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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1:1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rmi Yiu

▇▇▇▇▇▇▇▇▇▇▇▇▇▇▇▇▇▇▇▇▇▇▇▇▇▇▇▇▇▇

7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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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1:1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ndy

▇▇▇▇▇▇▇▇▇▇▇▇▇▇▇▇▇▇▇▇▇▇▇▇▇▇▇▇▇▇

7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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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1:1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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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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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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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Billy

▇▇▇▇▇▇▇▇▇▇▇▇▇▇▇▇▇▇▇▇▇▇▇▇▇▇▇▇▇▇

7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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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1:1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oretta Cheung

▇▇▇▇▇▇▇▇▇▇▇▇▇▇▇▇▇▇▇▇▇▇▇▇▇▇▇▇▇▇

7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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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1:1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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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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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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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eung

▇▇▇▇▇▇▇▇▇▇▇▇▇▇▇▇▇▇▇▇▇▇▇▇▇▇▇▇▇▇

7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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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1:0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g chu ping

▇▇▇▇▇▇▇▇▇▇▇▇▇▇▇▇▇▇▇▇▇▇▇▇▇▇▇▇▇▇

7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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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1:0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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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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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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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

▇▇▇▇▇▇▇▇▇▇▇▇▇▇▇▇▇▇▇▇▇▇▇▇▇▇▇▇▇▇

7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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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1:0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eanie Lo

▇▇▇▇▇▇▇▇▇▇▇▇▇▇▇▇▇▇▇▇▇▇▇▇▇▇▇▇▇▇

7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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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1:0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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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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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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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Zoey

▇▇▇▇▇▇▇▇▇▇▇▇▇▇▇▇▇▇▇▇▇▇▇▇▇▇▇▇▇▇

7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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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1:0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Pn

▇▇▇▇▇▇▇▇▇▇▇▇▇▇▇▇▇▇▇▇▇▇▇▇▇▇▇▇▇▇

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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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1:0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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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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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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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黃廣標

▇▇▇▇▇▇▇▇▇▇▇▇▇▇▇▇▇▇▇▇▇▇▇▇▇▇▇▇▇▇

7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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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1:0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eung Ching

▇▇▇▇▇▇▇▇▇▇▇▇▇▇▇▇▇▇▇▇▇▇▇▇▇▇▇▇▇▇

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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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1:0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ung

▇▇▇▇▇▇▇▇▇▇▇▇▇▇▇▇▇▇▇▇▇▇▇▇▇▇▇▇▇▇

7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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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1:0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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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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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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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 wing sze

▇▇▇▇▇▇▇▇▇▇▇▇▇▇▇▇▇▇▇▇▇▇▇▇▇▇▇▇▇▇

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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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5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ichelle Wai

▇▇▇▇▇▇▇▇▇▇▇▇▇▇▇▇▇▇▇▇▇▇▇▇▇▇▇▇▇▇

7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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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5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ydia Lui

▇▇▇▇▇▇▇▇▇▇▇▇▇▇▇▇▇▇▇▇▇▇▇▇▇▇▇▇▇▇

7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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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5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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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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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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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u Miu Wan

▇▇▇▇▇▇▇▇▇▇▇▇▇▇▇▇▇▇▇▇▇▇▇▇▇▇▇▇▇▇

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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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oi Suk Kuen

▇▇▇▇▇▇▇▇▇▇▇▇▇▇▇▇▇▇▇▇▇▇▇▇▇▇▇▇▇▇

7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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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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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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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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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axma

▇▇▇▇▇▇▇▇▇▇▇▇▇▇▇▇▇▇▇▇▇▇▇▇▇▇▇▇▇▇

7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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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4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Fatima

▇▇▇▇▇▇▇▇▇▇▇▇▇▇▇▇▇▇▇▇▇▇▇▇▇▇▇▇▇▇

7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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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4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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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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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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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ze Kwok Kei

▇▇▇▇▇▇▇▇▇▇▇▇▇▇▇▇▇▇▇▇▇▇▇▇▇▇▇▇▇▇

7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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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4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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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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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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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artin Chow

▇▇▇▇▇▇▇▇▇▇▇▇▇▇▇▇▇▇▇▇▇▇▇▇▇▇▇▇▇▇

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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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4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Wai Yin

▇▇▇▇▇▇▇▇▇▇▇▇▇▇▇▇▇▇▇▇▇▇▇▇▇▇▇▇▇▇

7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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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4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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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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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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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連珮瑩

▇▇▇▇▇▇▇▇▇▇▇▇▇▇▇▇▇▇▇▇▇▇▇▇▇▇▇▇▇▇

7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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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45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apo YAU

▇▇▇▇▇▇▇▇▇▇▇▇▇▇▇▇▇▇▇▇▇▇▇▇▇▇▇▇▇▇

7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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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4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Bryan Lau

▇▇▇▇▇▇▇▇▇▇▇▇▇▇▇▇▇▇▇▇▇▇▇▇▇▇▇▇▇▇

7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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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4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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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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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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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Graman Leung

▇▇▇▇▇▇▇▇▇▇▇▇▇▇▇▇▇▇▇▇▇▇▇▇▇▇▇▇▇▇

7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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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4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mily Wong

▇▇▇▇▇▇▇▇▇▇▇▇▇▇▇▇▇▇▇▇▇▇▇▇▇▇▇▇▇▇

7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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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41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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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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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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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ip

▇▇▇▇▇▇▇▇▇▇▇▇▇▇▇▇▇▇▇▇▇▇▇▇▇▇▇▇▇▇

7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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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3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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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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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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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ui Ho Shan

▇▇▇▇▇▇▇▇▇▇▇▇▇▇▇▇▇▇▇▇▇▇▇▇▇▇▇▇▇▇

7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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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3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Tak Hung

▇▇▇▇▇▇▇▇▇▇▇▇▇▇▇▇▇▇▇▇▇▇▇▇▇▇▇▇▇▇

7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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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2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Pui on

▇▇▇▇▇▇▇▇▇▇▇▇▇▇▇▇▇▇▇▇▇▇▇▇▇▇▇▇▇▇

7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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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2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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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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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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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ouie Cheris

▇▇▇▇▇▇▇▇▇▇▇▇▇▇▇▇▇▇▇▇▇▇▇▇▇▇▇▇▇▇

7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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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2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eung Tsoi

▇▇▇▇▇▇▇▇▇▇▇▇▇▇▇▇▇▇▇▇▇▇▇▇▇▇▇▇▇▇

7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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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2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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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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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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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hirley Sit

▇▇▇▇▇▇▇▇▇▇▇▇▇▇▇▇▇▇▇▇▇▇▇▇▇▇▇▇▇▇

7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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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19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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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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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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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amson Kwok

▇▇▇▇▇▇▇▇▇▇▇▇▇▇▇▇▇▇▇▇▇▇▇▇▇▇▇▇▇▇

7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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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1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林酮叔

▇▇▇▇▇▇▇▇▇▇▇▇▇▇▇▇▇▇▇▇▇▇▇▇▇▇▇▇▇▇

7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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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1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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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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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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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adeo

▇▇▇▇▇▇▇▇▇▇▇▇▇▇▇▇▇▇▇▇▇▇▇▇▇▇▇▇▇▇

7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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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1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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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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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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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Henry Ng

▇▇▇▇▇▇▇▇▇▇▇▇▇▇▇▇▇▇▇▇▇▇▇▇▇▇▇▇▇▇

7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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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1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ilish Tsang

▇▇▇▇▇▇▇▇▇▇▇▇▇▇▇▇▇▇▇▇▇▇▇▇▇▇▇▇▇▇

7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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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1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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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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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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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ong

▇▇▇▇▇▇▇▇▇▇▇▇▇▇▇▇▇▇▇▇▇▇▇▇▇▇▇▇▇▇

7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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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11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ris Leung

▇▇▇▇▇▇▇▇▇▇▇▇▇▇▇▇▇▇▇▇▇▇▇▇▇▇▇▇▇▇

7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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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 H Lau

▇▇▇▇▇▇▇▇▇▇▇▇▇▇▇▇▇▇▇▇▇▇▇▇▇▇▇▇▇▇

7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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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05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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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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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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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ike Tse

▇▇▇▇▇▇▇▇▇▇▇▇▇▇▇▇▇▇▇▇▇▇▇▇▇▇▇▇▇▇

7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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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05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Federica

▇▇▇▇▇▇▇▇▇▇▇▇▇▇▇▇▇▇▇▇▇▇▇▇▇▇▇▇▇▇

7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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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0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u Ka yan

▇▇▇▇▇▇▇▇▇▇▇▇▇▇▇▇▇▇▇▇▇▇▇▇▇▇▇▇▇▇

7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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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20:01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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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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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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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Eddie lai

▇▇▇▇▇▇▇▇▇▇▇▇▇▇▇▇▇▇▇▇▇▇▇▇▇▇▇▇▇▇

7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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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hoty

▇▇▇▇▇▇▇▇▇▇▇▇▇▇▇▇▇▇▇▇▇▇▇▇▇▇▇▇▇▇

7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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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5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Ka Lok

▇▇▇▇▇▇▇▇▇▇▇▇▇▇▇▇▇▇▇▇▇▇▇▇▇▇▇▇▇▇

7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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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5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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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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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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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Rayman

▇▇▇▇▇▇▇▇▇▇▇▇▇▇▇▇▇▇▇▇▇▇▇▇▇▇▇▇▇▇

7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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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5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wrence Ip

▇▇▇▇▇▇▇▇▇▇▇▇▇▇▇▇▇▇▇▇▇▇▇▇▇▇▇▇▇▇

7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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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5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enny Chun

▇▇▇▇▇▇▇▇▇▇▇▇▇▇▇▇▇▇▇▇▇▇▇▇▇▇▇▇▇▇

7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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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5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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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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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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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ERICA

▇▇▇▇▇▇▇▇▇▇▇▇▇▇▇▇▇▇▇▇▇▇▇▇▇▇▇▇▇▇

7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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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Fung Yau Lin

▇▇▇▇▇▇▇▇▇▇▇▇▇▇▇▇▇▇▇▇▇▇▇▇▇▇▇▇▇▇

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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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4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andra Lee

▇▇▇▇▇▇▇▇▇▇▇▇▇▇▇▇▇▇▇▇▇▇▇▇▇▇▇▇▇▇

7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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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4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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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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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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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o Lai Ha

▇▇▇▇▇▇▇▇▇▇▇▇▇▇▇▇▇▇▇▇▇▇▇▇▇▇▇▇▇▇

7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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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4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OU GUODONG

▇▇▇▇▇▇▇▇▇▇▇▇▇▇▇▇▇▇▇▇▇▇▇▇▇▇▇▇▇▇

7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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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4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au HIU Ching

▇▇▇▇▇▇▇▇▇▇▇▇▇▇▇▇▇▇▇▇▇▇▇▇▇▇▇▇▇▇

7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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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4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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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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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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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Zita

▇▇▇▇▇▇▇▇▇▇▇▇▇▇▇▇▇▇▇▇▇▇▇▇▇▇▇▇▇▇

7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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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4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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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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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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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g

▇▇▇▇▇▇▇▇▇▇▇▇▇▇▇▇▇▇▇▇▇▇▇▇▇▇▇▇▇▇

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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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4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eff

