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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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偏偏偏離離離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R1

R01 沙田市中心沙田市中心沙田市中心沙田市中心   19,821 +16.84 

 

北北北北 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 ––––    沙田段沙田段沙田段沙田段  1. 希爾頓中心希爾頓中心希爾頓中心希爾頓中心 
2. 好運中心好運中心好運中心好運中心 
3. 文禮閣文禮閣文禮閣文禮閣 
4. 新城市廣場新城市廣場新城市廣場新城市廣場 
5. 曉翠山莊曉翠山莊曉翠山莊曉翠山莊 
6. 蔚景園蔚景園蔚景園蔚景園 
7. 沙田中心沙田中心沙田中心沙田中心 
8. 沙田廣場沙田廣場沙田廣場沙田廣場 
9. 偉華中心偉華中心偉華中心偉華中心 
10. 嘉御山嘉御山嘉御山嘉御山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 ––––    沙田段沙田段沙田段沙田段、、、、沙田鄉事會路沙田鄉事會路沙田鄉事會路沙田鄉事會路 

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 

 

東東東東 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瀝源橋瀝源橋瀝源橋瀝源橋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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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南南南 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村南道村南道村南道村南道  

西西西西 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銅鑼灣山路銅鑼灣山路銅鑼灣山路銅鑼灣山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銅鑼灣山路銅鑼灣山路銅鑼灣山路銅鑼灣山路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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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偏偏偏離離離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R2

R02 瀝源瀝源瀝源瀝源   16,442 -3.08 

 

北北北北   1. 下禾輋下禾輋下禾輋下禾輋 
2. 瀝源邨瀝源邨瀝源邨瀝源邨 
3. 排頭排頭排頭排頭 
4. 上禾輋上禾輋上禾輋上禾輋 
5. 禾輋邨禾輋邨禾輋邨禾輋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景和樓景和樓景和樓景和樓 

6. 友愛友愛友愛友愛村村村村 
7. 豐和邨豐和邨豐和邨豐和邨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火炭路火炭路火炭路火炭路、、、、樂景街樂景街樂景街樂景街、、、、渠渠渠渠 

沙田路沙田路沙田路沙田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 ––––    沙田段沙田段沙田段沙田段、、、、豐順街豐順街豐順街豐順街 

 

東東東東 豐順街豐順街豐順街豐順街、、、、禾輋街禾輋街禾輋街禾輋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沙田鄉事會路沙田鄉事會路沙田鄉事會路沙田鄉事會路  

南南南南 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 – 沙田段沙田段沙田段沙田段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道風山路道風山路道風山路道風山路  

西西西西 道風山路道風山路道風山路道風山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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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偏偏偏離離離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R3

R03 禾輋邨禾輋邨禾輋邨禾輋邨   18,329 +8.05 

 

北北北北 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 – 沙田段沙田段沙田段沙田段、、、、火炭路火炭路火炭路火炭路  1. 禾輋邨禾輋邨禾輋邨禾輋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智和樓智和樓智和樓智和樓 

      富和樓富和樓富和樓富和樓 

      豐和樓豐和樓豐和樓豐和樓 

      厚和樓厚和樓厚和樓厚和樓 

      協和樓協和樓協和樓協和樓 

      康和樓康和樓康和樓康和樓 

      民和樓民和樓民和樓民和樓 

      美和樓美和樓美和樓美和樓 

      順和樓順和樓順和樓順和樓 

      泰和樓泰和樓泰和樓泰和樓 

      德和樓德和樓德和樓德和樓 

      欣和樓欣和樓欣和樓欣和樓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火炭路火炭路火炭路火炭路、、、、源禾路源禾路源禾路源禾路  

東東東東 沙田路沙田路沙田路沙田路、、、、錦龍橋錦龍橋錦龍橋錦龍橋、、、、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火炭路火炭路火炭路火炭路 

翠榕橋翠榕橋翠榕橋翠榕橋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  

南南南南 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禾輋街禾輋街禾輋街禾輋街  

西西西西 禾輋街禾輋街禾輋街禾輋街、、、、豐順街豐順街豐順街豐順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豐順街豐順街豐順街豐順街、、、、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 – 沙田段沙田段沙田段沙田段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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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偏偏偏離離離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R4

R04 第一城第一城第一城第一城   15,824 -6.72 

 

北北北北 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渠渠渠渠  1. 沙田第一城沙田第一城沙田第一城沙田第一城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第第第第１１１１至至至至３１３１３１３１座座座座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渠渠渠渠、、、、大涌橋路大涌橋路大涌橋路大涌橋路  

東東東東 渠渠渠渠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安安安安明街明街明街明街、、、、插桅杆街插桅杆街插桅杆街插桅杆街、、、、樂城街樂城街樂城街樂城街、、、、恒城街恒城街恒城街恒城街 

