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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問題第立法會問題第立法會問題第立法會問題第十十十十五五五五條條條條    
 

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 分區計劃分區計劃分區計劃分區計劃 

大綱圖大綱圖大綱圖大綱圖 

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 

（（（（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摩星嶺山 1.91 

摩星嶺徑 0.48 

薄扶林摩星嶺道 0.52 

堅尼地城西寧街 0.05 

堅尼地城域多利道 

(近招商局貨倉) 

0.68 

堅尼地城蒲飛路 0.56 

堅尼地城及 

摩星嶺  (S/H1/17) 

堅尼地城域多利道 0.50 

西營盤豐物道 0.22 

中港道 0.31 

西營盤及上環

(S/H3/24) 

忠正街 0.04 

中區 

(S/H4/13) 

民光街 0.08 

大坑怡景道東 0.61 

天后廟道 0.07 

渣華道與電照街交界 0.12 

油街 0.16 

北角 

(S/H8/23) 

寶馬山慧翠道 0.71 

小西灣歌連臣角道 0.54 

柴灣道與新業街交界 0.18 

小西灣龍躍徑 0.03 

柴灣泰民街 0.70 

怡盛街 0.99 

小西灣道 0.51 

柴灣 

(S/H20/17) 

樂民道 0.19 

七姊妹道 0.04 

太安街與鯉景道交界 0.28 

鰂魚涌 

(S/H21/28) 

柏架山道 2.48 

域多利道 0.12 

薄扶林道 0.53 

薄扶林村附近 0.38 

薄扶林 

(S/H10/15) 

域多利道與薄扶林道交界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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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 分區計劃分區計劃分區計劃分區計劃 

大綱圖大綱圖大綱圖大綱圖 

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 

（（（（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鴨脷洲海旁道 0.04 

黃竹坑香葉道 0.21 

鴨脷洲橋道與鴨脷洲徑交界 0.27 

田灣邨附近 2.95 

深灣道 1.19 

田灣山道 0.77 

田灣海旁道(近興偉中心) 0.09 

田灣海旁道 0.38 

黄竹坑南朗山道與警校道交界 0.21 

南風道與黃竹坑道交界 0.46 

利榮街與利南道交界 0.05 

南風道 2.90 

香港仔及鴨脷洲  

(S/H15/26) 

警校道 0.43 

深水灣道 0.13 

深水灣道(近香港高爾夫球會) 0.06 

壽臣山及淺水灣 

(S/H17/11) 

淺水灣麗海堤岸路 0.10 

石澳道 2.27 

大潭水塘道(近香港國際學校) 0.23 

大潭水塘道 0.52 

大潭及石澳 

(S/H18/10) 

石澳道(近石澳公立文新學校) 0.10 

環角徑 0.27 

環角道 0.22 

舂磡角道 0.36 

舂磡角道(近舂磡角消防局) 0.26 

黃麻角道 0.11 

赤柱 

(S/H19/10) 

赤柱峽道 0.08 

渣甸山及黃泥涌峽 

(S/H13/12) 

渣甸山春暉道與睦誠道交界 0.33 

山頂區 

(S/H14/10) 

灣仔峽甘道 0.15 

灣仔北 

(S/H25/2) 

運盛街 0.26 

何文田 

(S/K7/20) 

何文田街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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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 分區計劃分區計劃分區計劃分區計劃 

大綱圖大綱圖大綱圖大綱圖 

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 

（（（（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通道 0.04 

溫思勞街 0.08 

庇利街 0.37 

崇平街 0.77 

紅磡 

(S/K9/24) 

浙江街與崇安街交界 0.81 

馬頭角 

(S/K10/20) 

高山道與山西街交界 0.34 

啟福道 2.15 

規劃區1J1及1J3 1.71 

規劃區1D4 (近太子道東) 0.94 

協調道 1.01 

德高道 0.41 

規劃區1B4 (近啟東道) 0.61 

規劃區1A2, 1A3及1A4 2.47 

規劃區1B2及1B3 1.33 

規劃區3B1b 0.74 

啓德 

(S/K22/2) 

規劃區3C1及3C2(近啟福道) 7.70 

鴻業街 0.03 

觀塘道 0.06 

宏展街 0.69 

啟仁街 0.10 

彩興里與彩興路交界 1.70 

彩興路 1.92 

彩石里 0.88 

牛頭角及九龍灣 

(S/K13/26) 