▇▇▇▇▇▇▇▇▇▇▇▇▇▇▇▇▇▇▇▇▇▇▇▇▇▇▇▇▇▇

7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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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4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oi

▇▇▇▇▇▇▇▇▇▇▇▇▇▇▇▇▇▇▇▇▇▇▇▇▇▇▇▇▇▇

7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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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4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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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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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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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o Susan

▇▇▇▇▇▇▇▇▇▇▇▇▇▇▇▇▇▇▇▇▇▇▇▇▇▇▇▇▇▇

7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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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3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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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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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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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atthew Wong

▇▇▇▇▇▇▇▇▇▇▇▇▇▇▇▇▇▇▇▇▇▇▇▇▇▇▇▇▇▇

7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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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3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s Kung

▇▇▇▇▇▇▇▇▇▇▇▇▇▇▇▇▇▇▇▇▇▇▇▇▇▇▇▇▇▇

7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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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3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oan To

▇▇▇▇▇▇▇▇▇▇▇▇▇▇▇▇▇▇▇▇▇▇▇▇▇▇▇▇▇▇

7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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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3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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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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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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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illiam Li

▇▇▇▇▇▇▇▇▇▇▇▇▇▇▇▇▇▇▇▇▇▇▇▇▇▇▇▇▇▇

7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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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3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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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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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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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Eva Pun

▇▇▇▇▇▇▇▇▇▇▇▇▇▇▇▇▇▇▇▇▇▇▇▇▇▇▇▇▇▇

7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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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3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w

▇▇▇▇▇▇▇▇▇▇▇▇▇▇▇▇▇▇▇▇▇▇▇▇▇▇▇▇▇▇

7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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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3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ui

▇▇▇▇▇▇▇▇▇▇▇▇▇▇▇▇▇▇▇▇▇▇▇▇▇▇▇▇▇▇

7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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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2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余慧奇

▇▇▇▇▇▇▇▇▇▇▇▇▇▇▇▇▇▇▇▇▇▇▇▇▇▇▇▇▇▇

7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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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2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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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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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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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lva chang

▇▇▇▇▇▇▇▇▇▇▇▇▇▇▇▇▇▇▇▇▇▇▇▇▇▇▇▇▇▇

7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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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2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en Fu

▇▇▇▇▇▇▇▇▇▇▇▇▇▇▇▇▇▇▇▇▇▇▇▇▇▇▇▇▇▇

7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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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2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OI

▇▇▇▇▇▇▇▇▇▇▇▇▇▇▇▇▇▇▇▇▇▇▇▇▇▇▇▇▇▇

7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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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2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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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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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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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Ng Man Sze

▇▇▇▇▇▇▇▇▇▇▇▇▇▇▇▇▇▇▇▇▇▇▇▇▇▇▇▇▇▇

7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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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2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o Wong

▇▇▇▇▇▇▇▇▇▇▇▇▇▇▇▇▇▇▇▇▇▇▇▇▇▇▇▇▇▇

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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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2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G WAI YIN

▇▇▇▇▇▇▇▇▇▇▇▇▇▇▇▇▇▇▇▇▇▇▇▇▇▇▇▇▇▇

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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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2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UNG KIT YEE

▇▇▇▇▇▇▇▇▇▇▇▇▇▇▇▇▇▇▇▇▇▇▇▇▇▇▇▇▇▇

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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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2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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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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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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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Ng Yiu wing

▇▇▇▇▇▇▇▇▇▇▇▇▇▇▇▇▇▇▇▇▇▇▇▇▇▇▇▇▇▇

7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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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2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ouis Wong

▇▇▇▇▇▇▇▇▇▇▇▇▇▇▇▇▇▇▇▇▇▇▇▇▇▇▇▇▇▇

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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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2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andy Leung

▇▇▇▇▇▇▇▇▇▇▇▇▇▇▇▇▇▇▇▇▇▇▇▇▇▇▇▇▇▇

7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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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2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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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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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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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Ho Man Chinf

▇▇▇▇▇▇▇▇▇▇▇▇▇▇▇▇▇▇▇▇▇▇▇▇▇▇▇▇▇▇

7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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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2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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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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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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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黎永盛

▇▇▇▇▇▇▇▇▇▇▇▇▇▇▇▇▇▇▇▇▇▇▇▇▇▇▇▇▇▇

7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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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2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u Yin Hung

▇▇▇▇▇▇▇▇▇▇▇▇▇▇▇▇▇▇▇▇▇▇▇▇▇▇▇▇▇▇

7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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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2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R

▇▇▇▇▇▇▇▇▇▇▇▇▇▇▇▇▇▇▇▇▇▇▇▇▇▇▇▇▇▇

7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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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2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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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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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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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Hapuhapu Hapu

▇▇▇▇▇▇▇▇▇▇▇▇▇▇▇▇▇▇▇▇▇▇▇▇▇▇▇▇▇▇

7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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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1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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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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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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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李吉平

▇▇▇▇▇▇▇▇▇▇▇▇▇▇▇▇▇▇▇▇▇▇▇▇▇▇▇▇▇▇

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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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1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andycheung

▇▇▇▇▇▇▇▇▇▇▇▇▇▇▇▇▇▇▇▇▇▇▇▇▇▇▇▇▇▇

7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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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15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se Hiu Fan

▇▇▇▇▇▇▇▇▇▇▇▇▇▇▇▇▇▇▇▇▇▇▇▇▇▇▇▇▇▇

7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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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1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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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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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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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o

▇▇▇▇▇▇▇▇▇▇▇▇▇▇▇▇▇▇▇▇▇▇▇▇▇▇▇▇▇▇

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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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1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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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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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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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innie Leung

▇▇▇▇▇▇▇▇▇▇▇▇▇▇▇▇▇▇▇▇▇▇▇▇▇▇▇▇▇▇

7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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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1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g Pui Lam

▇▇▇▇▇▇▇▇▇▇▇▇▇▇▇▇▇▇▇▇▇▇▇▇▇▇▇▇▇▇

7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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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1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God Hoi Tung

▇▇▇▇▇▇▇▇▇▇▇▇▇▇▇▇▇▇▇▇▇▇▇▇▇▇▇▇▇▇

7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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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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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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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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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o

▇▇▇▇▇▇▇▇▇▇▇▇▇▇▇▇▇▇▇▇▇▇▇▇▇▇▇▇▇▇

7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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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Dino

▇▇▇▇▇▇▇▇▇▇▇▇▇▇▇▇▇▇▇▇▇▇▇▇▇▇▇▇▇▇

7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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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0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avio Leung

▇▇▇▇▇▇▇▇▇▇▇▇▇▇▇▇▇▇▇▇▇▇▇▇▇▇▇▇▇▇

7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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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0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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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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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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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Vincent Ko

▇▇▇▇▇▇▇▇▇▇▇▇▇▇▇▇▇▇▇▇▇▇▇▇▇▇▇▇▇▇

7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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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0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u Siulan

▇▇▇▇▇▇▇▇▇▇▇▇▇▇▇▇▇▇▇▇▇▇▇▇▇▇▇▇▇▇

7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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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9:0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lex Fong

▇▇▇▇▇▇▇▇▇▇▇▇▇▇▇▇▇▇▇▇▇▇▇▇▇▇▇▇▇▇

7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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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5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Doll Kwong

▇▇▇▇▇▇▇▇▇▇▇▇▇▇▇▇▇▇▇▇▇▇▇▇▇▇▇▇▇▇

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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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5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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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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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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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atherine Kuk

▇▇▇▇▇▇▇▇▇▇▇▇▇▇▇▇▇▇▇▇▇▇▇▇▇▇▇▇▇▇

7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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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5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Kit

▇▇▇▇▇▇▇▇▇▇▇▇▇▇▇▇▇▇▇▇▇▇▇▇▇▇▇▇▇▇

7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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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5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u Bo Ying Annie

▇▇▇▇▇▇▇▇▇▇▇▇▇▇▇▇▇▇▇▇▇▇▇▇▇▇▇▇▇▇

7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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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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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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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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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Rebecca

▇▇▇▇▇▇▇▇▇▇▇▇▇▇▇▇▇▇▇▇▇▇▇▇▇▇▇▇▇▇

7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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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erry Tsang

▇▇▇▇▇▇▇▇▇▇▇▇▇▇▇▇▇▇▇▇▇▇▇▇▇▇▇▇▇▇

7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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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ing kin yip

▇▇▇▇▇▇▇▇▇▇▇▇▇▇▇▇▇▇▇▇▇▇▇▇▇▇▇▇▇▇

7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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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rtin

▇▇▇▇▇▇▇▇▇▇▇▇▇▇▇▇▇▇▇▇▇▇▇▇▇▇▇▇▇▇

7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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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49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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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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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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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inda Kwock

▇▇▇▇▇▇▇▇▇▇▇▇▇▇▇▇▇▇▇▇▇▇▇▇▇▇▇▇▇▇

7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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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49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aren

▇▇▇▇▇▇▇▇▇▇▇▇▇▇▇▇▇▇▇▇▇▇▇▇▇▇▇▇▇▇

7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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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4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acky ho

▇▇▇▇▇▇▇▇▇▇▇▇▇▇▇▇▇▇▇▇▇▇▇▇▇▇▇▇▇▇

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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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4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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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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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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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ong Yuk Sang

▇▇▇▇▇▇▇▇▇▇▇▇▇▇▇▇▇▇▇▇▇▇▇▇▇▇▇▇▇▇

7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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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sible SPAM Offensive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
的選項

03/05/2018 18:4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ap Chan

▇▇▇▇▇▇▇▇▇▇▇▇▇▇▇▇▇▇▇▇▇▇▇▇▇▇▇▇▇▇

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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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4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enlee

▇▇▇▇▇▇▇▇▇▇▇▇▇▇▇▇▇▇▇▇▇▇▇▇▇▇▇▇▇▇

7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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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4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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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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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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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onathan Chan

▇▇▇▇▇▇▇▇▇▇▇▇▇▇▇▇▇▇▇▇▇▇▇▇▇▇▇▇▇▇

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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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4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i

▇▇▇▇▇▇▇▇▇▇▇▇▇▇▇▇▇▇▇▇▇▇▇▇▇▇▇▇▇▇

7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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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4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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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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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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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eung wai shan

▇▇▇▇▇▇▇▇▇▇▇▇▇▇▇▇▇▇▇▇▇▇▇▇▇▇▇▇▇▇

7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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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4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ung Yuen Ling

▇▇▇▇▇▇▇▇▇▇▇▇▇▇▇▇▇▇▇▇▇▇▇▇▇▇▇▇▇▇

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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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4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ris Cheung

▇▇▇▇▇▇▇▇▇▇▇▇▇▇▇▇▇▇▇▇▇▇▇▇▇▇▇▇▇▇

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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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39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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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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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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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u Chin Wing

▇▇▇▇▇▇▇▇▇▇▇▇▇▇▇▇▇▇▇▇▇▇▇▇▇▇▇▇▇▇

7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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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3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baby

▇▇▇▇▇▇▇▇▇▇▇▇▇▇▇▇▇▇▇▇▇▇▇▇▇▇▇▇▇▇

7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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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3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gnès Colette

▇▇▇▇▇▇▇▇▇▇▇▇▇▇▇▇▇▇▇▇▇▇▇▇▇▇▇▇▇▇

7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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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3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ichelle Yeung