寶城街寶城街寶城街寶城街、、、、長城街長城街長城街長城街 

 

南南南南 銀城街銀城街銀城街銀城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銀城街銀城街銀城街銀城街、、、、沙田路沙田路沙田路沙田路  

西西西西 沙田路沙田路沙田路沙田路、、、、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  

 
R05 愉城愉城愉城愉城   15,363 -9.44 

 

北北北北 銀城街銀城街銀城街銀城街、、、、長城街長城街長城街長城街  1. 沙田第一城沙田第一城沙田第一城沙田第一城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第第第第３２３２３２３２至至至至５２５２５２５２座座座座 
2. 晴碧花園晴碧花園晴碧花園晴碧花園 
3. 愉田苑愉田苑愉田苑愉田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長城街長城街長城街長城街、、、、寶城街寶城街寶城街寶城街、、、、恒城街恒城街恒城街恒城街、、、、樂城街樂城街樂城街樂城街  

東東東東 插桅杆街插桅杆街插桅杆街插桅杆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插桅杆街插桅杆街插桅杆街插桅杆街  

南南南南 插桅杆街插桅杆街插桅杆街插桅杆街、、、、銀城街銀城街銀城街銀城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銀城街銀城街銀城街銀城街  

西西西西 銀城街銀城街銀城街銀城街、、、、沙田路沙田路沙田路沙田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銀城街銀城街銀城街銀城街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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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偏偏偏離離離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R5

R06 王屋王屋王屋王屋   17,586 +3.67 

 

北北北北 火炭路火炭路火炭路火炭路、、、、翠榕橋翠榕橋翠榕橋翠榕橋、、、、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沙田路沙田路沙田路沙田路  1. 富豪花園富豪花園富豪花園富豪花園 
2. 全輝中心全輝中心全輝中心全輝中心 
3. 河畔花園河畔花園河畔花園河畔花園 
4. 翠麗花園翠麗花園翠麗花園翠麗花園 
5. 田園閣田園閣田園閣田園閣 
6. 翠華花園翠華花園翠華花園翠華花園 
7. 花園城花園城花園城花園城 
8. 王屋村王屋村王屋村王屋村 
9. 圓洲角圓洲角圓洲角圓洲角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沙田路沙田路沙田路沙田路  

東東東東 銀城街銀城街銀城街銀城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銀城街銀城街銀城街銀城街、、、、沙田圍路沙田圍路沙田圍路沙田圍路  

南南南南 沙田圍路沙田圍路沙田圍路沙田圍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沙田鄉事會路沙田鄉事會路沙田鄉事會路沙田鄉事會路、、、、沙燕橋沙燕橋沙燕橋沙燕橋  

西西西西 沙燕橋沙燕橋沙燕橋沙燕橋、、、、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  

 
R07 沙角沙角沙角沙角   16,543 -2.48 

 

北北北北 大涌橋路大涌橋路大涌橋路大涌橋路、、、、沙田圍路沙田圍路沙田圍路沙田圍路  1. 沙角邨沙角邨沙角邨沙角邨 
2. 愉城苑愉城苑愉城苑愉城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沙田圍路沙田圍路沙田圍路沙田圍路  

東東東東 沙田圍路沙田圍路沙田圍路沙田圍路、、、、沙角街沙角街沙角街沙角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沙角街沙角街沙角街沙角街  

南南南南 沙角街沙角街沙角街沙角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西西西西 大涌橋路大涌橋路大涌橋路大涌橋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大涌橋路大涌橋路大涌橋路大涌橋路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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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偏偏偏離離離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R6

R08 博康博康博康博康   16,341 -3.67 

 

北北北北 沙角街沙角街沙角街沙角街  1. 博康邨博康邨博康邨博康邨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水泉坳街水泉坳街水泉坳街水泉坳街、、、、沙角街沙角街沙角街沙角街  

東東東東 水泉坳街水泉坳街水泉坳街水泉坳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沙田路沙田路沙田路沙田路、、、、水泉坳街水泉坳街水泉坳街水泉坳街  

南南南南 沙田路沙田路沙田路沙田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沙田路沙田路沙田路沙田路  

西西西西 沙角街沙角街沙角街沙角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沙角街沙角街沙角街沙角街  

 
R09 乙明乙明乙明乙明   20,609 +21.49 

 

北北北北 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沙燕橋沙燕橋沙燕橋沙燕橋、、、、沙田鄉事會路沙田鄉事會路沙田鄉事會路沙田鄉事會路 

