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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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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Roger

▇▇▇▇▇▇▇▇▇▇▇▇▇▇▇▇▇▇▇▇▇▇▇▇▇▇▇▇▇▇

8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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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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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aine Fong

▇▇▇▇▇▇▇▇▇▇▇▇▇▇▇▇▇▇▇▇▇▇▇▇▇▇▇▇▇▇

8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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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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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ina

▇▇▇▇▇▇▇▇▇▇▇▇▇▇▇▇▇▇▇▇▇▇▇▇▇▇▇▇▇▇

8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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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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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y Cheng

▇▇▇▇▇▇▇▇▇▇▇▇▇▇▇▇▇▇▇▇▇▇▇▇▇▇▇▇▇▇

8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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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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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YUEN YEE

▇▇▇▇▇▇▇▇▇▇▇▇▇▇▇▇▇▇▇▇▇▇▇▇▇▇▇▇▇▇

8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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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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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i

▇▇▇▇▇▇▇▇▇▇▇▇▇▇▇▇▇▇▇▇▇▇▇▇▇▇▇▇▇▇

8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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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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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ddy Ang

▇▇▇▇▇▇▇▇▇▇▇▇▇▇▇▇▇▇▇▇▇▇▇▇▇▇▇▇▇▇

8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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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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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yle

▇▇▇▇▇▇▇▇▇▇▇▇▇▇▇▇▇▇▇▇▇▇▇▇▇▇▇▇▇▇

8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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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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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son

▇▇▇▇▇▇▇▇▇▇▇▇▇▇▇▇▇▇▇▇▇▇▇▇▇▇▇▇▇▇

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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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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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men Cheng

▇▇▇▇▇▇▇▇▇▇▇▇▇▇▇▇▇▇▇▇▇▇▇▇▇▇▇▇▇▇

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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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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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Chu

▇▇▇▇▇▇▇▇▇▇▇▇▇▇▇▇▇▇▇▇▇▇▇▇▇▇▇▇▇▇

8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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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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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ter Mo

▇▇▇▇▇▇▇▇▇▇▇▇▇▇▇▇▇▇▇▇▇▇▇▇▇▇▇▇▇▇

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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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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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kwong

▇▇▇▇▇▇▇▇▇▇▇▇▇▇▇▇▇▇▇▇▇▇▇▇▇▇▇▇▇▇

8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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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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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itung

▇▇▇▇▇▇▇▇▇▇▇▇▇▇▇▇▇▇▇▇▇▇▇▇▇▇▇▇▇▇

8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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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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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die yu

▇▇▇▇▇▇▇▇▇▇▇▇▇▇▇▇▇▇▇▇▇▇▇▇▇▇▇▇▇▇

8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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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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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en Tat Fai

▇▇▇▇▇▇▇▇▇▇▇▇▇▇▇▇▇▇▇▇▇▇▇▇▇▇▇▇▇▇

8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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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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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家灝

▇▇▇▇▇▇▇▇▇▇▇▇▇▇▇▇▇▇▇▇▇▇▇▇▇▇▇▇▇▇

8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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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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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dice chan

▇▇▇▇▇▇▇▇▇▇▇▇▇▇▇▇▇▇▇▇▇▇▇▇▇▇▇▇▇▇

8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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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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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

▇▇▇▇▇▇▇▇▇▇▇▇▇▇▇▇▇▇▇▇▇▇▇▇▇▇▇▇▇▇

8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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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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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et so

▇▇▇▇▇▇▇▇▇▇▇▇▇▇▇▇▇▇▇▇▇▇▇▇▇▇▇▇▇▇

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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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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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hy lo

▇▇▇▇▇▇▇▇▇▇▇▇▇▇▇▇▇▇▇▇▇▇▇▇▇▇▇▇▇▇

8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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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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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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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King Ho

▇▇▇▇▇▇▇▇▇▇▇▇▇▇▇▇▇▇▇▇▇▇▇▇▇▇▇▇▇▇

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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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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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men

▇▇▇▇▇▇▇▇▇▇▇▇▇▇▇▇▇▇▇▇▇▇▇▇▇▇▇▇▇▇

8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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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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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S

▇▇▇▇▇▇▇▇▇▇▇▇▇▇▇▇▇▇▇▇▇▇▇▇▇▇▇▇▇▇

8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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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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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yley

▇▇▇▇▇▇▇▇▇▇▇▇▇▇▇▇▇▇▇▇▇▇▇▇▇▇▇▇▇▇

8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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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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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Tseng Man

▇▇▇▇▇▇▇▇▇▇▇▇▇▇▇▇▇▇▇▇▇▇▇▇▇▇▇▇▇▇

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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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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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i Chan

▇▇▇▇▇▇▇▇▇▇▇▇▇▇▇▇▇▇▇▇▇▇▇▇▇▇▇▇▇▇

8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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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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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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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men

▇▇▇▇▇▇▇▇▇▇▇▇▇▇▇▇▇▇▇▇▇▇▇▇▇▇▇▇▇▇

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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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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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ve Sau

