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葵青葵青葵青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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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

S01 葵興葵興葵興葵興   17,975 +5.96 

 

北北北北 耀榮街耀榮街耀榮街耀榮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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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葵俊苑葵俊苑葵俊苑葵俊苑 
2. 葵興邨葵興邨葵興邨葵興邨 
3. 葵康苑葵康苑葵康苑葵康苑 
4. 光輝圍光輝圍光輝圍光輝圍 
5. 新葵興花園新葵興花園新葵興花園新葵興花園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    葵涌段葵涌段葵涌段葵涌段  

東東東東 葵涌道葵涌道葵涌道葵涌道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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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益道葵益道葵益道葵益道、、、、興芳路興芳路興芳路興芳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  

西西西西 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禾塘咀街禾塘咀街禾塘咀街禾塘咀街  

 
S02 葵盛東邨葵盛東邨葵盛東邨葵盛東邨   18,253 +7.60 

 

北北北北 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  1. 葵盛東邨葵盛東邨葵盛東邨葵盛東邨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  

東東東東 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  

南南南南 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葵聯路葵聯路葵聯路葵聯路  

西西西西南南南南 葵聯路葵聯路葵聯路葵聯路  

西西西西 葵孝街葵孝街葵孝街葵孝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葵青葵青葵青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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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

S03 上大窩口上大窩口上大窩口上大窩口   12,957 -23.62 

 

北北北北 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大廈街大廈街大廈街大廈街  1. 葵蓉苑葵蓉苑葵蓉苑葵蓉苑 
2. 大窩口邨大窩口邨大窩口邨大窩口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富強樓富強樓富強樓富強樓 

      富國樓富國樓富國樓富國樓 

      富泰樓富泰樓富泰樓富泰樓 

      富德樓富德樓富德樓富德樓 

      富華樓富華樓富華樓富華樓 

      富榮樓富榮樓富榮樓富榮樓 

      富賢樓富賢樓富賢樓富賢樓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  

東東東東 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石頭街石頭街石頭街石頭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石頭街石頭街石頭街石頭街  

南南南南 石頭街石頭街石頭街石頭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西西西西 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德士古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德士古道  

 
S04 下大窩口下大窩口下大窩口下大窩口   13,301 -21.59 

 

北北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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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葵賢苑葵賢苑葵賢苑葵賢苑 
2. 大窩口邨大窩口邨大窩口邨大窩口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富靜樓富靜樓富靜樓富靜樓 

      富貴樓富貴樓富貴樓富貴樓 

      富民樓富民樓富民樓富民樓 

      富雅樓富雅樓富雅樓富雅樓 

      富安樓富安樓富安樓富安樓 

      富碧樓富碧樓富碧樓富碧樓 

      富平樓富平樓富平樓富平樓 

      富邦樓富邦樓富邦樓富邦樓 

      富秀樓富秀樓富秀樓富秀樓 

      富逸樓富逸樓富逸樓富逸樓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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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東東東 大廈街大廈街大廈街大廈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富貴徑富貴徑富貴徑富貴徑  

南南南南 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廈街大廈街大廈街大廈街  

西西西西 大廈街大廈街大廈街大廈街、、、、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德士古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德士古道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葵青葵青葵青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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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3

S05 葵涌邨北葵涌邨北葵涌邨北葵涌邨北   19,197 +13.16 

 

北北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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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葵涌邨葵涌邨葵涌邨葵涌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曉葵樓曉葵樓曉葵樓曉葵樓 

      合葵樓合葵樓合葵樓合葵樓 

      雅葵樓雅葵樓雅葵樓雅葵樓 

      百葵樓百葵樓百葵樓百葵樓 

      逸葵樓逸葵樓逸葵樓逸葵樓 

      映葵樓映葵樓映葵樓映葵樓 

      旭葵樓旭葵樓旭葵樓旭葵樓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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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東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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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榮里耀榮里耀榮里耀榮里 