沙田圍路沙田圍路沙田圍路沙田圍路 

 1. 乙明邨乙明邨乙明邨乙明邨 
2. 山下圍山下圍山下圍山下圍（（（（曾大屋曾大屋曾大屋曾大屋）））） 
3. 作壆坑新村作壆坑新村作壆坑新村作壆坑新村 
4. 水泉澳邨第一期水泉澳邨第一期水泉澳邨第一期水泉澳邨第一期 
5. 沙田圍沙田圍沙田圍沙田圍 
6. 灰窰下及謝屋村灰窰下及謝屋村灰窰下及謝屋村灰窰下及謝屋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多石街多石街多石街多石街  

東東東東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㘭㘭㘭㘭道道道道  

南南南南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㘭㘭㘭㘭道道道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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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衛衛衛奕信徑奕信徑奕信徑奕信徑  

西西西西 衛衛衛衛奕信徑奕信徑奕信徑奕信徑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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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 

沙田鄉事會路沙田鄉事會路沙田鄉事會路沙田鄉事會路、、、、大涌橋路大涌橋路大涌橋路大涌橋路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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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偏偏偏離離離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R7

R10 秦豐秦豐秦豐秦豐   15,274 -9.96 

 

北北北北 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獅子橋獅子橋獅子橋獅子橋  1. 秦石邨秦石邨秦石邨秦石邨 
2. 豐盛苑豐盛苑豐盛苑豐盛苑 
3. 沙田頭沙田頭沙田頭沙田頭 
4. 溱岸溱岸溱岸溱岸８８８８號號號號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獅子橋獅子橋獅子橋獅子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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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東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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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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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南南南 沙田頭路沙田頭路沙田頭路沙田頭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沙田頭路沙田頭路沙田頭路沙田頭路  

西西西西 沙田頭路沙田頭路沙田頭路沙田頭路、、、、車公廟路車公廟路車公廟路車公廟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  

 
R11 新田圍新田圍新田圍新田圍   17,028 +0.38 

 

北北北北 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車公廟路車公廟路車公廟路車公廟路、、、、獅子獅子獅子獅子山隧道公路山隧道公路山隧道公路山隧道公路  1. 金獅花園第一期金獅花園第一期金獅花園第一期金獅花園第一期 
2. 愉景花園愉景花園愉景花園愉景花園 
3. 紅梅谷紅梅谷紅梅谷紅梅谷 
4. 隔田隔田隔田隔田 
5. 李屋村李屋村李屋村李屋村 
6. 新田村新田村新田村新田村 
7. 沙田頭新村沙田頭新村沙田頭新村沙田頭新村 
8. 新田圍邨新田圍邨新田圍邨新田圍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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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西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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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梅谷路紅梅谷路紅梅谷路紅梅谷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紅梅谷路紅梅谷路紅梅谷路紅梅谷路、、、、隔田街隔田街隔田街隔田街、、、、翠田街翠田街翠田街翠田街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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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偏偏偏離離離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R8

R12 翠田翠田翠田翠田   15,432 -9.03 

 

北北北北 紅梅谷路紅梅谷路紅梅谷路紅梅谷路、、、、翠田街翠田街翠田街翠田街、、、、隔田街隔田街隔田街隔田街  1. 金獅花園第二期金獅花園第二期金獅花園第二期金獅花園第二期 
2. 景田苑景田苑景田苑景田苑 
3. 新翠邨新翠邨新翠邨新翠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新俊樓新俊樓新俊樓新俊樓 

      新學樓新學樓新學樓新學樓 

      新傑樓新傑樓新傑樓新傑樓 
4. 世界花園世界花園世界花園世界花園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紅梅谷路紅梅谷路紅梅谷路紅梅谷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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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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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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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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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西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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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健街富健街富健街富健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富健街富健街富健街富健街、、、、松柏路松柏路松柏路松柏路  

 
R13 顯嘉顯嘉顯嘉顯嘉   13,242 -21.94 

 

北北北北 車公廟路車公廟路車公廟路車公廟路、、、、顯徑街顯徑街顯徑街顯徑街  1. 顯徑邨顯徑邨顯徑邨顯徑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顯富樓顯富樓顯富樓顯富樓 

      顯貴樓顯貴樓顯貴樓顯貴樓 

      顯運樓顯運樓顯運樓顯運樓 

      顯祐樓顯祐樓顯祐樓顯祐樓 
2. 嘉田苑嘉田苑嘉田苑嘉田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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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東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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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獅子山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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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隧道隧道隧道隧道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隧道隧道隧道隧道  

西西西西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隧道隧道隧道隧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港港港港鐵鐵鐵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隧道隧道隧道隧道、、、、徑口路徑口路徑口路徑口路、、、、車公廟路車公廟路車公廟路車公廟路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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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偏偏偏離離離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R9

R14 下城門下城門下城門下城門   18,693 +10.19 

 

