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2:2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Renee Lo 

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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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2:2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ong Pui Kan 

4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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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2:2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atalie Ho 

4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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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2:2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teve Ng 

4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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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2:2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nny Kwong 

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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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2:2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wan 

4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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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2:2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ay Chim 

4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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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2:1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y Chan 

4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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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2:1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ing Ho 

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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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2:1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Daisy 

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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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2:1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wan Chiu Kuen 

4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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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2:1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eung Wai Yi 

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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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2:1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lice 

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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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2:0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HUK MAN WU 

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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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2:0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PC YIM 

451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2:0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ung hoi kay 

451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2:0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fu tak yan 

451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2:0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ubrey Kan 

451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2:0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Hui Wing ki 

451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2:0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an Ma 

452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2:0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eong Tak Kin 

452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2:0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Dion Yu 

452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5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i Siu hang 

452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5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ze li yuen 

452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5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劉穎 

452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5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ackie Chiu 

4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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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5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en wai chung 

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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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5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o 

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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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5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mber Wong 

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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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ong Emily 

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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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Damon Chan 

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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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in Kai wing 

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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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asmine Chan 

4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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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4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elody 

4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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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4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w po fai 

4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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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4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ing kwok 

4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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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4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my chu 

4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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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3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atherine 

4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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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3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oohauwa 

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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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3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e 

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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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3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Oscar 

4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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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3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tszching 

4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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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3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u wenchien 

4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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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2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anya Trantallis 

4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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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2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Ping Hing Chiu 

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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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2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Rico Pang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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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2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eresa Tse 

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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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2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kwai lam 

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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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2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Billy Chik 

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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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2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eff Yau 

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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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1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ommy Chan 

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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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1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李敬生 

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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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1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athychow 

455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1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Frederick Lim 

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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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0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R CHOW 

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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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0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ai Chi Ping Aphine 

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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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0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hell Lam 

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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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0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ham Hoi yee 

4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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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1:0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laine Fok 

455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5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m kk 

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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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5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Pui Fong Wong 

4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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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5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Fiona Tsang 

4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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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5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Denise 

4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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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5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sui Ying 

4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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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5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bigail Yiu 

4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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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5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amille Cheung 

4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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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ira Wong 

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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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K Lin 

4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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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usanna Ng 

4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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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ip kit yee 

4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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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4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Nicole 

4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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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4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林浩禮 

4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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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4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Hayes Cheung 

4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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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4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o Yuet 

457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4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Hoo Lai Ting 

457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4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hirley 

457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3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acey 

4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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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3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atelyn chow 

4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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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3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ackie 

4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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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3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Yu 

4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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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3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ouie Wai yee 

4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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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3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SS 

4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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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3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譚牛 

4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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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3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amantha Siu 

4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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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3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ecilia 

4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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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2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Ho Hoi Ming 

4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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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2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Raymond Cheung 

4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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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2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Chun Yip 

4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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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2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EN YINGQI 

4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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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1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Helen wong 

4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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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1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Phoebe Lau 

4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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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1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tty Li 

4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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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1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nnie Wong 

4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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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1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Queenie Lau 

4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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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1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iu Chung Lam 

4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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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0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 W SO 

4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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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0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e Tsz Ki 

4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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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0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e Hing yi 

4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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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0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Pui Seung 

4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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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0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incy wong 

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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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0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lan Leung 

4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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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0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rnstYang 

4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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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0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UEN KAM KEUNG 

460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0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Po Ming Lum 

4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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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20:0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廖成峰 

4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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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5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drian Lo 

4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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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5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teve Wong 

4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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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5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Ho Yin Andy 

4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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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5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SE BUI YI 

4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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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ndi Ng 

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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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Ho 

4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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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4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ida chan 

461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4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lex Liu 

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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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4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HUNG HIU YING 

4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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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4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U KIM MAN 

4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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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3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enny Chan 

4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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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3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uke Tam 

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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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3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O KIN HANG 

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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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3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erry Tam 

4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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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3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go 

462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3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e wai ming 

4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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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3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KC 

