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西貢西貢西貢西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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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代代代號號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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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

Q01 西貢市中心西貢市中心西貢市中心西貢市中心   11,755 -30.71 

 

北北北北 大網仔路大網仔路大網仔路大網仔路  1. 高富樓高富樓高富樓高富樓 
2. 高勝樓高勝樓高勝樓高勝樓 
3. 泰湖閣泰湖閣泰湖閣泰湖閣 
4. 翠塘花園翠塘花園翠塘花園翠塘花園 
5. 明順村明順村明順村明順村 
6. 西貢大廈西貢大廈西貢大廈西貢大廈 
7. 西貢花園西貢花園西貢花園西貢花園 
8. 西貢苑西貢苑西貢苑西貢苑 
9. 對面海邨對面海邨對面海邨對面海邨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大網仔路大網仔路大網仔路大網仔路  

東東東東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南南南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西貢公路西貢公路西貢公路西貢公路  

西西西西 西貢公路西貢公路西貢公路西貢公路、、、、普通道普通道普通道普通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大網仔路大網仔路大網仔路大網仔路  

 
Q02 白沙灣白沙灣白沙灣白沙灣   18,728 +10.40 

 

北北北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菠蘿輋路菠蘿輋路菠蘿輋路菠蘿輋路  1. 白沙灣白沙灣白沙灣白沙灣 
2. 蠔涌蠔涌蠔涌蠔涌 
3. 匡湖居匡湖居匡湖居匡湖居 
4. 莫遮輋莫遮輋莫遮輋莫遮輋 
5. 南圍南圍南圍南圍 
6. 慶徑石慶徑石慶徑石慶徑石 
7. 北港㘭北港㘭北港㘭北港㘭 
8. 打蠔墩打蠔墩打蠔墩打蠔墩 
9. 打鼓嶺打鼓嶺打鼓嶺打鼓嶺 
10. 太平村太平村太平村太平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菠蘿輋路菠蘿輋路菠蘿輋路菠蘿輋路、、、、西貢公路西貢公路西貢公路西貢公路  

東東東東 西貢海西貢海西貢海西貢海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牛尾海牛尾海牛尾海牛尾海  

南南南南 西貢公路西貢公路西貢公路西貢公路、、、、清水灣道清水灣道清水灣道清水灣道、、、、飛鵝山道飛鵝山道飛鵝山道飛鵝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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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西貢西貢西貢西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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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代代代號號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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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

Q03 西貢離島西貢離島西貢離島西貢離島   13,103 -22.76 

 

北北北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1. 觀海樓觀海樓觀海樓觀海樓 
2. 甲邊朗甲邊朗甲邊朗甲邊朗 
3. 滘西洲滘西洲滘西洲滘西洲 
4. 糧船灣糧船灣糧船灣糧船灣 
5. 南山南山南山南山 
6. 北潭涌北潭涌北潭涌北潭涌 
7. 菠蘿輋菠蘿輋菠蘿輋菠蘿輋 
8. 沙角尾沙角尾沙角尾沙角尾 
9. 大網仔大網仔大網仔大網仔 
10. 躉場躉場躉場躉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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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南南南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牛尾海牛尾海牛尾海牛尾海  

西西西西 西貢海西貢海西貢海西貢海、、、、大網仔路大網仔路大網仔路大網仔路、、、、普通道普通道普通道普通道、、、、西貢公路西貢公路西貢公路西貢公路 

菠蘿輋路菠蘿輋路菠蘿輋路菠蘿輋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Q04 坑口東坑口東坑口東坑口東   15,821 -6.74 

 

北北北北 牛尾海牛尾海牛尾海牛尾海  1. 下洋下洋下洋下洋 
2. 坑口坑口坑口坑口村村村村 
3. 水邊村水邊村水邊村水邊村 
4. 孟公屋孟公屋孟公屋孟公屋 
5. 檳榔灣檳榔灣檳榔灣檳榔灣 
6. 布袋澳布袋澳布袋澳布袋澳 
7. 相思灣相思灣相思灣相思灣 
8. 上洋上洋上洋上洋 
9. 大坑口大坑口大坑口大坑口 
10. 大環頭村大環頭村大環頭村大環頭村 
11. 田下灣村田下灣村田下灣村田下灣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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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塘海峽藍塘海峽藍塘海峽藍塘海峽  

西西西西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環保大道環保大道環保大道環保大道、、、、駿昇街駿昇街駿昇街駿昇街、、、、昭信路昭信路昭信路昭信路 