北北北北 下城門水塘下城門水塘下城門水塘下城門水塘  1. 翠嶺山莊翠嶺山莊翠嶺山莊翠嶺山莊 
2. 湖景花園湖景花園湖景花園湖景花園 
3. 美田邨美田邨美田邨美田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美致樓美致樓美致樓美致樓 

      美景樓美景樓美景樓美景樓 

      美麗樓美麗樓美麗樓美麗樓 

      美樂樓美樂樓美樂樓美樂樓 

      美滿樓美滿樓美滿樓美滿樓 

      美秀樓美秀樓美秀樓美秀樓 

      美庭樓美庭樓美庭樓美庭樓 
4. 沙田花園沙田花園沙田花園沙田花園 
5. 桃花源桃花源桃花源桃花源 
6. 桂園桂園桂園桂園 
7. 大圍新村大圍新村大圍新村大圍新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美滿里美滿里美滿里美滿里、、、、美田路美田路美田路美田路 

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 – 大圍段大圍段大圍段大圍段、、、、青沙公路青沙公路青沙公路青沙公路、、、、大圍隧道大圍隧道大圍隧道大圍隧道 

 

東東東東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隧道隧道隧道隧道、、、、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龍欣道龍欣道龍欣道龍欣道  

南南南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琵琶山路琵琶山路琵琶山路琵琶山路、、、、青沙公路青沙公路青沙公路青沙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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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長源路長源路長源路長源路 

 

西西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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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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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門隧道城門隧道城門隧道城門隧道、、、、衛衛衛衛奕信徑奕信徑奕信徑奕信徑  

 
R15 雲城雲城雲城雲城   20,693 +21.98 

 

北北北北 美田路美田路美田路美田路、、、、青沙公路青沙公路青沙公路青沙公路  1. 雲疊花園雲疊花園雲疊花園雲疊花園 
2. 名城名城名城名城 
3. 盛薈盛薈盛薈盛薈 
4. 盛世盛世盛世盛世 
5. 海福花園海福花園海福花園海福花園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美田路美田路美田路美田路  

東東東東 車公廟路車公廟路車公廟路車公廟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富田里富田里富田里富田里、、、、田心街田心街田心街田心街  

南南南南 田心街田心街田心街田心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田心街田心街田心街田心街、、、、車公廟路車公廟路車公廟路車公廟路、、、、青沙公路青沙公路青沙公路青沙公路  

西西西西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大圍隧道大圍隧道大圍隧道大圍隧道、、、、青沙公路青沙公路青沙公路青沙公路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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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偏偏偏離離離離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16,964)  

 R10

R16 徑口徑口徑口徑口   20,452 +20.56 

 

北北北北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東鐵東鐵東鐵綫綫綫綫)、、、、田心街田心街田心街田心街  1. 下徑口下徑口下徑口下徑口 
2. 名家匯名家匯名家匯名家匯 
3. 顯徑邨顯徑邨顯徑邨顯徑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顯慶樓顯慶樓顯慶樓顯慶樓 

      顯沛樓顯沛樓顯沛樓顯沛樓 

      顯德樓顯德樓顯德樓顯德樓 

      顯揚樓顯揚樓顯揚樓顯揚樓 
4. 顯田顯田顯田顯田 
5. 顯耀邨顯耀邨顯耀邨顯耀邨 
6. 瑞峰花園瑞峰花園瑞峰花園瑞峰花園 
7. 嘉徑苑嘉徑苑嘉徑苑嘉徑苑 
8. 聚龍居聚龍居聚龍居聚龍居 
9. 上徑口上徑口上徑口上徑口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田心街田心街田心街田心街、、、、富健街富健街富健街富健街  

東東東東 富健街富健街富健街富健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富健街富健街富健街富健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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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南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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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顯徑街顯徑街顯徑街顯徑街、、、、車公廟路車公廟路車公廟路車公廟路、、、、徑口路徑口路徑口路徑口路  

西西西西 徑口路徑口路徑口路徑口路、、、、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  

   

 
R17 田心田心田心田心   14,986 -11.66 

 

北北北北 富田里富田里富田里富田里、、、、車公廟路車公廟路車公廟路車公廟路、、、、紅梅谷路紅梅谷路紅梅谷路紅梅谷路  1. 隆亨邨隆亨邨隆亨邨隆亨邨 
2. 田心田心田心田心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紅紅紅紅梅谷路梅谷路梅谷路梅谷路  

東東東東 紅梅谷路紅梅谷路紅梅谷路紅梅谷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松柏路松柏路松柏路松柏路  

南南南南 松柏路松柏路松柏路松柏路、、、、富健街富健街富健街富健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富健街富健街富健街富健街  

西西西西 富健街富健街富健街富健街、、、、田心街田心街田心街田心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田心街田心街田心街田心街、、、、富田里富田里富田里富田里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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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標標標準準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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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11

