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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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Lok Yin Gloria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32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可以

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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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感謝！ 

 

 
Lo Lok Yin Gloria 謹啟 

5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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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n    La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31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

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

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謝謝！ 

 
 

Allen Lau 謹啟 

5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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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Cheuk T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28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粉嶺高

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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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Wong Cheuk Ting 謹啟 

5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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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rin    law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26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同

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希望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Kirin law 謹啟 

5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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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Yeuk Ka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26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釋放現有的

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

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Wong Yeuk Ka 謹啟 

5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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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    Cho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25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

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Amon Choi 謹啟 

59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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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24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

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謝謝！ 

 
 

Ma 謹啟 

59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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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    Mikem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24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感謝！ 

 
 

Mo Mikemo 謹啟 

59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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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le    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24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

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敬祝安好！ 

 
 

Nicole Wong 謹啟 

59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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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ly    Ip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22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

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Sally Ip 謹啟 

5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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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y    L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20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

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 安好！ 

 
 

Mandy Li 謹啟 

59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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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sy    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20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有助釋

放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供組如實向

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 安好！ 

 
 

Daisy Wong 謹啟 

5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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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nkle    W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20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萬分感

謝！ 

 
 

Twinkle Wan 謹啟 

5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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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wui su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19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

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

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 安好！ 

 
 

chan wui sum 謹啟 

59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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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16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本人

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

願 閣下生活愉快！ 

 
 

Kevin 謹啟 

59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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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14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衷心希望土地供

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感謝！ 

 
 

lai 謹啟 

59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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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aret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14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

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供組如實向

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

愉快！ 

 
 

margaret 謹啟 

59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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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 Shuk H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12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

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Mak Shuk Han 謹啟 

59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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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    Cha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10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粉嶺高

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

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台安！ 

 
 

Ron Chau 謹啟 

59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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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ie    K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10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粉嶺高

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萬

分感謝！ 

 
 

Winnie Kong 謹啟 

5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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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is    s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10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 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

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敬祝安好！ 

 
 

Kris so 謹啟 

59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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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ky    Ta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10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發展棕地

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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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安好！ 

 

 
Vicky Tai 謹啟 

59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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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    F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08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

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Francis Fung 謹啟 

59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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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    janis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08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

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Tam janis 謹啟 

59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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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朗然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08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

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冼朗然謹啟 

59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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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YIN JACKIE TA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06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

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

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CHUN YIN JACKIE TANG 謹啟 

59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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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M NGAI T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06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有助釋

放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

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台安！ 

 
 

SHUM NGAI TING 謹啟 

59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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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Wing La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06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

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謝謝！ 

 
 

To Wing Lam 謹啟 

59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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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04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有責

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供組回

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 安好！ 

 
 

Christine 謹啟 

59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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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 Yuen K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02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

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謝謝！ 

 
 

Choi Yuen Ki 謹啟 

59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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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02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

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地

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Mo 謹啟 

59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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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p man ch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02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可以

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

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Yip man chi 謹啟 

59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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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ggy    L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02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有

723 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懇

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敬祝安好！ 

 
 

Peggy Lo 謹啟 

59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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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i Yuen K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00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懇請

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

祝 國泰民安！ 

 
 

Choi Yuen Ki 謹啟 

59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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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wai ch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00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可

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

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Chan wai chung 謹啟 

59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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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i    Ch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6:00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應

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

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台安！ 

 
 

Demi Chu 謹啟 

59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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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ly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56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有

723 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

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Kelly 謹啟 

59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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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54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萬

分感謝！ 

 
 

Wu 謹啟 

59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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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Siu M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52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期望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 安好！ 

 
 

Cheung Siu Man 謹啟 

59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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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 Yuen Kw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52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

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Chin Yuen Kwan 謹啟 

59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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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tin h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52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釋放現有的

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

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Chan tin ho 謹啟 

5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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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an Tsz Y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52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Kwan Tsz Yan 謹啟 

59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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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ong Ho Ch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50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

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heong Ho Chan 謹啟 

59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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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ff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50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

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

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Duff 謹啟 

59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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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en Wai M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50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粉嶺高

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

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

快！ 

 
 

Yuen Wai Man 謹啟 

59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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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HOK YE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50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

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CHAN HOK YEE 謹啟 

59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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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Sze Yuet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50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有責

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希望土地供

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謝謝！ 

 
 

Wong Sze Yuet 謹啟 

59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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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ang Ka Ch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48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Tsang Ka Chung 謹啟 

59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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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sukme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46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可

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

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謝謝！ 

 
 

Cheungsukmei 謹啟 

59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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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u wai su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44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生活愉快！ 

 
 

Siu wai sum 謹啟 

59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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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ri    lu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44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謝謝！ 

 
 

terri lui 謹啟 

59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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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ny    ch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44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

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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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生活愉快！ 

 

 
penny chan 謹啟 

59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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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i man piu raymond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43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供組回

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萬分感謝！ 

 
 

lui man piu raymond 謹啟 

59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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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Wing Ka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43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同

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

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han Wing Kai 謹啟 

59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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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o    L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42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

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謝謝！ 

 
 

Lono Li 謹啟 

59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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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im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39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

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Jaime 謹啟 

59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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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34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粉嶺高

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

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台安！ 

 
 

MY Wong 謹啟 

59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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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t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34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

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 安好！ 

 
 

mite 謹啟 

59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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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an Kam Y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34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 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

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Kwan Kam Yan 謹啟 

59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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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G KING WA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32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

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

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 安好！ 

 
 

PANG KING WAI 謹啟 

59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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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phne    F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32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有責

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希望土地供

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

民安！ 

 
 

Daphne Fung 謹啟 

59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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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ie    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32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萬

分感謝！ 

 
 

Angie Ng 謹啟 

59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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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SHING HI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32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可以

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衷心希望土地供

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NG SHING HIN 謹啟 

59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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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ng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32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發展棕地

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

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Dingo 謹啟 

59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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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Wing S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32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提升香

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So Wing Sing 謹啟 

5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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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ki    H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32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

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懇

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國泰民安！ 

 
 

Vicki Ho 謹啟 

59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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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rrie    Su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30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Cherrie Sum 謹啟 