▇▇▇▇▇▇▇▇▇▇▇▇▇▇▇▇▇▇▇▇▇▇▇▇▇▇▇▇▇▇

8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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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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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ia Ngai

▇▇▇▇▇▇▇▇▇▇▇▇▇▇▇▇▇▇▇▇▇▇▇▇▇▇▇▇▇▇

8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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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1:45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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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Elaine Yeung

▇▇▇▇▇▇▇▇▇▇▇▇▇▇▇▇▇▇▇▇▇▇▇▇▇▇▇▇▇▇

8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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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1:3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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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ai Chun Tin

▇▇▇▇▇▇▇▇▇▇▇▇▇▇▇▇▇▇▇▇▇▇▇▇▇▇▇▇▇▇

8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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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1:1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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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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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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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翁慧蓮

▇▇▇▇▇▇▇▇▇▇▇▇▇▇▇▇▇▇▇▇▇▇▇▇▇▇▇▇▇▇

8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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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1:0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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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Hui So Kam

▇▇▇▇▇▇▇▇▇▇▇▇▇▇▇▇▇▇▇▇▇▇▇▇▇▇▇▇▇▇

8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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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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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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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iby HA

▇▇▇▇▇▇▇▇▇▇▇▇▇▇▇▇▇▇▇▇▇▇▇▇▇▇▇▇▇▇

8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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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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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 Mei Kuen

▇▇▇▇▇▇▇▇▇▇▇▇▇▇▇▇▇▇▇▇▇▇▇▇▇▇▇▇▇▇

8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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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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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Wing Sum

▇▇▇▇▇▇▇▇▇▇▇▇▇▇▇▇▇▇▇▇▇▇▇▇▇▇▇▇▇▇

8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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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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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Tsz Ching

▇▇▇▇▇▇▇▇▇▇▇▇▇▇▇▇▇▇▇▇▇▇▇▇▇▇▇▇▇▇

8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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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0: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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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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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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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ei Mui Leung

▇▇▇▇▇▇▇▇▇▇▇▇▇▇▇▇▇▇▇▇▇▇▇▇▇▇▇▇▇▇

8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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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10:3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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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Vicky Wu

▇▇▇▇▇▇▇▇▇▇▇▇▇▇▇▇▇▇▇▇▇▇▇▇▇▇▇▇▇▇

8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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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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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y Yiu

▇▇▇▇▇▇▇▇▇▇▇▇▇▇▇▇▇▇▇▇▇▇▇▇▇▇▇▇▇▇

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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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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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an Kwai Fai

▇▇▇▇▇▇▇▇▇▇▇▇▇▇▇▇▇▇▇▇▇▇▇▇▇▇▇▇▇▇

8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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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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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ie Lau

▇▇▇▇▇▇▇▇▇▇▇▇▇▇▇▇▇▇▇▇▇▇▇▇▇▇▇▇▇▇

8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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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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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文智

▇▇▇▇▇▇▇▇▇▇▇▇▇▇▇▇▇▇▇▇▇▇▇▇▇▇▇▇▇▇

8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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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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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i ling

▇▇▇▇▇▇▇▇▇▇▇▇▇▇▇▇▇▇▇▇▇▇▇▇▇▇▇▇▇▇

8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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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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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uis Leung

▇▇▇▇▇▇▇▇▇▇▇▇▇▇▇▇▇▇▇▇▇▇▇▇▇▇▇▇▇▇

8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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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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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g Yin Hung

▇▇▇▇▇▇▇▇▇▇▇▇▇▇▇▇▇▇▇▇▇▇▇▇▇▇▇▇▇▇

8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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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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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kwok keung

▇▇▇▇▇▇▇▇▇▇▇▇▇▇▇▇▇▇▇▇▇▇▇▇▇▇▇▇▇▇

8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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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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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 Rlie Cha Rlie

▇▇▇▇▇▇▇▇▇▇▇▇▇▇▇▇▇▇▇▇▇▇▇▇▇▇▇▇▇▇

8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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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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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 sauyung

▇▇▇▇▇▇▇▇▇▇▇▇▇▇▇▇▇▇▇▇▇▇▇▇▇▇▇▇▇▇

8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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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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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y lee

▇▇▇▇▇▇▇▇▇▇▇▇▇▇▇▇▇▇▇▇▇▇▇▇▇▇▇▇▇▇

8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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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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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美儀

▇▇▇▇▇▇▇▇▇▇▇▇▇▇▇▇▇▇▇▇▇▇▇▇▇▇▇▇▇▇

8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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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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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 chun Choi

▇▇▇▇▇▇▇▇▇▇▇▇▇▇▇▇▇▇▇▇▇▇▇▇▇▇▇▇▇▇

8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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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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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ｅｅ janet

▇▇▇▇▇▇▇▇▇▇▇▇▇▇▇▇▇▇▇▇▇▇▇▇▇▇▇▇▇▇

8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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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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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ley Chow

▇▇▇▇▇▇▇▇▇▇▇▇▇▇▇▇▇▇▇▇▇▇▇▇▇▇▇▇▇▇

8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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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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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w Yin Ling

▇▇▇▇▇▇▇▇▇▇▇▇▇▇▇▇▇▇▇▇▇▇▇▇▇▇▇▇▇▇

8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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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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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ly choi