耀榮街耀榮街耀榮街耀榮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禾塘咀街禾塘咀街禾塘咀街禾塘咀街、、、、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  

南南南南 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上角街上角街上角街上角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上角街上角街上角街上角街  

西西西西 大廈街大廈街大廈街大廈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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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06 葵涌邨葵涌邨葵涌邨葵涌邨南南南南   20,793 +22.57 

 

北北北北 上角街上角街上角街上角街、、、、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  1. 葵涌邨葵涌邨葵涌邨葵涌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秋葵樓秋葵樓秋葵樓秋葵樓 

      芊葵樓芊葵樓芊葵樓芊葵樓 

      翠葵樓翠葵樓翠葵樓翠葵樓 

      春葵樓春葵樓春葵樓春葵樓 

      夏葵樓夏葵樓夏葵樓夏葵樓 

      綠葵樓綠葵樓綠葵樓綠葵樓 

      碧葵樓碧葵樓碧葵樓碧葵樓 

      芷葵樓芷葵樓芷葵樓芷葵樓 

      茵葵樓茵葵樓茵葵樓茵葵樓 
2. 葵馥苑葵馥苑葵馥苑葵馥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  

東東東東 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  

南南南南 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  

西西西西 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上角街上角街上角街上角街、、、、富貴徑富貴徑富貴徑富貴徑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大廈街大廈街大廈街大廈街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葵青葵青葵青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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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4

S07 石蔭石蔭石蔭石蔭   21,347 +25.84 

 

北北北北 和宜合道和宜合道和宜合道和宜合道  1. 葵發大廈葵發大廈葵發大廈葵發大廈 
2. 寧峰苑寧峰苑寧峰苑寧峰苑 
3. 石蔭東邨石蔭東邨石蔭東邨石蔭東邨 
4. 石蔭邨石蔭邨石蔭邨石蔭邨 
5. 天安樓天安樓天安樓天安樓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大白田徑大白田徑大白田徑大白田徑  

東東東東 大白田街大白田街大白田街大白田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大白田街大白田街大白田街大白田街  

南南南南 石蔭路石蔭路石蔭路石蔭路、、、、童子街童子街童子街童子街、、、、梨木道梨木道梨木道梨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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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西西西 國瑞路國瑞路國瑞路國瑞路、、、、昌榮路昌榮路昌榮路昌榮路、、、、和宜合道和宜合道和宜合道和宜合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和宜合道和宜合道和宜合道和宜合道  

 
S08 安蔭安蔭安蔭安蔭   16,044 -5.42 

 

北北北北 城門道城門道城門道城門道、、、、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1. 安蔭邨安蔭邨安蔭邨安蔭邨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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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東東東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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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排街石排街石排街石排街、、、、大白田街大白田街大白田街大白田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大白田街大白田街大白田街大白田街  

西西西西 和宜合道和宜合道和宜合道和宜合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城門道城門道城門道城門道、、、、和宜合里和宜合里和宜合里和宜合里、、、、象鼻山路象鼻山路象鼻山路象鼻山路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葵青葵青葵青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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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5

S09 石籬南石籬南石籬南石籬南   19,630 +15.72 

 

北北北北 石排街石排街石排街石排街  1. 石籬石籬石籬石籬(一一一一)邨邨邨邨 
2. 石籬石籬石籬石籬(二二二二)邨邨邨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石佳樓石佳樓石佳樓石佳樓 

      石華樓石華樓石華樓石華樓 
3. 怡峰苑怡峰苑怡峰苑怡峰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東東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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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西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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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石貝街石貝街石貝街石貝街、、、、大隴街大隴街大隴街大隴街、、、、圍乪街圍乪街圍乪街圍乪街、、、、石排街石排街石排街石排街  

 
S10 石籬北石籬北石籬北石籬北   21,330 +25.74 

 

北北北北 大白田街大白田街大白田街大白田街  1. 石籬石籬石籬石籬(二二二二)邨邨邨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第十座第十座第十座第十座 

