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荃灣荃灣荃灣荃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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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1

K01 德華德華德華德華   21,075 +24.23 

 

北北北北 大河道北大河道北大河道北大河道北、、、、西樓角路西樓角路西樓角路西樓角路  1. 眾安大廈眾安大廈眾安大廈眾安大廈 
2. 荃灣城市中心荃灣城市中心荃灣城市中心荃灣城市中心ＩＩＩＩ 
3. 富華中心富華中心富華中心富華中心 
4. 豪輝花園豪輝花園豪輝花園豪輝花園 
5. 德仁樓德仁樓德仁樓德仁樓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 

      第第第第２２２２期期期期 

      第第第第４４４４期期期期 

      第第第第６６６６期期期期 

      第第第第７７７７期期期期 

      第第第第８８８８期期期期 
6. 海天豪苑海天豪苑海天豪苑海天豪苑 
7. 荃昌中心荃昌中心荃昌中心荃昌中心 
8. 荃灣城市廣場荃灣城市廣場荃灣城市廣場荃灣城市廣場 
9. 萬景峯萬景峯萬景峯萬景峯 
10. 華成樓華成樓華成樓華成樓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西樓角路西樓角路西樓角路西樓角路  

東東東東 西樓角路西樓角路西樓角路西樓角路、、、、城門道城門道城門道城門道、、、、關門口街關門口街關門口街關門口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關門口街關門口街關門口街關門口街、、、、沙咀道沙咀道沙咀道沙咀道  

南南南南 沙咀道沙咀道沙咀道沙咀道、、、、川龍街川龍街川龍街川龍街、、、、河背街河背街河背街河背街、、、、眾安街眾安街眾安街眾安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楊屋道楊屋道楊屋道楊屋道  

西西西西 大河道大河道大河道大河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大河道大河道大河道大河道、、、、大河道北大河道北大河道北大河道北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荃灣荃灣荃灣荃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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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2

K02 楊屋道楊屋道楊屋道楊屋道   19,935 +17.51 

 

北北北北 沙咀道沙咀道沙咀道沙咀道、、、、關門口街關門口街關門口街關門口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 

 1. 寶石大廈寶石大廈寶石大廈寶石大廈 
2. 爵悅庭爵悅庭爵悅庭爵悅庭 
3. 東亞花園東亞花園東亞花園東亞花園 
4. 康睦庭園康睦庭園康睦庭園康睦庭園 
5. 樂悠居樂悠居樂悠居樂悠居 
6. 名逸居名逸居名逸居名逸居 
7. 荃灣花園荃灣花園荃灣花園荃灣花園 
8. 富麗花園富麗花園富麗花園富麗花園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德士古道天橋德士古道天橋德士古道天橋德士古道天橋 

德士古交匯處德士古交匯處德士古交匯處德士古交匯處、、、、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德士古道 

 

東東東東 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天橋德士古道天橋德士古道天橋德士古道天橋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德士古道  

南南南南 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德士古道、、、、荃青交匯處荃青交匯處荃青交匯處荃青交匯處、、、、荃灣路荃灣路荃灣路荃灣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荃灣路荃灣路荃灣路荃灣路、、、、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德士古道  

西西西西 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德士古道、、、、馬頭壩道馬頭壩道馬頭壩道馬頭壩道、、、、楊屋道楊屋道楊屋道楊屋道、、、、眾安街眾安街眾安街眾安街 

河背街河背街河背街河背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川龍街川龍街川龍街川龍街  

 
K03 海濱海濱海濱海濱   19,641 +15.78 

 

北北北北   1. 海濱花園海濱花園海濱花園海濱花園 
2. 海灣花園海灣花園海灣花園海灣花園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東東東東 青荃路青荃路青荃路青荃路、、、、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青荃路青荃路青荃路青荃路、、、、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南南南南 青荃路青荃路青荃路青荃路、、、、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青荃路青荃路青荃路青荃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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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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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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3

K04 祈德尊祈德尊祈德尊祈德尊   14,549 -14.24 

 

北北北北 曹公坊曹公坊曹公坊曹公坊、、、、曹公街曹公街曹公街曹公街、、、、海壩街海壩街海壩街海壩街  1. 祈德尊新邨祈德尊新邨祈德尊新邨祈德尊新邨 
2. 滿樂大廈滿樂大廈滿樂大廈滿樂大廈 
3. 灣景廣場灣景廣場灣景廣場灣景廣場 
4. 德仁樓德仁樓德仁樓德仁樓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 