R18 翠嘉翠嘉翠嘉翠嘉   16,045 -5.42 

 

北北北北 積福積福積福積福街街街街  1. 金禧花園金禧花園金禧花園金禧花園 
2. 富嘉花園富嘉花園富嘉花園富嘉花園 
3. 新翠邨新翠邨新翠邨新翠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新芳樓新芳樓新芳樓新芳樓 

      新明樓新明樓新明樓新明樓 

      新偉樓新偉樓新偉樓新偉樓 

      新儀樓新儀樓新儀樓新儀樓 

      新月樓新月樓新月樓新月樓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東鐵綫)  

東東東東 翠田街翠田街翠田街翠田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翠田街翠田街翠田街翠田街  

南南南南 紅梅谷路紅梅谷路紅梅谷路紅梅谷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紅梅谷路紅梅谷路紅梅谷路紅梅谷路  

西西西西 美田路美田路美田路美田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美田路美田路美田路美田路、、、、積輝街積輝街積輝街積輝街、、、、大圍道大圍道大圍道大圍道  

 
R19 大圍大圍大圍大圍   20,765 +22.41 

 

北北北北 美田路美田路美田路美田路、、、、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  1. 金輝花園金輝花園金輝花園金輝花園 
2. 金山樓金山樓金山樓金山樓 
3. 美城苑美城苑美城苑美城苑 
4. 美林邨美林邨美林邨美林邨 
5. 大圍大圍大圍大圍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  

東東東東 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隧道公路城門隧道公路城門隧道公路城門隧道公路 

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 – 大圍段大圍段大圍段大圍段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積福街積福街積福街積福街  

南南南南 積福街積福街積福街積福街、、、、大圍道大圍道大圍道大圍道、、、、積輝街積輝街積輝街積輝街、、、、美田路美田路美田路美田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美田路美田路美田路美田路  

西西西西 美田路美田路美田路美田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美田路美田路美田路美田路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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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標標標準準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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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12

R20 松田松田松田松田   15,032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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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峰花園恒峰花園恒峰花園恒峰花園 
2. 香粉寮香粉寮香粉寮香粉寮 
3. 美松苑美松苑美松苑美松苑 
4. 美田邨美田邨美田邨美田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美全樓美全樓美全樓美全樓 
5. 翠景花園翠景花園翠景花園翠景花園 
6. 壹號雲頂壹號雲頂壹號雲頂壹號雲頂 
7. 銅鑼灣銅鑼灣銅鑼灣銅鑼灣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道風山路道風山路道風山路道風山路  

東東東東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銅鑼灣山路銅鑼灣山路銅鑼灣山路銅鑼灣山路、、、、松嶺里松嶺里松嶺里松嶺里、、、、城門隧道公路城門隧道公路城門隧道公路城門隧道公路 

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美田路美田路美田路美田路、、、、美滿里美滿里美滿里美滿里、、、、香粉寮街香粉寮街香粉寮街香粉寮街 

 

南南南南 香粉寮街香粉寮街香粉寮街香粉寮街、、、、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下城門水塘下城門水塘下城門水塘下城門水塘、、、、城門隧道城門隧道城門隧道城門隧道  

西西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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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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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21 穗禾穗禾穗禾穗禾   13,191 -22.24 

 

北北北北 黃竹洋村徑黃竹洋村徑黃竹洋村徑黃竹洋村徑  1. 火炭村火炭村火炭村火炭村 
2. 田禾苑田禾苑田禾苑田禾苑 
3. 華翠園華翠園華翠園華翠園 
4. 豐景花園豐景花園豐景花園豐景花園 
5. 碧霞花園碧霞花園碧霞花園碧霞花園 
6. 穗禾苑穗禾苑穗禾苑穗禾苑 
7. 麗峰花園麗峰花園麗峰花園麗峰花園 
8. 沙田渣甸山花園沙田渣甸山花園沙田渣甸山花園沙田渣甸山花園 
9. 伯爵堡伯爵堡伯爵堡伯爵堡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黃竹洋村徑黃竹洋村徑黃竹洋村徑黃竹洋村徑、、、、黃竹洋街黃竹洋街黃竹洋街黃竹洋街、、、、穗禾路穗禾路穗禾路穗禾路、、、、渠渠渠渠  

東東東東 火炭路火炭路火炭路火炭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南南南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道風山路道風山路道風山路道風山路  

西西西西 城門林道城門林道城門林道城門林道 – 針山段針山段針山段針山段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城門林道城門林道城門林道城門林道 – 草山段草山段草山段草山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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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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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標標標準準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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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13

R22 火炭火炭火炭火炭   16,960 -0.02 

 