▇▇▇▇▇▇▇▇▇▇▇▇▇▇▇▇▇▇▇▇▇▇▇▇▇▇▇▇▇▇

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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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3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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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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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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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ris lee

▇▇▇▇▇▇▇▇▇▇▇▇▇▇▇▇▇▇▇▇▇▇▇▇▇▇▇▇▇▇

7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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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3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rthur

▇▇▇▇▇▇▇▇▇▇▇▇▇▇▇▇▇▇▇▇▇▇▇▇▇▇▇▇▇▇

7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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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35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bel lee

▇▇▇▇▇▇▇▇▇▇▇▇▇▇▇▇▇▇▇▇▇▇▇▇▇▇▇▇▇▇

7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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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35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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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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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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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Ida

▇▇▇▇▇▇▇▇▇▇▇▇▇▇▇▇▇▇▇▇▇▇▇▇▇▇▇▇▇▇

7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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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3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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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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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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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i lun lai

▇▇▇▇▇▇▇▇▇▇▇▇▇▇▇▇▇▇▇▇▇▇▇▇▇▇▇▇▇▇

7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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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31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anny CHAN

▇▇▇▇▇▇▇▇▇▇▇▇▇▇▇▇▇▇▇▇▇▇▇▇▇▇▇▇▇▇

7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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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3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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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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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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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uen Ming

▇▇▇▇▇▇▇▇▇▇▇▇▇▇▇▇▇▇▇▇▇▇▇▇▇▇▇▇▇▇

7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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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2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Gladys Wong

▇▇▇▇▇▇▇▇▇▇▇▇▇▇▇▇▇▇▇▇▇▇▇▇▇▇▇▇▇▇

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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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2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ichael Chong

▇▇▇▇▇▇▇▇▇▇▇▇▇▇▇▇▇▇▇▇▇▇▇▇▇▇▇▇▇▇

7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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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2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gnes Lai

▇▇▇▇▇▇▇▇▇▇▇▇▇▇▇▇▇▇▇▇▇▇▇▇▇▇▇▇▇▇

7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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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2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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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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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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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IU KANO

▇▇▇▇▇▇▇▇▇▇▇▇▇▇▇▇▇▇▇▇▇▇▇▇▇▇▇▇▇▇

7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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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2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eryl Tam

▇▇▇▇▇▇▇▇▇▇▇▇▇▇▇▇▇▇▇▇▇▇▇▇▇▇▇▇▇▇

7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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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2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an lei

▇▇▇▇▇▇▇▇▇▇▇▇▇▇▇▇▇▇▇▇▇▇▇▇▇▇▇▇▇▇

7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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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2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ue wing hong

▇▇▇▇▇▇▇▇▇▇▇▇▇▇▇▇▇▇▇▇▇▇▇▇▇▇▇▇▇▇

7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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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1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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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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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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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vonne Yip

▇▇▇▇▇▇▇▇▇▇▇▇▇▇▇▇▇▇▇▇▇▇▇▇▇▇▇▇▇▇

7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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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1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u

▇▇▇▇▇▇▇▇▇▇▇▇▇▇▇▇▇▇▇▇▇▇▇▇▇▇▇▇▇▇

7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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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1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g Ka Wing

▇▇▇▇▇▇▇▇▇▇▇▇▇▇▇▇▇▇▇▇▇▇▇▇▇▇▇▇▇▇

7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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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1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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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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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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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g Chi Ho Kerwin

▇▇▇▇▇▇▇▇▇▇▇▇▇▇▇▇▇▇▇▇▇▇▇▇▇▇▇▇▇▇

7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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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1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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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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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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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shleyYuen

▇▇▇▇▇▇▇▇▇▇▇▇▇▇▇▇▇▇▇▇▇▇▇▇▇▇▇▇▇▇

7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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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GoGo Ko

▇▇▇▇▇▇▇▇▇▇▇▇▇▇▇▇▇▇▇▇▇▇▇▇▇▇▇▇▇▇

7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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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0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ngela Yiu

▇▇▇▇▇▇▇▇▇▇▇▇▇▇▇▇▇▇▇▇▇▇▇▇▇▇▇▇▇▇

7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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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01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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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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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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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eslie Kwok

▇▇▇▇▇▇▇▇▇▇▇▇▇▇▇▇▇▇▇▇▇▇▇▇▇▇▇▇▇▇

7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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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8:01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陳均怡

▇▇▇▇▇▇▇▇▇▇▇▇▇▇▇▇▇▇▇▇▇▇▇▇▇▇▇▇▇▇

7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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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59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haron Tong

▇▇▇▇▇▇▇▇▇▇▇▇▇▇▇▇▇▇▇▇▇▇▇▇▇▇▇▇▇▇

7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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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59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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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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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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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inda Leung

▇▇▇▇▇▇▇▇▇▇▇▇▇▇▇▇▇▇▇▇▇▇▇▇▇▇▇▇▇▇

7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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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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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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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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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Geresin

▇▇▇▇▇▇▇▇▇▇▇▇▇▇▇▇▇▇▇▇▇▇▇▇▇▇▇▇▇▇

7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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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cho

▇▇▇▇▇▇▇▇▇▇▇▇▇▇▇▇▇▇▇▇▇▇▇▇▇▇▇▇▇▇

7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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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5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immy Lee

▇▇▇▇▇▇▇▇▇▇▇▇▇▇▇▇▇▇▇▇▇▇▇▇▇▇▇▇▇▇

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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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5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Fok nicola

▇▇▇▇▇▇▇▇▇▇▇▇▇▇▇▇▇▇▇▇▇▇▇▇▇▇▇▇▇▇

7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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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5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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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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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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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innie Luk

▇▇▇▇▇▇▇▇▇▇▇▇▇▇▇▇▇▇▇▇▇▇▇▇▇▇▇▇▇▇

7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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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Frank

▇▇▇▇▇▇▇▇▇▇▇▇▇▇▇▇▇▇▇▇▇▇▇▇▇▇▇▇▇▇

7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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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4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ris

▇▇▇▇▇▇▇▇▇▇▇▇▇▇▇▇▇▇▇▇▇▇▇▇▇▇▇▇▇▇

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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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4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ui Yuen Lai

▇▇▇▇▇▇▇▇▇▇▇▇▇▇▇▇▇▇▇▇▇▇▇▇▇▇▇▇▇▇

7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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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4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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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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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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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i Wing Ling

▇▇▇▇▇▇▇▇▇▇▇▇▇▇▇▇▇▇▇▇▇▇▇▇▇▇▇▇▇▇

7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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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4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ohn wu

▇▇▇▇▇▇▇▇▇▇▇▇▇▇▇▇▇▇▇▇▇▇▇▇▇▇▇▇▇▇

7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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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4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zeto Tsz Ling

▇▇▇▇▇▇▇▇▇▇▇▇▇▇▇▇▇▇▇▇▇▇▇▇▇▇▇▇▇▇

7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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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4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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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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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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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

▇▇▇▇▇▇▇▇▇▇▇▇▇▇▇▇▇▇▇▇▇▇▇▇▇▇▇▇▇▇

7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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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3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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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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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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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 Keung

▇▇▇▇▇▇▇▇▇▇▇▇▇▇▇▇▇▇▇▇▇▇▇▇▇▇▇▇▇▇

7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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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3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eng Po Yee Ivy

▇▇▇▇▇▇▇▇▇▇▇▇▇▇▇▇▇▇▇▇▇▇▇▇▇▇▇▇▇▇

7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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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3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oan Lau

▇▇▇▇▇▇▇▇▇▇▇▇▇▇▇▇▇▇▇▇▇▇▇▇▇▇▇▇▇▇

7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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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3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osephine Chan

▇▇▇▇▇▇▇▇▇▇▇▇▇▇▇▇▇▇▇▇▇▇▇▇▇▇▇▇▇▇

7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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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3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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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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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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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Norman

▇▇▇▇▇▇▇▇▇▇▇▇▇▇▇▇▇▇▇▇▇▇▇▇▇▇▇▇▇▇

7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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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2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eith Lam

▇▇▇▇▇▇▇▇▇▇▇▇▇▇▇▇▇▇▇▇▇▇▇▇▇▇▇▇▇▇

7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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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25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furnace lam

▇▇▇▇▇▇▇▇▇▇▇▇▇▇▇▇▇▇▇▇▇▇▇▇▇▇▇▇▇▇

7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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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2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u

▇▇▇▇▇▇▇▇▇▇▇▇▇▇▇▇▇▇▇▇▇▇▇▇▇▇▇▇▇▇

7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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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2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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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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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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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ee Kwok Wai

▇▇▇▇▇▇▇▇▇▇▇▇▇▇▇▇▇▇▇▇▇▇▇▇▇▇▇▇▇▇

7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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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2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iu Lai Ha

▇▇▇▇▇▇▇▇▇▇▇▇▇▇▇▇▇▇▇▇▇▇▇▇▇▇▇▇▇▇

7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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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2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ha

▇▇▇▇▇▇▇▇▇▇▇▇▇▇▇▇▇▇▇▇▇▇▇▇▇▇▇▇▇▇

7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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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2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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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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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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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Gloria Tsang

▇▇▇▇▇▇▇▇▇▇▇▇▇▇▇▇▇▇▇▇▇▇▇▇▇▇▇▇▇▇

7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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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19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lex Chan

▇▇▇▇▇▇▇▇▇▇▇▇▇▇▇▇▇▇▇▇▇▇▇▇▇▇▇▇▇▇

7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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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1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ow Chi Yin

▇▇▇▇▇▇▇▇▇▇▇▇▇▇▇▇▇▇▇▇▇▇▇▇▇▇▇▇▇▇

7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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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1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I PAK CHEUNG

▇▇▇▇▇▇▇▇▇▇▇▇▇▇▇▇▇▇▇▇▇▇▇▇▇▇▇▇▇▇

7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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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15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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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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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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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lice Cheng

▇▇▇▇▇▇▇▇▇▇▇▇▇▇▇▇▇▇▇▇▇▇▇▇▇▇▇▇▇▇

7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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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15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endypo

▇▇▇▇▇▇▇▇▇▇▇▇▇▇▇▇▇▇▇▇▇▇▇▇▇▇▇▇▇▇

7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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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ichael Mui

▇▇▇▇▇▇▇▇▇▇▇▇▇▇▇▇▇▇▇▇▇▇▇▇▇▇▇▇▇▇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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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0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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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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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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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imon Mak

▇▇▇▇▇▇▇▇▇▇▇▇▇▇▇▇▇▇▇▇▇▇▇▇▇▇▇▇▇▇

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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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0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n Ng

▇▇▇▇▇▇▇▇▇▇▇▇▇▇▇▇▇▇▇▇▇▇▇▇▇▇▇▇▇▇

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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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0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eung Man Yi Ida

▇▇▇▇▇▇▇▇▇▇▇▇▇▇▇▇▇▇▇▇▇▇▇▇▇▇▇▇▇▇

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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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0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Huang sau wan

▇▇▇▇▇▇▇▇▇▇▇▇▇▇▇▇▇▇▇▇▇▇▇▇▇▇▇▇▇▇

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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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05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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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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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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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eung Kwok Ho

▇▇▇▇▇▇▇▇▇▇▇▇▇▇▇▇▇▇▇▇▇▇▇▇▇▇▇▇▇▇

7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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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0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elson Kong