▇▇▇▇▇▇▇▇▇▇▇▇▇▇▇▇▇▇▇▇▇▇▇▇▇▇▇▇▇▇

8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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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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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Fo Yee

▇▇▇▇▇▇▇▇▇▇▇▇▇▇▇▇▇▇▇▇▇▇▇▇▇▇▇▇▇▇

8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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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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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y ip

▇▇▇▇▇▇▇▇▇▇▇▇▇▇▇▇▇▇▇▇▇▇▇▇▇▇▇▇▇▇

8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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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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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en Hui

▇▇▇▇▇▇▇▇▇▇▇▇▇▇▇▇▇▇▇▇▇▇▇▇▇▇▇▇▇▇

8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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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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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h Lee

▇▇▇▇▇▇▇▇▇▇▇▇▇▇▇▇▇▇▇▇▇▇▇▇▇▇▇▇▇▇

8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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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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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en Chan

▇▇▇▇▇▇▇▇▇▇▇▇▇▇▇▇▇▇▇▇▇▇▇▇▇▇▇▇▇▇

8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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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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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少媚

▇▇▇▇▇▇▇▇▇▇▇▇▇▇▇▇▇▇▇▇▇▇▇▇▇▇▇▇▇▇

8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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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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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na

▇▇▇▇▇▇▇▇▇▇▇▇▇▇▇▇▇▇▇▇▇▇▇▇▇▇▇▇▇▇

8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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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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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Chung Yan

▇▇▇▇▇▇▇▇▇▇▇▇▇▇▇▇▇▇▇▇▇▇▇▇▇▇▇▇▇▇

8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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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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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Kwai Ching

▇▇▇▇▇▇▇▇▇▇▇▇▇▇▇▇▇▇▇▇▇▇▇▇▇▇▇▇▇▇

8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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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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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yan mei

▇▇▇▇▇▇▇▇▇▇▇▇▇▇▇▇▇▇▇▇▇▇▇▇▇▇▇▇▇▇

8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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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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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ima Yip

▇▇▇▇▇▇▇▇▇▇▇▇▇▇▇▇▇▇▇▇▇▇▇▇▇▇▇▇▇▇

8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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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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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 KING MAN

▇▇▇▇▇▇▇▇▇▇▇▇▇▇▇▇▇▇▇▇▇▇▇▇▇▇▇▇▇▇

8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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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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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子田

▇▇▇▇▇▇▇▇▇▇▇▇▇▇▇▇▇▇▇▇▇▇▇▇▇▇▇▇▇▇

8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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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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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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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O

▇▇▇▇▇▇▇▇▇▇▇▇▇▇▇▇▇▇▇▇▇▇▇▇▇▇▇▇▇▇

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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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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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rrie Li

▇▇▇▇▇▇▇▇▇▇▇▇▇▇▇▇▇▇▇▇▇▇▇▇▇▇▇▇▇▇

8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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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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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君耀

▇▇▇▇▇▇▇▇▇▇▇▇▇▇▇▇▇▇▇▇▇▇▇▇▇▇▇▇▇▇

8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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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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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ko Shek

▇▇▇▇▇▇▇▇▇▇▇▇▇▇▇▇▇▇▇▇▇▇▇▇▇▇▇▇▇▇

8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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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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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gie Cheung

▇▇▇▇▇▇▇▇▇▇▇▇▇▇▇▇▇▇▇▇▇▇▇▇▇▇▇▇▇▇

8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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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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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Ngai Lam

▇▇▇▇▇▇▇▇▇▇▇▇▇▇▇▇▇▇▇▇▇▇▇▇▇▇▇▇▇▇

8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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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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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KamTo

▇▇▇▇▇▇▇▇▇▇▇▇▇▇▇▇▇▇▇▇▇▇▇▇▇▇▇▇▇▇

8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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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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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ballball Ng

▇▇▇▇▇▇▇▇▇▇▇▇▇▇▇▇▇▇▇▇▇▇▇▇▇▇▇▇▇▇

8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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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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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HoiYi

▇▇▇▇▇▇▇▇▇▇▇▇▇▇▇▇▇▇▇▇▇▇▇▇▇▇▇▇▇▇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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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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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nifer

▇▇▇▇▇▇▇▇▇▇▇▇▇▇▇▇▇▇▇▇▇▇▇▇▇▇▇▇▇▇

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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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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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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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ho lun

▇▇▇▇▇▇▇▇▇▇▇▇▇▇▇▇▇▇▇▇▇▇▇▇▇▇▇▇▇▇

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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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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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onard Law

▇▇▇▇▇▇▇▇▇▇▇▇▇▇▇▇▇▇▇▇▇▇▇▇▇▇▇▇▇▇

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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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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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

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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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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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

▇▇▇▇▇▇▇▇▇▇▇▇▇▇▇▇▇▇▇▇▇▇▇▇▇▇▇▇▇▇

8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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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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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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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imon tse

▇▇▇▇▇▇▇▇▇▇▇▇▇▇▇▇▇▇▇▇▇▇▇▇▇▇▇▇▇▇

8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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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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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h Leung