北北北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1. 香港賽馬會職員宿舍香港賽馬會職員宿舍香港賽馬會職員宿舍香港賽馬會職員宿舍 
2. 銀禧花園銀禧花園銀禧花園銀禧花園 
3. 九肚九肚九肚九肚 
4. 落路下落路下落路下落路下 
5. 馬尿馬尿馬尿馬尿 
6. 晉名峰晉名峰晉名峰晉名峰 
7. 御龍山御龍山御龍山御龍山 
8. 黃竹洋黃竹洋黃竹洋黃竹洋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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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馬料水段馬料水段馬料水段馬料水段、、、、麗坪路麗坪路麗坪路麗坪路  

東東東東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 –––– 沙田段沙田段沙田段沙田段 

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沙田路沙田路沙田路沙田路、、、、源禾路源禾路源禾路源禾路

火炭路火炭路火炭路火炭路 

 

南南南南 穗禾路穗禾路穗禾路穗禾路、、、、黃竹洋街黃竹洋街黃竹洋街黃竹洋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黃竹洋街黃竹洋街黃竹洋街黃竹洋街、、、、黃竹洋村徑黃竹洋村徑黃竹洋村徑黃竹洋村徑  

西西西西 麥理浩徑麥理浩徑麥理浩徑麥理浩徑、、、、城門林道城門林道城門林道城門林道 – 草山段草山段草山段草山段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麥理浩徑麥理浩徑麥理浩徑麥理浩徑、、、、城門林道城門林道城門林道城門林道 – 草山段草山段草山段草山段、、、、區界區界區界區界線線線線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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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標標標準準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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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14

R23 駿馬駿馬駿馬駿馬   14,491 -14.58 

 

北北北北 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  1. 赤泥坪赤泥坪赤泥坪赤泥坪 
2. 香港科學園香港科學園香港科學園香港科學園 
3. 駿景園駿景園駿景園駿景園 
4.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5. 寶栢苑寶栢苑寶栢苑寶栢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東東東東 沙田海沙田海沙田海沙田海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沙田海沙田海沙田海沙田海、、、、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  

南南南南 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 

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 – 沙田段沙田段沙田段沙田段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 – 沙田段沙田段沙田段沙田段、、、、樂景街樂景街樂景街樂景街、、、、樂信徑樂信徑樂信徑樂信徑 

麗坪路麗坪路麗坪路麗坪路 

 

西西西西 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 – 馬料水段馬料水段馬料水段馬料水段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樟大路樟大路樟大路樟大路、、、、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環迴北路環迴北路環迴北路環迴北路  

 
R24 頌安頌安頌安頌安   20,910 +23.26 

 

北北北北   1. 觀瀾雅軒觀瀾雅軒觀瀾雅軒觀瀾雅軒 
2. 頌安邨頌安邨頌安邨頌安邨 
3. 天宇海天宇海天宇海天宇海 
4. 聽濤雅苑聽濤雅苑聽濤雅苑聽濤雅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恆康恆康恆康恆康街街街街  

東東東東 恆康街恆康街恆康街恆康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恆錦街恆錦街恆錦街恆錦街  

南南南南 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保泰街保泰街保泰街保泰街、、、、沙田海沙田海沙田海沙田海  

西西西西 沙田海沙田海沙田海沙田海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沙田海沙田海沙田海沙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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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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標標標準準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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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15

R25 錦濤錦濤錦濤錦濤   20,813 +22.69 

 

北北北北 沙田海沙田海沙田海沙田海  1. 錦豐苑錦豐苑錦豐苑錦豐苑 
2. 迎濤灣迎濤灣迎濤灣迎濤灣 
3. 雅濤居雅濤居雅濤居雅濤居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鞍駿街鞍駿街鞍駿街鞍駿街  

東東東東 鞍駿街鞍駿街鞍駿街鞍駿街、、、、鞍源街鞍源街鞍源街鞍源街、、、、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  

南南南南 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沙田海沙田海沙田海沙田海  

西西西西 沙田海沙田海沙田海沙田海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沙田海沙田海沙田海沙田海  

 
R26 馬鞍山市中心馬鞍山市中心馬鞍山市中心馬鞍山市中心   18,206 +7.32 

 

北北北北 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  1. 海栢花園海栢花園海栢花園海栢花園 
2. 福安花園福安花園福安花園福安花園 
3. 富輝花園富輝花園富輝花園富輝花園 
4. 馬鞍山中心馬鞍山中心馬鞍山中心馬鞍山中心 
5. 新港城第四期新港城第四期新港城第四期新港城第四期 
6. 海濤居海濤居海濤居海濤居 
7. 海典居海典居海典居海典居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  

