新邨偉恒昌新邨偉恒昌新邨偉恒昌新邨 
6. 奕賢大廈奕賢大廈奕賢大廈奕賢大廈 
7. 港圖灣港圖灣港圖灣港圖灣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新碼頭街新碼頭街新碼頭街新碼頭街  

東東東東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南南南南 浙江街浙江街浙江街浙江街、、、、旭日街旭日街旭日街旭日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落山道落山道落山道落山道  

西西西西 落山道落山道落山道落山道、、、、土瓜灣道土瓜灣道土瓜灣道土瓜灣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土瓜灣道土瓜灣道土瓜灣道土瓜灣道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九龍城九龍城九龍城九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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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預計預計預計人口人口人口人口 

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 
偏離偏離偏離偏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G8

G15 土瓜灣北土瓜灣北土瓜灣北土瓜灣北   13,368 -21.20 

 

北北北北 下鄉道下鄉道下鄉道下鄉道、、、、落山道落山道落山道落山道  1. 益豐大廈益豐大廈益豐大廈益豐大廈 
2. 僑發大廈僑發大廈僑發大廈僑發大廈 
3. 僑裕大樓僑裕大樓僑裕大樓僑裕大樓 
4. 美景樓第二期美景樓第二期美景樓第二期美景樓第二期 
5. 旭日豪庭旭日豪庭旭日豪庭旭日豪庭 
6. 唯一大廈唯一大廈唯一大廈唯一大廈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落山道落山道落山道落山道  

東東東東 落山道落山道落山道落山道、、、、旭日街旭日街旭日街旭日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崇安街崇安街崇安街崇安街  

南南南南 崇安街崇安街崇安街崇安街、、、、鴻福街鴻福街鴻福街鴻福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土瓜灣道土瓜灣道土瓜灣道土瓜灣道、、、、漆咸道北漆咸道北漆咸道北漆咸道北  

西西西西 九龍城道九龍城道九龍城道九龍城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四川街四川街四川街四川街  

 
G16 土瓜灣南土瓜灣南土瓜灣南土瓜灣南   15,454 -8.90 

 

北北北北 浙江街浙江街浙江街浙江街、、、、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土瓜灣道土瓜灣道土瓜灣道土瓜灣道、、、、鴻福街鴻福街鴻福街鴻福街  1. 碧麗花園碧麗花園碧麗花園碧麗花園 
2. 漆馬大廈漆馬大廈漆馬大廈漆馬大廈 
3. 富運大廈富運大廈富運大廈富運大廈 
4. 新華大樓新華大樓新華大樓新華大樓 
5. 薈薈薈薈點點點點 
6. 榮輝大榮輝大榮輝大榮輝大廈廈廈廈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鴻福街鴻福街鴻福街鴻福街、、、、崇安街崇安街崇安街崇安街  

東東東東 崇安街崇安街崇安街崇安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庇利街庇利街庇利街庇利街  

南南南南 庇利街庇利街庇利街庇利街、、、、機利士北路機利士北路機利士北路機利士北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北拱街北拱街北拱街北拱街、、、、高山道高山道高山道高山道  

西西西西 高山道高山道高山道高山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高山道高山道高山道高山道、、、、浙江街浙江街浙江街浙江街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九龍城九龍城九龍城九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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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預計預計預計人口人口人口人口 

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 
偏離偏離偏離偏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G9

G17 鶴園海逸鶴園海逸鶴園海逸鶴園海逸   18,930 +11.59 

 

北北北北 浙江街浙江街浙江街浙江街  1. 海逸豪園海逸豪園海逸豪園海逸豪園 
2. 隆基大樓隆基大樓隆基大樓隆基大樓 
3. 崇字大廈崇字大廈崇字大廈崇字大廈 
4. 陽光廣場陽光廣場陽光廣場陽光廣場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東東東東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南南南南 戴亞街戴亞街戴亞街戴亞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戴亞街戴亞街戴亞街戴亞街、、、、紅磡道紅磡道紅磡道紅磡道、、、、民裕街民裕街民裕街民裕街、、、、大環道大環道大環道大環道 

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 

 

西西西西 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庇利街庇利街庇利街庇利街、、、、崇安街崇安街崇安街崇安街、、、、浙江街浙江街浙江街浙江街  

 
G18 黃埔東黃埔東黃埔東黃埔東   18,187 +7.21 

 