▇▇▇▇▇▇▇▇▇▇▇▇▇▇▇▇▇▇▇▇▇▇▇▇▇▇▇▇▇▇

7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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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0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ung Hao Yin

▇▇▇▇▇▇▇▇▇▇▇▇▇▇▇▇▇▇▇▇▇▇▇▇▇▇▇▇▇▇

7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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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0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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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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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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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om

▇▇▇▇▇▇▇▇▇▇▇▇▇▇▇▇▇▇▇▇▇▇▇▇▇▇▇▇▇▇

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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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7:0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teven Chan

▇▇▇▇▇▇▇▇▇▇▇▇▇▇▇▇▇▇▇▇▇▇▇▇▇▇▇▇▇▇

7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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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orinia Chan

▇▇▇▇▇▇▇▇▇▇▇▇▇▇▇▇▇▇▇▇▇▇▇▇▇▇▇▇▇▇

7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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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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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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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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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 kam sing

▇▇▇▇▇▇▇▇▇▇▇▇▇▇▇▇▇▇▇▇▇▇▇▇▇▇▇▇▇▇

7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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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5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am Tsui

▇▇▇▇▇▇▇▇▇▇▇▇▇▇▇▇▇▇▇▇▇▇▇▇▇▇▇▇▇▇

7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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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55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ancy Chow

▇▇▇▇▇▇▇▇▇▇▇▇▇▇▇▇▇▇▇▇▇▇▇▇▇▇▇▇▇▇

7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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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5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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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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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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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iu

▇▇▇▇▇▇▇▇▇▇▇▇▇▇▇▇▇▇▇▇▇▇▇▇▇▇▇▇▇▇

7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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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5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laine Wan

▇▇▇▇▇▇▇▇▇▇▇▇▇▇▇▇▇▇▇▇▇▇▇▇▇▇▇▇▇▇

7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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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5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nno Cheung

▇▇▇▇▇▇▇▇▇▇▇▇▇▇▇▇▇▇▇▇▇▇▇▇▇▇▇▇▇▇

7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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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5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heryl

▇▇▇▇▇▇▇▇▇▇▇▇▇▇▇▇▇▇▇▇▇▇▇▇▇▇▇▇▇▇

7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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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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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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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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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Emily Ng

▇▇▇▇▇▇▇▇▇▇▇▇▇▇▇▇▇▇▇▇▇▇▇▇▇▇▇▇▇▇

7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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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4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ung kwok wai

▇▇▇▇▇▇▇▇▇▇▇▇▇▇▇▇▇▇▇▇▇▇▇▇▇▇▇▇▇▇

7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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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4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pril Li

▇▇▇▇▇▇▇▇▇▇▇▇▇▇▇▇▇▇▇▇▇▇▇▇▇▇▇▇▇▇

7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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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4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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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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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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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aggie Leung

▇▇▇▇▇▇▇▇▇▇▇▇▇▇▇▇▇▇▇▇▇▇▇▇▇▇▇▇▇▇

7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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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4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arlos Ng

▇▇▇▇▇▇▇▇▇▇▇▇▇▇▇▇▇▇▇▇▇▇▇▇▇▇▇▇▇▇

7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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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4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Patrick Lo

▇▇▇▇▇▇▇▇▇▇▇▇▇▇▇▇▇▇▇▇▇▇▇▇▇▇▇▇▇▇

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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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4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Poon YK

▇▇▇▇▇▇▇▇▇▇▇▇▇▇▇▇▇▇▇▇▇▇▇▇▇▇▇▇▇▇

7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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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4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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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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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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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Fanny Lee

▇▇▇▇▇▇▇▇▇▇▇▇▇▇▇▇▇▇▇▇▇▇▇▇▇▇▇▇▇▇

7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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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3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m Hoi Yee

▇▇▇▇▇▇▇▇▇▇▇▇▇▇▇▇▇▇▇▇▇▇▇▇▇▇▇▇▇▇

7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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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3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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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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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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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Gloria Chan

▇▇▇▇▇▇▇▇▇▇▇▇▇▇▇▇▇▇▇▇▇▇▇▇▇▇▇▇▇▇

7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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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3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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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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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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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endy

▇▇▇▇▇▇▇▇▇▇▇▇▇▇▇▇▇▇▇▇▇▇▇▇▇▇▇▇▇▇

7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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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3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Ricky Yunghk

▇▇▇▇▇▇▇▇▇▇▇▇▇▇▇▇▇▇▇▇▇▇▇▇▇▇▇▇▇▇

7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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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3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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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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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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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 K Chau

▇▇▇▇▇▇▇▇▇▇▇▇▇▇▇▇▇▇▇▇▇▇▇▇▇▇▇▇▇▇

7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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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3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Ophelia Ngan

▇▇▇▇▇▇▇▇▇▇▇▇▇▇▇▇▇▇▇▇▇▇▇▇▇▇▇▇▇▇

7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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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3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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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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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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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amadi Herman

▇▇▇▇▇▇▇▇▇▇▇▇▇▇▇▇▇▇▇▇▇▇▇▇▇▇▇▇▇▇

7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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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3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 man lok

▇▇▇▇▇▇▇▇▇▇▇▇▇▇▇▇▇▇▇▇▇▇▇▇▇▇▇▇▇▇

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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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3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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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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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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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eung M Y

▇▇▇▇▇▇▇▇▇▇▇▇▇▇▇▇▇▇▇▇▇▇▇▇▇▇▇▇▇▇

7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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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2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eu Geoffrey

▇▇▇▇▇▇▇▇▇▇▇▇▇▇▇▇▇▇▇▇▇▇▇▇▇▇▇▇▇▇

7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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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2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bel wong

▇▇▇▇▇▇▇▇▇▇▇▇▇▇▇▇▇▇▇▇▇▇▇▇▇▇▇▇▇▇

7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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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2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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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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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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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Rick Tang

▇▇▇▇▇▇▇▇▇▇▇▇▇▇▇▇▇▇▇▇▇▇▇▇▇▇▇▇▇▇

7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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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2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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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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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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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eung man lam

▇▇▇▇▇▇▇▇▇▇▇▇▇▇▇▇▇▇▇▇▇▇▇▇▇▇▇▇▇▇

7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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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2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G chan

▇▇▇▇▇▇▇▇▇▇▇▇▇▇▇▇▇▇▇▇▇▇▇▇▇▇▇▇▇▇

7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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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2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ai Piu Wong

▇▇▇▇▇▇▇▇▇▇▇▇▇▇▇▇▇▇▇▇▇▇▇▇▇▇▇▇▇▇

7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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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2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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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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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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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lara Ho

▇▇▇▇▇▇▇▇▇▇▇▇▇▇▇▇▇▇▇▇▇▇▇▇▇▇▇▇▇▇

7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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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2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李偉文

▇▇▇▇▇▇▇▇▇▇▇▇▇▇▇▇▇▇▇▇▇▇▇▇▇▇▇▇▇▇

7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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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2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Kin Kay

▇▇▇▇▇▇▇▇▇▇▇▇▇▇▇▇▇▇▇▇▇▇▇▇▇▇▇▇▇▇

7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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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1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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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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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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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Hermes Tang

▇▇▇▇▇▇▇▇▇▇▇▇▇▇▇▇▇▇▇▇▇▇▇▇▇▇▇▇▇▇

7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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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1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chi wah

▇▇▇▇▇▇▇▇▇▇▇▇▇▇▇▇▇▇▇▇▇▇▇▇▇▇▇▇▇▇

7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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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1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偉明

▇▇▇▇▇▇▇▇▇▇▇▇▇▇▇▇▇▇▇▇▇▇▇▇▇▇▇▇▇▇

7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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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1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

7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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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1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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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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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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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 Shun Cheong Robert

▇▇▇▇▇▇▇▇▇▇▇▇▇▇▇▇▇▇▇▇▇▇▇▇▇▇▇▇▇▇

7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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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1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uk

▇▇▇▇▇▇▇▇▇▇▇▇▇▇▇▇▇▇▇▇▇▇▇▇▇▇▇▇▇▇

7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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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09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PM

▇▇▇▇▇▇▇▇▇▇▇▇▇▇▇▇▇▇▇▇▇▇▇▇▇▇▇▇▇▇

7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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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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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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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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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ai chung

▇▇▇▇▇▇▇▇▇▇▇▇▇▇▇▇▇▇▇▇▇▇▇▇▇▇▇▇▇▇

7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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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ing

▇▇▇▇▇▇▇▇▇▇▇▇▇▇▇▇▇▇▇▇▇▇▇▇▇▇▇▇▇▇

7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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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0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iu Wing Hang

▇▇▇▇▇▇▇▇▇▇▇▇▇▇▇▇▇▇▇▇▇▇▇▇▇▇▇▇▇▇

7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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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0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tthew Leung

▇▇▇▇▇▇▇▇▇▇▇▇▇▇▇▇▇▇▇▇▇▇▇▇▇▇▇▇▇▇

7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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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0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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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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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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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胡文健

▇▇▇▇▇▇▇▇▇▇▇▇▇▇▇▇▇▇▇▇▇▇▇▇▇▇▇▇▇▇

7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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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0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i rain yip

▇▇▇▇▇▇▇▇▇▇▇▇▇▇▇▇▇▇▇▇▇▇▇▇▇▇▇▇▇▇

7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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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0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va

▇▇▇▇▇▇▇▇▇▇▇▇▇▇▇▇▇▇▇▇▇▇▇▇▇▇▇▇▇▇

7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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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6:0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張先生

▇▇▇▇▇▇▇▇▇▇▇▇▇▇▇▇▇▇▇▇▇▇▇▇▇▇▇▇▇▇

7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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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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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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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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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grace

▇▇▇▇▇▇▇▇▇▇▇▇▇▇▇▇▇▇▇▇▇▇▇▇▇▇▇▇▇▇

7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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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TH

▇▇▇▇▇▇▇▇▇▇▇▇▇▇▇▇▇▇▇▇▇▇▇▇▇▇▇▇▇▇

7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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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5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林永厚

▇▇▇▇▇▇▇▇▇▇▇▇▇▇▇▇▇▇▇▇▇▇▇▇▇▇▇▇▇▇

7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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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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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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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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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po

▇▇▇▇▇▇▇▇▇▇▇▇▇▇▇▇▇▇▇▇▇▇▇▇▇▇▇▇▇▇

7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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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4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sui Hei Lam

▇▇▇▇▇▇▇▇▇▇▇▇▇▇▇▇▇▇▇▇▇▇▇▇▇▇▇▇▇▇

7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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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4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ndy Lai

▇▇▇▇▇▇▇▇▇▇▇▇▇▇▇▇▇▇▇▇▇▇▇▇▇▇▇▇▇▇

7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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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4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蕭驊瑢

▇▇▇▇▇▇▇▇▇▇▇▇▇▇▇▇▇▇▇▇▇▇▇▇▇▇▇▇▇▇

7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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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4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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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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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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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Emily Yip

▇▇▇▇▇▇▇▇▇▇▇▇▇▇▇▇▇▇▇▇▇▇▇▇▇▇▇▇▇▇

7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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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41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David

▇▇▇▇▇▇▇▇▇▇▇▇▇▇▇▇▇▇▇▇▇▇▇▇▇▇▇▇▇▇

7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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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3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