      第十一座第十一座第十一座第十一座 

      石祥樓石祥樓石祥樓石祥樓 

      石福樓石福樓石福樓石福樓 

      石歡樓石歡樓石歡樓石歡樓 

      石富樓石富樓石富樓石富樓 

      石禧樓石禧樓石禧樓石禧樓 

      石廣樓石廣樓石廣樓石廣樓 

      石偉樓石偉樓石偉樓石偉樓 

      石榮樓石榮樓石榮樓石榮樓 

      石欣樓石欣樓石欣樓石欣樓 

      石怡樓石怡樓石怡樓石怡樓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石排街石排街石排街石排街  

東東東東 石排街石排街石排街石排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石排街石排街石排街石排街  

南南南南 石排街石排街石排街石排街、、、、圍乪街圍乪街圍乪街圍乪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圍乪街圍乪街圍乪街圍乪街  

西西西西 大隴街大隴街大隴街大隴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大白田街大白田街大白田街大白田街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葵青葵青葵青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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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6

S11 大白田大白田大白田大白田   21,829 +28.68 

 

北北北北 梨木道梨木道梨木道梨木道、、、、童子街童子街童子街童子街  1. 葵涌花園葵涌花園葵涌花園葵涌花園 
2. 葵星葵星葵星葵星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3. 寶星中心寶星中心寶星中心寶星中心 
4. 瑞景大廈瑞景大廈瑞景大廈瑞景大廈 
5. 雍雅軒雍雅軒雍雅軒雍雅軒 
6. 怡勝花園怡勝花園怡勝花園怡勝花園 
7. 誼發大廈誼發大廈誼發大廈誼發大廈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童子街童子街童子街童子街、、、、石蔭路石蔭路石蔭路石蔭路  

東東東東 大白田街大白田街大白田街大白田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大隴街大隴街大隴街大隴街  

南南南南 大隴街大隴街大隴街大隴街、、、、石貝街石貝街石貝街石貝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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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西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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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梨木道梨木道梨木道梨木道  

 
S12 葵芳葵芳葵芳葵芳   17,652 +4.06 

 

北北北北 葵涌道葵涌道葵涌道葵涌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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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葵芳邨葵芳邨葵芳邨葵芳邨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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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東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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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大連排道大連排道大連排道大連排道  

南南南南 大連排道大連排道大連排道大連排道、、、、葵富路葵富路葵富路葵富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葵富路葵富路葵富路葵富路  

西西西西 興芳路興芳路興芳路興芳路、、、、葵益道葵益道葵益道葵益道、、、、葵涌道葵涌道葵涌道葵涌道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葵涌葵涌葵涌葵涌道道道道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葵青葵青葵青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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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7

S13 華麗華麗華麗華麗   16,655 -1.82 

 

北北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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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嘉翠園嘉翠園嘉翠園嘉翠園 
2. 麗瑤邨麗瑤邨麗瑤邨麗瑤邨 
3. 海峰花園海峰花園海峰花園海峰花園 
4. 翠瑤苑翠瑤苑翠瑤苑翠瑤苑 
5. 華員邨華員邨華員邨華員邨 
6. 華景山莊華景山莊華景山莊華景山莊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東東東東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華景山路華景山路華景山路華景山路  

南南南南 華景山路華景山路華景山路華景山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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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荔枝嶺路荔枝嶺路荔枝嶺路荔枝嶺路  

西西西西 麗祖路麗祖路麗祖路麗祖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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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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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4 荔華荔華荔華荔華   14,771 -12.93 

 

北北北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1. 鐘鐘鐘鐘山臺山臺山臺山臺 
2. 樂園樂園樂園樂園 
3. 九華徑九華徑九華徑九華徑 
4. 九華徑新村九華徑新村九華徑新村九華徑新村 
5. 荔灣花園荔灣花園荔灣花園荔灣花園 
6. 荔欣苑荔欣苑荔欣苑荔欣苑 
7. 華豐園華豐園華豐園華豐園 
8. 華荔邨華荔邨華荔邨華荔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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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沙公路青沙公路青沙公路青沙公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  

