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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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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

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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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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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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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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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U PAK LAM

▇▇▇▇▇▇▇▇▇▇▇▇▇▇▇▇▇▇▇▇▇▇▇▇▇▇▇▇▇▇

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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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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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H Tsang

▇▇▇▇▇▇▇▇▇▇▇▇▇▇▇▇▇▇▇▇▇▇▇▇▇▇▇▇▇▇

8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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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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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rence IP

▇▇▇▇▇▇▇▇▇▇▇▇▇▇▇▇▇▇▇▇▇▇▇▇▇▇▇▇▇▇

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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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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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

▇▇▇▇▇▇▇▇▇▇▇▇▇▇▇▇▇▇▇▇▇▇▇▇▇▇▇▇▇▇

8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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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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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Chi Sum

▇▇▇▇▇▇▇▇▇▇▇▇▇▇▇▇▇▇▇▇▇▇▇▇▇▇▇▇▇▇

8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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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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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ng Hang Kin

▇▇▇▇▇▇▇▇▇▇▇▇▇▇▇▇▇▇▇▇▇▇▇▇▇▇▇▇▇▇

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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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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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ie chan

▇▇▇▇▇▇▇▇▇▇▇▇▇▇▇▇▇▇▇▇▇▇▇▇▇▇▇▇▇▇

8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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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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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yla LAI

▇▇▇▇▇▇▇▇▇▇▇▇▇▇▇▇▇▇▇▇▇▇▇▇▇▇▇▇▇▇

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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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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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lla To

▇▇▇▇▇▇▇▇▇▇▇▇▇▇▇▇▇▇▇▇▇▇▇▇▇▇▇▇▇▇

8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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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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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ls So

▇▇▇▇▇▇▇▇▇▇▇▇▇▇▇▇▇▇▇▇▇▇▇▇▇▇▇▇▇▇

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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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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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men

▇▇▇▇▇▇▇▇▇▇▇▇▇▇▇▇▇▇▇▇▇▇▇▇▇▇▇▇▇▇

8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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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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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Hing Wah

▇▇▇▇▇▇▇▇▇▇▇▇▇▇▇▇▇▇▇▇▇▇▇▇▇▇▇▇▇▇

8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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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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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ny Yip

▇▇▇▇▇▇▇▇▇▇▇▇▇▇▇▇▇▇▇▇▇▇▇▇▇▇▇▇▇▇

8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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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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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be chan

▇▇▇▇▇▇▇▇▇▇▇▇▇▇▇▇▇▇▇▇▇▇▇▇▇▇▇▇▇▇

8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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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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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ly

▇▇▇▇▇▇▇▇▇▇▇▇▇▇▇▇▇▇▇▇▇▇▇▇▇▇▇▇▇▇

8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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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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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ung chi kit

▇▇▇▇▇▇▇▇▇▇▇▇▇▇▇▇▇▇▇▇▇▇▇▇▇▇▇▇▇▇

8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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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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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 WONG

▇▇▇▇▇▇▇▇▇▇▇▇▇▇▇▇▇▇▇▇▇▇▇▇▇▇▇▇▇▇

8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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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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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loe

▇▇▇▇▇▇▇▇▇▇▇▇▇▇▇▇▇▇▇▇▇▇▇▇▇▇▇▇▇▇

8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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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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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ven Chu

▇▇▇▇▇▇▇▇▇▇▇▇▇▇▇▇▇▇▇▇▇▇▇▇▇▇▇▇▇▇

8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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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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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 Wai Yee Winnie

▇▇▇▇▇▇▇▇▇▇▇▇▇▇▇▇▇▇▇▇▇▇▇▇▇▇▇▇▇▇

8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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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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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H Chan

▇▇▇▇▇▇▇▇▇▇▇▇▇▇▇▇▇▇▇▇▇▇▇▇▇▇▇▇▇▇

8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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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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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i yan yi

▇▇▇▇▇▇▇▇▇▇▇▇▇▇▇▇▇▇▇▇▇▇▇▇▇▇▇▇▇▇

8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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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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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ey

▇▇▇▇▇▇▇▇▇▇▇▇▇▇▇▇▇▇▇▇▇▇▇▇▇▇▇▇▇▇

8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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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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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U WAH KWOk

▇▇▇▇▇▇▇▇▇▇▇▇▇▇▇▇▇▇▇▇▇▇▇▇▇▇▇▇▇▇

8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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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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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Yuen Man

▇▇▇▇▇▇▇▇▇▇▇▇▇▇▇▇▇▇▇▇▇▇▇▇▇▇▇▇▇▇

8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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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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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u Sze

▇▇▇▇▇▇▇▇▇▇▇▇▇▇▇▇▇▇▇▇▇▇▇▇▇▇▇▇▇▇

8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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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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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i

▇▇▇▇▇▇▇▇▇▇▇▇▇▇▇▇▇▇▇▇▇▇▇▇▇▇▇▇▇▇

8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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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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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herine Chung

▇▇▇▇▇▇▇▇▇▇▇▇▇▇▇▇▇▇▇▇▇▇▇▇▇▇▇▇▇▇

8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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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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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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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et Yip

▇▇▇▇▇▇▇▇▇▇▇▇▇▇▇▇▇▇▇▇▇▇▇▇▇▇▇▇▇▇

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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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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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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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PY

▇▇▇▇▇▇▇▇▇▇▇▇▇▇▇▇▇▇▇▇▇▇▇▇▇▇▇▇▇▇

8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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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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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n Ngai

▇▇▇▇▇▇▇▇▇▇▇▇▇▇▇▇▇▇▇▇▇▇▇▇▇▇▇▇▇▇

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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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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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y wong

▇▇▇▇▇▇▇▇▇▇▇▇▇▇▇▇▇▇▇▇▇▇▇▇▇▇▇▇▇▇

8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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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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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po man joanna

▇▇▇▇▇▇▇▇▇▇▇▇▇▇▇▇▇▇▇▇▇▇▇▇▇▇▇▇▇▇

8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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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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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ng Tat Wong

▇▇▇▇▇▇▇▇▇▇▇▇▇▇▇▇▇▇▇▇▇▇▇▇▇▇▇▇▇▇

8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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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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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陽廣永

▇▇▇▇▇▇▇▇▇▇▇▇▇▇▇▇▇▇▇▇▇▇▇▇▇▇▇▇▇▇

8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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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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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mond Lau

▇▇▇▇▇▇▇▇▇▇▇▇▇▇▇▇▇▇▇▇▇▇▇▇▇▇▇▇▇▇

8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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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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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kwai lin

▇▇▇▇▇▇▇▇▇▇▇▇▇▇▇▇▇▇▇▇▇▇▇▇▇▇▇▇▇▇

8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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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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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Jo Chuk

▇▇▇▇▇▇▇▇▇▇▇▇▇▇▇▇▇▇▇▇▇▇▇▇▇▇▇▇▇▇

8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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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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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y

▇▇▇▇▇▇▇▇▇▇▇▇▇▇▇▇▇▇▇▇▇▇▇▇▇▇▇▇▇▇

8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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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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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i yuen fai

▇▇▇▇▇▇▇▇▇▇▇▇▇▇▇▇▇▇▇▇▇▇▇▇▇▇▇▇▇▇

8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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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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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g Chi

▇▇▇▇▇▇▇▇▇▇▇▇▇▇▇▇▇▇▇▇▇▇▇▇▇▇▇▇▇▇

8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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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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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

8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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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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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 Tang

▇▇▇▇▇▇▇▇▇▇▇▇▇▇▇▇▇▇▇▇▇▇▇▇▇▇▇▇▇▇

8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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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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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de Lam

▇▇▇▇▇▇▇▇▇▇▇▇▇▇▇▇▇▇▇▇▇▇▇▇▇▇▇▇▇▇

8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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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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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randa Li

▇▇▇▇▇▇▇▇▇▇▇▇▇▇▇▇▇▇▇▇▇▇▇▇▇▇▇▇▇▇

8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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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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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son

▇▇▇▇▇▇▇▇▇▇▇▇▇▇▇▇▇▇▇▇▇▇▇▇▇▇▇▇▇▇

8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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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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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ny Lee

▇▇▇▇▇▇▇▇▇▇▇▇▇▇▇▇▇▇▇▇▇▇▇▇▇▇▇▇▇▇

8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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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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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kchung Yip

▇▇▇▇▇▇▇▇▇▇▇▇▇▇▇▇▇▇▇▇▇▇▇▇▇▇▇▇▇▇

8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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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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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 Lun

▇▇▇▇▇▇▇▇▇▇▇▇▇▇▇▇▇▇▇▇▇▇▇▇▇▇▇▇▇▇

8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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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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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nie

▇▇▇▇▇▇▇▇▇▇▇▇▇▇▇▇▇▇▇▇▇▇▇▇▇▇▇▇▇▇

8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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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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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 Ngan

▇▇▇▇▇▇▇▇▇▇▇▇▇▇▇▇▇▇▇▇▇▇▇▇▇▇▇▇▇▇

8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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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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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 Chan

▇▇▇▇▇▇▇▇▇▇▇▇▇▇▇▇▇▇▇▇▇▇▇▇▇▇▇▇▇▇

8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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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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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e Sui Kuen

▇▇▇▇▇▇▇▇▇▇▇▇▇▇▇▇▇▇▇▇▇▇▇▇▇▇▇▇▇▇

8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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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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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ang Mei Shan

▇▇▇▇▇▇▇▇▇▇▇▇▇▇▇▇▇▇▇▇▇▇▇▇▇▇▇▇▇▇

8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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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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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ie Lau

▇▇▇▇▇▇▇▇▇▇▇▇▇▇▇▇▇▇▇▇▇▇▇▇▇▇▇▇▇▇

8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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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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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an Fung

▇▇▇▇▇▇▇▇▇▇▇▇▇▇▇▇▇▇▇▇▇▇▇▇▇▇▇▇▇▇

8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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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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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y

▇▇▇▇▇▇▇▇▇▇▇▇▇▇▇▇▇▇▇▇▇▇▇▇▇▇▇▇▇▇

8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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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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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i Shui Wan

▇▇▇▇▇▇▇▇▇▇▇▇▇▇▇▇▇▇▇▇▇▇▇▇▇▇▇▇▇▇

8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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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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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c NG

▇▇▇▇▇▇▇▇▇▇▇▇▇▇▇▇▇▇▇▇▇▇▇▇▇▇▇▇▇▇

8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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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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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偉傑

▇▇▇▇▇▇▇▇▇▇▇▇▇▇▇▇▇▇▇▇▇▇▇▇▇▇▇▇▇▇

8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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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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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漢傑