▇▇▇▇▇▇▇▇▇▇▇▇▇▇▇▇▇▇▇▇▇▇▇▇▇▇▇▇▇▇

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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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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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ith

▇▇▇▇▇▇▇▇▇▇▇▇▇▇▇▇▇▇▇▇▇▇▇▇▇▇▇▇▇▇

8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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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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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erick Chung

▇▇▇▇▇▇▇▇▇▇▇▇▇▇▇▇▇▇▇▇▇▇▇▇▇▇▇▇▇▇

8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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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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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hleen Chan

▇▇▇▇▇▇▇▇▇▇▇▇▇▇▇▇▇▇▇▇▇▇▇▇▇▇▇▇▇▇

8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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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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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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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Belle Tam

▇▇▇▇▇▇▇▇▇▇▇▇▇▇▇▇▇▇▇▇▇▇▇▇▇▇▇▇▇▇

8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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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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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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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am MRI Wan

▇▇▇▇▇▇▇▇▇▇▇▇▇▇▇▇▇▇▇▇▇▇▇▇▇▇▇▇▇▇

8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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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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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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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T

▇▇▇▇▇▇▇▇▇▇▇▇▇▇▇▇▇▇▇▇▇▇▇▇▇▇▇▇▇▇

8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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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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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g

▇▇▇▇▇▇▇▇▇▇▇▇▇▇▇▇▇▇▇▇▇▇▇▇▇▇▇▇▇▇

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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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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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rie Fok

▇▇▇▇▇▇▇▇▇▇▇▇▇▇▇▇▇▇▇▇▇▇▇▇▇▇▇▇▇▇

8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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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15:41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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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 Kai Ho

▇▇▇▇▇▇▇▇▇▇▇▇▇▇▇▇▇▇▇▇▇▇▇▇▇▇▇▇▇▇

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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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14: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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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oyce chan

▇▇▇▇▇▇▇▇▇▇▇▇▇▇▇▇▇▇▇▇▇▇▇▇▇▇▇▇▇▇

8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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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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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onne Chan

▇▇▇▇▇▇▇▇▇▇▇▇▇▇▇▇▇▇▇▇▇▇▇▇▇▇▇▇▇▇

8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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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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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

▇▇▇▇▇▇▇▇▇▇▇▇▇▇▇▇▇▇▇▇▇▇▇▇▇▇▇▇▇▇

8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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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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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

▇▇▇▇▇▇▇▇▇▇▇▇▇▇▇▇▇▇▇▇▇▇▇▇▇▇▇▇▇▇

8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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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13:49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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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ris

▇▇▇▇▇▇▇▇▇▇▇▇▇▇▇▇▇▇▇▇▇▇▇▇▇▇▇▇▇▇

8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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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13:2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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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aggie Ng

▇▇▇▇▇▇▇▇▇▇▇▇▇▇▇▇▇▇▇▇▇▇▇▇▇▇▇▇▇▇

8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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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12:4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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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Brenda Ng

▇▇▇▇▇▇▇▇▇▇▇▇▇▇▇▇▇▇▇▇▇▇▇▇▇▇▇▇▇▇

8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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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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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nshan lu

▇▇▇▇▇▇▇▇▇▇▇▇▇▇▇▇▇▇▇▇▇▇▇▇▇▇▇▇▇▇

8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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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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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ily Lee

▇▇▇▇▇▇▇▇▇▇▇▇▇▇▇▇▇▇▇▇▇▇▇▇▇▇▇▇▇▇

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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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12:3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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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am Wai Tak

▇▇▇▇▇▇▇▇▇▇▇▇▇▇▇▇▇▇▇▇▇▇▇▇▇▇▇▇▇▇

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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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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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kwai cheung

▇▇▇▇▇▇▇▇▇▇▇▇▇▇▇▇▇▇▇▇▇▇▇▇▇▇▇▇▇▇

8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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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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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 Shao Feng

▇▇▇▇▇▇▇▇▇▇▇▇▇▇▇▇▇▇▇▇▇▇▇▇▇▇▇▇▇▇

8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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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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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Chi Kit

▇▇▇▇▇▇▇▇▇▇▇▇▇▇▇▇▇▇▇▇▇▇▇▇▇▇▇▇▇▇

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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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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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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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a Yau Man Wah

▇▇▇▇▇▇▇▇▇▇▇▇▇▇▇▇▇▇▇▇▇▇▇▇▇▇▇▇▇▇

8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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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11:1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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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Ray Chan

▇▇▇▇▇▇▇▇▇▇▇▇▇▇▇▇▇▇▇▇▇▇▇▇▇▇▇▇▇▇

8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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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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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Kit Kwan Jacqueline

▇▇▇▇▇▇▇▇▇▇▇▇▇▇▇▇▇▇▇▇▇▇▇▇▇▇▇▇▇▇

8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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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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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nnia

▇▇▇▇▇▇▇▇▇▇▇▇▇▇▇▇▇▇▇▇▇▇▇▇▇▇▇▇▇▇

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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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10: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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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AU WING KAM