南南南南 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呈祥道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荔景山路荔景山路荔景山路荔景山路  

西西西西 荔景山路荔景山路荔景山路荔景山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華泰路華泰路華泰路華泰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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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景山路華景山路華景山路華景山路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葵青葵青葵青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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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8

S15 祖堯祖堯祖堯祖堯   15,988 -5.75 

 

北北北北 麗祖路麗祖路麗祖路麗祖路、、、、荔枝嶺路荔枝嶺路荔枝嶺路荔枝嶺路  1. 祖堯邨祖堯邨祖堯邨祖堯邨 
2. 浩景臺浩景臺浩景臺浩景臺 
3. 荔景紀律部隊宿舍荔景紀律部隊宿舍荔景紀律部隊宿舍荔景紀律部隊宿舍 
4. 荔景臺荔景臺荔景臺荔景臺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荔枝嶺路荔枝嶺路荔枝嶺路荔枝嶺路  

東東東東 荔枝嶺路荔枝嶺路荔枝嶺路荔枝嶺路、、、、荔景山路荔景山路荔景山路荔景山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荔景山路荔景山路荔景山路荔景山路  

南南南南 葵涌道葵涌道葵涌道葵涌道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葵涌道葵涌道葵涌道葵涌道  

西西西西 荔景山路荔景山路荔景山路荔景山路、、、、敬祖路敬祖路敬祖路敬祖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麗祖路麗祖路麗祖路麗祖路  

 
S16 興芳興芳興芳興芳   20,293 +19.62 

 

北北北北 葵聯路葵聯路葵聯路葵聯路、、、、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  1. 下葵涌村下葵涌村下葵涌村下葵涌村 
2. 芊紅居芊紅居芊紅居芊紅居 
3. 葵涌廣場葵涌廣場葵涌廣場葵涌廣場 
4. 葵芳閣葵芳閣葵芳閣葵芳閣 
5. 葵聯邨葵聯邨葵聯邨葵聯邨 
6. 新都會廣場新都會廣場新都會廣場新都會廣場 
7. 新葵芳花園新葵芳花園新葵芳花園新葵芳花園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興芳路興芳路興芳路興芳路  

東東東東 興芳路興芳路興芳路興芳路、、、、葵富路葵富路葵富路葵富路、、、、大連排道大連排道大連排道大連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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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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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南南南 華瑤路華瑤路華瑤路華瑤路、、、、麗祖路麗祖路麗祖路麗祖路、、、、聯接街聯接街聯接街聯接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荔景山路荔景山路荔景山路荔景山路、、、、葵福路葵福路葵福路葵福路  

西西西西 葵福路葵福路葵福路葵福路、、、、盛福街盛福街盛福街盛福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葵聯路葵聯路葵聯路葵聯路、、、、葵孝街葵孝街葵孝街葵孝街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葵青葵青葵青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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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9

S17 荔景荔景荔景荔景   14,095 -16.91 

 

北北北北 葵青路葵青路葵青路葵青路、、、、葵福路葵福路葵福路葵福路  1. 荔景邨荔景邨荔景邨荔景邨 
2. 賢麗苑賢麗苑賢麗苑賢麗苑 
3. 悅麗苑悅麗苑悅麗苑悅麗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荔景山路荔景山路荔景山路荔景山路、、、、聯接街聯接街聯接街聯接街、、、、麗祖路麗祖路麗祖路麗祖路、、、、敬祖路敬祖路敬祖路敬祖路 

葵涌道葵涌道葵涌道葵涌道 

 