▇▇▇▇▇▇▇▇▇▇▇▇▇▇▇▇▇▇▇▇▇▇▇▇▇▇▇▇▇▇

7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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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3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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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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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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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oyce Wong

▇▇▇▇▇▇▇▇▇▇▇▇▇▇▇▇▇▇▇▇▇▇▇▇▇▇▇▇▇▇

7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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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3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m Chi Tak

▇▇▇▇▇▇▇▇▇▇▇▇▇▇▇▇▇▇▇▇▇▇▇▇▇▇▇▇▇▇

7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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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3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IP SIU YING

▇▇▇▇▇▇▇▇▇▇▇▇▇▇▇▇▇▇▇▇▇▇▇▇▇▇▇▇▇▇

7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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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3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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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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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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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David Chik

▇▇▇▇▇▇▇▇▇▇▇▇▇▇▇▇▇▇▇▇▇▇▇▇▇▇▇▇▇▇

7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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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2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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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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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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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ony Law

▇▇▇▇▇▇▇▇▇▇▇▇▇▇▇▇▇▇▇▇▇▇▇▇▇▇▇▇▇▇

7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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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2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ngela leung

▇▇▇▇▇▇▇▇▇▇▇▇▇▇▇▇▇▇▇▇▇▇▇▇▇▇▇▇▇▇

7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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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2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余嘉慧

▇▇▇▇▇▇▇▇▇▇▇▇▇▇▇▇▇▇▇▇▇▇▇▇▇▇▇▇▇▇

7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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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1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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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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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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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Ben Leung

▇▇▇▇▇▇▇▇▇▇▇▇▇▇▇▇▇▇▇▇▇▇▇▇▇▇▇▇▇▇

7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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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1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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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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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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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oon Wong

▇▇▇▇▇▇▇▇▇▇▇▇▇▇▇▇▇▇▇▇▇▇▇▇▇▇▇▇▇▇

7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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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1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laine Yau

▇▇▇▇▇▇▇▇▇▇▇▇▇▇▇▇▇▇▇▇▇▇▇▇▇▇▇▇▇▇

7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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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1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e Siu Ling

▇▇▇▇▇▇▇▇▇▇▇▇▇▇▇▇▇▇▇▇▇▇▇▇▇▇▇▇▇▇

7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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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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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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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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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HW Tsui

▇▇▇▇▇▇▇▇▇▇▇▇▇▇▇▇▇▇▇▇▇▇▇▇▇▇▇▇▇▇

7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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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0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Ring

▇▇▇▇▇▇▇▇▇▇▇▇▇▇▇▇▇▇▇▇▇▇▇▇▇▇▇▇▇▇

7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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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0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atherine Chua

▇▇▇▇▇▇▇▇▇▇▇▇▇▇▇▇▇▇▇▇▇▇▇▇▇▇▇▇▇▇

7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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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0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Percy Chow

▇▇▇▇▇▇▇▇▇▇▇▇▇▇▇▇▇▇▇▇▇▇▇▇▇▇▇▇▇▇

7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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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0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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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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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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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梁振偉

▇▇▇▇▇▇▇▇▇▇▇▇▇▇▇▇▇▇▇▇▇▇▇▇▇▇▇▇▇▇

7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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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0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ris

▇▇▇▇▇▇▇▇▇▇▇▇▇▇▇▇▇▇▇▇▇▇▇▇▇▇▇▇▇▇

7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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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0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王韶龍

▇▇▇▇▇▇▇▇▇▇▇▇▇▇▇▇▇▇▇▇▇▇▇▇▇▇▇▇▇▇

7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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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0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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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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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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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uki Lai

▇▇▇▇▇▇▇▇▇▇▇▇▇▇▇▇▇▇▇▇▇▇▇▇▇▇▇▇▇▇

7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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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0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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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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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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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 Wong

▇▇▇▇▇▇▇▇▇▇▇▇▇▇▇▇▇▇▇▇▇▇▇▇▇▇▇▇▇▇

7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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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0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dickto

▇▇▇▇▇▇▇▇▇▇▇▇▇▇▇▇▇▇▇▇▇▇▇▇▇▇▇▇▇▇

7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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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0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i Mei Fung

▇▇▇▇▇▇▇▇▇▇▇▇▇▇▇▇▇▇▇▇▇▇▇▇▇▇▇▇▇▇

7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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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0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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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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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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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

▇▇▇▇▇▇▇▇▇▇▇▇▇▇▇▇▇▇▇▇▇▇▇▇▇▇▇▇▇▇

7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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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5:0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u Ching Pong

▇▇▇▇▇▇▇▇▇▇▇▇▇▇▇▇▇▇▇▇▇▇▇▇▇▇▇▇▇▇

7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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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Gary Yip

▇▇▇▇▇▇▇▇▇▇▇▇▇▇▇▇▇▇▇▇▇▇▇▇▇▇▇▇▇▇

7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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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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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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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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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ngela Tang

▇▇▇▇▇▇▇▇▇▇▇▇▇▇▇▇▇▇▇▇▇▇▇▇▇▇▇▇▇▇

7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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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5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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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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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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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Franco Chan

▇▇▇▇▇▇▇▇▇▇▇▇▇▇▇▇▇▇▇▇▇▇▇▇▇▇▇▇▇▇

7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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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5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雲飛

▇▇▇▇▇▇▇▇▇▇▇▇▇▇▇▇▇▇▇▇▇▇▇▇▇▇▇▇▇▇

7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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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5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Pak Lai Shan

▇▇▇▇▇▇▇▇▇▇▇▇▇▇▇▇▇▇▇▇▇▇▇▇▇▇▇▇▇▇

7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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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5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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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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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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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Pauline Kwok

▇▇▇▇▇▇▇▇▇▇▇▇▇▇▇▇▇▇▇▇▇▇▇▇▇▇▇▇▇▇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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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5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ENG Shing Kwong

▇▇▇▇▇▇▇▇▇▇▇▇▇▇▇▇▇▇▇▇▇▇▇▇▇▇▇▇▇▇

7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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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5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m wing kin

▇▇▇▇▇▇▇▇▇▇▇▇▇▇▇▇▇▇▇▇▇▇▇▇▇▇▇▇▇▇

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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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5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w

▇▇▇▇▇▇▇▇▇▇▇▇▇▇▇▇▇▇▇▇▇▇▇▇▇▇▇▇▇▇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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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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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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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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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 Chun

▇▇▇▇▇▇▇▇▇▇▇▇▇▇▇▇▇▇▇▇▇▇▇▇▇▇▇▇▇▇

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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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ung Mei Yi

▇▇▇▇▇▇▇▇▇▇▇▇▇▇▇▇▇▇▇▇▇▇▇▇▇▇▇▇▇▇

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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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4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i

▇▇▇▇▇▇▇▇▇▇▇▇▇▇▇▇▇▇▇▇▇▇▇▇▇▇▇▇▇▇

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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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4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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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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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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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unny Chan

▇▇▇▇▇▇▇▇▇▇▇▇▇▇▇▇▇▇▇▇▇▇▇▇▇▇▇▇▇▇

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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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4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ing Wan Wendy Lo

▇▇▇▇▇▇▇▇▇▇▇▇▇▇▇▇▇▇▇▇▇▇▇▇▇▇▇▇▇▇

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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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4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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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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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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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Holly Wong

▇▇▇▇▇▇▇▇▇▇▇▇▇▇▇▇▇▇▇▇▇▇▇▇▇▇▇▇▇▇

7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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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4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so chin hung

▇▇▇▇▇▇▇▇▇▇▇▇▇▇▇▇▇▇▇▇▇▇▇▇▇▇▇▇▇▇

7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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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4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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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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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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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 Dit Sun

▇▇▇▇▇▇▇▇▇▇▇▇▇▇▇▇▇▇▇▇▇▇▇▇▇▇▇▇▇▇

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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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3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elly To

▇▇▇▇▇▇▇▇▇▇▇▇▇▇▇▇▇▇▇▇▇▇▇▇▇▇▇▇▇▇

7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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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3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eng lai king

▇▇▇▇▇▇▇▇▇▇▇▇▇▇▇▇▇▇▇▇▇▇▇▇▇▇▇▇▇▇

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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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2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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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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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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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 S

▇▇▇▇▇▇▇▇▇▇▇▇▇▇▇▇▇▇▇▇▇▇▇▇▇▇▇▇▇▇

7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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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2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Brian Chiang

▇▇▇▇▇▇▇▇▇▇▇▇▇▇▇▇▇▇▇▇▇▇▇▇▇▇▇▇▇▇

7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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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25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ncy

▇▇▇▇▇▇▇▇▇▇▇▇▇▇▇▇▇▇▇▇▇▇▇▇▇▇▇▇▇▇

7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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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2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mmesa Chan

▇▇▇▇▇▇▇▇▇▇▇▇▇▇▇▇▇▇▇▇▇▇▇▇▇▇▇▇▇▇

7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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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2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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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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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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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Gary Yim

▇▇▇▇▇▇▇▇▇▇▇▇▇▇▇▇▇▇▇▇▇▇▇▇▇▇▇▇▇▇

7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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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2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IU TAT SANG

▇▇▇▇▇▇▇▇▇▇▇▇▇▇▇▇▇▇▇▇▇▇▇▇▇▇▇▇▇▇

7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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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21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homas Tam

▇▇▇▇▇▇▇▇▇▇▇▇▇▇▇▇▇▇▇▇▇▇▇▇▇▇▇▇▇▇

7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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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1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ony Tong

▇▇▇▇▇▇▇▇▇▇▇▇▇▇▇▇▇▇▇▇▇▇▇▇▇▇▇▇▇▇

7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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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15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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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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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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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Rebecca Ng

▇▇▇▇▇▇▇▇▇▇▇▇▇▇▇▇▇▇▇▇▇▇▇▇▇▇▇▇▇▇

7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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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1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e Suk Nga

▇▇▇▇▇▇▇▇▇▇▇▇▇▇▇▇▇▇▇▇▇▇▇▇▇▇▇▇▇▇

7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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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1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eck Mei Chee

▇▇▇▇▇▇▇▇▇▇▇▇▇▇▇▇▇▇▇▇▇▇▇▇▇▇▇▇▇▇

7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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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1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euk chak nar

▇▇▇▇▇▇▇▇▇▇▇▇▇▇▇▇▇▇▇▇▇▇▇▇▇▇▇▇▇▇

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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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1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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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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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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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ak ka yui

▇▇▇▇▇▇▇▇▇▇▇▇▇▇▇▇▇▇▇▇▇▇▇▇▇▇▇▇▇▇

7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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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1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Flora Lau

▇▇▇▇▇▇▇▇▇▇▇▇▇▇▇▇▇▇▇▇▇▇▇▇▇▇▇▇▇▇

7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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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1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olly

▇▇▇▇▇▇▇▇▇▇▇▇▇▇▇▇▇▇▇▇▇▇▇▇▇▇▇▇▇▇

7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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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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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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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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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Riki

▇▇▇▇▇▇▇▇▇▇▇▇▇▇▇▇▇▇▇▇▇▇▇▇▇▇▇▇▇▇

7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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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i

▇▇▇▇▇▇▇▇▇▇▇▇▇▇▇▇▇▇▇▇▇▇▇▇▇▇▇▇▇▇

7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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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zoe lam