▇▇▇▇▇▇▇▇▇▇▇▇▇▇▇▇▇▇▇▇▇▇▇▇▇▇▇▇▇▇

8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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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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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k Man Sing

▇▇▇▇▇▇▇▇▇▇▇▇▇▇▇▇▇▇▇▇▇▇▇▇▇▇▇▇▇▇

8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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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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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蔚旻

▇▇▇▇▇▇▇▇▇▇▇▇▇▇▇▇▇▇▇▇▇▇▇▇▇▇▇▇▇▇

8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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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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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iel chan

▇▇▇▇▇▇▇▇▇▇▇▇▇▇▇▇▇▇▇▇▇▇▇▇▇▇▇▇▇▇

8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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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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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ebe

▇▇▇▇▇▇▇▇▇▇▇▇▇▇▇▇▇▇▇▇▇▇▇▇▇▇▇▇▇▇

8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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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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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k Toung

▇▇▇▇▇▇▇▇▇▇▇▇▇▇▇▇▇▇▇▇▇▇▇▇▇▇▇▇▇▇

8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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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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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mund Tam

▇▇▇▇▇▇▇▇▇▇▇▇▇▇▇▇▇▇▇▇▇▇▇▇▇▇▇▇▇▇

8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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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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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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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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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o

▇▇▇▇▇▇▇▇▇▇▇▇▇▇▇▇▇▇▇▇▇▇▇▇▇▇▇▇▇▇

8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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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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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chong

▇▇▇▇▇▇▇▇▇▇▇▇▇▇▇▇▇▇▇▇▇▇▇▇▇▇▇▇▇▇

8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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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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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Kwok Wai

▇▇▇▇▇▇▇▇▇▇▇▇▇▇▇▇▇▇▇▇▇▇▇▇▇▇▇▇▇▇

8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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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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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 Cheong

▇▇▇▇▇▇▇▇▇▇▇▇▇▇▇▇▇▇▇▇▇▇▇▇▇▇▇▇▇▇

8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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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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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

8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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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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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 Hung

▇▇▇▇▇▇▇▇▇▇▇▇▇▇▇▇▇▇▇▇▇▇▇▇▇▇▇▇▇▇

8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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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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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夏然

▇▇▇▇▇▇▇▇▇▇▇▇▇▇▇▇▇▇▇▇▇▇▇▇▇▇▇▇▇▇

8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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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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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vy Ho

▇▇▇▇▇▇▇▇▇▇▇▇▇▇▇▇▇▇▇▇▇▇▇▇▇▇▇▇▇▇

8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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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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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ng wing yu

▇▇▇▇▇▇▇▇▇▇▇▇▇▇▇▇▇▇▇▇▇▇▇▇▇▇▇▇▇▇

8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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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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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ki Lui

▇▇▇▇▇▇▇▇▇▇▇▇▇▇▇▇▇▇▇▇▇▇▇▇▇▇▇▇▇▇

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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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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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dney Shiu

▇▇▇▇▇▇▇▇▇▇▇▇▇▇▇▇▇▇▇▇▇▇▇▇▇▇▇▇▇▇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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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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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

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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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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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rley Chu

▇▇▇▇▇▇▇▇▇▇▇▇▇▇▇▇▇▇▇▇▇▇▇▇▇▇▇▇▇▇

8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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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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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o Tam

▇▇▇▇▇▇▇▇▇▇▇▇▇▇▇▇▇▇▇▇▇▇▇▇▇▇▇▇▇▇

8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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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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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n Kit

▇▇▇▇▇▇▇▇▇▇▇▇▇▇▇▇▇▇▇▇▇▇▇▇▇▇▇▇▇▇

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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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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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c Tang

▇▇▇▇▇▇▇▇▇▇▇▇▇▇▇▇▇▇▇▇▇▇▇▇▇▇▇▇▇▇

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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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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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en Fung

▇▇▇▇▇▇▇▇▇▇▇▇▇▇▇▇▇▇▇▇▇▇▇▇▇▇▇▇▇▇

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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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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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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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on

▇▇▇▇▇▇▇▇▇▇▇▇▇▇▇▇▇▇▇▇▇▇▇▇▇▇▇▇▇▇

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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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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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Chi Fun Alice

▇▇▇▇▇▇▇▇▇▇▇▇▇▇▇▇▇▇▇▇▇▇▇▇▇▇▇▇▇▇

8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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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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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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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志邦

▇▇▇▇▇▇▇▇▇▇▇▇▇▇▇▇▇▇▇▇▇▇▇▇▇▇▇▇▇▇

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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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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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

▇▇▇▇▇▇▇▇▇▇▇▇▇▇▇▇▇▇▇▇▇▇▇▇▇▇▇▇▇▇

8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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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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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di

▇▇▇▇▇▇▇▇▇▇▇▇▇▇▇▇▇▇▇▇▇▇▇▇▇▇▇▇▇▇

8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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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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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na Lee

▇▇▇▇▇▇▇▇▇▇▇▇▇▇▇▇▇▇▇▇▇▇▇▇▇▇▇▇▇▇

8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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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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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York Lan Anita

▇▇▇▇▇▇▇▇▇▇▇▇▇▇▇▇▇▇▇▇▇▇▇▇▇▇▇▇▇▇

8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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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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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zanne Wong

▇▇▇▇▇▇▇▇▇▇▇▇▇▇▇▇▇▇▇▇▇▇▇▇▇▇▇▇▇▇

8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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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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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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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ng

▇▇▇▇▇▇▇▇▇▇▇▇▇▇▇▇▇▇▇▇▇▇▇▇▇▇▇▇▇▇

8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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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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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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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m Kai Chiu

▇▇▇▇▇▇▇▇▇▇▇▇▇▇▇▇▇▇▇▇▇▇▇▇▇▇▇▇▇▇

8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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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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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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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ng Joy Wah

▇▇▇▇▇▇▇▇▇▇▇▇▇▇▇▇▇▇▇▇▇▇▇▇▇▇▇▇▇▇

8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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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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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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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

8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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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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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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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ie Kan

▇▇▇▇▇▇▇▇▇▇▇▇▇▇▇▇▇▇▇▇▇▇▇▇▇▇▇▇▇▇

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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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5:2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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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Ben Au

▇▇▇▇▇▇▇▇▇▇▇▇▇▇▇▇▇▇▇▇▇▇▇▇▇▇▇▇▇▇

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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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5:2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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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eung Hei Wang

▇▇▇▇▇▇▇▇▇▇▇▇▇▇▇▇▇▇▇▇▇▇▇▇▇▇▇▇▇▇

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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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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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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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kie Ip

▇▇▇▇▇▇▇▇▇▇▇▇▇▇▇▇▇▇▇▇▇▇▇▇▇▇▇▇▇▇

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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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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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Siu Man

▇▇▇▇▇▇▇▇▇▇▇▇▇▇▇▇▇▇▇▇▇▇▇▇▇▇▇▇▇▇

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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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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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 May Yee

▇▇▇▇▇▇▇▇▇▇▇▇▇▇▇▇▇▇▇▇▇▇▇▇▇▇▇▇▇▇

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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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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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ie yu

▇▇▇▇▇▇▇▇▇▇▇▇▇▇▇▇▇▇▇▇▇▇▇▇▇▇▇▇▇▇

8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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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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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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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ole Tsui

▇▇▇▇▇▇▇▇▇▇▇▇▇▇▇▇▇▇▇▇▇▇▇▇▇▇▇▇▇▇

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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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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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ang Sau Mui

▇▇▇▇▇▇▇▇▇▇▇▇▇▇▇▇▇▇▇▇▇▇▇▇▇▇▇▇▇▇

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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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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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os chan

▇▇▇▇▇▇▇▇▇▇▇▇▇▇▇▇▇▇▇▇▇▇▇▇▇▇▇▇▇▇

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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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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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Lui

▇▇▇▇▇▇▇▇▇▇▇▇▇▇▇▇▇▇▇▇▇▇▇▇▇▇▇▇▇▇

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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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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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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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iel Chan

▇▇▇▇▇▇▇▇▇▇▇▇▇▇▇▇▇▇▇▇▇▇▇▇▇▇▇▇▇▇

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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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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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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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r Chung

▇▇▇▇▇▇▇▇▇▇▇▇▇▇▇▇▇▇▇▇▇▇▇▇▇▇▇▇▇▇

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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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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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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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y Yip

▇▇▇▇▇▇▇▇▇▇▇▇▇▇▇▇▇▇▇▇▇▇▇▇▇▇▇▇▇▇

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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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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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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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ven

▇▇▇▇▇▇▇▇▇▇▇▇▇▇▇▇▇▇▇▇▇▇▇▇▇▇▇▇▇▇

8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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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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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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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G WING YIN

▇▇▇▇▇▇▇▇▇▇▇▇▇▇▇▇▇▇▇▇▇▇▇▇▇▇▇▇▇▇

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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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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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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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ona

▇▇▇▇▇▇▇▇▇▇▇▇▇▇▇▇▇▇▇▇▇▇▇▇▇▇▇▇▇▇

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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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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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Chui Wa

▇▇▇▇▇▇▇▇▇▇▇▇▇▇▇▇▇▇▇▇▇▇▇▇▇▇▇▇▇▇

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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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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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son

▇▇▇▇▇▇▇▇▇▇▇▇▇▇▇▇▇▇▇▇▇▇▇▇▇▇▇▇▇▇

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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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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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g Su

▇▇▇▇▇▇▇▇▇▇▇▇▇▇▇▇▇▇▇▇▇▇▇▇▇▇▇▇▇▇

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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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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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

▇▇▇▇▇▇▇▇▇▇▇▇▇▇▇▇▇▇▇▇▇▇▇▇▇▇▇▇▇▇

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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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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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on

▇▇▇▇▇▇▇▇▇▇▇▇▇▇▇▇▇▇▇▇▇▇▇▇▇▇▇▇▇▇

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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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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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vin Cheung

▇▇▇▇▇▇▇▇▇▇▇▇▇▇▇▇▇▇▇▇▇▇▇▇▇▇▇▇▇▇

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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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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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ky Yeung

▇▇▇▇▇▇▇▇▇▇▇▇▇▇▇▇▇▇▇▇▇▇▇▇▇▇▇▇▇▇

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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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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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mond hui

▇▇▇▇▇▇▇▇▇▇▇▇▇▇▇▇▇▇▇▇▇▇▇▇▇▇▇▇▇▇

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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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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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子文