集福路集福路集福路集福路、、、、影業路影業路影業路影業路、、、、清水灣道清水灣道清水灣道清水灣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清水灣道清水灣道清水灣道清水灣道、、、、大學道大學道大學道大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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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代代代號號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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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3

Q05 坑口西坑口西坑口西坑口西   15,591 -8.09 

 

北北北北 飛鵝山道飛鵝山道飛鵝山道飛鵝山道、、、、清水灣道清水灣道清水灣道清水灣道、、、、西貢公路西貢公路西貢公路西貢公路  1. 馬游塘馬游塘馬游塘馬游塘 
2. 茅湖仔茅湖仔茅湖仔茅湖仔 
3. 碧水新村碧水新村碧水新村碧水新村 
4. 大埔仔大埔仔大埔仔大埔仔 
5. 井欄樹井欄樹井欄樹井欄樹 
6. 將軍澳村將軍澳村將軍澳村將軍澳村 
7. 魷魚灣村魷魚灣村魷魚灣村魷魚灣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大學道大學道大學道大學道、、、、清水灣道清水灣道清水灣道清水灣道  

東東東東 清水灣道清水灣道清水灣道清水灣道、、、、影業路影業路影業路影業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影業路影業路影業路影業路、、、、寶寧路寶寧路寶寧路寶寧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  

南南南南 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翠琳路翠琳路翠琳路翠琳路、、、、寶琳路寶琳路寶琳路寶琳路、、、、寶琳南路寶琳南路寶琳南路寶琳南路 

景嶺路景嶺路景嶺路景嶺路、、、、翠嶺路翠嶺路翠嶺路翠嶺路、、、、澳景路澳景路澳景路澳景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澳景路澳景路澳景路澳景路、、、、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公路  

西西西西 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安達臣道安達臣道安達臣道安達臣道 

清水灣道清水灣道清水灣道清水灣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清水灣道清水灣道清水灣道清水灣道、、、、飛鵝山道飛鵝山道飛鵝山道飛鵝山道  

 
Q06 寶怡寶怡寶怡寶怡   16,781 -1.08 

 

北北北北 寶邑路寶邑路寶邑路寶邑路  1. 寶盈花園寶盈花園寶盈花園寶盈花園 
2.  怡明邨怡明邨怡明邨怡明邨 
3.  天晉二期天晉二期天晉二期天晉二期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寶邑路寶邑路寶邑路寶邑路  

東東東東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南南南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西西西西 翠善街翠善街翠善街翠善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寶邑路寶邑路寶邑路寶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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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代代代號號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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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4

Q07 維景維景維景維景   15,002 -11.57 

 

北北北北 翠嶺路翠嶺路翠嶺路翠嶺路  1. 維景灣畔維景灣畔維景灣畔維景灣畔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翠善街翠善街翠善街翠善街  

東東東東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南南南南 鯉魚門咀鯉魚門咀鯉魚門咀鯉魚門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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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景路澳景路澳景路澳景路  

 
Q08 都善都善都善都善   15,314 -9.73 

 

北北北北 彩明街彩明街彩明街彩明街  1. 都會駅都會駅都會駅都會駅 
2. 城中駅城中駅城中駅城中駅 
3. 善明邨善明邨善明邨善明邨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彩明街彩明街彩明街彩明街、、、、景嶺路景嶺路景嶺路景嶺路  

東東東東 景嶺路景嶺路景嶺路景嶺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翠嶺路翠嶺路翠嶺路翠嶺路  

南南南南 翠嶺路翠嶺路翠嶺路翠嶺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翠嶺路翠嶺路翠嶺路翠嶺路  

西西西西 翠嶺路翠嶺路翠嶺路翠嶺路、、、、彩明街彩明街彩明街彩明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彩明街彩明街彩明街彩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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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代代代號號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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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5

Q09 健明健明健明健明   16,592 -2.19 

 

北北北北 翠嶺路翠嶺路翠嶺路翠嶺路  1. 健明邨健明邨健明邨健明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健暉樓健暉樓健暉樓健暉樓 

      健華樓健華樓健華樓健華樓 

      明宙樓明宙樓明宙樓明宙樓 

      明星樓明星樓明星樓明星樓 

      明域樓明域樓明域樓明域樓 

      明日樓明日樓明日樓明日樓 

      明宇樓明宇樓明宇樓明宇樓 

      明月樓明月樓明月樓明月樓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翠嶺路翠嶺路翠嶺路翠嶺路、、、、景嶺路景嶺路景嶺路景嶺路  