東東東東 青葵公路青葵公路青葵公路青葵公路、、、、葵涌道葵涌道葵涌道葵涌道、、、、葵涌交匯處葵涌交匯處葵涌交匯處葵涌交匯處 

連翔道連翔道連翔道連翔道、、、、荔荔荔荔寶寶寶寶路路路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興興興興華街西華街西華街西華街西、、、、貨櫃碼頭南路貨櫃碼頭南路貨櫃碼頭南路貨櫃碼頭南路  

南南南南 昂運路昂運路昂運路昂運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西西西西 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葵青路葵青路葵青路葵青路  

 
S18 葵盛西邨葵盛西邨葵盛西邨葵盛西邨   18,254 +7.60 

 

北北北北 青荃路青荃路青荃路青荃路、、、、荃青交匯處荃青交匯處荃青交匯處荃青交匯處、、、、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德士古道 

石頭街石頭街石頭街石頭街 

 1. 高盛臺高盛臺高盛臺高盛臺 
2. 月海灣月海灣月海灣月海灣 
3. 葵盛西邨葵盛西邨葵盛西邨葵盛西邨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大窩口道、、、、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葵孝街葵孝街葵孝街葵孝街、、、、葵聯路葵聯路葵聯路葵聯路  

東東東東 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葵盛圍、、、、盛福街盛福街盛福街盛福街、、、、葵福路葵福路葵福路葵福路、、、、興芳路興芳路興芳路興芳路 

葵青路葵青路葵青路葵青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葵青路葵青路葵青路葵青路  

南南南南 葵青路葵青路葵青路葵青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  

西西西西 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青荃路青荃路青荃路青荃路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葵青葵青葵青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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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0

S19 安灝安灝安灝安灝   20,850 +22.91 

 

北北北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1. 長安邨長安邨長安邨長安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安潮樓安潮樓安潮樓安潮樓 

      安湄樓安湄樓安湄樓安湄樓 

      安泊樓安泊樓安泊樓安泊樓 

      安湖樓安湖樓安湖樓安湖樓 
2. 青逸軒青逸軒青逸軒青逸軒 
3. 灝景灣灝景灣灝景灣灝景灣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  

東東東東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青荃路青荃路青荃路青荃路  

南南南南 青荃路青荃路青荃路青荃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青荃路青荃路青荃路青荃路、、、、担杆山交匯處担杆山交匯處担杆山交匯處担杆山交匯處、、、、青敬路青敬路青敬路青敬路  

西西西西 青敬路青敬路青敬路青敬路、、、、牙鷹洲街牙鷹洲街牙鷹洲街牙鷹洲街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牙鷹洲街牙鷹洲街牙鷹洲街牙鷹洲街、、、、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S20 偉盈偉盈偉盈偉盈   19,576 +15.40 

 

北北北北 青荃路青荃路青荃路青荃路  1. 偉景花園偉景花園偉景花園偉景花園 
2. 聖保祿村聖保祿村聖保祿村聖保祿村 
3. 盈翠半島盈翠半島盈翠半島盈翠半島 
4. 宏福花園宏福花園宏福花園宏福花園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青荃路青荃路青荃路青荃路、、、、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  

東東東東 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  

南南南南 青敬路青敬路青敬路青敬路、、、、青綠街青綠街青綠街青綠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青綠街青綠街青綠街青綠街  

西西西西 楓樹窩路楓樹窩路楓樹窩路楓樹窩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担杆山交匯處担杆山交匯處担杆山交匯處担杆山交匯處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葵青葵青葵青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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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1

S21 青衣邨青衣邨青衣邨青衣邨   17,201 +1.40 

 

北北北北 青綠街青綠街青綠街青綠街  1. 青衣邨青衣邨青衣邨青衣邨 
2. 青怡花園青怡花園青怡花園青怡花園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青綠街青綠街青綠街青綠街、、、、青敬路青敬路青敬路青敬路  

東東東東 青敬路青敬路青敬路青敬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楓樹窩路楓樹窩路楓樹窩路楓樹窩路  