▇▇▇▇▇▇▇▇▇▇▇▇▇▇▇▇▇▇▇▇▇▇▇▇▇▇▇▇▇▇

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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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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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嘉玲

▇▇▇▇▇▇▇▇▇▇▇▇▇▇▇▇▇▇▇▇▇▇▇▇▇▇▇▇▇▇

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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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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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rence Leung

▇▇▇▇▇▇▇▇▇▇▇▇▇▇▇▇▇▇▇▇▇▇▇▇▇▇▇▇▇▇

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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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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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Tai Pang

▇▇▇▇▇▇▇▇▇▇▇▇▇▇▇▇▇▇▇▇▇▇▇▇▇▇▇▇▇▇

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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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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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ky

▇▇▇▇▇▇▇▇▇▇▇▇▇▇▇▇▇▇▇▇▇▇▇▇▇▇▇▇▇▇

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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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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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kel ho

▇▇▇▇▇▇▇▇▇▇▇▇▇▇▇▇▇▇▇▇▇▇▇▇▇▇▇▇▇▇

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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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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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 Tang

▇▇▇▇▇▇▇▇▇▇▇▇▇▇▇▇▇▇▇▇▇▇▇▇▇▇▇▇▇▇

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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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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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arita Ka Shin Chan

▇▇▇▇▇▇▇▇▇▇▇▇▇▇▇▇▇▇▇▇▇▇▇▇▇▇▇▇▇▇

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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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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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ie Wong CK

▇▇▇▇▇▇▇▇▇▇▇▇▇▇▇▇▇▇▇▇▇▇▇▇▇▇▇▇▇▇

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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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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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Ka Ho

▇▇▇▇▇▇▇▇▇▇▇▇▇▇▇▇▇▇▇▇▇▇▇▇▇▇▇▇▇▇

8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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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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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Chui Shan

▇▇▇▇▇▇▇▇▇▇▇▇▇▇▇▇▇▇▇▇▇▇▇▇▇▇▇▇▇▇

8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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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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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ie Wong

▇▇▇▇▇▇▇▇▇▇▇▇▇▇▇▇▇▇▇▇▇▇▇▇▇▇▇▇▇▇

8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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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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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thoven Yip

▇▇▇▇▇▇▇▇▇▇▇▇▇▇▇▇▇▇▇▇▇▇▇▇▇▇▇▇▇▇

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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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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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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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lai

▇▇▇▇▇▇▇▇▇▇▇▇▇▇▇▇▇▇▇▇▇▇▇▇▇▇▇▇▇▇

8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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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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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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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isy

▇▇▇▇▇▇▇▇▇▇▇▇▇▇▇▇▇▇▇▇▇▇▇▇▇▇▇▇▇▇

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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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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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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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 chan

▇▇▇▇▇▇▇▇▇▇▇▇▇▇▇▇▇▇▇▇▇▇▇▇▇▇▇▇▇▇

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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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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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nald Tai

▇▇▇▇▇▇▇▇▇▇▇▇▇▇▇▇▇▇▇▇▇▇▇▇▇▇▇▇▇▇

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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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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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ng Ping Chiu

▇▇▇▇▇▇▇▇▇▇▇▇▇▇▇▇▇▇▇▇▇▇▇▇▇▇▇▇▇▇

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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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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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Hon Wah

▇▇▇▇▇▇▇▇▇▇▇▇▇▇▇▇▇▇▇▇▇▇▇▇▇▇▇▇▇▇

8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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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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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ncent Ho

▇▇▇▇▇▇▇▇▇▇▇▇▇▇▇▇▇▇▇▇▇▇▇▇▇▇▇▇▇▇

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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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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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nda Lang

▇▇▇▇▇▇▇▇▇▇▇▇▇▇▇▇▇▇▇▇▇▇▇▇▇▇▇▇▇▇

8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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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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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HIN YING

▇▇▇▇▇▇▇▇▇▇▇▇▇▇▇▇▇▇▇▇▇▇▇▇▇▇▇▇▇▇

8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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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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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Pang

▇▇▇▇▇▇▇▇▇▇▇▇▇▇▇▇▇▇▇▇▇▇▇▇▇▇▇▇▇▇

8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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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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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lai wa

▇▇▇▇▇▇▇▇▇▇▇▇▇▇▇▇▇▇▇▇▇▇▇▇▇▇▇▇▇▇

8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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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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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EN SHEUNG

▇▇▇▇▇▇▇▇▇▇▇▇▇▇▇▇▇▇▇▇▇▇▇▇▇▇▇▇▇▇

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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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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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is Li

▇▇▇▇▇▇▇▇▇▇▇▇▇▇▇▇▇▇▇▇▇▇▇▇▇▇▇▇▇▇

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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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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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uel Huen

▇▇▇▇▇▇▇▇▇▇▇▇▇▇▇▇▇▇▇▇▇▇▇▇▇▇▇▇▇▇

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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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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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 Chiu

▇▇▇▇▇▇▇▇▇▇▇▇▇▇▇▇▇▇▇▇▇▇▇▇▇▇▇▇▇▇

8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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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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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et Lai

▇▇▇▇▇▇▇▇▇▇▇▇▇▇▇▇▇▇▇▇▇▇▇▇▇▇▇▇▇▇

8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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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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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u

▇▇▇▇▇▇▇▇▇▇▇▇▇▇▇▇▇▇▇▇▇▇▇▇▇▇▇▇▇▇

8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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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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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dy Fish

▇▇▇▇▇▇▇▇▇▇▇▇▇▇▇▇▇▇▇▇▇▇▇▇▇▇▇▇▇▇

8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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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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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惠婷

▇▇▇▇▇▇▇▇▇▇▇▇▇▇▇▇▇▇▇▇▇▇▇▇▇▇▇▇▇▇

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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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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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i Yin

▇▇▇▇▇▇▇▇▇▇▇▇▇▇▇▇▇▇▇▇▇▇▇▇▇▇▇▇▇▇

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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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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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安

▇▇▇▇▇▇▇▇▇▇▇▇▇▇▇▇▇▇▇▇▇▇▇▇▇▇▇▇▇▇

8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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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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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Li

▇▇▇▇▇▇▇▇▇▇▇▇▇▇▇▇▇▇▇▇▇▇▇▇▇▇▇▇▇▇

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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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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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ly Yeung

▇▇▇▇▇▇▇▇▇▇▇▇▇▇▇▇▇▇▇▇▇▇▇▇▇▇▇▇▇▇

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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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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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ks

▇▇▇▇▇▇▇▇▇▇▇▇▇▇▇▇▇▇▇▇▇▇▇▇▇▇▇▇▇▇

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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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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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e chan

▇▇▇▇▇▇▇▇▇▇▇▇▇▇▇▇▇▇▇▇▇▇▇▇▇▇▇▇▇▇

8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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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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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ro Lai

▇▇▇▇▇▇▇▇▇▇▇▇▇▇▇▇▇▇▇▇▇▇▇▇▇▇▇▇▇▇

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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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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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eb Kau

▇▇▇▇▇▇▇▇▇▇▇▇▇▇▇▇▇▇▇▇▇▇▇▇▇▇▇▇▇▇

8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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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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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ry Ma

▇▇▇▇▇▇▇▇▇▇▇▇▇▇▇▇▇▇▇▇▇▇▇▇▇▇▇▇▇▇

8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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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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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rence Cheung

▇▇▇▇▇▇▇▇▇▇▇▇▇▇▇▇▇▇▇▇▇▇▇▇▇▇▇▇▇▇

8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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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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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son Mok

▇▇▇▇▇▇▇▇▇▇▇▇▇▇▇▇▇▇▇▇▇▇▇▇▇▇▇▇▇▇

8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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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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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los

▇▇▇▇▇▇▇▇▇▇▇▇▇▇▇▇▇▇▇▇▇▇▇▇▇▇▇▇▇▇

8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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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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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sa yiu

▇▇▇▇▇▇▇▇▇▇▇▇▇▇▇▇▇▇▇▇▇▇▇▇▇▇▇▇▇▇

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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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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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DYLAMSUKFUN

▇▇▇▇▇▇▇▇▇▇▇▇▇▇▇▇▇▇▇▇▇▇▇▇▇▇▇▇▇▇

8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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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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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Y Tse

▇▇▇▇▇▇▇▇▇▇▇▇▇▇▇▇▇▇▇▇▇▇▇▇▇▇▇▇▇▇

8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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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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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herine

▇▇▇▇▇▇▇▇▇▇▇▇▇▇▇▇▇▇▇▇▇▇▇▇▇▇▇▇▇▇

8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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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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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x Fok

▇▇▇▇▇▇▇▇▇▇▇▇▇▇▇▇▇▇▇▇▇▇▇▇▇▇▇▇▇▇

8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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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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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 Hong

▇▇▇▇▇▇▇▇▇▇▇▇▇▇▇▇▇▇▇▇▇▇▇▇▇▇▇▇▇▇

8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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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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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 Fung

▇▇▇▇▇▇▇▇▇▇▇▇▇▇▇▇▇▇▇▇▇▇▇▇▇▇▇▇▇▇

8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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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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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ia Wong

▇▇▇▇▇▇▇▇▇▇▇▇▇▇▇▇▇▇▇▇▇▇▇▇▇▇▇▇▇▇

8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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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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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Fung Tang

▇▇▇▇▇▇▇▇▇▇▇▇▇▇▇▇▇▇▇▇▇▇▇▇▇▇▇▇▇▇

8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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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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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Tse Kwan

▇▇▇▇▇▇▇▇▇▇▇▇▇▇▇▇▇▇▇▇▇▇▇▇▇▇▇▇▇▇

8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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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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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dy Ng

▇▇▇▇▇▇▇▇▇▇▇▇▇▇▇▇▇▇▇▇▇▇▇▇▇▇▇▇▇▇

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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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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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sta Wong

▇▇▇▇▇▇▇▇▇▇▇▇▇▇▇▇▇▇▇▇▇▇▇▇▇▇▇▇▇▇

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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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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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暁欣

▇▇▇▇▇▇▇▇▇▇▇▇▇▇▇▇▇▇▇▇▇▇▇▇▇▇▇▇▇▇

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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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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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rey Chua

▇▇▇▇▇▇▇▇▇▇▇▇▇▇▇▇▇▇▇▇▇▇▇▇▇▇▇▇▇▇

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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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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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ter Lee

▇▇▇▇▇▇▇▇▇▇▇▇▇▇▇▇▇▇▇▇▇▇▇▇▇▇▇▇▇▇

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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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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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nda Au

▇▇▇▇▇▇▇▇▇▇▇▇▇▇▇▇▇▇▇▇▇▇▇▇▇▇▇▇▇▇

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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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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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 Lai