▇▇▇▇▇▇▇▇▇▇▇▇▇▇▇▇▇▇▇▇▇▇▇▇▇▇▇▇▇▇

8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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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10:4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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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iuma Danny

▇▇▇▇▇▇▇▇▇▇▇▇▇▇▇▇▇▇▇▇▇▇▇▇▇▇▇▇▇▇

8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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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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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trice Chui

▇▇▇▇▇▇▇▇▇▇▇▇▇▇▇▇▇▇▇▇▇▇▇▇▇▇▇▇▇▇

8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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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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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 m s

▇▇▇▇▇▇▇▇▇▇▇▇▇▇▇▇▇▇▇▇▇▇▇▇▇▇▇▇▇▇

8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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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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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a Kwong

▇▇▇▇▇▇▇▇▇▇▇▇▇▇▇▇▇▇▇▇▇▇▇▇▇▇▇▇▇▇

8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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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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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di Wong

▇▇▇▇▇▇▇▇▇▇▇▇▇▇▇▇▇▇▇▇▇▇▇▇▇▇▇▇▇▇

8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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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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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dy

▇▇▇▇▇▇▇▇▇▇▇▇▇▇▇▇▇▇▇▇▇▇▇▇▇▇▇▇▇▇

8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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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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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o Ka Man

▇▇▇▇▇▇▇▇▇▇▇▇▇▇▇▇▇▇▇▇▇▇▇▇▇▇▇▇▇▇

8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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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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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ma ng

▇▇▇▇▇▇▇▇▇▇▇▇▇▇▇▇▇▇▇▇▇▇▇▇▇▇▇▇▇▇

8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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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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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y wong

▇▇▇▇▇▇▇▇▇▇▇▇▇▇▇▇▇▇▇▇▇▇▇▇▇▇▇▇▇▇

8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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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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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Lai Yee

▇▇▇▇▇▇▇▇▇▇▇▇▇▇▇▇▇▇▇▇▇▇▇▇▇▇▇▇▇▇

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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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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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n Wang Tou

▇▇▇▇▇▇▇▇▇▇▇▇▇▇▇▇▇▇▇▇▇▇▇▇▇▇▇▇▇▇

8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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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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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e

▇▇▇▇▇▇▇▇▇▇▇▇▇▇▇▇▇▇▇▇▇▇▇▇▇▇▇▇▇▇

8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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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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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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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aine

▇▇▇▇▇▇▇▇▇▇▇▇▇▇▇▇▇▇▇▇▇▇▇▇▇▇▇▇▇▇

8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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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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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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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uki chang

▇▇▇▇▇▇▇▇▇▇▇▇▇▇▇▇▇▇▇▇▇▇▇▇▇▇▇▇▇▇

8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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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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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yuk man

▇▇▇▇▇▇▇▇▇▇▇▇▇▇▇▇▇▇▇▇▇▇▇▇▇▇▇▇▇▇

8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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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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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 so

▇▇▇▇▇▇▇▇▇▇▇▇▇▇▇▇▇▇▇▇▇▇▇▇▇▇▇▇▇▇

8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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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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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riel chan

▇▇▇▇▇▇▇▇▇▇▇▇▇▇▇▇▇▇▇▇▇▇▇▇▇▇▇▇▇▇

8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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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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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l Au

▇▇▇▇▇▇▇▇▇▇▇▇▇▇▇▇▇▇▇▇▇▇▇▇▇▇▇▇▇▇

8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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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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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r Man

▇▇▇▇▇▇▇▇▇▇▇▇▇▇▇▇▇▇▇▇▇▇▇▇▇▇▇▇▇▇

8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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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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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Man Sung

▇▇▇▇▇▇▇▇▇▇▇▇▇▇▇▇▇▇▇▇▇▇▇▇▇▇▇▇▇▇

8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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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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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ta Chan

▇▇▇▇▇▇▇▇▇▇▇▇▇▇▇▇▇▇▇▇▇▇▇▇▇▇▇▇▇▇

8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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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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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y Kwong

▇▇▇▇▇▇▇▇▇▇▇▇▇▇▇▇▇▇▇▇▇▇▇▇▇▇▇▇▇▇

8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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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5/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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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nny Law

▇▇▇▇▇▇▇▇▇▇▇▇▇▇▇▇▇▇▇▇▇▇▇▇▇▇▇▇▇▇

8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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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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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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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man Wong

▇▇▇▇▇▇▇▇▇▇▇▇▇▇▇▇▇▇▇▇▇▇▇▇▇▇▇▇▇▇

8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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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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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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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ette

▇▇▇▇▇▇▇▇▇▇▇▇▇▇▇▇▇▇▇▇▇▇▇▇▇▇▇▇▇▇

8645



8646



8647



8648



8649



8650



8651



8652



8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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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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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ce

▇▇▇▇▇▇▇▇▇▇▇▇▇▇▇▇▇▇▇▇▇▇▇▇▇▇▇▇▇▇

8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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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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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

8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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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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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ka lai

▇▇▇▇▇▇▇▇▇▇▇▇▇▇▇▇▇▇▇▇▇▇▇▇▇▇▇▇▇▇

8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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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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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man wai