59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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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30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有責

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

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Fred 謹啟 

59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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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d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30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

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Jade 謹啟 

59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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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ew    Cho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28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大自然。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台安！ 

 

 
Andrew Choi 謹啟 

59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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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26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提升香

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

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 安好！ 

 
 

Kaman 謹啟 

59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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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dra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26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敬祝安

好！ 

 
 

Kendra 謹啟 

59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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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on    Ta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26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 公

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期望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謝謝！ 

 
 

Sharon Tam 謹啟 

59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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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sica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24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有責

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

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Jessica 謹啟 

59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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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ng Chi B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24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期望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Leung Chi Bong 謹啟 

59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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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kinm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24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有

723 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

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CHENG kinman 謹啟 

59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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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denly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24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謝謝！ 

 
 

kendenly 謹啟 

59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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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u Fung Y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24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提升香

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謝謝！ 

 
 

Siu Fung Yu 謹啟 

59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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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anna    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22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感謝！ 

 
 

Joanna Ng 謹啟 

59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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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ly    Tso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22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謝謝！ 

 
 

Lily Tsoi 謹啟 

59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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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abel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22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

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 安好！ 

 

 
Isabel 謹啟 

59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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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 sin y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20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

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YAN sin yi 謹啟 

59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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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a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20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期望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謝謝！ 

 
 

Isa 謹啟 

59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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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u Yin Ye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20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

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敬祝安好！ 

 
 

Chiu Yin Yee 謹啟 

59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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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A    LA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20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懇請

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 

安好！ 

 
 

ELLA LAU 謹啟 

59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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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w Ka Lu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20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謝謝！ 

 
 

Chow Ka Lun 謹啟 

5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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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nah    F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20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

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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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Hannah Fan 謹啟 

59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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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 l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18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大自然。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希望

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

泰民安！ 

 
 

Joe li 謹啟 

59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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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ia    Kw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18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感謝！ 

 
 

Sonia Kwan 謹啟 

59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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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    La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18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提升香

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

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國泰民安！ 

 
 

Anna Lau 謹啟 

5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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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le    La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18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

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謝謝！ 

 
 

Kyle Lai 謹啟 

5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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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ina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18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

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 安好！ 

 
 

Celina 謹啟 

5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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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    la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16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

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Angel lam 謹啟 

5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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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16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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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國泰民安！ 

 

 
Tang 謹啟 

59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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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    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16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有責

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

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Ada Wong 謹啟 

5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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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wai tat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15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

土地的使用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

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台安！ 

 
 

Chan wai tat 謹啟 

5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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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y    Ch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14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釋放現有的

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

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Jay Chan 謹啟 

59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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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th    L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14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希望土地供

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

安！ 

 
 

Ruth Leung 謹啟 

59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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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Will    Pa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12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

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WillWill Pang 謹啟 

5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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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ine    L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12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有

723 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

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Karine Lo 謹啟 

5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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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ber    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12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可

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敬祝安好！ 

 
 

Amber Wong 謹啟 

5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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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10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

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台安！ 

 
 

Wong 謹啟 

5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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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10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有助釋

放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

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Angel 謹啟 

5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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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ry    l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10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有

723 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

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國泰民安！ 

 

 
larry leung 謹啟 

5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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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Wai Ch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10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

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Man Wai Chi 謹啟 

5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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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hel    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08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

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Rachel Ng 謹啟 

59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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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Ki H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08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

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感謝！ 

 
 

Ng Ki Hong 謹啟 

5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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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i Yee Ha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08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

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謝謝！ 

 
 

Lai Yee Hang 謹啟 

5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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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y    la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06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

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Christy lam 謹啟 

5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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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il    Ts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06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

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台安！ 

 
 

April Tse 謹啟 

5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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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ki    L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06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

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懇請

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 

安好！ 

 
 

Kaki Leung 謹啟 

5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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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e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06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

土地的使用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

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Karen 謹啟 

5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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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en    Sha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06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

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萬分感謝！ 

 
 

Helen Sham 謹啟 

5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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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04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土

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謝謝！ 

 
 

Tung 謹啟 

5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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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04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可以

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萬分感謝！ 

 
 

Leung 謹啟 

5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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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    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04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

土地的使用效率。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

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感謝！ 

 
 

Ada Wong 謹啟 

5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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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w Kim p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00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應

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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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安好！ 

 

 
Chow Kim ping 謹啟 

5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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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cy    Yip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5:00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台安！ 

 
 

Fancy Yip 謹啟 

5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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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celyn    L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56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

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Jocelyn Leung 謹啟 

5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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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 Man Ye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54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

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Lam Man Yee 謹啟 

5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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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hue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52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

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Benhuen 謹啟 

5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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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ia    S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52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Gloria So 謹啟 

5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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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 MUI Y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50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

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

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敬祝安好！ 

 
 

HO MUI YAN 謹啟 

5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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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y    F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50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 安好！ 

 
 

Gary Fong 謹啟 

5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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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ke    Tso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50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

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

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感謝！ 

 
 

Spike Tsoi 謹啟 

5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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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Yuen t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50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有

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

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生活愉快！ 

 
 

Li Yuen ting 謹啟 

5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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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ey    La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48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發展棕

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黃遠輝先生

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 安好！ 

 

 
Zoey Lam 謹啟 

5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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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ia    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48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懇請土地供應

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國泰民安！ 

 

 
Tonia Wong 謹啟 

5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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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ac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48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Isaac 謹啟 

5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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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 Keung Marko La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47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發展棕

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

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Wai Keung Marko Lau 謹啟 

5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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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hung chu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47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可

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

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謝謝！ 

 
 

Ip hung chun 謹啟 

5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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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Lai P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47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

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

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Li Lai Ping 謹啟 

5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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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 n n i e C h e 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44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

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S i n n i e C h e ung 謹啟 

5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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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g wing y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41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謝謝！ 

 
 

Hung wing yan 謹啟 

59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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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Li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38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有

723 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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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感謝！ 

 

 
J Liu 謹啟 

59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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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    Debbi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36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可以

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

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

祝 生活愉快！ 

 
 

Ho Debbie 謹啟 

5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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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p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35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感謝！ 

 
 

Yip 謹啟 

59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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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y    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35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同