彩榮路 0.67 

安達臣道 2.12 

安達臣道(近蕉欄樹) 0.73 

觀塘北部 

(S/K14N/13) 

安達臣道(近秀茂坪配水庫) 0.64 

恒安街 0.10 

近連德道 1.74 

觀塘南部 

(S/K14S/16) 

觀塘道與翠屏道交界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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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 分區計劃分區計劃分區計劃分區計劃 

大綱圖大綱圖大綱圖大綱圖 

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 

（（（（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鯉魚門徑 0.30 

有信街 0.09 

油塘東區海底隧道收費廣場以西的地盤 9.11 

高超道與碧雲道交界 0.68 

茶果嶺、油塘及鯉

魚門 

(S/K15/18) 

鯉魚門道藍田救護站對面的地盤 2.21 

石硤尾 

(S/K4/24) 

龍翔道 0.43 

長順街 0.37 

瓊林街 0.42 

永康街 0.16 

福榮街與九江街交界 0.22 

長沙灣 

(S/K5/32) 

東京街 0.76 

月輪街與寶輪街交界 3.92 荔枝角 

(S/K16/14) 美荔道與長沙灣道交界 0.56 

深旺道 0.08 

東京街西與通州街交界 (近富昌邨) 0.45 

東京街西與通州街交界 0.80 

發祥街西與深旺道交界 0.45 

海輝道 1.16 

深盛路與深旺道交界 0.18 

深旺道與荔寶路交界 0.45 

渡華路與佐敦道交界 0.74 

海帆道 0.69 

巧翔街 0.74 

海庭道 1.98 

西南九龍 

(S/K20/24) 

友翔道 1.27 

龍翔道 0.07 橫頭磡及東頭 

(S/K8/20) 東利道 0.43 

鳳德道 0.19 

慈雲山慈正邨附近 0.18 

蒲崗村道 0.27 

樂華街 0.24 

黃大仙道 1.74 

慈雲山、鑽石山及

新蒲崗 

(S/K11/25) 

黃大仙道與沙田坳道交界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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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 分區計劃分區計劃分區計劃分區計劃 

大綱圖大綱圖大綱圖大綱圖 

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 

（（（（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永定道 0.51 

近牛池灣村 0.18 

牛池灣 

(S/K12/16) 

豐盛街 0.87 

上海街與豉油街交界 0.06 旺角 

(S/K3/28) 新填地街與上海街 0.03 

西堤道(近西灣) 0.04 

西堤道 0.02 

長貴路 0.36 

西堤道與長智巷交界 0.15 

北角咀路 0.24 

冰廠路 0.08 

長洲 

(S/I-CC/5) 

西堤路與長仁巷交界 0.12 

海澄湖畔路 0.30 愉景灣 

(S/I-DB/4) 海澄湖畔路與愉景灣道交界 1.04 

榕樹灣大街附近 0.04 

榕樹灣大街附近(近碼頭) 0.08 

索罟灣 0.02 

榕樹灣大街附近(近榕樹灣遊樂場) 0.19 

索罟灣(近南丫島南段圖書館) 0.25 

南丫島 

(S/I-LI/9) 

榕樹灣(近南丫島消防局) 0.72 

梅窩嶺咀頭 0.27 梅窩邊緣 

(S/I-MWF/8) 銀礦灣路 2.45 
昂坪  

(S/I-NP/6) 
蓮坪路 0.05 

志仁街 0.34 
南山路 0.22 

坪利路 0.06 
坪利路(近污水處理廠) 0.06 

坪洲大窩 0.05 

坪洲 
(S/I-PC/10) 

坪洲圍仔井新村 0.17 

翔東路 0.12 
喜東街 2.07 
海濱路 0.50 
達東路 1.50 

文東路 1.24 

東涌市中心 
地區(S/I-TCTC/18) 

裕東路與松仁路交界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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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 分區計劃分區計劃分區計劃分區計劃 

大綱圖大綱圖大綱圖大綱圖 

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 

（（（（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長輝路 0.44 

担杆山路 1.32 
涌美路 0.68 
長輝路 0.55 

寮肚路及青衣西路 0.46 

鄉事會路 0.37 
青衣路 0.97 

青衣 
(S/TY/24) 

亨美街 2.67 
新葵街 0.31 

聯接街 0.10 
葵涌 
(S/KC/24) 