▇▇▇▇▇▇▇▇▇▇▇▇▇▇▇▇▇▇▇▇▇▇▇▇▇▇▇▇▇▇

8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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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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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y leung

▇▇▇▇▇▇▇▇▇▇▇▇▇▇▇▇▇▇▇▇▇▇▇▇▇▇▇▇▇▇

8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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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21:4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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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 Ka Ting

▇▇▇▇▇▇▇▇▇▇▇▇▇▇▇▇▇▇▇▇▇▇▇▇▇▇▇▇▇▇

8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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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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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lam Chan

▇▇▇▇▇▇▇▇▇▇▇▇▇▇▇▇▇▇▇▇▇▇▇▇▇▇▇▇▇▇

8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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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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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 Chiu bing

▇▇▇▇▇▇▇▇▇▇▇▇▇▇▇▇▇▇▇▇▇▇▇▇▇▇▇▇▇▇

8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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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20:4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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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 Wong On

▇▇▇▇▇▇▇▇▇▇▇▇▇▇▇▇▇▇▇▇▇▇▇▇▇▇▇▇▇▇

8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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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20:1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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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ui Mei Fung

▇▇▇▇▇▇▇▇▇▇▇▇▇▇▇▇▇▇▇▇▇▇▇▇▇▇▇▇▇▇

8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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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19:1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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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ommy Yu

▇▇▇▇▇▇▇▇▇▇▇▇▇▇▇▇▇▇▇▇▇▇▇▇▇▇▇▇▇▇

8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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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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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

▇▇▇▇▇▇▇▇▇▇▇▇▇▇▇▇▇▇▇▇▇▇▇▇▇▇▇▇▇▇

8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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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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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ce

▇▇▇▇▇▇▇▇▇▇▇▇▇▇▇▇▇▇▇▇▇▇▇▇▇▇▇▇▇▇

8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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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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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 li

▇▇▇▇▇▇▇▇▇▇▇▇▇▇▇▇▇▇▇▇▇▇▇▇▇▇▇▇▇▇

8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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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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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 Kung

▇▇▇▇▇▇▇▇▇▇▇▇▇▇▇▇▇▇▇▇▇▇▇▇▇▇▇▇▇▇

8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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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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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子健

▇▇▇▇▇▇▇▇▇▇▇▇▇▇▇▇▇▇▇▇▇▇▇▇▇▇▇▇▇▇

8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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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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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Tsang

▇▇▇▇▇▇▇▇▇▇▇▇▇▇▇▇▇▇▇▇▇▇▇▇▇▇▇▇▇▇

8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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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16:5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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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ip Wing Ho

▇▇▇▇▇▇▇▇▇▇▇▇▇▇▇▇▇▇▇▇▇▇▇▇▇▇▇▇▇▇

8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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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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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ina Ki

▇▇▇▇▇▇▇▇▇▇▇▇▇▇▇▇▇▇▇▇▇▇▇▇▇▇▇▇▇▇

8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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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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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on Wing Shan

▇▇▇▇▇▇▇▇▇▇▇▇▇▇▇▇▇▇▇▇▇▇▇▇▇▇▇▇▇▇

8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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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15:1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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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ris

▇▇▇▇▇▇▇▇▇▇▇▇▇▇▇▇▇▇▇▇▇▇▇▇▇▇▇▇▇▇

8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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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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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Yau

▇▇▇▇▇▇▇▇▇▇▇▇▇▇▇▇▇▇▇▇▇▇▇▇▇▇▇▇▇▇

8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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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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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an Wu

▇▇▇▇▇▇▇▇▇▇▇▇▇▇▇▇▇▇▇▇▇▇▇▇▇▇▇▇▇▇

8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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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12:3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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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im

▇▇▇▇▇▇▇▇▇▇▇▇▇▇▇▇▇▇▇▇▇▇▇▇▇▇▇▇▇▇

8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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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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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博文

▇▇▇▇▇▇▇▇▇▇▇▇▇▇▇▇▇▇▇▇▇▇▇▇▇▇▇▇▇▇

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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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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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 hon yee

▇▇▇▇▇▇▇▇▇▇▇▇▇▇▇▇▇▇▇▇▇▇▇▇▇▇▇▇▇▇

8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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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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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sing yiu

▇▇▇▇▇▇▇▇▇▇▇▇▇▇▇▇▇▇▇▇▇▇▇▇▇▇▇▇▇▇

8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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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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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

8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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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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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a poon

▇▇▇▇▇▇▇▇▇▇▇▇▇▇▇▇▇▇▇▇▇▇▇▇▇▇▇▇▇▇

8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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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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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

8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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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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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艷弟

▇▇▇▇▇▇▇▇▇▇▇▇▇▇▇▇▇▇▇▇▇▇▇▇▇▇▇▇▇▇

8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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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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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志成

▇▇▇▇▇▇▇▇▇▇▇▇▇▇▇▇▇▇▇▇▇▇▇▇▇▇▇▇▇▇

8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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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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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

8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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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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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Kam Ting

▇▇▇▇▇▇▇▇▇▇▇▇▇▇▇▇▇▇▇▇▇▇▇▇▇▇▇▇▇▇

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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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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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u Yee mei