▇▇▇▇▇▇▇▇▇▇▇▇▇▇▇▇▇▇▇▇▇▇▇▇▇▇▇▇▇▇

7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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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0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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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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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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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en LEUNG

▇▇▇▇▇▇▇▇▇▇▇▇▇▇▇▇▇▇▇▇▇▇▇▇▇▇▇▇▇▇

7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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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0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Raymund Lam

▇▇▇▇▇▇▇▇▇▇▇▇▇▇▇▇▇▇▇▇▇▇▇▇▇▇▇▇▇▇

7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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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0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ung Hing Shing

▇▇▇▇▇▇▇▇▇▇▇▇▇▇▇▇▇▇▇▇▇▇▇▇▇▇▇▇▇▇

7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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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0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am Annie

▇▇▇▇▇▇▇▇▇▇▇▇▇▇▇▇▇▇▇▇▇▇▇▇▇▇▇▇▇▇

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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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0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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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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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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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Royce Lee

▇▇▇▇▇▇▇▇▇▇▇▇▇▇▇▇▇▇▇▇▇▇▇▇▇▇▇▇▇▇

7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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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0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gnes

▇▇▇▇▇▇▇▇▇▇▇▇▇▇▇▇▇▇▇▇▇▇▇▇▇▇▇▇▇▇

7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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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0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eung Ching Hung

▇▇▇▇▇▇▇▇▇▇▇▇▇▇▇▇▇▇▇▇▇▇▇▇▇▇▇▇▇▇

7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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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0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ate Fong

▇▇▇▇▇▇▇▇▇▇▇▇▇▇▇▇▇▇▇▇▇▇▇▇▇▇▇▇▇▇

7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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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4:0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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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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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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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u Sau Yuen

▇▇▇▇▇▇▇▇▇▇▇▇▇▇▇▇▇▇▇▇▇▇▇▇▇▇▇▇▇▇

7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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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Vicki Wong

▇▇▇▇▇▇▇▇▇▇▇▇▇▇▇▇▇▇▇▇▇▇▇▇▇▇▇▇▇▇

7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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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i wing hang

▇▇▇▇▇▇▇▇▇▇▇▇▇▇▇▇▇▇▇▇▇▇▇▇▇▇▇▇▇▇

7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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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aren Cheung

▇▇▇▇▇▇▇▇▇▇▇▇▇▇▇▇▇▇▇▇▇▇▇▇▇▇▇▇▇▇

7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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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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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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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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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i Pui S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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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wr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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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5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m Cheuk Tat

▇▇▇▇▇▇▇▇▇▇▇▇▇▇▇▇▇▇▇▇▇▇▇▇▇▇▇▇▇▇

7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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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5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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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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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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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Ga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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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5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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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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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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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Hui Tin Y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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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5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asmine

▇▇▇▇▇▇▇▇▇▇▇▇▇▇▇▇▇▇▇▇▇▇▇▇▇▇▇▇▇▇

7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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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51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m Cho Wai

▇▇▇▇▇▇▇▇▇▇▇▇▇▇▇▇▇▇▇▇▇▇▇▇▇▇▇▇▇▇

7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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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51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eresa Tse

▇▇▇▇▇▇▇▇▇▇▇▇▇▇▇▇▇▇▇▇▇▇▇▇▇▇▇▇▇▇

7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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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51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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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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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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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ndrew T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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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racy Ch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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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Gigi a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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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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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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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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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Derek Mok

▇▇▇▇▇▇▇▇▇▇▇▇▇▇▇▇▇▇▇▇▇▇▇▇▇▇▇▇▇▇

7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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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49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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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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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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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essica

▇▇▇▇▇▇▇▇▇▇▇▇▇▇▇▇▇▇▇▇▇▇▇▇▇▇▇▇▇▇

7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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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4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olo Lam

▇▇▇▇▇▇▇▇▇▇▇▇▇▇▇▇▇▇▇▇▇▇▇▇▇▇▇▇▇▇

7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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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4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Mei Lin

▇▇▇▇▇▇▇▇▇▇▇▇▇▇▇▇▇▇▇▇▇▇▇▇▇▇▇▇▇▇

7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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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4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F Ng

▇▇▇▇▇▇▇▇▇▇▇▇▇▇▇▇▇▇▇▇▇▇▇▇▇▇▇▇▇▇

7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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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4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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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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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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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Rita Choy

▇▇▇▇▇▇▇▇▇▇▇▇▇▇▇▇▇▇▇▇▇▇▇▇▇▇▇▇▇▇

7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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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4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ommy Tong

▇▇▇▇▇▇▇▇▇▇▇▇▇▇▇▇▇▇▇▇▇▇▇▇▇▇▇▇▇▇

7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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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4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YM

▇▇▇▇▇▇▇▇▇▇▇▇▇▇▇▇▇▇▇▇▇▇▇▇▇▇▇▇▇▇

7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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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4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lbert Wong

▇▇▇▇▇▇▇▇▇▇▇▇▇▇▇▇▇▇▇▇▇▇▇▇▇▇▇▇▇▇

7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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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4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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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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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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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Os Ho

▇▇▇▇▇▇▇▇▇▇▇▇▇▇▇▇▇▇▇▇▇▇▇▇▇▇▇▇▇▇

7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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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4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Gary Chan

▇▇▇▇▇▇▇▇▇▇▇▇▇▇▇▇▇▇▇▇▇▇▇▇▇▇▇▇▇▇

7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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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3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m

▇▇▇▇▇▇▇▇▇▇▇▇▇▇▇▇▇▇▇▇▇▇▇▇▇▇▇▇▇▇

7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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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3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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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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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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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HW wong

▇▇▇▇▇▇▇▇▇▇▇▇▇▇▇▇▇▇▇▇▇▇▇▇▇▇▇▇▇▇

7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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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3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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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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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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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uki Wong

▇▇▇▇▇▇▇▇▇▇▇▇▇▇▇▇▇▇▇▇▇▇▇▇▇▇▇▇▇▇

7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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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37

From:   

To: tfls@devb.gov.hk

同樣要保衛香港高爾夫球會！

Best regards

▇▇▇▇▇▇▇▇▇▇▇▇▇▇▇▇▇▇▇▇▇▇▇▇▇▇▇▇▇▇

7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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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35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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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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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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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ouis Yeung

▇▇▇▇▇▇▇▇▇▇▇▇▇▇▇▇▇▇▇▇▇▇▇▇▇▇▇▇▇▇

7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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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35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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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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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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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Rodney chan

▇▇▇▇▇▇▇▇▇▇▇▇▇▇▇▇▇▇▇▇▇▇▇▇▇▇▇▇▇▇

7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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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3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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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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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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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ivic Edwards

▇▇▇▇▇▇▇▇▇▇▇▇▇▇▇▇▇▇▇▇▇▇▇▇▇▇▇▇▇▇

7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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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3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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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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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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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

▇▇▇▇▇▇▇▇▇▇▇▇▇▇▇▇▇▇▇▇▇▇▇▇▇▇▇▇▇▇

7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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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2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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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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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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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evin chung

▇▇▇▇▇▇▇▇▇▇▇▇▇▇▇▇▇▇▇▇▇▇▇▇▇▇▇▇▇▇

7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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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2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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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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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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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arissa siu

▇▇▇▇▇▇▇▇▇▇▇▇▇▇▇▇▇▇▇▇▇▇▇▇▇▇▇▇▇▇

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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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2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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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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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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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im sze mei

▇▇▇▇▇▇▇▇▇▇▇▇▇▇▇▇▇▇▇▇▇▇▇▇▇▇▇▇▇▇

7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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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2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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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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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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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ouisa Fok

▇▇▇▇▇▇▇▇▇▇▇▇▇▇▇▇▇▇▇▇▇▇▇▇▇▇▇▇▇▇

7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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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25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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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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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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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Elina Lau

▇▇▇▇▇▇▇▇▇▇▇▇▇▇▇▇▇▇▇▇▇▇▇▇▇▇▇▇▇▇

7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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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2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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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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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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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 KWOK WAI

▇▇▇▇▇▇▇▇▇▇▇▇▇▇▇▇▇▇▇▇▇▇▇▇▇▇▇▇▇▇

7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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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2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e chau

▇▇▇▇▇▇▇▇▇▇▇▇▇▇▇▇▇▇▇▇▇▇▇▇▇▇▇▇▇▇

7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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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2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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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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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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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ally

▇▇▇▇▇▇▇▇▇▇▇▇▇▇▇▇▇▇▇▇▇▇▇▇▇▇▇▇▇▇

7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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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2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i Yim Fong

▇▇▇▇▇▇▇▇▇▇▇▇▇▇▇▇▇▇▇▇▇▇▇▇▇▇▇▇▇▇

7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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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2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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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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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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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M KWOK HONG

▇▇▇▇▇▇▇▇▇▇▇▇▇▇▇▇▇▇▇▇▇▇▇▇▇▇▇▇▇▇

7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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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2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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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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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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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 F chung

▇▇▇▇▇▇▇▇▇▇▇▇▇▇▇▇▇▇▇▇▇▇▇▇▇▇▇▇▇▇

7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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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1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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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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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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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ammi yau

▇▇▇▇▇▇▇▇▇▇▇▇▇▇▇▇▇▇▇▇▇▇▇▇▇▇▇▇▇▇

7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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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1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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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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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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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ristine Kwok

▇▇▇▇▇▇▇▇▇▇▇▇▇▇▇▇▇▇▇▇▇▇▇▇▇▇▇▇▇▇

7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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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1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e Ka Hung

▇▇▇▇▇▇▇▇▇▇▇▇▇▇▇▇▇▇▇▇▇▇▇▇▇▇▇▇▇▇

7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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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1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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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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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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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Roger Tan

▇▇▇▇▇▇▇▇▇▇▇▇▇▇▇▇▇▇▇▇▇▇▇▇▇▇▇▇▇▇

7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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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1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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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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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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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iranda

▇▇▇▇▇▇▇▇▇▇▇▇▇▇▇▇▇▇▇▇▇▇▇▇▇▇▇▇▇▇

7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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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1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anet Chow

▇▇▇▇▇▇▇▇▇▇▇▇▇▇▇▇▇▇▇▇▇▇▇▇▇▇▇▇▇▇

7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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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1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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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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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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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Gaykey Chan

▇▇▇▇▇▇▇▇▇▇▇▇▇▇▇▇▇▇▇▇▇▇▇▇▇▇▇▇▇▇

7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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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1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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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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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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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u Hang Mei

▇▇▇▇▇▇▇▇▇▇▇▇▇▇▇▇▇▇▇▇▇▇▇▇▇▇▇▇▇▇

7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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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0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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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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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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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陳詠強

▇▇▇▇▇▇▇▇▇▇▇▇▇▇▇▇▇▇▇▇▇▇▇▇▇▇▇▇▇▇

7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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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0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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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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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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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m po wah

▇▇▇▇▇▇▇▇▇▇▇▇▇▇▇▇▇▇▇▇▇▇▇▇▇▇▇▇▇▇

7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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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0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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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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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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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iu man lok

▇▇▇▇▇▇▇▇▇▇▇▇▇▇▇▇▇▇▇▇▇▇▇▇▇▇▇▇▇▇

7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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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0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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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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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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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au Mei Ling

