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擴展光纖網絡至偏遠地區鄉村資助計劃 

 

項目一至六涵蓋的鄉村名單 

 

 

項目一：北區 (60 條鄉村) 

 

數目 地區 分區 村名 

1 北區 上水 長瀝村 

2 北區 上水 料壆村 

3 北區 上水 馬草壠信義新村 

4 北區 打鼓嶺  得月樓村 

5 北區 打鼓嶺  羅湖村 

6 北區 打鼓嶺  坪輋 (包括坪輋村及坪輋隔田村) 

7 北區 打鼓嶺  李屋村 

8 北區 打鼓嶺  週田村 

9 北區 打鼓嶺  禾徑山村 

10 北區 打鼓嶺  坪洋村 

11 北區 打鼓嶺  瓦窰下村 

12 北區 打鼓嶺  塘坊村 

13 北區 打鼓嶺  簡頭圍村 

14 北區 打鼓嶺  瓦窰 (包括木湖瓦窰村及瓦窰村) 

15 北區 打鼓嶺  竹園村 

16 北區 打鼓嶺  香園圍村 

17 北區 打鼓嶺  松園下村 

18 北區 沙頭角  雞谷樹下村及南坑尾 

19 北區 沙頭角  鳳坑村 

20 北區 沙頭角  禾坑大朗村 

21 北區 沙頭角  鹽灶下村及膊頭下村 

22 北區 沙頭角  烏石角村 

23 北區 沙頭角  石涌凹村 (包括立和村) 

24 北區 沙頭角  塘肚 (包括塘肚坪村) 

25 北區 沙頭角  新村  

26 北區 沙頭角  山咀村 



數目 地區 分區 村名 

27 北區 沙頭角  九担租村 

28 北區 沙頭角  

烏蛟騰 

(包括新屋村、新屋下村、三家村、 

河背村、嶺背村、老圍村及田心村) 

29 北區 沙頭角  荔枝窩村 

30 北區 沙頭角  蛤塘村 

31 北區 沙頭角  三椏村 

32 北區 沙頭角  西流江村 

33 北區 沙頭角  梅子林村 

34 北區 沙頭角  蓮麻坑村 

35 北區 沙頭角  橫山腳新村 

36 北區 沙頭角  沙頭角墟(西上) 

37 北區 沙頭角  沙頭角墟(西下) 

38 北區 沙頭角  
麻雀嶺 

(包括麻雀嶺上村及麻雀嶺新屋下村) 

39 北區 沙頭角  

南涌 

(包括鹿頸林屋、南涌羅屋、 

南涌鄭屋、南涌楊屋、南涌李屋、 

南涌張屋及大灣) 

40 北區 沙頭角  鹿頸陳屋村 

41 北區 沙頭角  鹿頸黃屋村 

42 北區 沙頭角  大塘湖村 

43 北區 沙頭角  鴨洲村 

44 北區 沙頭角  吉澳村 

45 北區 沙頭角  谷埔 

46 北區 粉嶺  獅頭嶺村 

47 北區 粉嶺  丹竹坑村 (包括丹竹坑老圍) 

48 北區 粉嶺  嶺皮村 

49 北區 粉嶺  嶺咀 (包括馬尾下嶺咀村) 

50 北區 粉嶺  新屋仔村 

51 北區 粉嶺  簡頭村  

52 北區 粉嶺  新塘莆村 

53 北區 粉嶺  流水響村 

54 北區 粉嶺  鶴藪圍 (包括鶴藪排) 



數目 地區 分區 村名 

55 北區 粉嶺  高莆 (包括高莆村及大窩村) 

56 北區 粉嶺  
崇謙堂 

(包括崇謙堂(東)村及崇謙堂(西)村) 

57 北區 粉嶺  畫眉山村 

58 北區 粉嶺  孔嶺 

59 北區 粉嶺  馬尾下村 

60 北區 粉嶺  軍地北村 

 

 

項目二：部分大埔區及部分西貢區 (30 條鄉村) 

 