▇▇▇▇▇▇▇▇▇▇▇▇▇▇▇▇▇▇▇▇▇▇▇▇▇▇▇▇▇▇

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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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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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ncy

▇▇▇▇▇▇▇▇▇▇▇▇▇▇▇▇▇▇▇▇▇▇▇▇▇▇▇▇▇▇

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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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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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na Chau

▇▇▇▇▇▇▇▇▇▇▇▇▇▇▇▇▇▇▇▇▇▇▇▇▇▇▇▇▇▇

8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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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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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OK Shuk Fan

▇▇▇▇▇▇▇▇▇▇▇▇▇▇▇▇▇▇▇▇▇▇▇▇▇▇▇▇▇▇

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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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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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 Yeung Tak Yin

▇▇▇▇▇▇▇▇▇▇▇▇▇▇▇▇▇▇▇▇▇▇▇▇▇▇▇▇▇▇

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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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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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ney Chung

▇▇▇▇▇▇▇▇▇▇▇▇▇▇▇▇▇▇▇▇▇▇▇▇▇▇▇▇▇▇

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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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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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Chun Wah

▇▇▇▇▇▇▇▇▇▇▇▇▇▇▇▇▇▇▇▇▇▇▇▇▇▇▇▇▇▇

8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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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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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 Siu

▇▇▇▇▇▇▇▇▇▇▇▇▇▇▇▇▇▇▇▇▇▇▇▇▇▇▇▇▇▇

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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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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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Olivia

▇▇▇▇▇▇▇▇▇▇▇▇▇▇▇▇▇▇▇▇▇▇▇▇▇▇▇▇▇▇

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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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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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ang Ka Yan

▇▇▇▇▇▇▇▇▇▇▇▇▇▇▇▇▇▇▇▇▇▇▇▇▇▇▇▇▇▇

8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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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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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ong Daniel

▇▇▇▇▇▇▇▇▇▇▇▇▇▇▇▇▇▇▇▇▇▇▇▇▇▇▇▇▇▇

8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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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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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

8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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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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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nie li

▇▇▇▇▇▇▇▇▇▇▇▇▇▇▇▇▇▇▇▇▇▇▇▇▇▇▇▇▇▇

8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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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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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ebe

▇▇▇▇▇▇▇▇▇▇▇▇▇▇▇▇▇▇▇▇▇▇▇▇▇▇▇▇▇▇

8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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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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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i Chun Yu

▇▇▇▇▇▇▇▇▇▇▇▇▇▇▇▇▇▇▇▇▇▇▇▇▇▇▇▇▇▇

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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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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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loknin

▇▇▇▇▇▇▇▇▇▇▇▇▇▇▇▇▇▇▇▇▇▇▇▇▇▇▇▇▇▇

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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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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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gi Welsh

▇▇▇▇▇▇▇▇▇▇▇▇▇▇▇▇▇▇▇▇▇▇▇▇▇▇▇▇▇▇

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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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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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ivia siu

▇▇▇▇▇▇▇▇▇▇▇▇▇▇▇▇▇▇▇▇▇▇▇▇▇▇▇▇▇▇

8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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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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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Chi Fai

▇▇▇▇▇▇▇▇▇▇▇▇▇▇▇▇▇▇▇▇▇▇▇▇▇▇▇▇▇▇

8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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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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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S Lam

▇▇▇▇▇▇▇▇▇▇▇▇▇▇▇▇▇▇▇▇▇▇▇▇▇▇▇▇▇▇

8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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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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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i Tsz Chung

▇▇▇▇▇▇▇▇▇▇▇▇▇▇▇▇▇▇▇▇▇▇▇▇▇▇▇▇▇▇

8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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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3/05/2018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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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 Max

▇▇▇▇▇▇▇▇▇▇▇▇▇▇▇▇▇▇▇▇▇▇▇▇▇▇▇▇▇▇

8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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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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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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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Wing Suet

▇▇▇▇▇▇▇▇▇▇▇▇▇▇▇▇▇▇▇▇▇▇▇▇▇▇▇▇▇▇

8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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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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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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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dstock Tang

▇▇▇▇▇▇▇▇▇▇▇▇▇▇▇▇▇▇▇▇▇▇▇▇▇▇▇▇▇▇

8208



8209



8210



8211



8212



8213



8214



8215



8216



8217



8218



8219



8220



8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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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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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onga Chou

▇▇▇▇▇▇▇▇▇▇▇▇▇▇▇▇▇▇▇▇▇▇▇▇▇▇▇▇▇▇

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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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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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anna Lam

▇▇▇▇▇▇▇▇▇▇▇▇▇▇▇▇▇▇▇▇▇▇▇▇▇▇▇▇▇▇

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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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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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Ngan Ping

▇▇▇▇▇▇▇▇▇▇▇▇▇▇▇▇▇▇▇▇▇▇▇▇▇▇▇▇▇▇

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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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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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ice Lee

▇▇▇▇▇▇▇▇▇▇▇▇▇▇▇▇▇▇▇▇▇▇▇▇▇▇▇▇▇▇

8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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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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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ve lee

▇▇▇▇▇▇▇▇▇▇▇▇▇▇▇▇▇▇▇▇▇▇▇▇▇▇▇▇▇▇

8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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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3:2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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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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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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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Ben

▇▇▇▇▇▇▇▇▇▇▇▇▇▇▇▇▇▇▇▇▇▇▇▇▇▇▇▇▇▇

8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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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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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yan

▇▇▇▇▇▇▇▇▇▇▇▇▇▇▇▇▇▇▇▇▇▇▇▇▇▇▇▇▇▇

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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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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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n Li

▇▇▇▇▇▇▇▇▇▇▇▇▇▇▇▇▇▇▇▇▇▇▇▇▇▇▇▇▇▇

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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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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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 KWAN

▇▇▇▇▇▇▇▇▇▇▇▇▇▇▇▇▇▇▇▇▇▇▇▇▇▇▇▇▇▇

8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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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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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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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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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 Wai Ying

▇▇▇▇▇▇▇▇▇▇▇▇▇▇▇▇▇▇▇▇▇▇▇▇▇▇▇▇▇▇

8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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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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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YUK PING

▇▇▇▇▇▇▇▇▇▇▇▇▇▇▇▇▇▇▇▇▇▇▇▇▇▇▇▇▇▇

8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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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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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y Lee

▇▇▇▇▇▇▇▇▇▇▇▇▇▇▇▇▇▇▇▇▇▇▇▇▇▇▇▇▇▇

8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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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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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TANG

▇▇▇▇▇▇▇▇▇▇▇▇▇▇▇▇▇▇▇▇▇▇▇▇▇▇▇▇▇▇

8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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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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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andra Wong

▇▇▇▇▇▇▇▇▇▇▇▇▇▇▇▇▇▇▇▇▇▇▇▇▇▇▇▇▇▇

8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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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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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y Ng

▇▇▇▇▇▇▇▇▇▇▇▇▇▇▇▇▇▇▇▇▇▇▇▇▇▇▇▇▇▇

8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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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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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g

▇▇▇▇▇▇▇▇▇▇▇▇▇▇▇▇▇▇▇▇▇▇▇▇▇▇▇▇▇▇

8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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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2:5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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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k hung

▇▇▇▇▇▇▇▇▇▇▇▇▇▇▇▇▇▇▇▇▇▇▇▇▇▇▇▇▇▇

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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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2:5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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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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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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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Nussica Cho

▇▇▇▇▇▇▇▇▇▇▇▇▇▇▇▇▇▇▇▇▇▇▇▇▇▇▇▇▇▇

8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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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2:5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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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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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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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ay

▇▇▇▇▇▇▇▇▇▇▇▇▇▇▇▇▇▇▇▇▇▇▇▇▇▇▇▇▇▇

8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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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2:5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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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un

▇▇▇▇▇▇▇▇▇▇▇▇▇▇▇▇▇▇▇▇▇▇▇▇▇▇▇▇▇▇

8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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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2:5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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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Hui Wai Mei

▇▇▇▇▇▇▇▇▇▇▇▇▇▇▇▇▇▇▇▇▇▇▇▇▇▇▇▇▇▇

8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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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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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WAI YEE

▇▇▇▇▇▇▇▇▇▇▇▇▇▇▇▇▇▇▇▇▇▇▇▇▇▇▇▇▇▇

8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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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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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dger Lam

▇▇▇▇▇▇▇▇▇▇▇▇▇▇▇▇▇▇▇▇▇▇▇▇▇▇▇▇▇▇

8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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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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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ki

▇▇▇▇▇▇▇▇▇▇▇▇▇▇▇▇▇▇▇▇▇▇▇▇▇▇▇▇▇▇

8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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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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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smine Yung

▇▇▇▇▇▇▇▇▇▇▇▇▇▇▇▇▇▇▇▇▇▇▇▇▇▇▇▇▇▇

8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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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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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kwunwang

▇▇▇▇▇▇▇▇▇▇▇▇▇▇▇▇▇▇▇▇▇▇▇▇▇▇▇▇▇▇

8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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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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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fford Tsang

▇▇▇▇▇▇▇▇▇▇▇▇▇▇▇▇▇▇▇▇▇▇▇▇▇▇▇▇▇▇

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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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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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麗芬

▇▇▇▇▇▇▇▇▇▇▇▇▇▇▇▇▇▇▇▇▇▇▇▇▇▇▇▇▇▇

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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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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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bil Leung

▇▇▇▇▇▇▇▇▇▇▇▇▇▇▇▇▇▇▇▇▇▇▇▇▇▇▇▇▇▇

8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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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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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y Chui

▇▇▇▇▇▇▇▇▇▇▇▇▇▇▇▇▇▇▇▇▇▇▇▇▇▇▇▇▇▇

8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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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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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ui wing yee

▇▇▇▇▇▇▇▇▇▇▇▇▇▇▇▇▇▇▇▇▇▇▇▇▇▇▇▇▇▇

8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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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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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Wing Yee

▇▇▇▇▇▇▇▇▇▇▇▇▇▇▇▇▇▇▇▇▇▇▇▇▇▇▇▇▇▇

8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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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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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n wing tat

▇▇▇▇▇▇▇▇▇▇▇▇▇▇▇▇▇▇▇▇▇▇▇▇▇▇▇▇▇▇

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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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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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

▇▇▇▇▇▇▇▇▇▇▇▇▇▇▇▇▇▇▇▇▇▇▇▇▇▇▇▇▇▇

8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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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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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ndy Chan