東東東東 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馬鞍山海濱長廊馬鞍山海濱長廊馬鞍山海濱長廊馬鞍山海濱長廊、、、、鞍超街鞍超街鞍超街鞍超街、、、、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 

鞍誠街鞍誠街鞍誠街鞍誠街、、、、鞍祿街鞍祿街鞍祿街鞍祿街 

 

南南南南 鞍祿街鞍祿街鞍祿街鞍祿街、、、、鞍駿街鞍駿街鞍駿街鞍駿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馬鞍山海濱長廊馬鞍山海濱長廊馬鞍山海濱長廊馬鞍山海濱長廊、、、、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  

西西西西 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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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標標標準準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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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16

R27 利安利安利安利安   16,354 -3.60 

 

北北北北 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沙安街沙安街沙安街沙安街  1. 利安邨利安邨利安邨利安邨 
2. 翠擁華庭翠擁華庭翠擁華庭翠擁華庭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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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錦英路錦英路錦英路錦英路、、、、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  

西西西西 錦英路錦英路錦英路錦英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  

 
R28 富富富富龍龍龍龍   16,979 +0.09 

 

北北北北 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  1. 富寶花園富寶花園富寶花園富寶花園 
2. 錦龍苑錦龍苑錦龍苑錦龍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  

東東東東 錦英路錦英路錦英路錦英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錦英路錦英路錦英路錦英路  

南南南南 錦英路錦英路錦英路錦英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錦英路錦英路錦英路錦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  

西西西西 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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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標標標準準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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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17

R29 烏溪沙烏溪沙烏溪沙烏溪沙   16,346 -3.64 

 

北北北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1. 迎海迎海迎海迎海 
2. 銀湖銀湖銀湖銀湖．．．．天峰天峰天峰天峰 
3. 烏溪沙村烏溪沙村烏溪沙村烏溪沙村 
4. 雅典居雅典居雅典居雅典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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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華路年華路年華路年華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沙安街沙安街沙安街沙安街、、、、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  

南南南南 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鞍超鞍超鞍超鞍超街街街街、、、、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  

西西西西 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吐露港  

 
R30 

 
錦英錦英錦英錦英 

   
17,726 

 
+4.49 

 

北北北北 鞍祿街鞍祿街鞍祿街鞍祿街、、、、鞍誠街鞍誠街鞍誠街鞍誠街、、、、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錦英路錦英路錦英路錦英路  1. 錦英苑錦英苑錦英苑錦英苑 
2. 雅景臺雅景臺雅景臺雅景臺 
3. 新港城第一期新港城第一期新港城第一期新港城第一期 
4. 新港城第二期新港城第二期新港城第二期新港城第二期 
5. 新港城第三期新港城第三期新港城第三期新港城第三期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錦英路錦英路錦英路錦英路、、、、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  

東東東東 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  

南南南南 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  

西西西西 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鞍祿街鞍祿街鞍祿街鞍祿街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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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標標標準準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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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18

R31 耀安耀安耀安耀安   19,370 +14.18 

 

北北北北   1. 錦禧苑錦禧苑錦禧苑錦禧苑 
2. 耀安邨耀安邨耀安邨耀安邨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  

東東東東 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  

南南南南 恆康街恆康街恆康街恆康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恆康街恆康街恆康街恆康街  

西西西西 恆康街恆康街恆康街恆康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恆康街恆康街恆康街恆康街  

 
R32 恒安恒安恒安恒安   21,864 +28.88 

 

北北北北 恆錦街恆錦街恆錦街恆錦街、、、、恆康街恆康街恆康街恆康街  1. 恆安邨恆安邨恆安邨恆安邨 
2. 錦鞍苑錦鞍苑錦鞍苑錦鞍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恆康街恆康街恆康街恆康街  

東東東東 恆康街恆康街恆康街恆康街、、、、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  

南南南南 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西西西西 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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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標標標準準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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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19

R33 鞍泰鞍泰鞍泰鞍泰   21,661 +27.69 

 

北北北北 沙田海沙田海沙田海沙田海、、、、保泰街保泰街保泰街保泰街  1. 錦泰苑錦泰苑錦泰苑錦泰苑 
2. 嘉華星濤灣嘉華星濤灣嘉華星濤灣嘉華星濤灣 
3. 曉峯灣畔曉峯灣畔曉峯灣畔曉峯灣畔 
4. 海典灣海典灣海典灣海典灣 
5. 嵐岸嵐岸嵐岸嵐岸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保泰街保泰街保泰街保泰街、、、、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  

東東東東 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  

南南南南 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渠渠渠渠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渠渠渠渠  

西西西西 沙田海沙田海沙田海沙田海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沙田海沙田海沙田海沙田海  

 
R34 大水坑大水坑大水坑大水坑   17,868 +5.33 

 