北北北北 戴亞街戴亞街戴亞街戴亞街  1. 海名軒海名軒海名軒海名軒 
2. 黃埔花園黃埔花園黃埔花園黃埔花園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銀竹苑銀竹苑銀竹苑銀竹苑 

      綠榕苑綠榕苑綠榕苑綠榕苑 

      紅棉苑紅棉苑紅棉苑紅棉苑 

      百合苑百合苑百合苑百合苑 

      青樺苑青樺苑青樺苑青樺苑 

      棕櫚苑棕櫚苑棕櫚苑棕櫚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東東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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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灣街建灣街建灣街建灣街  

西西西西 建灣街建灣街建灣街建灣街、、、、紅鸞道紅鸞道紅鸞道紅鸞道、、、、船景街船景街船景街船景街、、、、紅磡道紅磡道紅磡道紅磡道 

德豐街德豐街德豐街德豐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船景街船景街船景街船景街、、、、德康街德康街德康街德康街、、、、紅磡道紅磡道紅磡道紅磡道、、、、戴亞街戴亞街戴亞街戴亞街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九龍城九龍城九龍城九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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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預計預計預計人口人口人口人口 

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 
偏離偏離偏離偏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G10

G19 黃埔西黃埔西黃埔西黃埔西   20,624 +21.58 

 

北北北北 紅磡道紅磡道紅磡道紅磡道  1. 海濱南岸海濱南岸海濱南岸海濱南岸 
2. 黃埔花園黃埔花園黃埔花園黃埔花園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紫紫紫紫荊荊荊荊苑苑苑苑 

      錦桃苑錦桃苑錦桃苑錦桃苑 

      金柏苑金柏苑金柏苑金柏苑 

      翠楊苑翠楊苑翠楊苑翠楊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德康街德康街德康街德康街  

東東東東 船景街船景街船景街船景街、、、、德豐街德豐街德豐街德豐街、、、、紅磡道紅磡道紅磡道紅磡道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紅鸞道紅鸞道紅鸞道紅鸞道  

南南南南 紅鸞道紅鸞道紅鸞道紅鸞道、、、、紅樂道紅樂道紅樂道紅樂道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紅樂道紅樂道紅樂道紅樂道  

西西西西 仁勇街仁勇街仁勇街仁勇街、、、、紅磡南道紅磡南道紅磡南道紅磡南道、、、、寶來街寶來街寶來街寶來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寶來街寶來街寶來街寶來街  

 
G20 紅磡灣紅磡灣紅磡灣紅磡灣   19,607 +15.58 

 

北北北北 差館里差館里差館里差館里、、、、船澳街船澳街船澳街船澳街、、、、戴亞街戴亞街戴亞街戴亞街  1. 紅磡灣中心紅磡灣中心紅磡灣中心紅磡灣中心 
2. 半島豪庭半島豪庭半島豪庭半島豪庭 
3. 聯成大廈聯成大廈聯成大廈聯成大廈 
4. 黃埔新邨黃埔新邨黃埔新邨黃埔新邨 
5.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理工大學學生宿舍理工大學學生宿舍理工大學學生宿舍理工大學學生宿舍賽馬會賽馬會賽馬會賽馬會樓樓樓樓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紅磡道紅磡道紅磡道紅磡道  

東東東東 紅磡道紅磡道紅磡道紅磡道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寶來街寶來街寶來街寶來街、、、、紅磡南道紅磡南道紅磡南道紅磡南道、、、、仁勇街仁勇街仁勇街仁勇街  

南南南南 紅樂道紅樂道紅樂道紅樂道、、、、仁勇街仁勇街仁勇街仁勇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紅菱街紅菱街紅菱街紅菱街  

西西西西 紅菱街紅菱街紅菱街紅菱街、、、、紅磡南道紅磡南道紅磡南道紅磡南道、、、、福至街福至街福至街福至街、、、、必嘉街必嘉街必嘉街必嘉街 

明安街明安街明安街明安街、、、、寶其利街寶其利街寶其利街寶其利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大沽街大沽街大沽街大沽街、、、、蕪湖街蕪湖街蕪湖街蕪湖街、、、、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九龍城九龍城九龍城九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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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預計預計預計人口人口人口人口 

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 
偏離偏離偏離偏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G11 

G21 紅磡紅磡紅磡紅磡   14,578 -14.07 

 

北北北北 漆咸道北漆咸道北漆咸道北漆咸道北、、、、蕪湖街蕪湖街蕪湖街蕪湖街、、、、獲嘉道獲嘉道獲嘉道獲嘉道  1. 福年新樓福年新樓福年新樓福年新樓 
2. 黃埔唐樓黃埔唐樓黃埔唐樓黃埔唐樓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差館里差館里差館里差館里  