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期望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Tony Ng 謹啟 

5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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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dy    A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34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

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感謝！ 

 
 

Judy Au 謹啟 

59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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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 cheuk lam cherry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34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

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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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安好！ 

 

 
chang cheuk lam cherry 謹啟 

5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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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Mei F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32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

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

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敬祝安好！ 

 
 

Ng Mei Fan 謹啟 

5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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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od    T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30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

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懇請

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

祝 生活愉快！ 

 
 

Wood Ting 謹啟 

59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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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28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同

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

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Lee 謹啟 

59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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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ian    l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28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 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

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 安好！ 

 
 

Adrian leung 謹啟 

5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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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28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有

723 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

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Chen 謹啟 

59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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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 Chin Na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28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

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Ng Chin Nam 謹啟 

5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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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gie    P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26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有

723 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

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國泰民安！ 

 
 

Maggie Pong 謹啟 

59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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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les WK Le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26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

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Charles WK Lee 謹啟 

5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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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en Yu Ts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26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有

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

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Yuen Yu Tse 謹啟 

5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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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 Ming H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26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可以

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

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Ng Ming Ho 謹啟 

5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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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j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24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地供

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生

活愉快！ 

 
 

Vinji 謹啟 

5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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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ian    Ch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24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懇請土地供應

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Vivian Chan 謹啟 

59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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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Shuk H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24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

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台安！ 

 
 

Wong Shuk Han 謹啟 

59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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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 Shing Chor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24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

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謝謝！ 

 
 

Liang Shing Chor 謹啟 

5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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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suet lu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22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

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han suet lui 謹啟 

59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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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Tong 's suggestions on Land Supply - Country Parks should never  
be an option for development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20 

 
For the HKSAR Government's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I feel very strongly that Hong Kong should not develop its country parks 

and am hereby submitting my feedback for the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s 

public engagement as follows: 

 

- The government should absolutely prioritise the development of 
brownfield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re is more than sufficient land 

from brownfields to meet Hong Kong’s housing needs; 

 

- Country parks and their peripheries, as well as land reclamation should 
never be an option for development(whether short-term, mid-term, long-term 

or conceptual). Other areas of natural resources (such as farmland) should 

also be approached with extreme caution because these options will cause 

irreversible harm to Hong Kong's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 I earnestly request the SAR government to take a bold step forward and 
finally resolve Hong Kong’s enduring and unjust land-planning problem. 

 

I kindly request the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to convey my views to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responsible, so that Hong Kong can pursue a land 

development model that is sustainable, has integrity and will benefit 

everyone. 

 

Sincerely yours, 

Jonathan Tong 

5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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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dy    Che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20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應

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

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Wendy Cheng 謹啟 

59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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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Pak Wa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18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

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Chan Pak Wai 謹啟 

59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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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ny Fosker's suggestions on Land Supply - Country Parks should never  
be an option for development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18 

 
For the HKSAR Government's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I feel very strongly that Hong Kong should not develop its country parks 

and am hereby submitting my feedback for the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s 

public engagement as follows: 

 

- The government should absolutely prioritise the development of 
brownfield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re is more than sufficient land 

from brownfields to meet Hong Kong’s housing needs; 

 

- Country parks and their peripheries, as well as land reclamation should 
never be an option for development(whether short-term, mid-term, long-term 

or conceptual). Other areas of natural resources (such as farmland) should 

also be approached with extreme caution because these options will cause 

irreversible harm to Hong Kong's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 I earnestly request the SAR government to take a bold step forward and 
finally resolve Hong Kong’s enduring and unjust land-planning problem. 

 

I kindly request the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to convey my views to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responsible, so that Hong Kong can pursue a land 

development model that is sustainable, has integrity and will benefit 

everyone. 

 

Sincerely yours, 

Penny Fosker 

5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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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 Man L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16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

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Lam Man Li 謹啟 

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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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in    M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16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希望土

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謝謝！ 

 
 

Karin Man 謹啟 

59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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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esa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15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 公

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Teresa 謹啟 

5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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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othy    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14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

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

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timothy wong 謹啟 

5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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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vin    y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14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 公

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

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kelvin yeung 謹啟 

59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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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fred    Ta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12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懇請土地

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 安好！ 

 
 

Wilfred Tai 謹啟 

59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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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Hang Kit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12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提升香

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

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敬祝安好！ 

 
 

Wong Hang Kit 謹啟 

59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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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kwang    Kw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10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粉嶺高

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

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Pokwang Kwan 謹啟 

59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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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rus    shek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10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可以

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黃遠輝

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謝謝！ 

 
 

Chorus shek 謹啟 

5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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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08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

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Tam 謹啟 

59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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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ung Sui Hi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08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

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Yeung Sui Hin 謹啟 

5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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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vonne    Li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06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有

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謝謝！ 

 
 

Yvonne Liu 謹啟 

5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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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y    L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06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

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

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Gary Li 謹啟 

5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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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que    Ta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04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發展棕地

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Monique Tang 謹啟 

59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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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04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可以

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

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Wong 謹啟 

59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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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e    Yip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04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Jane Yip 謹啟 

59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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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y Ch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00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有助釋

放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

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謝謝！ 

 
 

Christy Cheung 謹啟 

59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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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 Chim Chu Judy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00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Cheng Chim Chu Judy 謹啟 

59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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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shuk y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4:00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有

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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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國泰民安！ 

 

 
Leung shuk yan 謹啟 

59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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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    H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58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釋放現有的

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感謝！ 

 
 

Ada Ho 謹啟 

59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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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iyee    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58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

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Meiyee Wong 謹啟 

5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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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anna    La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58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

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

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Koanna Lai 謹啟 

5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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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Hoi T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56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供組如實向

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Chan Hoi Ting 謹啟 

59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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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dice    P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54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

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Candice Pan 謹啟 

59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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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k    L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54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

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Nick Lung 謹啟 

59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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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ng Kin marc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52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

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Tsang Kin marco 謹啟 

59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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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e    Chow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52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生活愉快！ 

 
 

Zoe Chow 謹啟 

59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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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寶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50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衷心希望土地供

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李嘉寶謹啟 

59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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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I    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50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TONI NG 謹啟 