▇▇▇▇▇▇▇▇▇▇▇▇▇▇▇▇▇▇▇▇▇▇▇▇▇▇▇▇▇▇

8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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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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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ven ko

▇▇▇▇▇▇▇▇▇▇▇▇▇▇▇▇▇▇▇▇▇▇▇▇▇▇▇▇▇▇

8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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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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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ily Mang

▇▇▇▇▇▇▇▇▇▇▇▇▇▇▇▇▇▇▇▇▇▇▇▇▇▇▇▇▇▇

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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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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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ornthep Tantikovit

▇▇▇▇▇▇▇▇▇▇▇▇▇▇▇▇▇▇▇▇▇▇▇▇▇▇▇▇▇▇

8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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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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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 Yuet Kai

▇▇▇▇▇▇▇▇▇▇▇▇▇▇▇▇▇▇▇▇▇▇▇▇▇▇▇▇▇▇

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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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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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c Leong

▇▇▇▇▇▇▇▇▇▇▇▇▇▇▇▇▇▇▇▇▇▇▇▇▇▇▇▇▇▇

8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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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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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ky

▇▇▇▇▇▇▇▇▇▇▇▇▇▇▇▇▇▇▇▇▇▇▇▇▇▇▇▇▇▇

8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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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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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u Sui Lan

▇▇▇▇▇▇▇▇▇▇▇▇▇▇▇▇▇▇▇▇▇▇▇▇▇▇▇▇▇▇

8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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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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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Shing

▇▇▇▇▇▇▇▇▇▇▇▇▇▇▇▇▇▇▇▇▇▇▇▇▇▇▇▇▇▇

8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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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1:5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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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wok kwun hei

▇▇▇▇▇▇▇▇▇▇▇▇▇▇▇▇▇▇▇▇▇▇▇▇▇▇▇▇▇▇

8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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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1:5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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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illy

▇▇▇▇▇▇▇▇▇▇▇▇▇▇▇▇▇▇▇▇▇▇▇▇▇▇▇▇▇▇

8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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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1:5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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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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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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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iu

▇▇▇▇▇▇▇▇▇▇▇▇▇▇▇▇▇▇▇▇▇▇▇▇▇▇▇▇▇▇

8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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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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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en Yeung

▇▇▇▇▇▇▇▇▇▇▇▇▇▇▇▇▇▇▇▇▇▇▇▇▇▇▇▇▇▇

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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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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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e

▇▇▇▇▇▇▇▇▇▇▇▇▇▇▇▇▇▇▇▇▇▇▇▇▇▇▇▇▇▇

8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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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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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carlui

▇▇▇▇▇▇▇▇▇▇▇▇▇▇▇▇▇▇▇▇▇▇▇▇▇▇▇▇▇▇

8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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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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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bit lin

▇▇▇▇▇▇▇▇▇▇▇▇▇▇▇▇▇▇▇▇▇▇▇▇▇▇▇▇▇▇

8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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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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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

▇▇▇▇▇▇▇▇▇▇▇▇▇▇▇▇▇▇▇▇▇▇▇▇▇▇▇▇▇▇

8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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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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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 Chan

▇▇▇▇▇▇▇▇▇▇▇▇▇▇▇▇▇▇▇▇▇▇▇▇▇▇▇▇▇▇

8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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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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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hung

▇▇▇▇▇▇▇▇▇▇▇▇▇▇▇▇▇▇▇▇▇▇▇▇▇▇▇▇▇▇

8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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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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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anna

▇▇▇▇▇▇▇▇▇▇▇▇▇▇▇▇▇▇▇▇▇▇▇▇▇▇▇▇▇▇

8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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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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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iu

▇▇▇▇▇▇▇▇▇▇▇▇▇▇▇▇▇▇▇▇▇▇▇▇▇▇▇▇▇▇

8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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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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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ui

▇▇▇▇▇▇▇▇▇▇▇▇▇▇▇▇▇▇▇▇▇▇▇▇▇▇▇▇▇▇

8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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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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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ng Kit Yu Rita

▇▇▇▇▇▇▇▇▇▇▇▇▇▇▇▇▇▇▇▇▇▇▇▇▇▇▇▇▇▇

8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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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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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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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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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Chit Tat

▇▇▇▇▇▇▇▇▇▇▇▇▇▇▇▇▇▇▇▇▇▇▇▇▇▇▇▇▇▇

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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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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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my Chan

▇▇▇▇▇▇▇▇▇▇▇▇▇▇▇▇▇▇▇▇▇▇▇▇▇▇▇▇▇▇

8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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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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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Ho Laam

▇▇▇▇▇▇▇▇▇▇▇▇▇▇▇▇▇▇▇▇▇▇▇▇▇▇▇▇▇▇

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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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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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 Kaytong

▇▇▇▇▇▇▇▇▇▇▇▇▇▇▇▇▇▇▇▇▇▇▇▇▇▇▇▇▇▇

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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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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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Ching chee

▇▇▇▇▇▇▇▇▇▇▇▇▇▇▇▇▇▇▇▇▇▇▇▇▇▇▇▇▇▇

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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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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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ce

▇▇▇▇▇▇▇▇▇▇▇▇▇▇▇▇▇▇▇▇▇▇▇▇▇▇▇▇▇▇

8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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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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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永琴

▇▇▇▇▇▇▇▇▇▇▇▇▇▇▇▇▇▇▇▇▇▇▇▇▇▇▇▇▇▇

8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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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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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na Lau

▇▇▇▇▇▇▇▇▇▇▇▇▇▇▇▇▇▇▇▇▇▇▇▇▇▇▇▇▇▇

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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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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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瑞明

▇▇▇▇▇▇▇▇▇▇▇▇▇▇▇▇▇▇▇▇▇▇▇▇▇▇▇▇▇▇

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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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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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 KAN CHIU TIMOTHY

▇▇▇▇▇▇▇▇▇▇▇▇▇▇▇▇▇▇▇▇▇▇▇▇▇▇▇▇▇▇

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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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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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ward Mar

▇▇▇▇▇▇▇▇▇▇▇▇▇▇▇▇▇▇▇▇▇▇▇▇▇▇▇▇▇▇

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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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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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 Choy Yi Caroline

▇▇▇▇▇▇▇▇▇▇▇▇▇▇▇▇▇▇▇▇▇▇▇▇▇▇▇▇▇▇

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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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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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n Siu Fai

▇▇▇▇▇▇▇▇▇▇▇▇▇▇▇▇▇▇▇▇▇▇▇▇▇▇▇▇▇▇

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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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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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

▇▇▇▇▇▇▇▇▇▇▇▇▇▇▇▇▇▇▇▇▇▇▇▇▇▇▇▇▇▇

8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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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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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in Chan

▇▇▇▇▇▇▇▇▇▇▇▇▇▇▇▇▇▇▇▇▇▇▇▇▇▇▇▇▇▇

8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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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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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phas LI

▇▇▇▇▇▇▇▇▇▇▇▇▇▇▇▇▇▇▇▇▇▇▇▇▇▇▇▇▇▇

8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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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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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ung Ka Chun

▇▇▇▇▇▇▇▇▇▇▇▇▇▇▇▇▇▇▇▇▇▇▇▇▇▇▇▇▇▇

8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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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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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智開

▇▇▇▇▇▇▇▇▇▇▇▇▇▇▇▇▇▇▇▇▇▇▇▇▇▇▇▇▇▇

8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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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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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 yiu kai

▇▇▇▇▇▇▇▇▇▇▇▇▇▇▇▇▇▇▇▇▇▇▇▇▇▇▇▇▇▇

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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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0:2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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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 Wai Lung

▇▇▇▇▇▇▇▇▇▇▇▇▇▇▇▇▇▇▇▇▇▇▇▇▇▇▇▇▇▇

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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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0:2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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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am Yette

▇▇▇▇▇▇▇▇▇▇▇▇▇▇▇▇▇▇▇▇▇▇▇▇▇▇▇▇▇▇

8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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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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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Po Shan

▇▇▇▇▇▇▇▇▇▇▇▇▇▇▇▇▇▇▇▇▇▇▇▇▇▇▇▇▇▇

8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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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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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Kin Man

▇▇▇▇▇▇▇▇▇▇▇▇▇▇▇▇▇▇▇▇▇▇▇▇▇▇▇▇▇▇

8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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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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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ward Wong

▇▇▇▇▇▇▇▇▇▇▇▇▇▇▇▇▇▇▇▇▇▇▇▇▇▇▇▇▇▇

8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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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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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

8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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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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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嘉慧

▇▇▇▇▇▇▇▇▇▇▇▇▇▇▇▇▇▇▇▇▇▇▇▇▇▇▇▇▇▇

8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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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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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ila Ngai

▇▇▇▇▇▇▇▇▇▇▇▇▇▇▇▇▇▇▇▇▇▇▇▇▇▇▇▇▇▇

8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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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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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lvia Wong

▇▇▇▇▇▇▇▇▇▇▇▇▇▇▇▇▇▇▇▇▇▇▇▇▇▇▇▇▇▇

8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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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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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shuk Yuen

▇▇▇▇▇▇▇▇▇▇▇▇▇▇▇▇▇▇▇▇▇▇▇▇▇▇▇▇▇▇

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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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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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ANG YUE CHEUNG

▇▇▇▇▇▇▇▇▇▇▇▇▇▇▇▇▇▇▇▇▇▇▇▇▇▇▇▇▇▇

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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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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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neth

▇▇▇▇▇▇▇▇▇▇▇▇▇▇▇▇▇▇▇▇▇▇▇▇▇▇▇▇▇▇

8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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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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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ce Lee

▇▇▇▇▇▇▇▇▇▇▇▇▇▇▇▇▇▇▇▇▇▇▇▇▇▇▇▇▇▇

8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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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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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ie Chang

▇▇▇▇▇▇▇▇▇▇▇▇▇▇▇▇▇▇▇▇▇▇▇▇▇▇▇▇▇▇

8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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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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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ndy

▇▇▇▇▇▇▇▇▇▇▇▇▇▇▇▇▇▇▇▇▇▇▇▇▇▇▇▇▇▇

8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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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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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l Tsang

▇▇▇▇▇▇▇▇▇▇▇▇▇▇▇▇▇▇▇▇▇▇▇▇▇▇▇▇▇▇

8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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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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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uel WAN

▇▇▇▇▇▇▇▇▇▇▇▇▇▇▇▇▇▇▇▇▇▇▇▇▇▇▇▇▇▇

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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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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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ward

▇▇▇▇▇▇▇▇▇▇▇▇▇▇▇▇▇▇▇▇▇▇▇▇▇▇▇▇▇▇

8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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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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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yan