東東東東 差館里差館里差館里差館里、、、、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蕪湖街蕪湖街蕪湖街蕪湖街、、、、大沽街大沽街大沽街大沽街 

寶其利街寶其利街寶其利街寶其利街、、、、明安街明安街明安街明安街、、、、必嘉街必嘉街必嘉街必嘉街、、、、福至街福至街福至街福至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紅磡南道紅磡南道紅磡南道紅磡南道  

南南南南 紅菱街紅菱街紅菱街紅菱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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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漆咸道北漆咸道北漆咸道北漆咸道北  

 
G22 家維家維家維家維   19,301 +13.78 

 

北北北北 信用街信用街信用街信用街、、、、北拱街北拱街北拱街北拱街  1. 昇御門昇御門昇御門昇御門 
2. 紅磡邨紅磡邨紅磡邨紅磡邨 
3. 紅磡花園紅磡花園紅磡花園紅磡花園 
4. 家維邨家維邨家維邨家維邨 
5. 長長長長豐園豐園豐園豐園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機利士北路機利士北路機利士北路機利士北路、、、、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  

東東東東 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馬頭圍道、、、、大環道大環道大環道大環道、、、、民裕街民裕街民裕街民裕街、、、、紅磡道紅磡道紅磡道紅磡道 

戴亞街戴亞街戴亞街戴亞街、、、、船澳街船澳街船澳街船澳街 

 

南南南南 差館里差館里差館里差館里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差館里差館里差館里差館里、、、、獲嘉道獲嘉道獲嘉道獲嘉道、、、、蕪湖街蕪湖街蕪湖街蕪湖街  

西西西西 蕪湖街蕪湖街蕪湖街蕪湖街、、、、漆咸道北漆咸道北漆咸道北漆咸道北、、、、仁風街仁風街仁風街仁風街、、、、佛光街佛光街佛光街佛光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信用街信用街信用街信用街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九龍城九龍城九龍城九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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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預計預計預計人口人口人口人口 

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標準人口基數 
偏離偏離偏離偏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G12

G23 愛民愛民愛民愛民   14,736 -13.13 

 

北北北北 公主道公主道公主道公主道、、、、佛光街佛光街佛光街佛光街  1. 君逸山君逸山君逸山君逸山 
2. 欣圖軒欣圖軒欣圖軒欣圖軒 
3. 御龍居御龍居御龍居御龍居 
4. 愛民邨愛民邨愛民邨愛民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信民樓信民樓信民樓信民樓 

      新民樓新民樓新民樓新民樓 

      德民樓德民樓德民樓德民樓 

      敦民樓敦民樓敦民樓敦民樓 

      衛民樓衛民樓衛民樓衛民樓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佛光街佛光街佛光街佛光街  

東東東東 佛光街佛光街佛光街佛光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漆漆漆漆咸道北咸道北咸道北咸道北、、、、仁風街仁風街仁風街仁風街  

南南南南 漆咸道北漆咸道北漆咸道北漆咸道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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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民街治民街治民街治民街、、、、公主道公主道公主道公主道  

西西西西 公主道公主道公主道公主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公主道公主道公主道公主道  

 
G24 愛俊愛俊愛俊愛俊   13,524 -20.28 

 

北北北北 忠孝街忠孝街忠孝街忠孝街  1. 俊民苑俊民苑俊民苑俊民苑 
2. 愛民邨愛民邨愛民邨愛民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昭民樓昭民樓昭民樓昭民樓 

      頌民樓頌民樓頌民樓頌民樓 

      康民樓康民樓康民樓康民樓 

      嘉民樓嘉民樓嘉民樓嘉民樓 

      建民樓建民樓建民樓建民樓 

      禮民樓禮民樓禮民樓禮民樓 

      保民樓保民樓保民樓保民樓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迦密村街迦密村街迦密村街迦密村街  

東東東東 迦密村街迦密村街迦密村街迦密村街、、、、孝民街孝民街孝民街孝民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孝民街孝民街孝民街孝民街  

南南南南 孝民街孝民街孝民街孝民街、、、、忠孝街忠孝街忠孝街忠孝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忠孝街忠孝街忠孝街忠孝街  

西西西西 忠孝街忠孝街忠孝街忠孝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忠孝街忠孝街忠孝街忠孝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