北北北北 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  1. 富安花園富安花園富安花園富安花園 
2. 馬鞍山村馬鞍山村馬鞍山村馬鞍山村 
3. 大水坑大水坑大水坑大水坑 
4. 欣安邨欣安邨欣安邨欣安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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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理浩徑麥理浩徑麥理浩徑麥理浩徑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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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南南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梅子林路梅子林路梅子林路梅子林路  

西西西西 梅子林路梅子林路梅子林路梅子林路、、、、亞公角街亞公角街亞公角街亞公角街、、、、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馬鞍山路、、、、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馬鞍山繞道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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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標標標準準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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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20

R35 愉欣愉欣愉欣愉欣   18,197 +7.27 

 

北北北北 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渠渠渠渠、、、、亞公角街亞公角街亞公角街亞公角街 

梅子林路梅子林路梅子林路梅子林路 

 1. 亞公角漁民新村亞公角漁民新村亞公角漁民新村亞公角漁民新村 
2. 插桅杆插桅杆插桅杆插桅杆 
3. 芙蓉泌芙蓉泌芙蓉泌芙蓉泌 
4. 觀音山觀音山觀音山觀音山 
5. 梅子林梅子林梅子林梅子林 
6. 牛皮沙牛皮沙牛皮沙牛皮沙 
7. 欣廷軒欣廷軒欣廷軒欣廷軒 
8. 小瀝源小瀝源小瀝源小瀝源 
9. 多石多石多石多石 
10. 愉翠苑愉翠苑愉翠苑愉翠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梅子林路梅子林路梅子林路梅子林路  

東東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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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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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南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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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㘭道沙田㘭道沙田㘭道沙田㘭道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沙田㘭道沙田㘭道沙田㘭道沙田㘭道  

西西西西 多石街多石街多石街多石街、、、、沙田圍路沙田圍路沙田圍路沙田圍路、、、、銀城街銀城街銀城街銀城街、、、、插桅杆街插桅杆街插桅杆街插桅杆街 

安明街安明街安明街安明街、、、、渠渠渠渠、、、、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小瀝源路小瀝源路小瀝源路小瀝源路 

廣善街廣善街廣善街廣善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亞公角山路亞公角山路亞公角山路亞公角山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  

 
R36 碧湖碧湖碧湖碧湖   16,660 -1.79 

 

北北北北 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  1. 翠湖花園翠湖花園翠湖花園翠湖花園 
2. 碧濤花園碧濤花園碧濤花園碧濤花園 
3. 濱景花園濱景花園濱景花園濱景花園 
4. 碩門邨碩門邨碩門邨碩門邨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石門交匯處石門交匯處石門交匯處石門交匯處  

東東東東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馬鞍山綫馬鞍山綫馬鞍山綫馬鞍山綫)、、、、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渠渠渠渠  

南南南南 渠渠渠渠、、、、安明街安明街安明街安明街、、、、港鐵港鐵港鐵港鐵(馬馬馬馬鞍山綫鞍山綫鞍山綫鞍山綫)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渠渠渠渠、、、、大涌橋路大涌橋路大涌橋路大涌橋路  

西西西西 渠渠渠渠、、、、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城門河道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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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標標標準準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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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21

R37 廣康廣康廣康廣康   18,016 +6.20 

 

北北北北 亞公角山路亞公角山路亞公角山路亞公角山路  1. 帝堡城帝堡城帝堡城帝堡城 
2. 花心坑花心坑花心坑花心坑 
3. 康林苑康林苑康林苑康林苑 
4. 廣林苑廣林苑廣林苑廣林苑 
5. 南山南山南山南山 
6. 石古壟石古壟石古壟石古壟 
7. 大輋大輋大輋大輋 
8. 大藍寮大藍寮大藍寮大藍寮 
9. 黃泥頭黃泥頭黃泥頭黃泥頭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東東東東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南南南南 小瀝源路小瀝源路小瀝源路小瀝源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小瀝源路小瀝源路小瀝源路小瀝源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  

西西西西 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公路、、、、港鐵港鐵港鐵港鐵(馬鞍山綫馬鞍山綫馬鞍山綫馬鞍山綫)、、、、石門交匯處石門交匯處石門交匯處石門交匯處 

亞公角山路亞公角山路亞公角山路亞公角山路 

 

 
R38 廣源廣源廣源廣源   13,883 -18.16 

 

北北北北 廣善街廣善街廣善街廣善街、、、、小瀝源路小瀝源路小瀝源路小瀝源路  1. 廣源邨廣源邨廣源邨廣源邨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小瀝源路小瀝源路小瀝源路小瀝源路  

東東東東 小瀝源路小瀝源路小瀝源路小瀝源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南南南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西西西西 廣善街廣善街廣善街廣善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廣善街廣善街廣善街廣善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