      第第第第１１１１期期期期 

      第第第第３３３３期期期期 

      第第第第１１１１１１１１期期期期 

      第第第第１５１５１５１５期期期期 

      第第第第１６１６１６１６期期期期 
5. 荃灣廣場荃灣廣場荃灣廣場荃灣廣場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海壩街海壩街海壩街海壩街、、、、啓康街啓康街啓康街啓康街、、、、沙咀道沙咀道沙咀道沙咀道  

東東東東 沙咀道沙咀道沙咀道沙咀道、、、、大河道大河道大河道大河道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大河道大河道大河道大河道  

南南南南 大河道大河道大河道大河道、、、、荃灣路荃灣路荃灣路荃灣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荃灣路荃灣路荃灣路荃灣路  

西西西西 荃灣路荃灣路荃灣路荃灣路、、、、大涌道大涌道大涌道大涌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大涌道大涌道大涌道大涌道  

   

 
K05 福來福來福來福來   13,898 -18.07 

 

北北北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西樓角路西樓角路西樓角路西樓角路  1. 富裕樓富裕樓富裕樓富裕樓 
2. 福來邨福來邨福來邨福來邨 
3. 德仁樓德仁樓德仁樓德仁樓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 

      第第第第１４１４１４１４期期期期 
4. 荃錦中心荃錦中心荃錦中心荃錦中心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西樓角路西樓角路西樓角路西樓角路  

東東東東 大河道北大河道北大河道北大河道北、、、、大河道大河道大河道大河道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大河道大河道大河道大河道  

南南南南 大河道大河道大河道大河道、、、、沙咀道沙咀道沙咀道沙咀道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沙咀道沙咀道沙咀道沙咀道  

西西西西 啓康街啓康街啓康街啓康街、、、、海壩街海壩街海壩街海壩街、、、、曹公街曹公街曹公街曹公街、、、、曹公坊曹公坊曹公坊曹公坊 

大涌道大涌道大涌道大涌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大涌道大涌道大涌道大涌道、、、、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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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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4

K06 愉景愉景愉景愉景   17,420 +2.69 

 

北北北北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荃灣綫荃灣綫荃灣綫荃灣綫)  1. 愉景新城愉景新城愉景新城愉景新城 
2. 荃景花園荃景花園荃景花園荃景花園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荃灣綫荃灣綫荃灣綫荃灣綫)  

東東東東 象鼻山路象鼻山路象鼻山路象鼻山路、、、、大河道北大河道北大河道北大河道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大河道北大河道北大河道北大河道北  

南南南南 西樓角路西樓角路西樓角路西樓角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  

西西西西 荃景圍荃景圍荃景圍荃景圍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荃景圍荃景圍荃景圍荃景圍、、、、照潭徑照潭徑照潭徑照潭徑  

 
K07 荃灣中心荃灣中心荃灣中心荃灣中心   16,595 -2.18 

 

北北北北 照潭徑照潭徑照潭徑照潭徑  1. 錦豐園錦豐園錦豐園錦豐園 
2. 荃德花園荃德花園荃德花園荃德花園 
3. 荃灣中心荃灣中心荃灣中心荃灣中心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照潭徑照潭徑照潭徑照潭徑、、、、荃景圍荃景圍荃景圍荃景圍  

東東東東 荃景圍荃景圍荃景圍荃景圍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荃景圍荃景圍荃景圍荃景圍、、、、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  

南南南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  

西西西西 荃景圍荃景圍荃景圍荃景圍、、、、安賢街安賢街安賢街安賢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安賢街安賢街安賢街安賢街、、、、荃景圍荃景圍荃景圍荃景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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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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5

K08 荃威荃威荃威荃威   19,833 +16.91 

 

北北北北 大帽山道大帽山道大帽山道大帽山道、、、、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1. 荃威花園荃威花園荃威花園荃威花園 
2. 川龍川龍川龍川龍 
3. 家興大廈家興大廈家興大廈家興大廈 
4. 光板田村光板田村光板田村光板田村 
5. 白田壩新村白田壩新村白田壩新村白田壩新村 
6. 千里台千里台千里台千里台 
7. 翠豐臺翠豐臺翠豐臺翠豐臺 
8. 朗逸峯朗逸峯朗逸峯朗逸峯 
9. 寶雲滙寶雲滙寶雲滙寶雲滙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麥理浩徑麥理浩徑麥理浩徑麥理浩徑  

東東東東 大帽山郊野公園大帽山郊野公園大帽山郊野公園大帽山郊野公園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荃錦公路荃錦公路荃錦公路荃錦公路、、、、荃錦交匯處荃錦交匯處荃錦交匯處荃錦交匯處  