4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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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2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eng K T 

4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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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2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Bernietsang 

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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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2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Flora Liu 

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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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2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ung Man Chun 

462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2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Gary Lam 

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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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1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Olive Tse 

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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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1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ackie K K KAM 

4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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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1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oletta Chan 

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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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1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Iris Wong 

4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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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1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ony Tang 

4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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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0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U OI YEE 

4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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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0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ok 

4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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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0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K 

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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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0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u yeung lai yui 

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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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0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ung 

4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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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0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簡鈺霖 

4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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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9:0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i Chuishan 

4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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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5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unny 

4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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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5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Pang 

4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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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5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aren Li 

4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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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5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Wa Pan 

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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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5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歐錦輝 

4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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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5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u Tsz Yu 

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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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5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Geoffrey So 

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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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5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梁紹康 

464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iffany Wong 

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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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tephany ng 

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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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e Yee Man 

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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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4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herman Lee 

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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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4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王嘉玲 

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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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4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Hwa Chi Ho 

465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4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in Ming 

465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4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ung hoi ying 

465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4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C Lam 

465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4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se Kin Pong Rony 

4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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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4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u 

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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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3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n Kin Fai 

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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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土地供應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2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 付香
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中長期 或概
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項都會 為香港的生
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ecilia Lam 

4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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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2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un 

4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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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2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G 

4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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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2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O WAI CHING 

4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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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2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ecilia Lam 

4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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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2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ang to 

4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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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1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ndrew 

4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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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1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mily Ma 

466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1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iu kwai sin 

466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1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ason Low 

466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1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 Leung 

467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0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nne Cheung 

467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0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w Hoi Ching 

467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0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Wing Man 

467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0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Ocean Lok 

467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8:0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bugsyho 

467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5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mma Lau 

467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5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徐嘉豪 

467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5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m Man Chun 

467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5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aren Ho 

467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5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W Ying Ki 

4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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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4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But Yin Ping 

468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4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ung Sau Yee 

468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4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ung 

468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4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ice 

468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4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Herman Or 

468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4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ung Lo Lam 

468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3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Gipyeechai 

468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3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eung Wai Kau 

468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3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ung 

468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3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Raymond 

469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3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orman lee 

4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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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3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rana 

4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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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2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dwin Ho 

4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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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2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innie Cheng 

4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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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2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Poppy li 

469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2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icole 

469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2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Kwok Lung 

469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1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o Cho ying 

469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1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Tsz Chung 

469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1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ing sin 

470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1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C Ngan 

470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1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in 

470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0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Francis LO 

470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0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Raymond Chan 

470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0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ei 

470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7:0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ip Pak To 

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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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6:5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m Yan Tung 

470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6:5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ek How Ling Laura 

470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6:4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張樂瑤 

470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6:4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e Chun Sum 

471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6:4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I Winnie 

471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6:4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Zhen Lu 

471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6:4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u Yee Wa Eva 

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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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6:3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g Sau Yee 

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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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6:3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oscar lee 

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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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6:3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ian tin 

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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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6:3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enny tang 

4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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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6:3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ATALIE 

4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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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6:2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iu 

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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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6:2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Vikki 

472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6:2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Frank Lam 

4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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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6:2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it Mei Ting 

4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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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6:1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ohn Lung 

472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6:1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oanna Hui 

472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6:1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oemen 

472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6:1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AM CHI HIM 

472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6:1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Pui Yi 

472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6:0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raver yung 

472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6:0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a Wai Ho 

472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6:0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ILY FUNG 

473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6:0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nna Li 

473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6:0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wai kwok 

473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5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Fye Chan 

473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5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sang Tsz Ming 

473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5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hing Shien 

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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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nn 

4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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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cythia Mok 

4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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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Tsz Kin 

4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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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4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Peggy wong 

4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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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4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tephanie Cheung 

4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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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4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Tiffany 

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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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4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un Ho Yan 

4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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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4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atasha 

4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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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4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文臻翹 

4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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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3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Brian 

4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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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3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dward 

4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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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3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orey Ho 