5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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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llis    Tsa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50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有

723 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

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國泰民安！ 

 
 

Phyllis Tsang 謹啟 

59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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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nn    P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50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

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謝謝！ 

 
 

Lynn Pi 謹啟 

5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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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Wing Y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50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發展棕

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

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 安好！ 

 
 

CHAN Wing Yu 謹啟 

5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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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CHAU YUET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50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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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生活愉快！ 

 

 
LEE CHAU YUET 謹啟 

5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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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ki    Ch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48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

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謝謝！ 

 
 

Kiki Cheung 謹啟 

5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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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lso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46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可

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

珍貴的自然環境。 敬祝安好！ 

 
 

Nelson 謹啟 

5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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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ne    Kwok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46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 安好！ 

 
 

Joanne Kwok 謹啟 

5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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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ggy    Ch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46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衷心希望土地供

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Peggy Cheung 謹啟 

5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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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nnie    H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46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

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

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Ronnie Ho 謹啟 

5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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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i Yuen me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46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

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供組回

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 安好！ 

 
 

Hui Yuen mei 謹啟 

5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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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lody    Ch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44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

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

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Melody Chan 謹啟 

59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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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 Ka Wa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44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

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敬祝安好！ 

 
 

Cheng Ka Wai 謹啟 

5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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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ine    Ya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40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有

723 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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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生活愉快！ 

 

 
Karine Yam 謹啟 

5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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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    H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40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

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Joan Ho 謹啟 

5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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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bow    Che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38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

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感謝！ 

 
 

Rainbow Cheng 謹啟 

59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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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lo    lu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38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希望土地供

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

民安！ 

 
 

Pelo lun 謹啟 

59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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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ona    La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36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有責

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

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敬祝安好！ 

 
 

Fiona Lam 謹啟 

59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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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y    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36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

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

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

快！ 

 
 

Terry Ng 謹啟 

59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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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e    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34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 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

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Zoe Wong 謹啟 

5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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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esa    La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34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

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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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安好！ 

 

 
Teresa Lai 謹啟 

59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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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ka lok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34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

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土

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謝

謝！ 

 
 

wong ka lok 謹啟 

59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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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 Chin Wa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34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

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 安好！ 

 
 

CHONG Chin Wai 謹啟 

5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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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 on ke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32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

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

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Lam on kei 謹啟 

5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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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32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

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Ip 謹啟 

5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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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Wai M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32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

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感謝！ 

 
 

Li Wai Man 謹啟 

5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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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 wai k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30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粉嶺高

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地供

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生

活愉快！ 

 
 

cheng wai kwong 謹啟 

59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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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ell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30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

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

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 安好！ 

 
 

Janelle 謹啟 

59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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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is    ch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30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Iris chu 謹啟 

59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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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kwan yi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30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

土地的使用效率。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

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Lee kwan yin 謹啟 

59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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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kwok k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28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

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han kwok keung 謹啟 

59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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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jo    Ta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26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

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Jojo Tam 謹啟 

59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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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sica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24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

的使用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

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Jessica 謹啟 

5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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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isa    l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24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

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國泰民安！ 

 
 

Larisa leung 謹啟 

5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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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o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24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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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Sharon 謹啟 

5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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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ey    Ch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22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Joey Chan 謹啟 

5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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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adysk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22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

源。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

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Gladyskan 謹啟 

5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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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o    mak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20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

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

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 安好！ 

 
 

Marco mak 謹啟 

5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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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20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應

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

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 安好！ 

 
 

ming 謹啟 

59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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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m Wai Lu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20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Kam Wai Lun 謹啟 

59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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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ra    Ch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20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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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生活愉快！ 

 

 
Sara Chan 謹啟 

59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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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i Mei Ka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20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謝謝！ 

 
 

Lui Mei Kam 謹啟 

59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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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Mei L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18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

土地的使用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希望土地供

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敬祝安好！ 

 
 

Cheung Mei Ling 謹啟 

5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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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ndy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18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

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生活愉快！ 

 
 

Cindy 謹啟 

5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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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16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有助釋

放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懇

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謝謝！ 

 
 

Wong 謹啟 

59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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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    cho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16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

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Eva choi 謹啟 

59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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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笑琦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14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有

723 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白笑琦謹啟 

59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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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i    Yuk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14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

土地的使用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

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台安！ 

 
 

Lui Yuki 謹啟 

59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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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Chi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14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同

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Eric Chiu 謹啟 

59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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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nes    AY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14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

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台安！ 

 
 

Agnes AY 謹啟 

59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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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en Hoi Y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14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

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Yuen Hoi Yan 謹啟 

59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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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    A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14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有

723 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

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Ada Au 謹啟 

59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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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koch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12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

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Mekochung 謹啟 

5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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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Tsz Y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12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han Tsz Ying 謹啟 

59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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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 hoi Ch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10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

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Chu hoi Chung 謹啟 

59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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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 hong L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10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

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Pan hong Lo 謹啟 

59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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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lice    Wu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10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

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Felice Wun 謹啟 

59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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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ko    ta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10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同

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懇請

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敬

祝安好！ 

 
 

yoko tam 謹啟 

5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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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Tak M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08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

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Chan Tak Ming 謹啟 

59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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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i pui y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06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

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

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

祝 國泰民安！ 

 
 

Hui pui yan 謹啟 

59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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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a    Ch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06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

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Cara Chan 謹啟 

59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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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llman    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04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

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敬祝安好！ 

 
 

Hillman Wong 謹啟 

59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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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ny    Ta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04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

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Benny Tang 謹啟 

5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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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gie    Poo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02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有責

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懇

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感謝！ 

 
 

Maggie Poon 謹啟 

59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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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rothy    y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02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

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謝謝！ 

 
 

Dorothy yan 謹啟 

59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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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ska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3:00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黃遠輝先生

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

快！ 

 
 

Triska 謹啟 

59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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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e    Ch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58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黃遠輝先生

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感謝！ 

 

 
Christie Chan 謹啟 

59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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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Ka Wa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58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 安好！ 

 
 

Chan Ka Wang 謹啟 

59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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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nche    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56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

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Blanche Ng 謹啟 

59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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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Wai Pu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56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黃遠輝先生