南南南南 大河道北大河道北大河道北大河道北、、、、象鼻山路象鼻山路象鼻山路象鼻山路、、、、照潭徑照潭徑照潭徑照潭徑、、、、安賢街安賢街安賢街安賢街 

荃景圍荃景圍荃景圍荃景圍、、、、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 

屯門公路屯門公路屯門公路屯門公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屯門公路屯門公路屯門公路屯門公路  

西西西西 引水道引水道引水道引水道、、、、荃錦公路荃錦公路荃錦公路荃錦公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大帽山道大帽山道大帽山道大帽山道、、、、荃錦公路荃錦公路荃錦公路荃錦公路  

 
K09 麗濤麗濤麗濤麗濤   19,431 +14.54 

 

北北北北 麥理浩徑麥理浩徑麥理浩徑麥理浩徑、、、、荃錦公路荃錦公路荃錦公路荃錦公路、、、、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1. 麗城花園第一期麗城花園第一期麗城花園第一期麗城花園第一期 
2. 麗城花園第二期麗城花園第二期麗城花園第二期麗城花園第二期 
3. 錦柏豪苑錦柏豪苑錦柏豪苑錦柏豪苑 
4. 翠濤閣翠濤閣翠濤閣翠濤閣 
5. 翠景臺翠景臺翠景臺翠景臺 
6. 恆麗園恆麗園恆麗園恆麗園 
7. 蔚景花園蔚景花園蔚景花園蔚景花園 
8. 皇璧皇璧皇璧皇璧 
9. 油柑頭村油柑頭村油柑頭村油柑頭村 
10. 新麗苑新麗苑新麗苑新麗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荃錦公路荃錦公路荃錦公路荃錦公路  

東東東東 荃錦公路荃錦公路荃錦公路荃錦公路、、、、引水道引水道引水道引水道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  

南南南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汀九段汀九段汀九段汀九段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引水道引水道引水道引水道  

西西西西 引水道引水道引水道引水道、、、、元荃古道元荃古道元荃古道元荃古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蓮花山蓮花山蓮花山蓮花山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荃灣荃灣荃灣荃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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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6

K10 汀深汀深汀深汀深   18,540 +9.29 

 

北北北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麥理浩徑麥理浩徑麥理浩徑麥理浩徑  1. 碧堤半島碧堤半島碧堤半島碧堤半島 
2. 黃金花園黃金花園黃金花園黃金花園 
3. 海濤花園海濤花園海濤花園海濤花園 
4. 縉皇居縉皇居縉皇居縉皇居 
5. 海韻花園海韻花園海韻花園海韻花園 
6. 海韻海韻海韻海韻臺臺臺臺 
7. 深井村深井村深井村深井村 
8. 汀九汀九汀九汀九 
9. 觀海別墅觀海別墅觀海別墅觀海別墅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麥理浩徑麥理浩徑麥理浩徑麥理浩徑  

東東東東 元荃古道元荃古道元荃古道元荃古道、、、、引水道引水道引水道引水道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汀九段汀九段汀九段汀九段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海安路海安路海安路海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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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九橋汀九橋汀九橋汀九橋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深井段深井段深井段深井段、、、、屯門公路屯門公路屯門公路屯門公路  

西西西西 屯門公路屯門公路屯門公路屯門公路、、、、旭昇道旭昇道旭昇道旭昇道、、、、大欖自然教育徑大欖自然教育徑大欖自然教育徑大欖自然教育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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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荃灣荃灣荃灣荃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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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7

K11 荃灣西荃灣西荃灣西荃灣西   18,672 +10.07 

 

北北北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大涌道大涌道大涌道大涌道  1. 灣景花園灣景花園灣景花園灣景花園 
2. 麗城花園第三期麗城花園第三期麗城花園第三期麗城花園第三期 
3. 韻濤居韻濤居韻濤居韻濤居 
4. 御凱御凱御凱御凱 
5. 環宇海灣環宇海灣環宇海灣環宇海灣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大涌道大涌道大涌道大涌道、、、、荃灣路荃灣路荃灣路荃灣路  

東東東東 荃灣路荃灣路荃灣路荃灣路、、、、大河道大河道大河道大河道、、、、楊屋道楊屋道楊屋道楊屋道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馬頭壩道馬頭壩道馬頭壩道馬頭壩道、、、、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德士古道、、、、荃灣路荃灣路荃灣路荃灣路 

荃青交匯處荃青交匯處荃青交匯處荃青交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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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安路海安路海安路海安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  

 
K12 荃灣郊區荃灣郊區荃灣郊區荃灣郊區   18,896 +11.39 

 