▇▇▇▇▇▇▇▇▇▇▇▇▇▇▇▇▇▇▇▇▇▇▇▇▇▇▇▇▇▇

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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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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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man

▇▇▇▇▇▇▇▇▇▇▇▇▇▇▇▇▇▇▇▇▇▇▇▇▇▇▇▇▇▇

8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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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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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chi kau

▇▇▇▇▇▇▇▇▇▇▇▇▇▇▇▇▇▇▇▇▇▇▇▇▇▇▇▇▇▇

8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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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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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ny Cheung

▇▇▇▇▇▇▇▇▇▇▇▇▇▇▇▇▇▇▇▇▇▇▇▇▇▇▇▇▇▇

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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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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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

▇▇▇▇▇▇▇▇▇▇▇▇▇▇▇▇▇▇▇▇▇▇▇▇▇▇▇▇▇▇

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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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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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顯

▇▇▇▇▇▇▇▇▇▇▇▇▇▇▇▇▇▇▇▇▇▇▇▇▇▇▇▇▇▇

8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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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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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慶昌

▇▇▇▇▇▇▇▇▇▇▇▇▇▇▇▇▇▇▇▇▇▇▇▇▇▇▇▇▇▇

8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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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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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ey

▇▇▇▇▇▇▇▇▇▇▇▇▇▇▇▇▇▇▇▇▇▇▇▇▇▇▇▇▇▇

8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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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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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ity

▇▇▇▇▇▇▇▇▇▇▇▇▇▇▇▇▇▇▇▇▇▇▇▇▇▇▇▇▇▇

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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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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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y Leung

▇▇▇▇▇▇▇▇▇▇▇▇▇▇▇▇▇▇▇▇▇▇▇▇▇▇▇▇▇▇

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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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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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den lee

▇▇▇▇▇▇▇▇▇▇▇▇▇▇▇▇▇▇▇▇▇▇▇▇▇▇▇▇▇▇

8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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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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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Lai

▇▇▇▇▇▇▇▇▇▇▇▇▇▇▇▇▇▇▇▇▇▇▇▇▇▇▇▇▇▇

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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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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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Tak Hung

▇▇▇▇▇▇▇▇▇▇▇▇▇▇▇▇▇▇▇▇▇▇▇▇▇▇▇▇▇▇

8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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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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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sie lum

▇▇▇▇▇▇▇▇▇▇▇▇▇▇▇▇▇▇▇▇▇▇▇▇▇▇▇▇▇▇

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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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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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P Shum

▇▇▇▇▇▇▇▇▇▇▇▇▇▇▇▇▇▇▇▇▇▇▇▇▇▇▇▇▇▇

8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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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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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Tsz Yuen

▇▇▇▇▇▇▇▇▇▇▇▇▇▇▇▇▇▇▇▇▇▇▇▇▇▇▇▇▇▇

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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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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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zeto

▇▇▇▇▇▇▇▇▇▇▇▇▇▇▇▇▇▇▇▇▇▇▇▇▇▇▇▇▇▇

8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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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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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u Waiping

▇▇▇▇▇▇▇▇▇▇▇▇▇▇▇▇▇▇▇▇▇▇▇▇▇▇▇▇▇▇

8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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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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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aac ching

▇▇▇▇▇▇▇▇▇▇▇▇▇▇▇▇▇▇▇▇▇▇▇▇▇▇▇▇▇▇

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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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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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 chi wan

▇▇▇▇▇▇▇▇▇▇▇▇▇▇▇▇▇▇▇▇▇▇▇▇▇▇▇▇▇▇

8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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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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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 Peipei

▇▇▇▇▇▇▇▇▇▇▇▇▇▇▇▇▇▇▇▇▇▇▇▇▇▇▇▇▇▇

8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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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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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Hoi Lam

▇▇▇▇▇▇▇▇▇▇▇▇▇▇▇▇▇▇▇▇▇▇▇▇▇▇▇▇▇▇

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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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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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l Chow

▇▇▇▇▇▇▇▇▇▇▇▇▇▇▇▇▇▇▇▇▇▇▇▇▇▇▇▇▇▇

8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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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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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rdon Liu

▇▇▇▇▇▇▇▇▇▇▇▇▇▇▇▇▇▇▇▇▇▇▇▇▇▇▇▇▇▇

8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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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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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kamchuen

▇▇▇▇▇▇▇▇▇▇▇▇▇▇▇▇▇▇▇▇▇▇▇▇▇▇▇▇▇▇

8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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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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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 Shea

▇▇▇▇▇▇▇▇▇▇▇▇▇▇▇▇▇▇▇▇▇▇▇▇▇▇▇▇▇▇

8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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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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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ka wai

▇▇▇▇▇▇▇▇▇▇▇▇▇▇▇▇▇▇▇▇▇▇▇▇▇▇▇▇▇▇

8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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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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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los tang

▇▇▇▇▇▇▇▇▇▇▇▇▇▇▇▇▇▇▇▇▇▇▇▇▇▇▇▇▇▇

8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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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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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Shu Wing

▇▇▇▇▇▇▇▇▇▇▇▇▇▇▇▇▇▇▇▇▇▇▇▇▇▇▇▇▇▇

8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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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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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

▇▇▇▇▇▇▇▇▇▇▇▇▇▇▇▇▇▇▇▇▇▇▇▇▇▇▇▇▇▇

8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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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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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y

▇▇▇▇▇▇▇▇▇▇▇▇▇▇▇▇▇▇▇▇▇▇▇▇▇▇▇▇▇▇

8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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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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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ze Raymond

▇▇▇▇▇▇▇▇▇▇▇▇▇▇▇▇▇▇▇▇▇▇▇▇▇▇▇▇▇▇

8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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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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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rley Yuen

▇▇▇▇▇▇▇▇▇▇▇▇▇▇▇▇▇▇▇▇▇▇▇▇▇▇▇▇▇▇

8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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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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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ra Yip

▇▇▇▇▇▇▇▇▇▇▇▇▇▇▇▇▇▇▇▇▇▇▇▇▇▇▇▇▇▇

8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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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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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ive Chan

▇▇▇▇▇▇▇▇▇▇▇▇▇▇▇▇▇▇▇▇▇▇▇▇▇▇▇▇▇▇

8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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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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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aine

▇▇▇▇▇▇▇▇▇▇▇▇▇▇▇▇▇▇▇▇▇▇▇▇▇▇▇▇▇▇

8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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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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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惠燕

▇▇▇▇▇▇▇▇▇▇▇▇▇▇▇▇▇▇▇▇▇▇▇▇▇▇▇▇▇▇

8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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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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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ley

▇▇▇▇▇▇▇▇▇▇▇▇▇▇▇▇▇▇▇▇▇▇▇▇▇▇▇▇▇▇

8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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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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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vin Cheng

▇▇▇▇▇▇▇▇▇▇▇▇▇▇▇▇▇▇▇▇▇▇▇▇▇▇▇▇▇▇

8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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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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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

▇▇▇▇▇▇▇▇▇▇▇▇▇▇▇▇▇▇▇▇▇▇▇▇▇▇▇▇▇▇

8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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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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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da Sunjoto

▇▇▇▇▇▇▇▇▇▇▇▇▇▇▇▇▇▇▇▇▇▇▇▇▇▇▇▇▇▇

8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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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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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u Man Sheung

▇▇▇▇▇▇▇▇▇▇▇▇▇▇▇▇▇▇▇▇▇▇▇▇▇▇▇▇▇▇

8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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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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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vonne

▇▇▇▇▇▇▇▇▇▇▇▇▇▇▇▇▇▇▇▇▇▇▇▇▇▇▇▇▇▇

8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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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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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y

▇▇▇▇▇▇▇▇▇▇▇▇▇▇▇▇▇▇▇▇▇▇▇▇▇▇▇▇▇▇

8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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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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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 wong

▇▇▇▇▇▇▇▇▇▇▇▇▇▇▇▇▇▇▇▇▇▇▇▇▇▇▇▇▇▇

8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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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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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a Leung

▇▇▇▇▇▇▇▇▇▇▇▇▇▇▇▇▇▇▇▇▇▇▇▇▇▇▇▇▇▇

8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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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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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Tsui Wah

▇▇▇▇▇▇▇▇▇▇▇▇▇▇▇▇▇▇▇▇▇▇▇▇▇▇▇▇▇▇

8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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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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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dia Chan

▇▇▇▇▇▇▇▇▇▇▇▇▇▇▇▇▇▇▇▇▇▇▇▇▇▇▇▇▇▇

8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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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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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ung Ming

▇▇▇▇▇▇▇▇▇▇▇▇▇▇▇▇▇▇▇▇▇▇▇▇▇▇▇▇▇▇

8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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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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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ob FUNG

▇▇▇▇▇▇▇▇▇▇▇▇▇▇▇▇▇▇▇▇▇▇▇▇▇▇▇▇▇▇

8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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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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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ng kit Fu steven

▇▇▇▇▇▇▇▇▇▇▇▇▇▇▇▇▇▇▇▇▇▇▇▇▇▇▇▇▇▇

8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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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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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n chik

▇▇▇▇▇▇▇▇▇▇▇▇▇▇▇▇▇▇▇▇▇▇▇▇▇▇▇▇▇▇

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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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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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ley Ng

▇▇▇▇▇▇▇▇▇▇▇▇▇▇▇▇▇▇▇▇▇▇▇▇▇▇▇▇▇▇

8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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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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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i ho

▇▇▇▇▇▇▇▇▇▇▇▇▇▇▇▇▇▇▇▇▇▇▇▇▇▇▇▇▇▇

8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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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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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KA MAN

▇▇▇▇▇▇▇▇▇▇▇▇▇▇▇▇▇▇▇▇▇▇▇▇▇▇▇▇▇▇

8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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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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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vin Cheung

▇▇▇▇▇▇▇▇▇▇▇▇▇▇▇▇▇▇▇▇▇▇▇▇▇▇▇▇▇▇

8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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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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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e Chun Him

▇▇▇▇▇▇▇▇▇▇▇▇▇▇▇▇▇▇▇▇▇▇▇▇▇▇▇▇▇▇

8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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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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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Shun yan

▇▇▇▇▇▇▇▇▇▇▇▇▇▇▇▇▇▇▇▇▇▇▇▇▇▇▇▇▇▇

8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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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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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wai man

▇▇▇▇▇▇▇▇▇▇▇▇▇▇▇▇▇▇▇▇▇▇▇▇▇▇▇▇▇▇

8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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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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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hiu tin