▇▇▇▇▇▇▇▇▇▇▇▇▇▇▇▇▇▇▇▇▇▇▇▇▇▇▇▇▇▇

7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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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0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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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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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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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ip Kit Chi

▇▇▇▇▇▇▇▇▇▇▇▇▇▇▇▇▇▇▇▇▇▇▇▇▇▇▇▇▇▇

7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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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0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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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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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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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ulia

▇▇▇▇▇▇▇▇▇▇▇▇▇▇▇▇▇▇▇▇▇▇▇▇▇▇▇▇▇▇

7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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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0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ry Leung

▇▇▇▇▇▇▇▇▇▇▇▇▇▇▇▇▇▇▇▇▇▇▇▇▇▇▇▇▇▇

7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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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0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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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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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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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OW TIMOTHY

▇▇▇▇▇▇▇▇▇▇▇▇▇▇▇▇▇▇▇▇▇▇▇▇▇▇▇▇▇▇

7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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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0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張家

▇▇▇▇▇▇▇▇▇▇▇▇▇▇▇▇▇▇▇▇▇▇▇▇▇▇▇▇▇▇

7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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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0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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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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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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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Rock Wong

▇▇▇▇▇▇▇▇▇▇▇▇▇▇▇▇▇▇▇▇▇▇▇▇▇▇▇▇▇▇

7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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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3:0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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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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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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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am bik san

▇▇▇▇▇▇▇▇▇▇▇▇▇▇▇▇▇▇▇▇▇▇▇▇▇▇▇▇▇▇

7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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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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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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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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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teven Lam

▇▇▇▇▇▇▇▇▇▇▇▇▇▇▇▇▇▇▇▇▇▇▇▇▇▇▇▇▇▇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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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5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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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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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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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o mon mon

▇▇▇▇▇▇▇▇▇▇▇▇▇▇▇▇▇▇▇▇▇▇▇▇▇▇▇▇▇▇

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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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5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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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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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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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Ivy

▇▇▇▇▇▇▇▇▇▇▇▇▇▇▇▇▇▇▇▇▇▇▇▇▇▇▇▇▇▇

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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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5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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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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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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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Osman Kitchell

▇▇▇▇▇▇▇▇▇▇▇▇▇▇▇▇▇▇▇▇▇▇▇▇▇▇▇▇▇▇

7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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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51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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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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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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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sim

▇▇▇▇▇▇▇▇▇▇▇▇▇▇▇▇▇▇▇▇▇▇▇▇▇▇▇▇▇▇

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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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51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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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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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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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bigrice

▇▇▇▇▇▇▇▇▇▇▇▇▇▇▇▇▇▇▇▇▇▇▇▇▇▇▇▇▇▇

7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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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51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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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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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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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 YY

▇▇▇▇▇▇▇▇▇▇▇▇▇▇▇▇▇▇▇▇▇▇▇▇▇▇▇▇▇▇

7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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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51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ack Lau

▇▇▇▇▇▇▇▇▇▇▇▇▇▇▇▇▇▇▇▇▇▇▇▇▇▇▇▇▇▇

788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51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ohn Lok

▇▇▇▇▇▇▇▇▇▇▇▇▇▇▇▇▇▇▇▇▇▇▇▇▇▇▇▇▇▇

788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51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enfred Cheng

▇▇▇▇▇▇▇▇▇▇▇▇▇▇▇▇▇▇▇▇▇▇▇▇▇▇▇▇▇▇

788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Portia Chung

▇▇▇▇▇▇▇▇▇▇▇▇▇▇▇▇▇▇▇▇▇▇▇▇▇▇▇▇▇▇

788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ai

▇▇▇▇▇▇▇▇▇▇▇▇▇▇▇▇▇▇▇▇▇▇▇▇▇▇▇▇▇▇

789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manda To

▇▇▇▇▇▇▇▇▇▇▇▇▇▇▇▇▇▇▇▇▇▇▇▇▇▇▇▇▇▇

789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Him Yeung

▇▇▇▇▇▇▇▇▇▇▇▇▇▇▇▇▇▇▇▇▇▇▇▇▇▇▇▇▇▇

789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ibyl

▇▇▇▇▇▇▇▇▇▇▇▇▇▇▇▇▇▇▇▇▇▇▇▇▇▇▇▇▇▇

789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e

▇▇▇▇▇▇▇▇▇▇▇▇▇▇▇▇▇▇▇▇▇▇▇▇▇▇▇▇▇▇

789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4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IrandaHui

▇▇▇▇▇▇▇▇▇▇▇▇▇▇▇▇▇▇▇▇▇▇▇▇▇▇▇▇▇▇

789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4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Rose Fung

▇▇▇▇▇▇▇▇▇▇▇▇▇▇▇▇▇▇▇▇▇▇▇▇▇▇▇▇▇▇

789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4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laine chan

▇▇▇▇▇▇▇▇▇▇▇▇▇▇▇▇▇▇▇▇▇▇▇▇▇▇▇▇▇▇

789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4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

789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4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ung Hau Leung

▇▇▇▇▇▇▇▇▇▇▇▇▇▇▇▇▇▇▇▇▇▇▇▇▇▇▇▇▇▇

789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4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eng Tsz Kin

▇▇▇▇▇▇▇▇▇▇▇▇▇▇▇▇▇▇▇▇▇▇▇▇▇▇▇▇▇▇

790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4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eung Hoi Man

▇▇▇▇▇▇▇▇▇▇▇▇▇▇▇▇▇▇▇▇▇▇▇▇▇▇▇▇▇▇

790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3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atalie Yip

▇▇▇▇▇▇▇▇▇▇▇▇▇▇▇▇▇▇▇▇▇▇▇▇▇▇▇▇▇▇

790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3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Ivan Cheng

▇▇▇▇▇▇▇▇▇▇▇▇▇▇▇▇▇▇▇▇▇▇▇▇▇▇▇▇▇▇

790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3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Dennis Lau

▇▇▇▇▇▇▇▇▇▇▇▇▇▇▇▇▇▇▇▇▇▇▇▇▇▇▇▇▇▇

790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3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ong Choi Har

▇▇▇▇▇▇▇▇▇▇▇▇▇▇▇▇▇▇▇▇▇▇▇▇▇▇▇▇▇▇

790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3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gai

▇▇▇▇▇▇▇▇▇▇▇▇▇▇▇▇▇▇▇▇▇▇▇▇▇▇▇▇▇▇

790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3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elvin Tang

▇▇▇▇▇▇▇▇▇▇▇▇▇▇▇▇▇▇▇▇▇▇▇▇▇▇▇▇▇▇

790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3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UM Jojo

▇▇▇▇▇▇▇▇▇▇▇▇▇▇▇▇▇▇▇▇▇▇▇▇▇▇▇▇▇▇

790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3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ichelle chan

▇▇▇▇▇▇▇▇▇▇▇▇▇▇▇▇▇▇▇▇▇▇▇▇▇▇▇▇▇▇

790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3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ylvie tsang

▇▇▇▇▇▇▇▇▇▇▇▇▇▇▇▇▇▇▇▇▇▇▇▇▇▇▇▇▇▇

791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3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David Fu

▇▇▇▇▇▇▇▇▇▇▇▇▇▇▇▇▇▇▇▇▇▇▇▇▇▇▇▇▇▇

791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3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Daisy Lee

▇▇▇▇▇▇▇▇▇▇▇▇▇▇▇▇▇▇▇▇▇▇▇▇▇▇▇▇▇▇

791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29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Hosta Chan

▇▇▇▇▇▇▇▇▇▇▇▇▇▇▇▇▇▇▇▇▇▇▇▇▇▇▇▇▇▇

791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2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ocky

▇▇▇▇▇▇▇▇▇▇▇▇▇▇▇▇▇▇▇▇▇▇▇▇▇▇▇▇▇▇

791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2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ikiyuen

▇▇▇▇▇▇▇▇▇▇▇▇▇▇▇▇▇▇▇▇▇▇▇▇▇▇▇▇▇▇

791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2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Bergkamp Terry

▇▇▇▇▇▇▇▇▇▇▇▇▇▇▇▇▇▇▇▇▇▇▇▇▇▇▇▇▇▇

791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2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ENG SIN HUNG

▇▇▇▇▇▇▇▇▇▇▇▇▇▇▇▇▇▇▇▇▇▇▇▇▇▇▇▇▇▇

791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2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Gordon Chan

▇▇▇▇▇▇▇▇▇▇▇▇▇▇▇▇▇▇▇▇▇▇▇▇▇▇▇▇▇▇

7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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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2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iu Cat

▇▇▇▇▇▇▇▇▇▇▇▇▇▇▇▇▇▇▇▇▇▇▇▇▇▇▇▇▇▇

7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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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2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oung

▇▇▇▇▇▇▇▇▇▇▇▇▇▇▇▇▇▇▇▇▇▇▇▇▇▇▇▇▇▇

7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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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2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劉伍華

▇▇▇▇▇▇▇▇▇▇▇▇▇▇▇▇▇▇▇▇▇▇▇▇▇▇▇▇▇▇

792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2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林禮傑

▇▇▇▇▇▇▇▇▇▇▇▇▇▇▇▇▇▇▇▇▇▇▇▇▇▇▇▇▇▇

792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1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andy Ho

▇▇▇▇▇▇▇▇▇▇▇▇▇▇▇▇▇▇▇▇▇▇▇▇▇▇▇▇▇▇

792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1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eung Sai Sin

▇▇▇▇▇▇▇▇▇▇▇▇▇▇▇▇▇▇▇▇▇▇▇▇▇▇▇▇▇▇

792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1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ung

▇▇▇▇▇▇▇▇▇▇▇▇▇▇▇▇▇▇▇▇▇▇▇▇▇▇▇▇▇▇

792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1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sing yung

▇▇▇▇▇▇▇▇▇▇▇▇▇▇▇▇▇▇▇▇▇▇▇▇▇▇▇▇▇▇

792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1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e Yin Man

▇▇▇▇▇▇▇▇▇▇▇▇▇▇▇▇▇▇▇▇▇▇▇▇▇▇▇▇▇▇

792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1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Fung Yee Wing

▇▇▇▇▇▇▇▇▇▇▇▇▇▇▇▇▇▇▇▇▇▇▇▇▇▇▇▇▇▇

792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1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Pui Lan

▇▇▇▇▇▇▇▇▇▇▇▇▇▇▇▇▇▇▇▇▇▇▇▇▇▇▇▇▇▇

792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1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ndrew

▇▇▇▇▇▇▇▇▇▇▇▇▇▇▇▇▇▇▇▇▇▇▇▇▇▇▇▇▇▇

793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1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laine Cheung

▇▇▇▇▇▇▇▇▇▇▇▇▇▇▇▇▇▇▇▇▇▇▇▇▇▇▇▇▇▇

793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1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鄧秉樂

▇▇▇▇▇▇▇▇▇▇▇▇▇▇▇▇▇▇▇▇▇▇▇▇▇▇▇▇▇▇

793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1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o tsz keung