北北北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1. 海雲軒海雲軒海雲軒海雲軒 
2. 豪景花園豪景花園豪景花園豪景花園 
3. 嘉龍村嘉龍村嘉龍村嘉龍村 
4. 麗都花園麗都花園麗都花園麗都花園 
5. 龍騰閣龍騰閣龍騰閣龍騰閣 
6. 排棉角村排棉角村排棉角村排棉角村 
7. 帝華軒帝華軒帝華軒帝華軒 
8. 浪翠園浪翠園浪翠園浪翠園 
9. 青龍頭村青龍頭村青龍頭村青龍頭村 
10. 圓墩村圓墩村圓墩村圓墩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大欖自然教育徑大欖自然教育徑大欖自然教育徑大欖自然教育徑、、、、旭昇道旭昇道旭昇道旭昇道  

東東東東 屯門公路屯門公路屯門公路屯門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深井段深井段深井段深井段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深井段深井段深井段深井段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青龍頭段青龍頭段青龍頭段青龍頭段 

 

南南南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青龍頭段青龍頭段青龍頭段青龍頭段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青龍青龍青龍青龍頭段頭段頭段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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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荃灣荃灣荃灣荃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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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8

K13 馬灣馬灣馬灣馬灣   15,126 -10.83 

 

北北北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青龍頭段青龍頭段青龍頭段青龍頭段  1. 馬灣馬灣馬灣馬灣 
2. 珀麗灣珀麗灣珀麗灣珀麗灣 
3. 田寮田寮田寮田寮 
4. 馬灣馬灣馬灣馬灣大街村大街村大街村大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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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馬大橋青馬大橋青馬大橋青馬大橋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南南南南 香港迪士尼樂園香港迪士尼樂園香港迪士尼樂園香港迪士尼樂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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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14 綠楊綠楊綠楊綠楊   15,335 -9.60 

 

北北北北 引水道引水道引水道引水道  1. 怡景園怡景園怡景園怡景園 
2. 海壩村南台海壩村南台海壩村南台海壩村南台 
3. 綠楊新邨綠楊新邨綠楊新邨綠楊新邨 
4. 馬閃排村馬閃排村馬閃排村馬閃排村 
5. 木棉下村木棉下村木棉下村木棉下村 
6. 白田壩村白田壩村白田壩村白田壩村 
7. 西樓角村西樓角村西樓角村西樓角村 
8. 新村新村新村新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上角山路上角山路上角山路上角山路、、、、老圍路老圍路老圍路老圍路、、、、三疊潭三疊潭三疊潭三疊潭  

東東東東 三疊潭三疊潭三疊潭三疊潭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象鼻山路象鼻山路象鼻山路象鼻山路、、、、德士古道北德士古道北德士古道北德士古道北  

南南南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荃灣段、、、、城門道城門道城門道城門道 

西樓角路西樓角路西樓角路西樓角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大河道北大河道北大河道北大河道北、、、、荃錦交匯處荃錦交匯處荃錦交匯處荃錦交匯處  

西西西西 荃錦公路荃錦公路荃錦公路荃錦公路、、、、芙蓉山路芙蓉山路芙蓉山路芙蓉山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芙蓉山路芙蓉山路芙蓉山路芙蓉山路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荃灣荃灣荃灣荃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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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9

K15 梨木樹東梨木樹東梨木樹東梨木樹東   19,502 +14.96 

 

北北北北 象鼻山路象鼻山路象鼻山路象鼻山路、、、、和宜合里和宜合里和宜合里和宜合里  1. 中葵涌村中葵涌村中葵涌村中葵涌村 
2. 咸田村咸田村咸田村咸田村 
3. 河背村河背村河背村河背村 
4. 海壩新村海壩新村海壩新村海壩新村 
5. 關門口村關門口村關門口村關門口村 
6. 梨木樹邨梨木樹邨梨木樹邨梨木樹邨 
7. 梨木樹梨木樹梨木樹梨木樹(二二二二)邨邨邨邨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 

      竹樹樓竹樹樓竹樹樓竹樹樓 

      松樹樓松樹樓松樹樓松樹樓 

      葵樹樓葵樹樓葵樹樓葵樹樓 
8. 縉庭山縉庭山縉庭山縉庭山 
9. 上葵涌村上葵涌村上葵涌村上葵涌村 
10. 大白田村大白田村大白田村大白田村 
11. 油麻磡村油麻磡村油麻磡村油麻磡村 
12. 楊屋村楊屋村楊屋村楊屋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和宜合里和宜合里和宜合里和宜合里、、、、城門道城門道城門道城門道  

東東東東 城門道城門道城門道城門道、、、、和宜合道和宜合道和宜合道和宜合道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昌榮路昌榮路昌榮路昌榮路、、、、國瑞路國瑞路國瑞路國瑞路  