▇▇▇▇▇▇▇▇▇▇▇▇▇▇▇▇▇▇▇▇▇▇▇▇▇▇▇▇▇▇

8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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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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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m Chan

▇▇▇▇▇▇▇▇▇▇▇▇▇▇▇▇▇▇▇▇▇▇▇▇▇▇▇▇▇▇

8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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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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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

▇▇▇▇▇▇▇▇▇▇▇▇▇▇▇▇▇▇▇▇▇▇▇▇▇▇▇▇▇▇

8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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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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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 leung

▇▇▇▇▇▇▇▇▇▇▇▇▇▇▇▇▇▇▇▇▇▇▇▇▇▇▇▇▇▇

8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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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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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ew yuen

▇▇▇▇▇▇▇▇▇▇▇▇▇▇▇▇▇▇▇▇▇▇▇▇▇▇▇▇▇▇

8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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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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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y

▇▇▇▇▇▇▇▇▇▇▇▇▇▇▇▇▇▇▇▇▇▇▇▇▇▇▇▇▇▇

8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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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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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et

▇▇▇▇▇▇▇▇▇▇▇▇▇▇▇▇▇▇▇▇▇▇▇▇▇▇▇▇▇▇

8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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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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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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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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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

▇▇▇▇▇▇▇▇▇▇▇▇▇▇▇▇▇▇▇▇▇▇▇▇▇▇▇▇▇▇

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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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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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仲良

▇▇▇▇▇▇▇▇▇▇▇▇▇▇▇▇▇▇▇▇▇▇▇▇▇▇▇▇▇▇

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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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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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hok pan

▇▇▇▇▇▇▇▇▇▇▇▇▇▇▇▇▇▇▇▇▇▇▇▇▇▇▇▇▇▇

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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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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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randa Li

▇▇▇▇▇▇▇▇▇▇▇▇▇▇▇▇▇▇▇▇▇▇▇▇▇▇▇▇▇▇

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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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6:2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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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ang kit ming

▇▇▇▇▇▇▇▇▇▇▇▇▇▇▇▇▇▇▇▇▇▇▇▇▇▇▇▇▇▇

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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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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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ny Lai

▇▇▇▇▇▇▇▇▇▇▇▇▇▇▇▇▇▇▇▇▇▇▇▇▇▇▇▇▇▇

8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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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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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ice Hung

▇▇▇▇▇▇▇▇▇▇▇▇▇▇▇▇▇▇▇▇▇▇▇▇▇▇▇▇▇▇

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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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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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mmy Ng

▇▇▇▇▇▇▇▇▇▇▇▇▇▇▇▇▇▇▇▇▇▇▇▇▇▇▇▇▇▇

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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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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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son

▇▇▇▇▇▇▇▇▇▇▇▇▇▇▇▇▇▇▇▇▇▇▇▇▇▇▇▇▇▇

8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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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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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Mui

▇▇▇▇▇▇▇▇▇▇▇▇▇▇▇▇▇▇▇▇▇▇▇▇▇▇▇▇▇▇

8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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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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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ne Lam

▇▇▇▇▇▇▇▇▇▇▇▇▇▇▇▇▇▇▇▇▇▇▇▇▇▇▇▇▇▇

8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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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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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o

▇▇▇▇▇▇▇▇▇▇▇▇▇▇▇▇▇▇▇▇▇▇▇▇▇▇▇▇▇▇

8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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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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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a Ng

▇▇▇▇▇▇▇▇▇▇▇▇▇▇▇▇▇▇▇▇▇▇▇▇▇▇▇▇▇▇

8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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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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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p Ming Kin

▇▇▇▇▇▇▇▇▇▇▇▇▇▇▇▇▇▇▇▇▇▇▇▇▇▇▇▇▇▇

8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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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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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lla Cheung

▇▇▇▇▇▇▇▇▇▇▇▇▇▇▇▇▇▇▇▇▇▇▇▇▇▇▇▇▇▇

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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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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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Chan

▇▇▇▇▇▇▇▇▇▇▇▇▇▇▇▇▇▇▇▇▇▇▇▇▇▇▇▇▇▇

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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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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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rtney

▇▇▇▇▇▇▇▇▇▇▇▇▇▇▇▇▇▇▇▇▇▇▇▇▇▇▇▇▇▇

8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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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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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g Yu

▇▇▇▇▇▇▇▇▇▇▇▇▇▇▇▇▇▇▇▇▇▇▇▇▇▇▇▇▇▇

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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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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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

8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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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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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y chung

▇▇▇▇▇▇▇▇▇▇▇▇▇▇▇▇▇▇▇▇▇▇▇▇▇▇▇▇▇▇

8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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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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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wai leung thomas

▇▇▇▇▇▇▇▇▇▇▇▇▇▇▇▇▇▇▇▇▇▇▇▇▇▇▇▇▇▇

8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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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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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cy Shum

▇▇▇▇▇▇▇▇▇▇▇▇▇▇▇▇▇▇▇▇▇▇▇▇▇▇▇▇▇▇

8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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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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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洛賢

▇▇▇▇▇▇▇▇▇▇▇▇▇▇▇▇▇▇▇▇▇▇▇▇▇▇▇▇▇▇

8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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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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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

8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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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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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ON LI

▇▇▇▇▇▇▇▇▇▇▇▇▇▇▇▇▇▇▇▇▇▇▇▇▇▇▇▇▇▇

8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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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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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Hoi Ling

▇▇▇▇▇▇▇▇▇▇▇▇▇▇▇▇▇▇▇▇▇▇▇▇▇▇▇▇▇▇

8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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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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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ong

▇▇▇▇▇▇▇▇▇▇▇▇▇▇▇▇▇▇▇▇▇▇▇▇▇▇▇▇▇▇

8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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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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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on Choi Fung

▇▇▇▇▇▇▇▇▇▇▇▇▇▇▇▇▇▇▇▇▇▇▇▇▇▇▇▇▇▇

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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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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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Wong

▇▇▇▇▇▇▇▇▇▇▇▇▇▇▇▇▇▇▇▇▇▇▇▇▇▇▇▇▇▇

8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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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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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Kwok Ling

▇▇▇▇▇▇▇▇▇▇▇▇▇▇▇▇▇▇▇▇▇▇▇▇▇▇▇▇▇▇

8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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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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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R YEUNG

▇▇▇▇▇▇▇▇▇▇▇▇▇▇▇▇▇▇▇▇▇▇▇▇▇▇▇▇▇▇

8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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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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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Wai ni

▇▇▇▇▇▇▇▇▇▇▇▇▇▇▇▇▇▇▇▇▇▇▇▇▇▇▇▇▇▇

8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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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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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ok Wai Chung

▇▇▇▇▇▇▇▇▇▇▇▇▇▇▇▇▇▇▇▇▇▇▇▇▇▇▇▇▇▇

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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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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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K CHUN YUEN

▇▇▇▇▇▇▇▇▇▇▇▇▇▇▇▇▇▇▇▇▇▇▇▇▇▇▇▇▇▇

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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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5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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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ow

▇▇▇▇▇▇▇▇▇▇▇▇▇▇▇▇▇▇▇▇▇▇▇▇▇▇▇▇▇▇

8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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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5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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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o So Ling

▇▇▇▇▇▇▇▇▇▇▇▇▇▇▇▇▇▇▇▇▇▇▇▇▇▇▇▇▇▇

8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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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5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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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ay Wan

▇▇▇▇▇▇▇▇▇▇▇▇▇▇▇▇▇▇▇▇▇▇▇▇▇▇▇▇▇▇

8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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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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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othy Tse

▇▇▇▇▇▇▇▇▇▇▇▇▇▇▇▇▇▇▇▇▇▇▇▇▇▇▇▇▇▇

8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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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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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an Wan

▇▇▇▇▇▇▇▇▇▇▇▇▇▇▇▇▇▇▇▇▇▇▇▇▇▇▇▇▇▇

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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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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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yah

▇▇▇▇▇▇▇▇▇▇▇▇▇▇▇▇▇▇▇▇▇▇▇▇▇▇▇▇▇▇

8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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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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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

8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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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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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nf Chan

▇▇▇▇▇▇▇▇▇▇▇▇▇▇▇▇▇▇▇▇▇▇▇▇▇▇▇▇▇▇

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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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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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u Yinping

▇▇▇▇▇▇▇▇▇▇▇▇▇▇▇▇▇▇▇▇▇▇▇▇▇▇▇▇▇▇

8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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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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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ey Koo

▇▇▇▇▇▇▇▇▇▇▇▇▇▇▇▇▇▇▇▇▇▇▇▇▇▇▇▇▇▇

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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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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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ven Chan

▇▇▇▇▇▇▇▇▇▇▇▇▇▇▇▇▇▇▇▇▇▇▇▇▇▇▇▇▇▇

8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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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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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Tsz Kan

▇▇▇▇▇▇▇▇▇▇▇▇▇▇▇▇▇▇▇▇▇▇▇▇▇▇▇▇▇▇

8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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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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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Ｗai yan

▇▇▇▇▇▇▇▇▇▇▇▇▇▇▇▇▇▇▇▇▇▇▇▇▇▇▇▇▇▇

8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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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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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Kwan Wang

▇▇▇▇▇▇▇▇▇▇▇▇▇▇▇▇▇▇▇▇▇▇▇▇▇▇▇▇▇▇

8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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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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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

▇▇▇▇▇▇▇▇▇▇▇▇▇▇▇▇▇▇▇▇▇▇▇▇▇▇▇▇▇▇

8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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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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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m Hon

▇▇▇▇▇▇▇▇▇▇▇▇▇▇▇▇▇▇▇▇▇▇▇▇▇▇▇▇▇▇

8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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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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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vin Leung

▇▇▇▇▇▇▇▇▇▇▇▇▇▇▇▇▇▇▇▇▇▇▇▇▇▇▇▇▇▇

8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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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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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i Ching Yee

▇▇▇▇▇▇▇▇▇▇▇▇▇▇▇▇▇▇▇▇▇▇▇▇▇▇▇▇▇▇

8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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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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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na Lee

▇▇▇▇▇▇▇▇▇▇▇▇▇▇▇▇▇▇▇▇▇▇▇▇▇▇▇▇▇▇

8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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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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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pelmond

▇▇▇▇▇▇▇▇▇▇▇▇▇▇▇▇▇▇▇▇▇▇▇▇▇▇▇▇▇▇

8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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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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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adys

▇▇▇▇▇▇▇▇▇▇▇▇▇▇▇▇▇▇▇▇▇▇▇▇▇▇▇▇▇▇

8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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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2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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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aren Lam