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台安！ 

 
 

Chan Wai Pui 謹啟 

59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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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k    Ma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55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提升香

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

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感謝！ 

 
 

Nick Ma 謹啟 

59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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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55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

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 安好！ 

 
 

A 謹啟 

5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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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vy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54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Jovy 謹啟 

5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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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y    Kw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50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

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

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Tracy Kwan 謹啟 

59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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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ol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48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可

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Wong ol 謹啟 

59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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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Yuk T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48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Li Yuk Ting 謹啟 

59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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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 YING Me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48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期望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Tai YING Mei 謹啟 

59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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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a    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46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黃遠輝

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謝謝！ 

 
 

Rita Wong 謹啟 

59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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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46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 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

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萬分感謝！ 

 
 

Paul WONG 謹啟 

59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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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ok Oi Y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46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Kwok Oi Ying 謹啟 

59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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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    W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45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

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Joan Wu 謹啟 

59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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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M WAI CHI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45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

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CHIM WAI CHIU 謹啟 

59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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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ody Chau's suggestions on Land Supply - Country Parks should never  
be an option for development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44 

 
For the HKSAR Government's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I feel very strongly that Hong Kong should not develop its country parks 

and am hereby submitting my feedback for the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s 

public engagement as follows: 

 

- The government should absolutely prioritise the development of 
brownfield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re is more than sufficient land 

from brownfields to meet Hong Kong’s housing needs; 

 

- Country parks and their peripheries, as well as land reclamation should 
never be an option for development(whether short-term, mid-term, long-term 

or conceptual). Other areas of natural resources (such as farmland) should 

also be approached with extreme caution because these options will cause 

irreversible harm to Hong Kong's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 I earnestly request the SAR government to take a bold step forward and 
finally resolve Hong Kong’s enduring and unjust land-planning problem. 

 

I kindly request the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to convey my views to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responsible, so that Hong Kong can pursue a land 

development model that is sustainable, has integrity and will benefit 

everyone. 

 

Sincerely yours, 

Woody Chau 

5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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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 Chi H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44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

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台安！ 

 
 

Tam Chi Hong 謹啟 

5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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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g    Ta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44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

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

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Wing Tang 謹啟 

59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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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nifer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40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

土地的使用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

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敬祝安好！ 

 
 

Jennifer 謹啟 

59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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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i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40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同

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

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感謝！ 

 
 

Vivian 謹啟 

59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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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Ching ye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40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提升香

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供組如實向

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謝謝！ 

 
 

Leung Ching yee 謹啟 

5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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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wie    ch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40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

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謝謝！ 

 
 

Bowie chan 謹啟 

59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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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w chau k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40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

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

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Chow chau king 謹啟 

59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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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Ka Wing Christina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38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

土地的使用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

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

願 閣下生活愉快！ 

 
 

Leung Ka Wing Christina 謹啟 

59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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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Ching m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38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

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感

謝！ 

 
 

Li Ching man 謹啟 

59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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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eb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38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 安好！ 

 
 

Phoebe 謹啟 

5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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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38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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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安好！ 

 

 
Cheung 謹啟 

59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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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hanie     Ch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38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

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Stephanie Cheung 謹啟 

59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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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y    le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38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

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生活愉快！ 

 
 

Gary lee 謹啟 

59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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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chun wa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38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地供

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生

活愉快！ 

 
 

Wong chun wai 謹啟 

59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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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Ka Ki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37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

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Leung Ka Kiu 謹啟 

59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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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u Tin Ye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36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

的使用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希望土地供

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

生活愉快！ 

 
 

Chiu Tin Yee 謹啟 

59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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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el    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36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

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國泰民安！ 

 
 

Noel Wong 謹啟 

59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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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k Yan Yuet Monica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34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有責

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

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Mok Yan Yuet Monica 謹啟 

59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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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嘉華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34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有助釋

放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感謝！ 

 
 

廖嘉華謹啟 

59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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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puila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34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

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生活愉快！ 

 
 

Taipuilam 謹啟 

59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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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z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34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地供

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萬分感

謝！ 

 
 

Sze 謹啟 

59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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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ien    L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34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

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Vivien Leung 謹啟 

5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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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chi y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34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

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

祝 台安！ 

 
 

Lee chi yeung 謹啟 

5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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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k Yin M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34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

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

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Luk Yin Ming 謹啟 

5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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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ann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34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發展棕

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

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Gianni 謹啟 

59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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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 Mei Y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32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

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

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Man Mei Yan 謹啟 

5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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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u Wai Lok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32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

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懇

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生活愉快！ 

 
 

Shiu Wai Lok 謹啟 

59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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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32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

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

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謝謝！ 

 
 

mak 謹啟 

5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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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hy    ch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32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懇請

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萬分

感謝！ 

 
 

Cathy chan 謹啟 

59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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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pert    ya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32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

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Rupert yau 謹啟 

5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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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    C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30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

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土

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

祝 國泰民安！ 

 
 

Sam C 謹啟 

5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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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i Kin Ch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30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

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Chui Kin Ching 謹啟 

5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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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e Wing Y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28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 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

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Tse Wing Yan 謹啟 

59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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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eny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28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提升香

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

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Queeny 謹啟 

59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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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nifer    yip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28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釋放現有的

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懇請土

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萬分感謝！ 

 
 

Jennifer yip 謹啟 

59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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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Chi Ch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28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大自然。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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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國泰民安！ 

 

 
Wong Chi Cheung 謹啟 

59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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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    Tsa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28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

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Jan Tsang 謹啟 

59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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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Tsz F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24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

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Leung Tsz Fung 謹啟 

59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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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gc    Ch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24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

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Wingc Cheung 謹啟 

59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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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h    Ta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22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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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Edith Tang 謹啟 

5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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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kura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22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Sakura 謹啟 

5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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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vis    M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20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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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Mavis Ming 謹啟 

5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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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ylyn    la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20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同

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

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kaylyn lam 謹啟 

59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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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chi li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20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希望土

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cheung chi lin 謹啟 

59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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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son    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19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衷心希望土地供

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敬祝安好！ 

 
 

Alison Wong 謹啟 

5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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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ANG SIU KE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18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可以