▇▇▇▇▇▇▇▇▇▇▇▇▇▇▇▇▇▇▇▇▇▇▇▇▇▇▇▇▇▇

793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Gillian Li

▇▇▇▇▇▇▇▇▇▇▇▇▇▇▇▇▇▇▇▇▇▇▇▇▇▇▇▇▇▇

793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y Mok

▇▇▇▇▇▇▇▇▇▇▇▇▇▇▇▇▇▇▇▇▇▇▇▇▇▇▇▇▇▇

793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Derek Fung

▇▇▇▇▇▇▇▇▇▇▇▇▇▇▇▇▇▇▇▇▇▇▇▇▇▇▇▇▇▇

793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0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HEK Yuen nam

▇▇▇▇▇▇▇▇▇▇▇▇▇▇▇▇▇▇▇▇▇▇▇▇▇▇▇▇▇▇

793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0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ames poon

▇▇▇▇▇▇▇▇▇▇▇▇▇▇▇▇▇▇▇▇▇▇▇▇▇▇▇▇▇▇

793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0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i Wing Hang

▇▇▇▇▇▇▇▇▇▇▇▇▇▇▇▇▇▇▇▇▇▇▇▇▇▇▇▇▇▇

793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0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uen Man Ling

▇▇▇▇▇▇▇▇▇▇▇▇▇▇▇▇▇▇▇▇▇▇▇▇▇▇▇▇▇▇

794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0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oanne  Chan

▇▇▇▇▇▇▇▇▇▇▇▇▇▇▇▇▇▇▇▇▇▇▇▇▇▇▇▇▇▇

794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2:0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e Cheuk chiu

▇▇▇▇▇▇▇▇▇▇▇▇▇▇▇▇▇▇▇▇▇▇▇▇▇▇▇▇▇▇

794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yuk king

▇▇▇▇▇▇▇▇▇▇▇▇▇▇▇▇▇▇▇▇▇▇▇▇▇▇▇▇▇▇

794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5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o jo Cheung

▇▇▇▇▇▇▇▇▇▇▇▇▇▇▇▇▇▇▇▇▇▇▇▇▇▇▇▇▇▇

794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5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imon

▇▇▇▇▇▇▇▇▇▇▇▇▇▇▇▇▇▇▇▇▇▇▇▇▇▇▇▇▇▇

794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5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eung Annie

▇▇▇▇▇▇▇▇▇▇▇▇▇▇▇▇▇▇▇▇▇▇▇▇▇▇▇▇▇▇

794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5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m po ling

▇▇▇▇▇▇▇▇▇▇▇▇▇▇▇▇▇▇▇▇▇▇▇▇▇▇▇▇▇▇

794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51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ee ket choi

▇▇▇▇▇▇▇▇▇▇▇▇▇▇▇▇▇▇▇▇▇▇▇▇▇▇▇▇▇▇

794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osephine cheng

▇▇▇▇▇▇▇▇▇▇▇▇▇▇▇▇▇▇▇▇▇▇▇▇▇▇▇▇▇▇

794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4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sang ching yee

▇▇▇▇▇▇▇▇▇▇▇▇▇▇▇▇▇▇▇▇▇▇▇▇▇▇▇▇▇▇

795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4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ichael Chan

▇▇▇▇▇▇▇▇▇▇▇▇▇▇▇▇▇▇▇▇▇▇▇▇▇▇▇▇▇▇

795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4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Peggy

▇▇▇▇▇▇▇▇▇▇▇▇▇▇▇▇▇▇▇▇▇▇▇▇▇▇▇▇▇▇

795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4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wing ying

▇▇▇▇▇▇▇▇▇▇▇▇▇▇▇▇▇▇▇▇▇▇▇▇▇▇▇▇▇▇

795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45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eung Lim Yan

▇▇▇▇▇▇▇▇▇▇▇▇▇▇▇▇▇▇▇▇▇▇▇▇▇▇▇▇▇▇

795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4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ve Ching

▇▇▇▇▇▇▇▇▇▇▇▇▇▇▇▇▇▇▇▇▇▇▇▇▇▇▇▇▇▇

795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4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innie Wong

▇▇▇▇▇▇▇▇▇▇▇▇▇▇▇▇▇▇▇▇▇▇▇▇▇▇▇▇▇▇

7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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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4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GC

▇▇▇▇▇▇▇▇▇▇▇▇▇▇▇▇▇▇▇▇▇▇▇▇▇▇▇▇▇▇

7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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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4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UA HEIMAN

▇▇▇▇▇▇▇▇▇▇▇▇▇▇▇▇▇▇▇▇▇▇▇▇▇▇▇▇▇▇

7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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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3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mily AO

▇▇▇▇▇▇▇▇▇▇▇▇▇▇▇▇▇▇▇▇▇▇▇▇▇▇▇▇▇▇

7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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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3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Hui Chi Wah

▇▇▇▇▇▇▇▇▇▇▇▇▇▇▇▇▇▇▇▇▇▇▇▇▇▇▇▇▇▇

796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3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WY

▇▇▇▇▇▇▇▇▇▇▇▇▇▇▇▇▇▇▇▇▇▇▇▇▇▇▇▇▇▇

796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3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ung Jessica

▇▇▇▇▇▇▇▇▇▇▇▇▇▇▇▇▇▇▇▇▇▇▇▇▇▇▇▇▇▇

796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2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ngel

▇▇▇▇▇▇▇▇▇▇▇▇▇▇▇▇▇▇▇▇▇▇▇▇▇▇▇▇▇▇

796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2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R Yeung

▇▇▇▇▇▇▇▇▇▇▇▇▇▇▇▇▇▇▇▇▇▇▇▇▇▇▇▇▇▇

796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2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wei nhok hon

▇▇▇▇▇▇▇▇▇▇▇▇▇▇▇▇▇▇▇▇▇▇▇▇▇▇▇▇▇▇

796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2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ate Hon

▇▇▇▇▇▇▇▇▇▇▇▇▇▇▇▇▇▇▇▇▇▇▇▇▇▇▇▇▇▇

796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2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ang WM

▇▇▇▇▇▇▇▇▇▇▇▇▇▇▇▇▇▇▇▇▇▇▇▇▇▇▇▇▇▇

796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2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e kit ha

▇▇▇▇▇▇▇▇▇▇▇▇▇▇▇▇▇▇▇▇▇▇▇▇▇▇▇▇▇▇

796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2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oe lau

▇▇▇▇▇▇▇▇▇▇▇▇▇▇▇▇▇▇▇▇▇▇▇▇▇▇▇▇▇▇

796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2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elody

▇▇▇▇▇▇▇▇▇▇▇▇▇▇▇▇▇▇▇▇▇▇▇▇▇▇▇▇▇▇

797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1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arrie

▇▇▇▇▇▇▇▇▇▇▇▇▇▇▇▇▇▇▇▇▇▇▇▇▇▇▇▇▇▇

797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1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evin Leung

▇▇▇▇▇▇▇▇▇▇▇▇▇▇▇▇▇▇▇▇▇▇▇▇▇▇▇▇▇▇

797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1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e wai hung

▇▇▇▇▇▇▇▇▇▇▇▇▇▇▇▇▇▇▇▇▇▇▇▇▇▇▇▇▇▇

797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1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tephen Lam

▇▇▇▇▇▇▇▇▇▇▇▇▇▇▇▇▇▇▇▇▇▇▇▇▇▇▇▇▇▇

797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1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國強

▇▇▇▇▇▇▇▇▇▇▇▇▇▇▇▇▇▇▇▇▇▇▇▇▇▇▇▇▇▇

797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0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e lily

▇▇▇▇▇▇▇▇▇▇▇▇▇▇▇▇▇▇▇▇▇▇▇▇▇▇▇▇▇▇

797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0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馬偉程

▇▇▇▇▇▇▇▇▇▇▇▇▇▇▇▇▇▇▇▇▇▇▇▇▇▇▇▇▇▇

797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0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Po Yee Chung

▇▇▇▇▇▇▇▇▇▇▇▇▇▇▇▇▇▇▇▇▇▇▇▇▇▇▇▇▇▇

7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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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0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am

▇▇▇▇▇▇▇▇▇▇▇▇▇▇▇▇▇▇▇▇▇▇▇▇▇▇▇▇▇▇

7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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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0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u Wing Yin

▇▇▇▇▇▇▇▇▇▇▇▇▇▇▇▇▇▇▇▇▇▇▇▇▇▇▇▇▇▇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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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1:0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indy

▇▇▇▇▇▇▇▇▇▇▇▇▇▇▇▇▇▇▇▇▇▇▇▇▇▇▇▇▇▇

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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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0: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Becky chiu

▇▇▇▇▇▇▇▇▇▇▇▇▇▇▇▇▇▇▇▇▇▇▇▇▇▇▇▇▇▇

7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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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0:5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allace

▇▇▇▇▇▇▇▇▇▇▇▇▇▇▇▇▇▇▇▇▇▇▇▇▇▇▇▇▇▇

7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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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0:5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M

▇▇▇▇▇▇▇▇▇▇▇▇▇▇▇▇▇▇▇▇▇▇▇▇▇▇▇▇▇▇

7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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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0:5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Fong Man Biu

▇▇▇▇▇▇▇▇▇▇▇▇▇▇▇▇▇▇▇▇▇▇▇▇▇▇▇▇▇▇

798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0: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ok Yee Ting

▇▇▇▇▇▇▇▇▇▇▇▇▇▇▇▇▇▇▇▇▇▇▇▇▇▇▇▇▇▇

798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0: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urry San

▇▇▇▇▇▇▇▇▇▇▇▇▇▇▇▇▇▇▇▇▇▇▇▇▇▇▇▇▇▇

798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0:4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G Sak On

▇▇▇▇▇▇▇▇▇▇▇▇▇▇▇▇▇▇▇▇▇▇▇▇▇▇▇▇▇▇

798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0:4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Yuen Wa

▇▇▇▇▇▇▇▇▇▇▇▇▇▇▇▇▇▇▇▇▇▇▇▇▇▇▇▇▇▇

798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0:4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ung Po Keung

▇▇▇▇▇▇▇▇▇▇▇▇▇▇▇▇▇▇▇▇▇▇▇▇▇▇▇▇▇▇

799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0:4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ULIE HO

▇▇▇▇▇▇▇▇▇▇▇▇▇▇▇▇▇▇▇▇▇▇▇▇▇▇▇▇▇▇

799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0:3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a Jacky

▇▇▇▇▇▇▇▇▇▇▇▇▇▇▇▇▇▇▇▇▇▇▇▇▇▇▇▇▇▇

799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0:3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onika Li

▇▇▇▇▇▇▇▇▇▇▇▇▇▇▇▇▇▇▇▇▇▇▇▇▇▇▇▇▇▇

799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0:3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dmond Lam

▇▇▇▇▇▇▇▇▇▇▇▇▇▇▇▇▇▇▇▇▇▇▇▇▇▇▇▇▇▇

7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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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0:3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wing wah

▇▇▇▇▇▇▇▇▇▇▇▇▇▇▇▇▇▇▇▇▇▇▇▇▇▇▇▇▇▇

7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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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0:3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Wing Port

▇▇▇▇▇▇▇▇▇▇▇▇▇▇▇▇▇▇▇▇▇▇▇▇▇▇▇▇▇▇

7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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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0:3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velyn fu

▇▇▇▇▇▇▇▇▇▇▇▇▇▇▇▇▇▇▇▇▇▇▇▇▇▇▇▇▇▇

7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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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0:2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vonne Shi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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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0:2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nn wo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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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0:2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祝達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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