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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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2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Gigi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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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2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Sheung Man 

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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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2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soi ka yi 

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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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2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imon chu 

475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2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Hiede 

475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1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ora Tsui 

475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1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angyushan 

475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1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ING sze hi 

475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1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Mun Yin 

475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1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patsy leung 

475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1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iu Wing Tong 

475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1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陸忠言 

475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1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Rodman chan 

476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1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imi 

476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0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uk Man Yee 

476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0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homas Shea 

476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5:0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sang Kwok Ming 

4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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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5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Grace Yung 

4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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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5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ue Wai Yee Cherry 

4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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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5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u Wai Ying 

4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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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5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nn Li 

4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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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5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Chung Yan 

4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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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5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ung Kwun Ying 

4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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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oni 

4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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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4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i Miu Lee 

4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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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4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mily 

477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4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u Yiu Chung 

4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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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4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uk Cheuk Wing 

4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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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3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 Fan 

4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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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3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Gary Ng 

4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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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3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an 

4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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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3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ung Yau Fong 

4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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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3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llan Lai 

478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3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eung Wai Lok 

478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3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acky 

4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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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3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Viann 

4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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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3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u pak wai 

4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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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3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e Lai Ming 

4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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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2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onnie Chan 

4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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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2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onia Poon 

4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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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2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g wing yin 

4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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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2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ok 

4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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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2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illiam Wong 

4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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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1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waising 

4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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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1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sz Kin Cheung 

479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1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ichael 

479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1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Blondielow 

479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1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ndrew 

479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1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uen Chi man 

479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1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ung Yuk Yin Rebecca 

479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1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o Lap 

4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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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0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na Lam 

4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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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0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ohn Chan 

480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0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WOK 

480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0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se yung 

480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0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ackson Chan 

480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0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nne 

4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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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4:0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gnes Lo 

4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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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5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Vicky 

480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5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Henry Ngai 

480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5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g Chung Man 

480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5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ung 

480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5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sh Chan 

481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5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an Leung 

481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5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g Wai 

481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5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吳明慧 

481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Fanny Chau 

4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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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o Yuen Ting 

481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uen ka yee 

4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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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F Wong 

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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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4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tephen Chan 

4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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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4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m Chun Nin 

4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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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4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OW Hang CHun 

482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4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atavi cheung 

482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4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u 

482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4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ung Hong 

482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4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ofee Woo 

482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4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am Tat Bryan Fu 

482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3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Fion 

482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3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am Yip 

4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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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3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Ho Shum ki 

4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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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3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u Kei Ying 

4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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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3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au Nga Fong 

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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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3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Brian Cheung 

4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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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3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in NGA Yi 

4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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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2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 KT 

4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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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2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ung Hau Yee 

4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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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2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a Yan Chan 

483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2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udrey 

483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2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lize fong 

483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2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ow chi ho 

483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1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ip mo yin 

483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1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onghang 

484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1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omaz wong 

4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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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1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u Kiu Lap 

4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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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1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e Ki Yan 

4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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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1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uk Wai Chuen 

4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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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1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lex 

4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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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1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d Lam 

4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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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1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mily Law 

4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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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1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Frank Lam 

4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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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1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urphy Lo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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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0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risty 

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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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0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llen Liu 

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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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0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rk 

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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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0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許燊 

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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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0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wok ChiKwong 

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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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0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o Chung 

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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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0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jing may 

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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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0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葉婉文 

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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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3:0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吳 

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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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5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Vicky 

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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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5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田昆祐 

4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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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5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ow Sin Yan 

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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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5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dam chong 

486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5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homas chan 

4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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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o Lo 

4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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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4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ung Ming Fai 

4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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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4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da Mok 

4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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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4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David 

4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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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4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ung ho pui 

486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4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wok Man Kit 

4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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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4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eng Hei Muk 

4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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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4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andra Liu 

487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4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ay lau 

4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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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4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H 

4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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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4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wing ki 

4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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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4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I KONG FAT 

4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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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4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Damon Lok 

487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4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wok yiu sum 

487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4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Phoebe 