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

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敬祝安好！ 

 
 

TSANG SIU KEI 謹啟 

59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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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y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18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可

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

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Tracy 謹啟 

59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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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siu me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16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 安好！ 

 
 

wong siu mei 謹啟 

59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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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y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16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謝謝！ 

 
 

Christy 謹啟 

59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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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i hiu y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16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

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敬祝安好！ 

 
 

Hui hiu yu 謹啟 

5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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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is    ch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14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

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Iris chan 謹啟 

5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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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ng kit m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14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

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

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敬祝安好！ 

 
 

Chung kit man 謹啟 

59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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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die    sz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12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

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謝謝！ 

 
 

freddie sze 謹啟 

59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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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Lok K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12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

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

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Lee Lok Kan 謹啟 

59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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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et    Tsu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12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

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Janet Tsui 謹啟 

5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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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ON MEI W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10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

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謝謝！ 

 
 

POON MEI WAN 謹啟 

59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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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Tsz Y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10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

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謝謝！ 

 
 

Lee Tsz Yan 謹啟 

59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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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ffany    H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10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懇請土地

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台

安！ 

 
 

Tiffany Hung 謹啟 

59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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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 sze m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10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同

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

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Wai sze man 謹啟 

59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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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ung    Joey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08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

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Cheung Joey謹啟 

  

59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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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Ip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08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遊樂場

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

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

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J Ip 謹啟 

  

59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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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    Wallac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08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

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國泰民安！ 

 
 

Mo Wallace 謹啟 

59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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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tsz ki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08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

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Chan tsz kiu 謹啟 

5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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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y    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08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希望土地供

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

愉快！ 

 
 

Christy wong 謹啟 

59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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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ie    Law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08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希望土

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感謝！ 

 
 

Connie Law 謹啟 

59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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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Tze Y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06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

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Wong Tze Ying 謹啟 

59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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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Wai He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06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

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Ma Wai Hei 謹啟 

59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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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so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06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

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

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萬

分感謝！ 

 
 

Anson 謹啟 

59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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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    La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04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

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台安！ 

 
 

Jack Lau 謹啟 

59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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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y    Ch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04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

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地供

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感謝！ 

 
 

Ivy Chan 謹啟 

59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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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y    L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02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

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Mandy Lo 謹啟 

59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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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g Yan S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02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

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

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敬祝安好！ 

 
 

Wing Yan So 謹啟 

59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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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rence    Ta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02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

資源。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

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台安！ 

 
 

Lawrence Tai 謹啟 

59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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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ie    Y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02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

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Winnie Yu 謹啟 

59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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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ting f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00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可以

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懇請

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敬

祝安好！ 

 
 

ma ting fung 謹啟 

59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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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Tsz Yi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2:00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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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安好！ 

 

 
Ng Tsz Yiu 謹啟 

59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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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y    h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58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

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懇

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謝謝！ 

 
 

tracy ho 謹啟 

59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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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is    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58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有

723 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希望土地供

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

生活愉快！ 

 
 

Willis Wong 謹啟 

59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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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Yee M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58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Wong Yee Man 謹啟 

59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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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a    Le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58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

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 安好！ 

 
 

Freda Lee 謹啟 

59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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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Ch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58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Eric Chan 謹啟 

59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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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y    Chia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58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 安好！ 

 
 

Cathy Chia 謹啟 

59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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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ung So T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56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可

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

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謝謝！ 

 
 

Cheung So Tan 謹啟 

59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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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Yee k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56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同

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

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台安！ 

 
 

CHAN Yee ki 謹啟 

59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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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ie    T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56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懇請土

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敬祝安好！ 

 
 

Cookie To 謹啟 

59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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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    Kw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56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有

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希望

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

活愉快！ 

 
 

Joan Kwan 謹啟 

59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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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na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56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有助釋

放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

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Vinna 謹啟 

59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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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scilla    La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56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大自然。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懇請

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國泰民安！ 

 
 

Priscilla Lam 謹啟 

59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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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54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 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

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 安好！ 

 

 
lau 謹啟 

59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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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    TA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54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

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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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感謝！ 

 

 
HY TANG 謹啟 

59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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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54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有

723 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Leung 謹啟 

59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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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 Ka Yan Sa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54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謝謝！ 

 
 

Yu Ka Yan Sam 謹啟 

59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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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on    S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52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釋放現有的

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

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敬祝安好！ 

 
 

Sharon So 謹啟 

59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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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bara    Harriso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52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

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謝謝！ 

 
 

Barbara Harrison 謹啟 

59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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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g    Richard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52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

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

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謝謝！ 

 
 

Hung Richard 謹啟 

  

59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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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Ka he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52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先善用

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

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謝謝！ 

 
 

Cheung Ka hei 謹啟 

  

59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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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g man s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50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希望

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

活愉快！ 

 
 

Ching man so 謹啟 

59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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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50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發展棕地

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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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生活愉快！ 

 

 
MAK 謹啟 

59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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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hua    La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48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

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謝謝！ 

 
 

Joshua Lai 謹啟 

59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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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gi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48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

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

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謝謝！ 

 
 

Aggie 謹啟 

5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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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a    yi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48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發展棕地

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謝謝！ 

 
 

Ida yiu 謹啟 

59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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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U CHING LE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48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

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

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敬祝安好！ 

 
 

HIU CHING LEE 謹啟 

59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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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rley    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46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 公

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Shirley Ng 謹啟 

59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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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ta    Che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46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

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黃遠輝先生

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Etta Cheng 謹啟 

59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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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y Chan Ch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46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

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敬祝安好！ 

 
 

Tracy Chan Chan 謹啟 

59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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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ky    law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46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粉嶺高

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

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becky law 謹啟 

59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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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on    Ch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46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

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Jason Chan 謹啟 

59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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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in    Pa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44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

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Darin Pang 謹啟 

59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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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SHUK Y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44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

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 安好！ 

 
 

CHAN SHUK YING 謹啟 

59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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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nie    Si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42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

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感謝！ 

 
 

Yonnie Siu 謹啟 

59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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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man wa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40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

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Au man wai 謹啟 

5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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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g Man Him Luis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40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萬分感

謝！ 

 
 