葵涌路 0.15 
貨櫃碼頭南路 0.71 昂船洲 

(S/SC/9) 荔寶路 0.23 

置華里 1.49 
銘賢路 0.46 
安居街 1.63 

百和路(近御景峰) 0.32 
沙頭角公路-龍躍頭段 1.67 

百和路(近和興體育館) 0.17 
百和路 0.48 

粉嶺／上水 
(S/FSS/14) 
 

聯發街 0.14 
文錦渡路 1.02 虎地坳及沙嶺 

(S/NE-FTA/12) 上水華山村 1.37 
河上鄉路 0.75 
上水河上鄉 0.93 

古洞北 
(S/NE-KTN/8) 

羅湖馬草壟路附近 0.26 
古洞南 
(S/NE-KTS/12) 

蓮塘尾粉錦公路 0.69 

鹿頸及禾坑 
(S/NE-LK/11) 

南涌鹿頸路 0.33 

龍躍頭及軍地南 
(S/NE-LYT/14) 

粉嶺軍地 0.63 

沙頭角上担水坑 0.12 沙頭角 
(DPA/NE-STK/1) 沙頭角上担水坑(近山咀村路) 0.07 

打鼓嶺坪洋村 1.83 坪輋及打鼓嶺 
(S/NE-TKL/14) 坪輋大塘湖 0.92 

清水灣道 0.98 
大學道 0.29 

清水灣道(近玉泉園藝) 0.22 
清水灣半島北禾塘崗 0.02 

清水灣半島北 
(S/SK-CWBN/4) 

清水灣半島北孟公屋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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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 分區計劃分區計劃分區計劃分區計劃 

大綱圖大綱圖大綱圖大綱圖 

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 

（（（（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白沙灣溱喬南面 0.77 白沙灣 

(S/SK-HH/6) 蠔涌(近西貢中心小學) 0.48 
西貢公路(近北港足球場) 0.25 

大網仔路 0.17 
北港及沙角尾 
(S/SK-PK/11) 

北港近西貢公路 0.08 

美德街 0.38 
大網仔路 0.22 
對面海海旁 0.15 

康健路(近泰湖閣) 0.16 

對面海康健路 0.37 
康村路(近四洲集團大廈) 0.51 

西貢市 
(S/SK-SKT/4) 

康村路 0.87 
西貢公路 0.09 

清水灣道 0.22 
清水灣道(近炭山路) 0.09 

井欄樹 
(S/SK-TLS/8) 

井欄樹壁屋 0.06 
西貢黃毛應 0.03 
仁義路 0.07 

大網仔路黃竹灣 0.03 
大網仔路 0.02 

大網仔及 
斬竹灣 
(S/SK-TMT/4) 

大網仔北潭 0.27 
昭信路 0.32 

康城路 0.05 
維景灣畔附近 0.16 
百勝角 0.16 

百勝角(環保大道支路) 1.27 

寶豐路 0.51 
寶琳北路 0.28 

寶琳北路(近茅湖仔村) 0.52 
寶寧路 0.64 

環澳路 1.74 
將軍澳村 0.57 
寶邑路 5.16 

寶邑路(近寶盈花園) 1.09 

寶豐路與毓雅里交界 0.23 
唐賢里 0.34 

規劃區 67(近禮樂街) 2.54 
翠嶺里 0.74 

將軍澳 
(S/TKO/18) 
 

石角路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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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 分區計劃分區計劃分區計劃分區計劃 

大綱圖大綱圖大綱圖大綱圖 

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 

（（（（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鞍駿街 0.56 

馬鞍山刀頭 0.08 

落禾沙里 0.72 

馬鞍山路(近馬鞍山健康中心) 1.10 

恆健街 0.30 

烏溪沙 0.10 

馬鞍山官坑 2.64 

馬鞍山 

(S/MOS/16) 

泥涌西沙路 0.12 

火炭路 0.35 

沙田圍 2.37 

源安街 0.06 

源順圍 0.29 

銀城街 0.88 

多石徑 0.61 

美田路 0.20 

顯和里 0.06 

亞公角山路 0.25 

插桅杆街 0.41 

沙田  

(S/ST/23) 

多石街 1.42 

科景路 0.62 白石角(東部) 