東東東東 景嶺路景嶺路景嶺路景嶺路、、、、嶺光街嶺光街嶺光街嶺光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嶺光街嶺光街嶺光街嶺光街、、、、彩明街彩明街彩明街彩明街  

南南南南 彩明街彩明街彩明街彩明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翠嶺路翠嶺路翠嶺路翠嶺路  

西西西西 翠嶺路翠嶺路翠嶺路翠嶺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翠嶺路翠嶺路翠嶺路翠嶺路  

 
Q10 彩健彩健彩健彩健   19,908 +17.35 

 

北北北北 景嶺路景嶺路景嶺路景嶺路  1. 彩明苑彩明苑彩明苑彩明苑 
2. 健明邨健明邨健明邨健明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健晴樓健晴樓健晴樓健晴樓 

      健曦樓健曦樓健曦樓健曦樓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景嶺路景嶺路景嶺路景嶺路、、、、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  

東東東東 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翠嶺路翠嶺路翠嶺路翠嶺路  

南南南南 翠翠翠翠嶺路嶺路嶺路嶺路、、、、景嶺路景嶺路景嶺路景嶺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彩明街彩明街彩明街彩明街、、、、嶺光街嶺光街嶺光街嶺光街  

西西西西 嶺光街嶺光街嶺光街嶺光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嶺光街嶺光街嶺光街嶺光街、、、、景嶺路景嶺路景嶺路景嶺路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西貢西貢西貢西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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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代代代號號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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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6

Q11 澳唐澳唐澳唐澳唐   18,262 +7.65 

 

北北北北 唐明街唐明街唐明街唐明街、、、、唐賢街唐賢街唐賢街唐賢街  1. 將軍澳中心將軍澳中心將軍澳中心將軍澳中心 
2. 唐明苑唐明苑唐明苑唐明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唐賢街唐賢街唐賢街唐賢街  

東東東東 唐賢街唐賢街唐賢街唐賢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唐賢街唐賢街唐賢街唐賢街、、、、寶邑路寶邑路寶邑路寶邑路  

南南南南 寶邑路寶邑路寶邑路寶邑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寶邑路寶邑路寶邑路寶邑路、、、、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  

西西西西 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唐明街唐明街唐明街唐明街  

 
Q12 富君富君富君富君   19,951 +17.61 

 

北北北北 唐明街唐明街唐明街唐明街、、、、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  1. 富康花園富康花園富康花園富康花園 
2. 君傲灣君傲灣君傲灣君傲灣 
3. 天晉天晉天晉天晉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  

東東東東 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唐德街唐德街唐德街唐德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唐德街唐德街唐德街唐德街、、、、寶邑寶邑寶邑寶邑路路路路  

南南南南 寶邑路寶邑路寶邑路寶邑路、、、、唐賢街唐賢街唐賢街唐賢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唐賢街唐賢街唐賢街唐賢街  

西西西西 唐賢街唐賢街唐賢街唐賢街、、、、唐明街唐明街唐明街唐明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唐明街唐明街唐明街唐明街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西貢西貢西貢西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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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代代代號號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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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7

Q13 軍寶軍寶軍寶軍寶   13,726 -19.09 

 

北北北北 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公路、、、、環保大道環保大道環保大道環保大道  1. 新寶城新寶城新寶城新寶城 
2. 將軍澳廣場將軍澳廣場將軍澳廣場將軍澳廣場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環保大道環保大道環保大道環保大道、、、、銀澳路銀澳路銀澳路銀澳路  

東東東東 銀澳路銀澳路銀澳路銀澳路、、、、昭信路昭信路昭信路昭信路、、、、寶邑路寶邑路寶邑路寶邑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寶邑路寶邑路寶邑路寶邑路  

南南南南 寶邑路寶邑路寶邑路寶邑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寶邑路寶邑路寶邑路寶邑路、、、、唐德街唐德街唐德街唐德街  

西西西西 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  

 
Q14 南安南安南安南安   17,506 +3.20 

 

北北北北 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常寧路常寧路常寧路常寧路、、、、重華路重華路重華路重華路  1. 東港城東港城東港城東港城 
2. 南豐廣場南豐廣場南豐廣場南豐廣場 
3. 安寧花園安寧花園安寧花園安寧花園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重華路重華路重華路重華路、、、、培成路培成路培成路培成路  

東東東東 培成路培成路培成路培成路、、、、名成街名成街名成街名成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培成路培成路培成路培成路、、、、文曲里文曲里文曲里文曲里  