▇▇▇▇▇▇▇▇▇▇▇▇▇▇▇▇▇▇▇▇▇▇▇▇▇▇▇▇▇▇

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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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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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en

▇▇▇▇▇▇▇▇▇▇▇▇▇▇▇▇▇▇▇▇▇▇▇▇▇▇▇▇▇▇

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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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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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 Liu

▇▇▇▇▇▇▇▇▇▇▇▇▇▇▇▇▇▇▇▇▇▇▇▇▇▇▇▇▇▇

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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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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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Man Wai

▇▇▇▇▇▇▇▇▇▇▇▇▇▇▇▇▇▇▇▇▇▇▇▇▇▇▇▇▇▇

8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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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02:4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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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i Ying Sim

▇▇▇▇▇▇▇▇▇▇▇▇▇▇▇▇▇▇▇▇▇▇▇▇▇▇▇▇▇▇

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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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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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ang

▇▇▇▇▇▇▇▇▇▇▇▇▇▇▇▇▇▇▇▇▇▇▇▇▇▇▇▇▇▇

8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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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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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nywong

▇▇▇▇▇▇▇▇▇▇▇▇▇▇▇▇▇▇▇▇▇▇▇▇▇▇▇▇▇▇

8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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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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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u

▇▇▇▇▇▇▇▇▇▇▇▇▇▇▇▇▇▇▇▇▇▇▇▇▇▇▇▇▇▇

8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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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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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 wing hong

▇▇▇▇▇▇▇▇▇▇▇▇▇▇▇▇▇▇▇▇▇▇▇▇▇▇▇▇▇▇

8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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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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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n

▇▇▇▇▇▇▇▇▇▇▇▇▇▇▇▇▇▇▇▇▇▇▇▇▇▇▇▇▇▇

8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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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6/05/2018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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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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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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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lvia

▇▇▇▇▇▇▇▇▇▇▇▇▇▇▇▇▇▇▇▇▇▇▇▇▇▇▇▇▇▇

8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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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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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c

▇▇▇▇▇▇▇▇▇▇▇▇▇▇▇▇▇▇▇▇▇▇▇▇▇▇▇▇▇▇

8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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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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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yc

▇▇▇▇▇▇▇▇▇▇▇▇▇▇▇▇▇▇▇▇▇▇▇▇▇▇▇▇▇▇

8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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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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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健濱

▇▇▇▇▇▇▇▇▇▇▇▇▇▇▇▇▇▇▇▇▇▇▇▇▇▇▇▇▇▇

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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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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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Mong Ping

▇▇▇▇▇▇▇▇▇▇▇▇▇▇▇▇▇▇▇▇▇▇▇▇▇▇▇▇▇▇

8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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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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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ffany Tau

▇▇▇▇▇▇▇▇▇▇▇▇▇▇▇▇▇▇▇▇▇▇▇▇▇▇▇▇▇▇

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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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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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IP CHING

▇▇▇▇▇▇▇▇▇▇▇▇▇▇▇▇▇▇▇▇▇▇▇▇▇▇▇▇▇▇

8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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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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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ia Lee

▇▇▇▇▇▇▇▇▇▇▇▇▇▇▇▇▇▇▇▇▇▇▇▇▇▇▇▇▇▇

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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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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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ry Tam

▇▇▇▇▇▇▇▇▇▇▇▇▇▇▇▇▇▇▇▇▇▇▇▇▇▇▇▇▇▇

8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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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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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us Tsui

▇▇▇▇▇▇▇▇▇▇▇▇▇▇▇▇▇▇▇▇▇▇▇▇▇▇▇▇▇▇

8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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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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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 shum

▇▇▇▇▇▇▇▇▇▇▇▇▇▇▇▇▇▇▇▇▇▇▇▇▇▇▇▇▇▇

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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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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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on Ma

▇▇▇▇▇▇▇▇▇▇▇▇▇▇▇▇▇▇▇▇▇▇▇▇▇▇▇▇▇▇

8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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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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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y  Yiu

▇▇▇▇▇▇▇▇▇▇▇▇▇▇▇▇▇▇▇▇▇▇▇▇▇▇▇▇▇▇

8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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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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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iel Pang

▇▇▇▇▇▇▇▇▇▇▇▇▇▇▇▇▇▇▇▇▇▇▇▇▇▇▇▇▇▇

8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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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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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Po Shan Crystal

▇▇▇▇▇▇▇▇▇▇▇▇▇▇▇▇▇▇▇▇▇▇▇▇▇▇▇▇▇▇

8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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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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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HOK KEUNG

▇▇▇▇▇▇▇▇▇▇▇▇▇▇▇▇▇▇▇▇▇▇▇▇▇▇▇▇▇▇

8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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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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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 Ming Yin

▇▇▇▇▇▇▇▇▇▇▇▇▇▇▇▇▇▇▇▇▇▇▇▇▇▇▇▇▇▇

8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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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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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ence Wong

▇▇▇▇▇▇▇▇▇▇▇▇▇▇▇▇▇▇▇▇▇▇▇▇▇▇▇▇▇▇

8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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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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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th Leung