(S/PSK/9) 創新路 0.93 

安埔路與南灣路交界 0.54 

山塘路 0.45 

汀角路 3.10 

雍宜路 0.46 

大發街 6.67 

南運路 2.01 

馬聰路 1.68 

運頭街 0.32 

運頭角 0.10 

安埔路 0.14 

優景里 5.77 

汀角路(近鳳園遊樂場) 0.28 

大埔  

(S/TP/22) 

棟樑里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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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 分區計劃分區計劃分區計劃分區計劃 

大綱圖大綱圖大綱圖大綱圖 

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 

（（（（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粉嶺粉嶺公路元嶺村附近 1.53 九龍坑 

(S/NE-KLH/11) 
大埔圍頭村 0.55 

大埔圍頭村林錦公路交匯處 0.69 林村 (S/NE-LT/11) 

林村鄉公所路 0.05 

大尾篤吳屋村 0.13 

汀角路(近比華利山別墅) 0.89 

汀角路 1.02 

汀角 

(S/NE-TK/16) 

大埔汀角洞梓苗圃對面 1.26 

海興路與海角路交界 0.61 

海盛路與海角路交界 0.72 

榮順街與德士古路交界 0.81 

國瑞路 0.23 

荃灣  

(S/TW/26) 

榮順街 0.25 

荃灣西 

(S/TWW/17) 

青龍頭(近豪景花園) 0.23 

大嶼山東北 

(S/I-NEL/12) 

大嶼山竹篙灣 2.66 

青山公路-掃管笏段 1.22 

海華路 0.97 

海榮路與青山公路-青山灣段交界 0.19 

望后石龍門路與望達街交界 0.77 

望榮街與望達街交界 0.34 

小冷水與龍發街交界 0.43 

天后路與業旺路交界 0.67 

龍富路附近 2.93 

掃管笏小秀村附近 0.16 

屯門小冷水 0.70 

屯門小冷水路 3.01 

屯門小冷水 (近電塔) 4.81 

屯門小冷水 (近配水庫) 0.51 

屯門小冷水 (電塔下) 1.48 

屯門  

(S/TM/27) 

 

掃管笏路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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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 分區計劃分區計劃分區計劃分區計劃 

大綱圖大綱圖大綱圖大綱圖 

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 

（（（（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掃管笏青發街 0.47 

湖山路 1.19 

興富街與塘亨路交界 0.91 

石排頭路與鳴琴路交界 0.50 

海皇路與屯義街交界 5.83 

兆麟街與青山公路交界 0.54 

兆興里 0.10 

掃管笏路(近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0.34 

青福里 1.27 

屯富路 0.38 

掃管笏路 0.59 

楊青路 0.63 

恆富街 0.32 

屯貴路 0.17 

震寰路 0.10 

良才里 0.63 

屯門  

(S/TM/27)－續 

紫田路 6.12 

五柳路 0.03 

新慶村 0.80 

福亨村路 0.76 

藍地及奕園 

(S/TM-LTYY/6) 

青山公路–洪水橋段 3.76 

掃管笏 

(S/TM-SKW/10) 

青山公路-大欖段 0.57 

天映路與天華路交界 0.96 

天欣路 0.02 

天竹街 0.22 

濕地公園路 0.86 

天水圍 

(S/TSW/12) 

天瑞路與天暉路交界 1.09 

康業街 0.07 

山貝村 0.38 

元朗公園北路 0.14 

宏業南街 0.10 

元政路 2.47 

元朗  

(S/YL/18) 

十八鄉路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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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現時尚未被發展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機構或社區用地 分區計劃分區計劃分區計劃分區計劃 

大綱圖大綱圖大綱圖大綱圖 

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名稱及編號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 

（（（（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廈村新圍路 8.91 廈村 

(S/YL-HT/10) 廈村新生村 0.86 

流浮山及尖鼻咀 

(S/YL-LFS/7) 

流浮山 0.31 

八鄉 

(S/YL-PH/11) 

八鄉亞公田 0.50 

洪平路及洪水橋田心路 2.02 

屏廈路 0.55 

屏山新村 1.20 

朗天路 1.30 

屏山已拆達德學校 0.41 

屏山 (S/YL-PS/12) 

洪水橋大街 1.99 

石崗 (S/YL-SK/9) 石崗軍營附近 1.83 

大棠 

(S/YL-TT/14) 

大棠水蕉新村路 0.40 

唐人新村 

(S/YL-TYST/10) 

唐人新村南 0.77 

 

－－－－     完完完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