Fong Man Him Luis 謹啟 

59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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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    k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40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同

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

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Kam king 謹啟 

59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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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a    ch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40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

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謝謝！ 

 
 

ella cheung 謹啟 

59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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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38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敬祝安好！ 

 
 

Jane 謹啟 

59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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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 Campbell's suggestions on Land Supply - Country Parks should never  
be an option for development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38 

 
For the HKSAR Government's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I feel very strongly that Hong Kong should not develop its country parks 

and am hereby submitting my feedback for the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s 

public engagement as follows: 

 

- The government should absolutely prioritise the development of 
brownfield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re is more than sufficient land 

from brownfields to meet Hong Kong’s housing needs; 

 

- Country parks and their peripheries, as well as land reclamation should 
never be an option for development(whether short-term, mid-term, long-term 

or conceptual). Other areas of natural resources (such as farmland) should 

also be approached with extreme caution because these options will cause 

irreversible harm to Hong Kong's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 I earnestly request the SAR government to take a bold step forward and 
finally resolve Hong Kong’s enduring and unjust land-planning problem. 

 

I kindly request the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to convey my views to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responsible, so that Hong Kong can pursue a land 

development model that is sustainable, has integrity and will benefit 

everyone. 

 

Sincerely yours, 

Jen Campbell 

59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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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    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37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

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懇請土地

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 安好！ 

 
 

Brian ng 謹啟 

59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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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ng Wing Sz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37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

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 安好！ 

 
 

Leung Wing Sze 謹啟 

59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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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si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37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黃遠輝先生

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Jessie 謹啟 

59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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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36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

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謝謝！ 

 
 

Isa 謹啟 

59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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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ie    Yip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34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可以

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敬祝安好！ 

 
 

Annie Yip 謹啟 

59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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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is    Ch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34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期望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

愉快！ 

 
 

Janis Cheung 謹啟 

59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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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ung Yuen F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34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粉嶺高

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Yeung Yuen Fan 謹啟 

59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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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NY    TSA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34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

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

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敬祝安好！ 

 
 

PENNY TSANG 謹啟 

5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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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my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32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

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

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謝謝！ 

 
 

Jimmy 謹啟 

5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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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y    Ch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32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謝謝！ 

 
 

Jenny Chan 謹啟 

5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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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y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32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

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台安！ 

 
 

Liyan 謹啟 

59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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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y    H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32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生活愉快！ 

 
 

Mercy Hung 謹啟 

59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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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i wing m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32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釋放現有的

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敬祝安好！ 

 
 

Hui wing man 謹啟 

59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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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e    Tso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32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希望土地供

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

安！ 

 
 

Sue Tsoi 謹啟 

5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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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i Wai Kw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32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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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安好！ 

 

 
Lai Wai Kwan 謹啟 

59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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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anna    Ch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32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

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Rosanna Chan 謹啟 

59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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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    Ta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32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提升香

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

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敬祝安好！ 

 
 

Edward Tam 謹啟 

59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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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    la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32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

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 安好！ 

 
 

kai lam 謹啟 

59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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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30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

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

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Mike 謹啟 

59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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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ble    f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30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

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謝謝！ 

 
 

mable fung 謹啟 

59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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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30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

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供組如實向

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wing 謹啟 

59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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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ntatkw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30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

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懇請

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

祝 生活愉快！ 

 
 

Puntatkwan 謹啟 

59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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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U KIN CH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30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

源。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謝謝！ 

 
 

SHIU KIN CHUNG 謹啟 

59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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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suetyi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30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

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Tangsuetyin 謹啟 

5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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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CHEUK LOK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28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

野公園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LAM CHEUK LOK 謹啟 

5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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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m Ka Woo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28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

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Tam Ka Woon 謹啟 

5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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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m    bob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28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

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Kam bobo 謹啟 

5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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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u On Me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28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釋放現有的

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Yiu On Mei 謹啟 

59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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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 Li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28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感謝！ 

 
 

Za Lin 謹啟 

59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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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YUEN YE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26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

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 安好！ 

 
 

LO YUEN YEE 謹啟 

59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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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on ke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26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

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han on kei 謹啟 

59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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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y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26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有助釋

放土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謝謝！ 

 
 

Iby 謹啟 

59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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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son    Ta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24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

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台安！ 

 
 

Wilson Tang 謹啟 

59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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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L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24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有

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

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James Leung 謹啟 

5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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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ncy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24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 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

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感謝！ 

 
 

Vincy 謹啟 

5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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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 Sang Ch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24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有責

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懇請土

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萬分感謝！ 

 
 

Po Sang Cheung 謹啟 

5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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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hen    Ch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24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

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Stephen Cheung 謹啟 

5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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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22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 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Wu 謹啟 

59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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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    La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22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

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

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謝謝！ 

 
 

Eva Lam 謹啟 

59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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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et    h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22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敬祝安好！ 

 
 

janet ho 謹啟 

59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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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22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 安好！ 

 
 

Yeung 謹啟 

59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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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rrie    Che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22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提升香

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

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 安好！ 

 
 

Cherrie Cheng 謹啟 

59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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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ie    che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22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

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Winnie cheng 謹啟 

59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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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20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應

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

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謝謝！ 

 
 

Apple 謹啟 

59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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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k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20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台安！ 

 
 

Yuki 謹啟 

59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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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Tsz W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20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黃

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heung Tsz Wing 謹啟 

59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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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Wai L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18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

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Ng Wai Lan 謹啟 

59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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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di    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18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謝謝！ 

 
 

Heidi Wong 謹啟 

59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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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i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18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應

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

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感謝！ 

 
 

winnie 謹啟 

59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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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ky    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18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 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

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Becky Wong 謹啟 

5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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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nh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18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

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謝謝！ 

 
 

leunh 謹啟 

59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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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La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18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粉嶺高

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

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謝謝！ 

 
 

Ms Lau 謹啟 

59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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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Hiu T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16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釋放現有的

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

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Chan Hiu Tung 謹啟 

59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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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16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

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Tung 謹啟 

59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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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wi    H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16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 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

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萬分感謝！ 

 
 

Kiwi Ho 謹啟 

59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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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16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黃遠輝先生為

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 安好！ 

 
 