487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3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Ip Wai Yan 

487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3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ackey Wang 

488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3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eung Hiu Fung 

488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3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ris 

488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3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at Chan 

488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3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i Hoi Tung 

488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3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olk Cheung 

488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3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dmond pun 

488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3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Vincent Au Yeung 

4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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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2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o ka yan 

4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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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2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oey leung 

4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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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2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u Hoi Man 

4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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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2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oy Wai Wan 

4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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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2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Ruth Wong 

4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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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2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wok 

4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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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2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laine Chiu 

4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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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2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K KWOK 

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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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2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peggy huen 

4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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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2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Perry Wong 

4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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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2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Ho Si Wan 

4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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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2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G MAN WAI BRADIE 

4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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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2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Tsz Kin 

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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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2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Ka Hing 

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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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2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llis Lau 

4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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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2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se ka hung 

490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2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ungsharon 

4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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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1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ow 

490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1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enneth Cheng 

490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1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u Yi jun 

4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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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1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eraph Wong 

4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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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1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wan 

4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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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1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Dawn KWOK 

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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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0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dward Wong 

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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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0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Zevia Lau 

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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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0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IP KA MING 

4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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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0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u Sheng Hwa 

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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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0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Dang Wai Keung 

4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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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2:0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ay Chan 

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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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5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Fung Yee Angel 

4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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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5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arry Ng 

491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5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mily 

4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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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5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AU CHI YIN 

492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5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en Lam 

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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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Oscar Tong 

4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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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張銘裕 

4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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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4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an Yan yu 

4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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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4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nson yip 

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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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4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George Tang 

4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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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4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raymond 

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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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4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fc 

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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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4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uri 

4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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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4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Lai Ha 

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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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4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iu Ying 

4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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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4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inki 

493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3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an Chan 

493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3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imothy Chen 

493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3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e Yiu sun 

493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3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Clement 

493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3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e Pui Kuen Frenda 

493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3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UNG CHUN MEI 

4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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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3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stley Wan 

4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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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3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ane Li 

494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3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C Wong 

4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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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3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U KA YAN 

4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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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3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ung Wai Cheung 

4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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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3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Rosetti Yau 

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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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3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Forest Lai 

4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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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2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eith Lam 

494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2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g Lawrence 

494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2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ai lan 

4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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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2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g Ka Fai 

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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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2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Raymond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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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2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Hoi shan 

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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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2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黃曉恩 

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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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2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il 

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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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2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ggie Kwok 

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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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2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u hoi kin 

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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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2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atrina Yuen 

4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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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2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k man wai 

4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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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1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aroline Siu 

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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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1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oby Chiu 

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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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1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Sum Yin 

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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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1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essie Luk 

4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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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1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iki Chow Yu 

4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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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1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atherine Lee 

4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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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1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i yuen wai 

4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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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1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it Leung 

4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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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1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ip 

4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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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1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kwokshing 

4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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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1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ina 

4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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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0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eresa Wun 

4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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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0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Holly Wong 

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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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0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eng Wai Sum 

4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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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0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Ben Chung 

4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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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0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Vanessa Lee 

497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0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iracle Connection 

497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0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ngel Fung 

497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1:0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armond Tam 

497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0:5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ammy Wong 

497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0:5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germaine 

497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0:5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u Yu Ting 

497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0: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Rachel ZHANG 

498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0:4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Ring Lee 

498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0:4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uen chi him 

498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0:4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Venus Lau 

498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0:4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clau 

498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0:4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HIU LAM 

4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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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0:4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illiam Kam 

4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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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0:4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Yuen Ha 

498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0:4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it Tang 

498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0:3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ngel chan 

498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0:3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陳婷芝 

499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0:3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innie Wei 

499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0:3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homas Leung 

499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0:3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ulie ko 

4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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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0:3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E 

4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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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0:3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彭啟康 

499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0:3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Ray Tai 

4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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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0:3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ui Hiu Tung 

4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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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0:2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arren Kwok 

499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0:2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Ricky Tse 

499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30/04/2018 10:2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u CW 

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