▇▇▇▇▇▇▇▇▇▇▇▇▇▇▇▇▇▇▇▇▇▇▇▇▇▇▇▇▇▇

8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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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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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 Wai Ching

▇▇▇▇▇▇▇▇▇▇▇▇▇▇▇▇▇▇▇▇▇▇▇▇▇▇▇▇▇▇

8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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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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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SZE WAN

▇▇▇▇▇▇▇▇▇▇▇▇▇▇▇▇▇▇▇▇▇▇▇▇▇▇▇▇▇▇

8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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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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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ve tang

▇▇▇▇▇▇▇▇▇▇▇▇▇▇▇▇▇▇▇▇▇▇▇▇▇▇▇▇▇▇

8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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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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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g Ying Sang

▇▇▇▇▇▇▇▇▇▇▇▇▇▇▇▇▇▇▇▇▇▇▇▇▇▇▇▇▇▇

8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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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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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Bik Man

▇▇▇▇▇▇▇▇▇▇▇▇▇▇▇▇▇▇▇▇▇▇▇▇▇▇▇▇▇▇

8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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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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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 Kwan Yiu

▇▇▇▇▇▇▇▇▇▇▇▇▇▇▇▇▇▇▇▇▇▇▇▇▇▇▇▇▇▇

8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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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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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Ra

▇▇▇▇▇▇▇▇▇▇▇▇▇▇▇▇▇▇▇▇▇▇▇▇▇▇▇▇▇▇

8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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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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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Chi Ming

▇▇▇▇▇▇▇▇▇▇▇▇▇▇▇▇▇▇▇▇▇▇▇▇▇▇▇▇▇▇

8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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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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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g so

▇▇▇▇▇▇▇▇▇▇▇▇▇▇▇▇▇▇▇▇▇▇▇▇▇▇▇▇▇▇

8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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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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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bert Lau

▇▇▇▇▇▇▇▇▇▇▇▇▇▇▇▇▇▇▇▇▇▇▇▇▇▇▇▇▇▇

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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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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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ra Tso

▇▇▇▇▇▇▇▇▇▇▇▇▇▇▇▇▇▇▇▇▇▇▇▇▇▇▇▇▇▇

8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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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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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ie Lau

▇▇▇▇▇▇▇▇▇▇▇▇▇▇▇▇▇▇▇▇▇▇▇▇▇▇▇▇▇▇

8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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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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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Ling yi

▇▇▇▇▇▇▇▇▇▇▇▇▇▇▇▇▇▇▇▇▇▇▇▇▇▇▇▇▇▇

8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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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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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ee lai hang

▇▇▇▇▇▇▇▇▇▇▇▇▇▇▇▇▇▇▇▇▇▇▇▇▇▇▇▇▇▇

8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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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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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g Chi Keung

▇▇▇▇▇▇▇▇▇▇▇▇▇▇▇▇▇▇▇▇▇▇▇▇▇▇▇▇▇▇

8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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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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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o chen

▇▇▇▇▇▇▇▇▇▇▇▇▇▇▇▇▇▇▇▇▇▇▇▇▇▇▇▇▇▇

8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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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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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ho Chau

▇▇▇▇▇▇▇▇▇▇▇▇▇▇▇▇▇▇▇▇▇▇▇▇▇▇▇▇▇▇

8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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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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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g Tak Sun

▇▇▇▇▇▇▇▇▇▇▇▇▇▇▇▇▇▇▇▇▇▇▇▇▇▇▇▇▇▇

8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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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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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Chui Shan

▇▇▇▇▇▇▇▇▇▇▇▇▇▇▇▇▇▇▇▇▇▇▇▇▇▇▇▇▇▇

8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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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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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ny Yeung

▇▇▇▇▇▇▇▇▇▇▇▇▇▇▇▇▇▇▇▇▇▇▇▇▇▇▇▇▇▇

8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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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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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iyilaisophia

▇▇▇▇▇▇▇▇▇▇▇▇▇▇▇▇▇▇▇▇▇▇▇▇▇▇▇▇▇▇

8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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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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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Ken

▇▇▇▇▇▇▇▇▇▇▇▇▇▇▇▇▇▇▇▇▇▇▇▇▇▇▇▇▇▇

8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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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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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hiu fung

▇▇▇▇▇▇▇▇▇▇▇▇▇▇▇▇▇▇▇▇▇▇▇▇▇▇▇▇▇▇

8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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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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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is Li

▇▇▇▇▇▇▇▇▇▇▇▇▇▇▇▇▇▇▇▇▇▇▇▇▇▇▇▇▇▇

8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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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3:53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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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戴月琴

▇▇▇▇▇▇▇▇▇▇▇▇▇▇▇▇▇▇▇▇▇▇▇▇▇▇▇▇▇▇

8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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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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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alie

▇▇▇▇▇▇▇▇▇▇▇▇▇▇▇▇▇▇▇▇▇▇▇▇▇▇▇▇▇▇

8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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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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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a so

▇▇▇▇▇▇▇▇▇▇▇▇▇▇▇▇▇▇▇▇▇▇▇▇▇▇▇▇▇▇

8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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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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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u wing sze

▇▇▇▇▇▇▇▇▇▇▇▇▇▇▇▇▇▇▇▇▇▇▇▇▇▇▇▇▇▇

8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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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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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her Chen

▇▇▇▇▇▇▇▇▇▇▇▇▇▇▇▇▇▇▇▇▇▇▇▇▇▇▇▇▇▇

8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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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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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maine

▇▇▇▇▇▇▇▇▇▇▇▇▇▇▇▇▇▇▇▇▇▇▇▇▇▇▇▇▇▇

8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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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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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ley Chau

▇▇▇▇▇▇▇▇▇▇▇▇▇▇▇▇▇▇▇▇▇▇▇▇▇▇▇▇▇▇

8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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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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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cy Wong

▇▇▇▇▇▇▇▇▇▇▇▇▇▇▇▇▇▇▇▇▇▇▇▇▇▇▇▇▇▇

8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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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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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 Hoong

▇▇▇▇▇▇▇▇▇▇▇▇▇▇▇▇▇▇▇▇▇▇▇▇▇▇▇▇▇▇

8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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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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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

8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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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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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her Gooch

▇▇▇▇▇▇▇▇▇▇▇▇▇▇▇▇▇▇▇▇▇▇▇▇▇▇▇▇▇▇

8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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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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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iam Cheung

▇▇▇▇▇▇▇▇▇▇▇▇▇▇▇▇▇▇▇▇▇▇▇▇▇▇▇▇▇▇

8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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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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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iam Tam

▇▇▇▇▇▇▇▇▇▇▇▇▇▇▇▇▇▇▇▇▇▇▇▇▇▇▇▇▇▇

8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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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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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y kwok

▇▇▇▇▇▇▇▇▇▇▇▇▇▇▇▇▇▇▇▇▇▇▇▇▇▇▇▇▇▇

8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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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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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ald Tang

▇▇▇▇▇▇▇▇▇▇▇▇▇▇▇▇▇▇▇▇▇▇▇▇▇▇▇▇▇▇

8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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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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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

▇▇▇▇▇▇▇▇▇▇▇▇▇▇▇▇▇▇▇▇▇▇▇▇▇▇▇▇▇▇

8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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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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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udyluk

▇▇▇▇▇▇▇▇▇▇▇▇▇▇▇▇▇▇▇▇▇▇▇▇▇▇▇▇▇▇

8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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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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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son Peen

▇▇▇▇▇▇▇▇▇▇▇▇▇▇▇▇▇▇▇▇▇▇▇▇▇▇▇▇▇▇

8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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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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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IAM LAI

▇▇▇▇▇▇▇▇▇▇▇▇▇▇▇▇▇▇▇▇▇▇▇▇▇▇▇▇▇▇

8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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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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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ANG LAI KING

▇▇▇▇▇▇▇▇▇▇▇▇▇▇▇▇▇▇▇▇▇▇▇▇▇▇▇▇▇▇

8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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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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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 Wong

▇▇▇▇▇▇▇▇▇▇▇▇▇▇▇▇▇▇▇▇▇▇▇▇▇▇▇▇▇▇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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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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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m Tak Shing

▇▇▇▇▇▇▇▇▇▇▇▇▇▇▇▇▇▇▇▇▇▇▇▇▇▇▇▇▇▇

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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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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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i Lillian

▇▇▇▇▇▇▇▇▇▇▇▇▇▇▇▇▇▇▇▇▇▇▇▇▇▇▇▇▇▇

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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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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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ng

▇▇▇▇▇▇▇▇▇▇▇▇▇▇▇▇▇▇▇▇▇▇▇▇▇▇▇▇▇▇

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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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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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yin fei

▇▇▇▇▇▇▇▇▇▇▇▇▇▇▇▇▇▇▇▇▇▇▇▇▇▇▇▇▇▇

8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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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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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GCasso Joseph

▇▇▇▇▇▇▇▇▇▇▇▇▇▇▇▇▇▇▇▇▇▇▇▇▇▇▇▇▇▇

8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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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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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 Kit Lai

▇▇▇▇▇▇▇▇▇▇▇▇▇▇▇▇▇▇▇▇▇▇▇▇▇▇▇▇▇▇

8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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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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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

8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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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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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my Lam

▇▇▇▇▇▇▇▇▇▇▇▇▇▇▇▇▇▇▇▇▇▇▇▇▇▇▇▇▇▇

8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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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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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M LAI HO

▇▇▇▇▇▇▇▇▇▇▇▇▇▇▇▇▇▇▇▇▇▇▇▇▇▇▇▇▇▇

8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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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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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

▇▇▇▇▇▇▇▇▇▇▇▇▇▇▇▇▇▇▇▇▇▇▇▇▇▇▇▇▇▇

8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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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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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Chun Yan

▇▇▇▇▇▇▇▇▇▇▇▇▇▇▇▇▇▇▇▇▇▇▇▇▇▇▇▇▇▇

8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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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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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rick Leung

▇▇▇▇▇▇▇▇▇▇▇▇▇▇▇▇▇▇▇▇▇▇▇▇▇▇▇▇▇▇

8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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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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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Ka Kit

▇▇▇▇▇▇▇▇▇▇▇▇▇▇▇▇▇▇▇▇▇▇▇▇▇▇▇▇▇▇

8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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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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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kam kwong

▇▇▇▇▇▇▇▇▇▇▇▇▇▇▇▇▇▇▇▇▇▇▇▇▇▇▇▇▇▇

8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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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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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ui

▇▇▇▇▇▇▇▇▇▇▇▇▇▇▇▇▇▇▇▇▇▇▇▇▇▇▇▇▇▇

8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