數目 地區 分區 村名 

1 大埔 西貢北 高塘下洋村 

2 大埔 西貢北 海下村 

3 大埔 西貢北 白沙澳村 

4 大埔 西貢北 白沙澳下洋 

5 大埔 西貢北 高塘村 

6 大埔 西貢北 荔枝莊村 

7 大埔 西貢北 深涌村 

8 大埔 西貢北 北潭凹村 

9 大埔 西貢北 大灘村 

10 大埔 西貢北 蛋家灣村 

11 大埔 西貢北 屋頭村 

12 大埔 西貢北 高流灣村 

13 大埔 西貢北 赤徑村 

14 西貢 西貢  西灣村 

15 西貢 西貢  大浪 (包括大浪圍及咸田圍) 

16 西貢 西貢  北丫村 

17 西貢 西貢  白腊村 

18 西貢 西貢  東丫 (包括沙橋頭村) 

19 西貢 西貢  北潭村 

20 西貢 西貢  北潭涌 

21 西貢 西貢  坪墩村 

22 西貢 西貢  蛇頭村 



數目 地區 分區 村名 

23 西貢 西貢  石坑村 

24 西貢 西貢  大埗仔村  

25 西貢 西貢  氹笏村 

26 西貢 西貢  黃毛應村 

27 西貢 西貢  鯽魚湖村 

28 西貢 西貢  黃麖地村 

29 西貢 西貢  黃宜洲村 

30 西貢 西貢  鹽田仔村 

 

 

項目三：部分沙田區、部分大埔區、元朗區、屯門區、荃灣區及

葵涌區 (44 條鄉村) 

 

數目 地區 分區 村名 

1 沙田 沙田  九肚村 

2 沙田 沙田  馬料村 

3  沙田 沙田  黃竹洋村 

4  沙田 沙田  桂地新村 

5  沙田 沙田  排頭村 (包括田寮村) 

6 大埔 大埔 營盤下村及竹坑村 

7 大埔 大埔 蓮澳鄭屋村及蓮澳李屋村  

8 大埔 大埔 梅樹坑村 

9 大埔 大埔 布心排村 

10 大埔 大埔 沙螺洞張屋村 

11 大埔 大埔 大陽輋村 

12 大埔 大埔 鴉山村 

13 大埔 大埔 元墩下村 

14 大埔 大埔 犂壁山新村 

15 大埔 大埔 打鐵印村 

16 大埔 大埔 半山洲村 

17 大埔 大埔 䃟頭角村 

18 大埔 大埔 
田寮下 

(包括上田寮下村及下田寮下村) 

19 元朗 廈村  白泥村 



數目 地區 分區 村名 

20 元朗 廈村 下白泥村 

21 元朗 八鄉  甲龍村 

22 元朗 八鄉  雷公田村 

23 元朗 屏山  馮家圍 

24 元朗 屏山  沙橋村 

25 元朗 屏山  天水圍(一) 

26 元朗 新田  下灣村 

27 元朗 新田  落馬洲村 

28 元朗 新田  大生圍 

29 元朗 新田 攸潭美(一) 

30 元朗 十八鄉 大橋村 

31 屯門 屯門 田夫仔 

32 屯門 屯門 
虎地村 

(包括虎地上村及虎地下村) 

33 屯門 屯門 福亨村(上) 

34 屯門 屯門 河田村 

35 屯門 屯門 龍鼓灘 

36 屯門 屯門 青山村 

37 屯門 屯門 井頭村(下) 

38 荃灣 
馬灣及大

嶼山東北  
花坪村 

39 荃灣 
馬灣及大

嶼山東北  
鹿頸村 

40 荃灣 荃灣 川龍 (橫龍村) 

41 荃灣 荃灣  下花山村 

42 荃灣 荃灣  排棉角村 

43 荃灣 荃灣  清快塘新村 

44 葵青 葵涌 九華徑村 

 

 

項目四：部分沙田區及部分西貢區 (34 條鄉村) 

 

數目 地區 分區 村名 

1 沙田 沙田  崗背村 

2 沙田 沙田  觀音山村 



數目 地區 分區 村名 

3 沙田 沙田  茅笪村 

4  沙田 沙田  茂草岩村 

5  沙田 沙田  十二笏村 

6  沙田 沙田  梅子林村 

7  沙田 沙田  渡頭灣村 

8 西貢 坑口  布袋澳村 (包括大王公村)  

9 西貢 坑口  大環頭村  

10 西貢 西貢  麻南笏村 

11 西貢 西貢  蠻窩村 

12 西貢 西貢  大藍湖村 

13 西貢 西貢  龍尾村 

14 西貢 西貢  山寮村 

15 西貢 西貢  澳頭村 

16 西貢 西貢  禾寮村 

17 西貢 西貢  海傍街 

18 西貢 西貢  正街(東) 