南南南南 楓樹窩路楓樹窩路楓樹窩路楓樹窩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楓樹窩路楓樹窩路楓樹窩路楓樹窩路  

西西西西 楓樹窩路楓樹窩路楓樹窩路楓樹窩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楓樹窩路楓樹窩路楓樹窩路楓樹窩路  

 
S22 翠怡翠怡翠怡翠怡   19,924 +17.45 

 

北北北北 青衣西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楓樹窩路楓樹窩路楓樹窩路楓樹窩路  1. 涌美老屋村涌美老屋村涌美老屋村涌美老屋村 
2. 海欣花園海欣花園海欣花園海欣花園 
3. 翠怡花園翠怡花園翠怡花園翠怡花園 
4. 藍田村藍田村藍田村藍田村 
5. 新屋村新屋村新屋村新屋村 
6. 海悅花園海悅花園海悅花園海悅花園 
7. 大王下村大王下村大王下村大王下村 
8. 鹽田角村鹽田角村鹽田角村鹽田角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青敬路青敬路青敬路青敬路、、、、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  

東東東東 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葵青路葵青路葵青路葵青路  

南南南南 青衣鄉事會路青衣鄉事會路青衣鄉事會路青衣鄉事會路、、、、涌美路涌美路涌美路涌美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涌美路涌美路涌美路涌美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  

西西西西 青衣西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青衣西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葵青葵青葵青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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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2

S23 長青長青長青長青   18,733 +10.43 

 

北北北北 涌美路涌美路涌美路涌美路、、、、青衣鄉事會路青衣鄉事會路青衣鄉事會路青衣鄉事會路  1. 長青邨長青邨長青邨長青邨 
2. 美景花園美景花園美景花園美景花園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青衣鄉事會路青衣鄉事會路青衣鄉事會路青衣鄉事會路  

東東東東 青衣鄉事會路青衣鄉事會路青衣鄉事會路青衣鄉事會路、、、、青衣交匯處青衣交匯處青衣交匯處青衣交匯處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青衣路青衣路青衣路青衣路  

南南南南 青衣路青衣路青衣路青衣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細山路細山路細山路細山路  

西西西西 青康路青康路青康路青康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青康路青康路青康路青康路、、、、涌美路涌美路涌美路涌美路  

 
S24 長康長康長康長康   15,560 -8.28 

 

北北北北 涌美路涌美路涌美路涌美路  1. 長康邨長康邨長康邨長康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康富樓康富樓康富樓康富樓 

      康貴樓康貴樓康貴樓康貴樓 

      康泰樓康泰樓康泰樓康泰樓 

      康華樓康華樓康華樓康華樓 

      康榮樓康榮樓康榮樓康榮樓 

      康和樓康和樓康和樓康和樓 
2. 青華苑青華苑青華苑青華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涌美路涌美路涌美路涌美路  

東東東東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青康路青康路青康路青康路  

南南南南 青康路青康路青康路青康路、、、、青芊街青芊街青芊街青芊街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青衣西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  

西西西西 青衣西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青衣西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青康路青康路青康路青康路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葵青葵青葵青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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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3

S25 盛康盛康盛康盛康   15,138 -10.76 

 

北北北北 涌美路涌美路涌美路涌美路  1. 長康邨長康邨長康邨長康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康祥樓康祥樓康祥樓康祥樓 

      康豐樓康豐樓康豐樓康豐樓 

      康美樓康美樓康美樓康美樓 

      康安樓康安樓康安樓康安樓 

      康平樓康平樓康平樓康平樓 

      康盛樓康盛樓康盛樓康盛樓 

      康順樓康順樓康順樓康順樓 

2.  青青青青盛苑盛苑盛苑盛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涌美路涌美路涌美路涌美路  

東東東東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青康路青康路青康路青康路  

南南南南 青康路青康路青康路青康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青康路青康路青康路青康路  

西西西西 青康路青康路青康路青康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青衣西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  