姚謹啟 

59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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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騏均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16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釋放現有的

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

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生活愉快！ 

 

 
李騏均謹啟 

59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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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Nga yi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15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

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Chan Nga yiu 謹啟 

59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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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kso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14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

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台安！ 

 
 

Dickson 謹啟 

59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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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ojun    cha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12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

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

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謝謝！ 

 
 

haojun chau 謹啟 

59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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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dy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12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

野公園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Claudy 謹啟 

59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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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nier Garance 's suggestions on Land Supply - Country Parks should  
never be an option for development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12 

 
For the HKSAR Government's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I feel very strongly that Hong Kong should not develop its country parks 

and am hereby submitting my feedback for the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s 

public engagement as follows: 

 

- The government should absolutely prioritise the development of 
brownfield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re is more than sufficient land 

from brownfields to meet Hong Kong’s housing needs; 

 

- Country parks and their peripheries, as well as land reclamation should 
never be an option for development(whether short-term, mid-term, long-term 

or conceptual). Other areas of natural resources (such as farmland) should 

also be approached with extreme caution because these options will cause 

irreversible harm to Hong Kong's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 I earnestly request the SAR government to take a bold step forward and 
finally resolve Hong Kong’s enduring and unjust land-planning problem. 

 

I kindly request the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to convey my views to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responsible, so that Hong Kong can pursue a land 

development model that is sustainable, has integrity and will benefit 

everyone. 

 

Sincerely yours, 

Monnier Garance 

59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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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ie    Tsa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10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

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 安好！ 

 
 

Winnie Tsang 謹啟 

59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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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en    Kwok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10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懇請土地

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國

泰民安！ 

 
 

Karen Kwok 謹啟 

59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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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10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本人

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Liam 謹啟 

59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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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Hong L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10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本人

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感

謝！ 

 
 

Wong Hong Ling 謹啟 

59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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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08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有

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

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Simon Wong 謹啟 

59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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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u Ying La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08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

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 安好！ 

 
 

Hiu Ying Lau 謹啟 

59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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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ne    La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08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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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Jone Lam 謹啟 

59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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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 hiu k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08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

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衷心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

願 閣下生活愉快！ 

 
 

Lam hiu ki 謹啟 

59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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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lam ch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06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

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

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Wong lam chi 謹啟 

59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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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wai kw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06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Chan wai kwan 謹啟 

59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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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ni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06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

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感謝！ 

 
 

Bonnie 謹啟 

5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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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i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05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

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arrie 謹啟 

59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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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    Lu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04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Kenneth Lui 謹啟 

59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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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linna    K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04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

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台安！ 

 
 

Corlinna Kong 謹啟 

59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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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ying ch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02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

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謝謝！ 

 
 

yu ying chi 謹啟 

59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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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Chun Bu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02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

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懇請土地供應

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生活愉快！ 

 

 
Lee Chun Bun 謹啟 

59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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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ghoim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00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有助釋

放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

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Chinghoiman 謹啟 

59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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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en    Law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1:00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發展棕

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衷心希望土地供

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

愉快！ 

 
 

Karen Law 謹啟 

59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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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an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58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

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Viann 謹啟 

59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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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Ka Y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58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

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感謝！ 

 
 

Lin Ka Yan 謹啟 

59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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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a    L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56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有

723 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

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感謝！ 

 
 

Christina Lo 謹啟 

59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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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ka    W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56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釋放現有的

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

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 

安好！ 

 
 

Suka Wan 謹啟 

59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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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yan yan vick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54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

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台安！ 

 
 

Wong yan yan vicki 謹啟 

59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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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I CHING LA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54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有

723 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

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敬祝安好！ 

 
 

HUI CHING LAM 謹啟 

59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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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 SIN HA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54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

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CHU SIN HANG 謹啟 

59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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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ina    Cho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54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

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Salina Choi 謹啟 

59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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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y    Ka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54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敬祝安好！ 

 
 

Cathy Kau 謹啟 

59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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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w Tsz La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54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

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how Tsz Lam 謹啟 

59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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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othy    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52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可

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

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感謝！ 

 
 

timothy wong 謹啟 

59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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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52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

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感謝！ 

 
 

Grace 謹啟 

59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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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 Yi F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52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應

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

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Wai Yi Fong 謹啟 

59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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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so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52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國泰民安！ 

 
 

Alison 謹啟 

59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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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ona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50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有

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

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Fiona 謹啟 

59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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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Chak Wa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50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

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 安好！ 

 
 

Lam Chak Wa 謹啟 

59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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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48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地供

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台

安！ 

 
 

Kong 謹啟 

59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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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k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48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有助釋

放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懇請土地

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萬分感

謝！ 

 
 

Koko 謹啟 

59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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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ck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48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發展棕地

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供組如實向

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

愉快！ 

 
 

Chick 謹啟 

59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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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浚羲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48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

的使用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

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 安好！ 

 
 

何浚羲謹啟 

59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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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yllis    T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48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Phyllis To 謹啟 

59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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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all    S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48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土地供應小

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台安！ 

 

 
Squall So 謹啟 

59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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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Sin Y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46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

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萬分感謝！ 

 
 

Lam Sin Yu 謹啟 

59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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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ka p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46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有助釋

放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地供

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願 閣

下生活愉快！ 

 
 

Wong ka po 謹啟 

59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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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le    Ta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46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

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萬分感謝！ 

 
 

Belle Tam 謹啟 

59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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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h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44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粉嶺高

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Cash 謹啟 

59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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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ny    la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44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

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謝謝！ 

 
 

Danny lam 謹啟 

59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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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家邦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44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黃家邦謹啟 

59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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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AN Suet Ke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44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

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KWAN Suet Kei 謹啟 

5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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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x    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44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有

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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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Felix Wong 謹啟 

5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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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a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44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黃遠輝先生

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

安！ 

 
 

Tina 謹啟 

5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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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Joye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42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國泰民安！ 

 
 

Chan Joyee 謹啟 

59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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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a    Lok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42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懇請

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敬

祝安好！ 

 
 

Mia Lok 謹啟 

59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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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 Kok t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2/09/2018 10:40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應

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供組回

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萬分感謝！ 

 
 

Lau Kok ting 謹啟 

59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