19 西貢 西貢  正街(西) 

20 西貢 西貢  萬宜灣新村 

21 西貢 西貢  普通道(東) 

22 西貢 西貢  普通道(西) 

23 西貢 西貢  西貢道(北) 

24 西貢 西貢  西貢道(南) 

25 西貢 西貢  市場街 

26 西貢 西貢  沙咀新村 

27 西貢 西貢  大街(東) 

28 西貢 西貢  大街(西) 

29 西貢 西貢  德隆後街 

30 西貢 西貢  德隆前街 

31 西貢 西貢  隔坑墩村 

32 西貢 西貢  澳朗村 

33 西貢 西貢  沙角尾村 

34 西貢 西貢  蕉坑村 

 

 



項目五：南丫島 (13 條鄉村) 

 

數目 地區 分區 村名 

1 離島 南丫島北 蘆荻灣村 

2 離島 南丫島北 北角舊村 

3 離島 南丫島北 北角新村 

4 離島 南丫島北 大坪村 

5 離島 南丫島北 大灣舊村 

6 離島 南丫島北 大灣新村 

7 離島 南丫島南 蘆鬚城村 

8 離島 南丫島南 鹿洲村 

9 離島 南丫島南 模達 (包括模達舊村及模達新村) 

10 離島 南丫島南 模達灣 

11 離島 南丫島南 索罟灣 

12 離島 南丫島南 東澳村 

13 離島 南丫島南 榕樹下村 

 

 

項目六：大嶼山、長洲及坪洲 (54 條鄉村) 

 

數目 地區 分區 村名 

1 離島 大嶼山南 望東灣 

2 離島 大嶼山南 拾浪 (包括十塱舊村及十塱新村) 

3 離島 大嶼山南 大浪村 

4 離島 梅窩 牛牯塱村 

5 離島 梅窩 白芒村 

6 離島 梅窩 大蠔村 

7 離島 梅窩 萬角咀村 

8 離島 梅窩 
涌口(北) 

(包括涌口村、橫塘村及東灣頭村) 

9 離島 梅窩 

涌口(南)  

(包括荔枝園村、魚光村、圓桌村 

及灣仔村) 

10 離島 大澳 汾流村 

11 離島 大澳 梁屋村 

12 離島 大澳 南塘新村 



數目 地區 分區 村名 

13 離島 大澳 二澳村 

14 離島 大澳 下羗山村 

15 離島 大澳 上羗山村 

16 離島 大澳 鹿湖村 

17 離島 大澳 大浪灣村 

18 離島 大澳 昂坪村 

19 離島 大澳 䃟頭村 

20 離島 大澳 沙螺灣村 (包括沙螺灣新村)  

21 離島 大澳 深石村 

22 離島 大澳 石仔埗(東) 

23 離島 大澳 石仔埗(西) 

24 離島 大澳 吉慶後街 

25 離島 大澳 吉慶街 

26 離島 大澳 大澳巿郊 (包括橫坑村、坑尾及新村) 

27 離島 大澳 大澳街巿街 

28 離島 大澳 大澳太平街(一) 

29 離島 大澳 大澳太平街(二) 

30 離島 大澳 大澳永安街(一) 

31 離島 大澳 大澳永安街(二) 

32 離島 東涌 地塘仔 

33 離島 東涌 藍輋村 

34 離島 東涌 稔園村 

35 離島 東涌 赤鱲角新村 

36 離島 東涌 低埔新村 

37 離島 東涌 黃泥屋村 

38 離島 東涌 馬灣涌村 

39 離島 長洲 大貴灣新村 

40 離島 長洲 北社新村 

41 離島 長洲 東堤新村/小築 

42 離島 長洲 南蛇塘 

43 離島 長洲 圓桌一村 

44 離島 長洲 圓桌二村 

45 離島 長洲 圓桌三村 



數目 地區 分區 村名 

46 離島 長洲 美經援村 

47 離島 長洲 信義村 

48 離島 長洲 龍仔村 

49 離島 長洲 花坪 

50 離島 坪洲 大龍村 

51 離島 坪洲 涌仔村 

52 離島 坪洲 好景台 

53 離島 坪洲 大窩村 

54 離島 坪洲 稔樹灣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