 
S26 青衣南青衣南青衣南青衣南   19,744 +16.39 

 

北北北北 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西北交匯處青衣西北交匯處、、、、寮肚路寮肚路寮肚路寮肚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 

青芊街青芊街青芊街青芊街、、、、青康路青康路青康路青康路 

 1. 長宏邨長宏邨長宏邨長宏邨 
2. 曉峰園曉峰園曉峰園曉峰園 
3. 藍澄灣藍澄灣藍澄灣藍澄灣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青康路青康路青康路青康路、、、、細山路細山路細山路細山路、、、、青衣路青衣路青衣路青衣路、、、、青衣交匯處青衣交匯處青衣交匯處青衣交匯處  

東東東東 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藍巴勒海峽、、、、昂船洲大橋昂船洲大橋昂船洲大橋昂船洲大橋、、、、昂運路昂運路昂運路昂運路 

志昂路志昂路志昂路志昂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南南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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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灣海峽馬灣海峽馬灣海峽馬灣海峽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青馬大橋青馬大橋青馬大橋青馬大橋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 葵青葵青葵青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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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4

S27 長亨長亨長亨長亨   13,616 -19.74 

 

北北北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1. 長亨邨長亨邨長亨邨長亨邨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青衣北岸公路青衣北岸公路青衣北岸公路青衣北岸公路  

東東東東 青衣北岸公路青衣北岸公路青衣北岸公路青衣北岸公路、、、、担杆山交匯處担杆山交匯處担杆山交匯處担杆山交匯處 

楓樹窩路楓樹窩路楓樹窩路楓樹窩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青衣西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  

南南南南 青衣西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青衣西路、、、、寮肚路寮肚路寮肚路寮肚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青馬大橋青馬大橋青馬大橋青馬大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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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灣海峽馬灣海峽馬灣海峽馬灣海峽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S28 青發青發青發青發   18,267 +7.68 

 

北北北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1. 長發邨長發邨長發邨長發邨 
2. 青雅苑青雅苑青雅苑青雅苑 
3. 青泰苑青泰苑青泰苑青泰苑 
4. 青宏苑青宏苑青宏苑青宏苑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區界線  

東東東東 牙鷹洲街牙鷹洲街牙鷹洲街牙鷹洲街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牙鷹洲街牙鷹洲街牙鷹洲街牙鷹洲街、、、、青敬路青敬路青敬路青敬路  

南南南南 青敬路青敬路青敬路青敬路、、、、担杆山路担杆山路担杆山路担杆山路、、、、青衣北岸公路青衣北岸公路青衣北岸公路青衣北岸公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青衣北岸公路青衣北岸公路青衣北岸公路青衣北岸公路  

西西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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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葵青葵青葵青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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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5

S29 長安長安長安長安   13,832 -18.46 

 

北北北北 担杆山路担杆山路担杆山路担杆山路  1. 長安邨長安邨長安邨長安邨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安清樓安清樓安清樓安清樓 

      安海樓安海樓安海樓安海樓 

      安江樓安江樓安江樓安江樓 

      安濤樓安濤樓安濤樓安濤樓 

      安洋樓安洋樓安洋樓安洋樓 

      安潤樓安潤樓安潤樓安潤樓 

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担杆山路担杆山路担杆山路担杆山路  

東東東東 青敬路青敬路青敬路青敬路  

東南東南東南東南 青敬路青敬路青敬路青敬路、、、、担杆山交匯處担杆山交匯處担杆山交匯處担杆山交匯處  

南南南南 青衣北岸公路青衣北岸公路青衣北岸公路青衣北岸公路  

西南西南西南西南 青衣北岸公路青衣北岸公路青衣北岸公路青衣北岸公路  

西西西西 青衣北岸公路青衣北岸公路青衣北岸公路青衣北岸公路、、、、担杆山路担杆山路担杆山路担杆山路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 担杆山路担杆山路担杆山路担杆山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