南南南南 環保大道環保大道環保大道環保大道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環保大道環保大道環保大道環保大道  

西西西西 環保大道環保大道環保大道環保大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環保大道環保大道環保大道環保大道、、、、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西貢西貢西貢西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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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代代代號號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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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8

Q15 康景康景康景康景   20,623 +21.57 

 

北北北北 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  1. 富麗花園富麗花園富麗花園富麗花園 
2. 康盛花園康盛花園康盛花園康盛花園 
3. 景明苑景明苑景明苑景明苑 
4. 旭輝臺旭輝臺旭輝臺旭輝臺 
5. 怡心園怡心園怡心園怡心園 
6. 慧安園慧安園慧安園慧安園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毓雅里毓雅里毓雅里毓雅里  

東東東東 寶豐路寶豐路寶豐路寶豐路、、、、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公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  

南南南南 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寶琳南路寶琳南路寶琳南路寶琳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  

西西西西 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翠琳路翠琳路翠琳路翠琳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  

 
Q16 翠林翠林翠林翠林   16,311 -3.85 

 

北北北北   1. 翠林邨翠林邨翠林邨翠林邨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翠琳路翠琳路翠琳路翠琳路  

東東東東 翠琳路翠琳路翠琳路翠琳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路寶琳路寶琳路寶琳路  

南南南南 寶琳路寶琳路寶琳路寶琳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寶琳路寶琳路寶琳路寶琳路  

西西西西 寶琳路寶琳路寶琳路寶琳路、、、、翠琳路翠琳路翠琳路翠琳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翠琳路翠琳路翠琳路翠琳路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西貢西貢西貢西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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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代代代號號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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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9

Q17 寶林寶林寶林寶林   16,722 -1.43 

 

北北北北 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  1. 寶林邨寶林邨寶林邨寶林邨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  

東東東東 寶豐路寶豐路寶豐路寶豐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寶豐路寶豐路寶豐路寶豐路  

南南南南 寶豐路寶豐路寶豐路寶豐路、、、、毓雅里毓雅里毓雅里毓雅里、、、、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  

西西西西 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  

 
Q18 欣英欣英欣英欣英   19,431 +14.54 

 

北北北北 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  1. 新都城第二期新都城第二期新都城第二期新都城第二期 
2. 欣明苑欣明苑欣明苑欣明苑 
3. 英明苑英明苑英明苑英明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  

東東東東 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佳景路佳景路佳景路佳景路  

南南南南 佳景路佳景路佳景路佳景路、、、、貿業路貿業路貿業路貿業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貿業路貿業路貿業路貿業路  

西西西西 貿業路貿業路貿業路貿業路、、、、寶豐路寶豐路寶豐路寶豐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寶豐路寶豐路寶豐路寶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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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代代代號號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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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0

Q19 運亨運亨運亨運亨   21,169 +24.79 

 

北北北北 寶豐路寶豐路寶豐路寶豐路、、、、貿業路貿業路貿業路貿業路  1. 新都城第一期新都城第一期新都城第一期新都城第一期 
2. 都會豪庭都會豪庭都會豪庭都會豪庭 
3. 叠翠軒叠翠軒叠翠軒叠翠軒 
4. 茵怡花園茵怡花園茵怡花園茵怡花園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貿業路貿業路貿業路貿業路  

東東東東 貿業路貿業路貿業路貿業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  

南南南南 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公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公路  

西西西西 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將軍澳隧道公路、、、、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寶豐路寶豐路寶豐路寶豐路  

 
Q20 景林景林景林景林   17,890 +5.46 

 

北北北北 佳景路佳景路佳景路佳景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  1. 浩明苑浩明苑浩明苑浩明苑 
2. 景林邨景林邨景林邨景林邨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  

東東東東 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琳北路、、、、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  

南南南南 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西西西西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佳景路佳景路佳景路佳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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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代代代號號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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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1 

Q21 厚德厚德厚德厚德   18,253 +7.60 

 

北北北北 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寶寧路寶寧路寶寧路寶寧路、、、、常寧路常寧路常寧路常寧路  1. 頌明苑頌明苑頌明苑頌明苑 
2. 厚德邨厚德邨厚德邨厚德邨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寶寧路寶寧路寶寧路寶寧路、、、、常寧路常寧路常寧路常寧路  

東東東東 寶寧路寶寧路寶寧路寶寧路、、、、培成路培成路培成路培成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培成路培成路培成路培成路  