南南南南 國瑞路國瑞路國瑞路國瑞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葵涌段葵涌段葵涌段葵涌段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葵涌段葵涌段葵涌段葵涌段、、、、德士古道北德士古道北德士古道北德士古道北 

城門道城門道城門道城門道 

 

西西西西 德士古道北德士古道北德士古道北德士古道北、、、、城門道城門道城門道城門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梨樹路梨樹路梨樹路梨樹路、、、、和宜合交匯處和宜合交匯處和宜合交匯處和宜合交匯處、、、、象鼻山路象鼻山路象鼻山路象鼻山路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荃灣荃灣荃灣荃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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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10

K16 梨木樹西梨木樹西梨木樹西梨木樹西   15,745 -7.19 

 

北北北北 和宜合道和宜合道和宜合道和宜合道  1. 梨木樹梨木樹梨木樹梨木樹(一一一一)邨邨邨邨 
2. 梨木樹梨木樹梨木樹梨木樹(二二二二)邨邨邨邨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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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４４座座座座 

      第第第第５５５５座座座座 

      第第第第６６６６座座座座 

      柏樹樓柏樹樓柏樹樓柏樹樓 

      榕樹樓榕樹樓榕樹樓榕樹樓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和宜合道和宜合道和宜合道和宜合道  

東東東東 梨樹路梨樹路梨樹路梨樹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梨樹路梨樹路梨樹路梨樹路  

南南南南 梨樹路梨樹路梨樹路梨樹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西西西西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和宜合道和宜合道和宜合道和宜合道  

   

K17 石圍角石圍角石圍角石圍角   12,723 -25.00 

 

北北北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1. 石圍角邨石圍角邨石圍角邨石圍角邨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 

      石芳樓石芳樓石芳樓石芳樓 

      石荷樓石荷樓石荷樓石荷樓 

      石葵樓石葵樓石葵樓石葵樓 

      石蘭樓石蘭樓石蘭樓石蘭樓 

      石蓮樓石蓮樓石蓮樓石蓮樓 

      石桃樓石桃樓石桃樓石桃樓 
2. 和宜合和宜合和宜合和宜合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東東東東 麥理浩徑麥理浩徑麥理浩徑麥理浩徑、、、、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城門水塘城門水塘城門水塘城門水塘 (銀禧水塘銀禧水塘銀禧水塘銀禧水塘)、、、、城門道城門道城門道城門道 

象鼻山路象鼻山路象鼻山路象鼻山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南南南南 城門道城門道城門道城門道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德士古道北德士古道北德士古道北德士古道北、、、、荃錦交匯處荃錦交匯處荃錦交匯處荃錦交匯處  

西西西西 象鼻山路象鼻山路象鼻山路象鼻山路、、、、石圍角路石圍角路石圍角路石圍角路、、、、象山邨西路象山邨西路象山邨西路象山邨西路 

和宜合交匯處和宜合交匯處和宜合交匯處和宜合交匯處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麥理浩徑麥理浩徑麥理浩徑麥理浩徑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荃灣荃灣荃灣荃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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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11 

K18 象石象石象石象石   12,962 -23.59 

 

北北北北 引水道引水道引水道引水道  1. 象山邨象山邨象山邨象山邨 
2. 傳耀臺傳耀臺傳耀臺傳耀臺 
3. 逸廬逸廬逸廬逸廬 
4. 海壩村海壩村海壩村海壩村 
5. 流芳園流芳園流芳園流芳園 
6. 老圍老圍老圍老圍 
7. 三棟屋村三棟屋村三棟屋村三棟屋村 
8. 石圍角邨石圍角邨石圍角邨石圍角邨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 

      石菊樓石菊樓石菊樓石菊樓 

      石翠樓石翠樓石翠樓石翠樓 
9. 永華臺永華臺永華臺永華臺 
10. 二陂圳二陂圳二陂圳二陂圳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引水道引水道引水道引水道  

東東東東 和宜合交匯處和宜合交匯處和宜合交匯處和宜合交匯處、、、、象鼻山路象鼻山路象鼻山路象鼻山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象山邨西路象山邨西路象山邨西路象山邨西路  

南南南南 象山邨西路象山邨西路象山邨西路象山邨西路、、、、石圍角路石圍角路石圍角路石圍角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石圍角路石圍角路石圍角路石圍角路、、、、象鼻山路象鼻山路象鼻山路象鼻山路  

西西西西 老圍路老圍路老圍路老圍路、、、、上角山路上角山路上角山路上角山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上角山路上角山路上角山路上角山路、、、、引水道引水道引水道引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