南南南南 培成路培成路培成路培成路、、、、重華路重華路重華路重華路、、、、常寧路常寧路常寧路常寧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西西西西 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  

 
Q22 富藍富藍富藍富藍   17,572 +3.58 

 

北北北北 集福路集福路集福路集福路  1. 富寧花園富寧花園富寧花園富寧花園 
2. 蔚藍灣畔蔚藍灣畔蔚藍灣畔蔚藍灣畔 
3. 裕明苑裕明苑裕明苑裕明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東東東東 坑口道坑口道坑口道坑口道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坑口道坑口道坑口道坑口道、、、、寶寧路寶寧路寶寧路寶寧路  

南南南南 培成里培成里培成里培成里、、、、銀澳路銀澳路銀澳路銀澳路、、、、培成路培成路培成路培成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培成路培成路培成路培成路  

西西西西 培成路培成路培成路培成路、、、、常寧路常寧路常寧路常寧路、、、、名成街名成街名成街名成街、、、、寶寧路寶寧路寶寧路寶寧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常寧路常寧路常寧路常寧路、、、、影業路影業路影業路影業路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西貢西貢西貢西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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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代代代號號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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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2

Q23 德明德明德明德明   19,323 +13.91 

 

北北北北 培成里培成里培成里培成里、、、、寶寧路寶寧路寶寧路寶寧路  1. 顯明苑顯明苑顯明苑顯明苑 
2. 海悅豪園海悅豪園海悅豪園海悅豪園 
3. 明德邨明德邨明德邨明德邨 
4. 和明苑和明苑和明苑和明苑 
5. 煜明苑煜明苑煜明苑煜明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寶寧路寶寧路寶寧路寶寧路  

東東東東 寶寧路寶寧路寶寧路寶寧路、、、、昭信路昭信路昭信路昭信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昭信路昭信路昭信路昭信路  

南南南南 昭信路昭信路昭信路昭信路、、、、銀澳路銀澳路銀澳路銀澳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文曲里文曲里文曲里文曲里  

西西西西 文曲里文曲里文曲里文曲里、、、、培成路培成路培成路培成路、、、、銀澳路銀澳路銀澳路銀澳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Q24 尚德尚德尚德尚德   18,356 +8.21 

 

北北北北   1. 尚德邨尚德邨尚德邨尚德邨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  

東東東東 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唐明街唐明街唐明街唐明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唐明街唐明街唐明街唐明街  

南南南南 唐明街唐明街唐明街唐明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唐明街唐明街唐明街唐明街、、、、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  

西西西西 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寶順路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西貢西貢西貢西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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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代代代號號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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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3

Q25 廣明廣明廣明廣明   18,555 +9.38 

 

北北北北 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  1. 廣明苑廣明苑廣明苑廣明苑 
2. 寶明苑寶明苑寶明苑寶明苑 
3. 靈實醫院靈實醫院靈實醫院靈實醫院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  

東東東東 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寶康路  

南南南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寶琳南路寶琳南路寶琳南路寶琳南路  

西西西西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寶琳南路寶琳南路寶琳南路寶琳南路  

 
Q26 環保北環保北環保北環保北   16,675 -1.70 

 

北北北北 寶邑路寶邑路寶邑路寶邑路、、、、環保大道環保大道環保大道環保大道  1. 清水灣半島清水灣半島清水灣半島清水灣半島 
2. 峻瀅峻瀅峻瀅峻瀅 
3. 首都首都首都首都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環保大道環保大道環保大道環保大道  

東東東東 環保大道環保大道環保大道環保大道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渠渠渠渠  

南南南南 石角路石角路石角路石角路、、、、環保大道環保大道環保大道環保大道、、、、康城路康城路康城路康城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西西西西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寶邑路寶邑路寶邑路寶邑路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西貢西貢西貢西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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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代代代號號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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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4

Q27 環保南環保南環保南環保南   16,570 -2.32 

 

北北北北   1. 領凱領凱領凱領凱 
2. 領都領都領都領都 
3. 領峰領峰領峰領峰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康城路康城路康城路康城路  

東東東東 環保大道環保大道環保大道環保大道、、、、石角路石角路石角路石角路、、、、渠渠渠渠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環保大道環保大道環保大道環保大道、、、、駿日街駿日街駿日街駿日街  

南南南南 駿日街駿日街駿日街駿日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西西西西 鯉魚門咀鯉魚門咀鯉魚門咀鯉魚門咀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