▇▇▇▇▇▇▇▇▇▇▇▇▇▇▇▇▇▇▇▇▇▇▇▇▇▇▇▇▇▇

8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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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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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nifer Lau

▇▇▇▇▇▇▇▇▇▇▇▇▇▇▇▇▇▇▇▇▇▇▇▇▇▇▇▇▇▇

8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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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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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家樂

▇▇▇▇▇▇▇▇▇▇▇▇▇▇▇▇▇▇▇▇▇▇▇▇▇▇▇▇▇▇

8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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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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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ck So

▇▇▇▇▇▇▇▇▇▇▇▇▇▇▇▇▇▇▇▇▇▇▇▇▇▇▇▇▇▇

8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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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2:5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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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am Ng

▇▇▇▇▇▇▇▇▇▇▇▇▇▇▇▇▇▇▇▇▇▇▇▇▇▇▇▇▇▇

8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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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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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Shu

▇▇▇▇▇▇▇▇▇▇▇▇▇▇▇▇▇▇▇▇▇▇▇▇▇▇▇▇▇▇

8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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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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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煒瑩

▇▇▇▇▇▇▇▇▇▇▇▇▇▇▇▇▇▇▇▇▇▇▇▇▇▇▇▇▇▇

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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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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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U Ngan Chiu

▇▇▇▇▇▇▇▇▇▇▇▇▇▇▇▇▇▇▇▇▇▇▇▇▇▇▇▇▇▇

8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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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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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ystal

▇▇▇▇▇▇▇▇▇▇▇▇▇▇▇▇▇▇▇▇▇▇▇▇▇▇▇▇▇▇

8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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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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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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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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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ystal

▇▇▇▇▇▇▇▇▇▇▇▇▇▇▇▇▇▇▇▇▇▇▇▇▇▇▇▇▇▇

8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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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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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en Wing Shan

▇▇▇▇▇▇▇▇▇▇▇▇▇▇▇▇▇▇▇▇▇▇▇▇▇▇▇▇▇▇

8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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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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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y wong

▇▇▇▇▇▇▇▇▇▇▇▇▇▇▇▇▇▇▇▇▇▇▇▇▇▇▇▇▇▇

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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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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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aret Tsang

▇▇▇▇▇▇▇▇▇▇▇▇▇▇▇▇▇▇▇▇▇▇▇▇▇▇▇▇▇▇

8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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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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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wie Leung

▇▇▇▇▇▇▇▇▇▇▇▇▇▇▇▇▇▇▇▇▇▇▇▇▇▇▇▇▇▇

8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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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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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ndy Lee

▇▇▇▇▇▇▇▇▇▇▇▇▇▇▇▇▇▇▇▇▇▇▇▇▇▇▇▇▇▇

8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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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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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e Kwok

▇▇▇▇▇▇▇▇▇▇▇▇▇▇▇▇▇▇▇▇▇▇▇▇▇▇▇▇▇▇

8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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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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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rry

▇▇▇▇▇▇▇▇▇▇▇▇▇▇▇▇▇▇▇▇▇▇▇▇▇▇▇▇▇▇

8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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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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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文昭

▇▇▇▇▇▇▇▇▇▇▇▇▇▇▇▇▇▇▇▇▇▇▇▇▇▇▇▇▇▇

8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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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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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iam Wong

▇▇▇▇▇▇▇▇▇▇▇▇▇▇▇▇▇▇▇▇▇▇▇▇▇▇▇▇▇▇

8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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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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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tha

▇▇▇▇▇▇▇▇▇▇▇▇▇▇▇▇▇▇▇▇▇▇▇▇▇▇▇▇▇▇

8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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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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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 Chan

▇▇▇▇▇▇▇▇▇▇▇▇▇▇▇▇▇▇▇▇▇▇▇▇▇▇▇▇▇▇

8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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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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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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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

▇▇▇▇▇▇▇▇▇▇▇▇▇▇▇▇▇▇▇▇▇▇▇▇▇▇▇▇▇▇

8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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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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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m Jay

▇▇▇▇▇▇▇▇▇▇▇▇▇▇▇▇▇▇▇▇▇▇▇▇▇▇▇▇▇▇

8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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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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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i Suk Ming

▇▇▇▇▇▇▇▇▇▇▇▇▇▇▇▇▇▇▇▇▇▇▇▇▇▇▇▇▇▇

8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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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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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iel Choi

▇▇▇▇▇▇▇▇▇▇▇▇▇▇▇▇▇▇▇▇▇▇▇▇▇▇▇▇▇▇

8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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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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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ui Wai Ling

▇▇▇▇▇▇▇▇▇▇▇▇▇▇▇▇▇▇▇▇▇▇▇▇▇▇▇▇▇▇

8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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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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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phne Chan

▇▇▇▇▇▇▇▇▇▇▇▇▇▇▇▇▇▇▇▇▇▇▇▇▇▇▇▇▇▇

8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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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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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g

▇▇▇▇▇▇▇▇▇▇▇▇▇▇▇▇▇▇▇▇▇▇▇▇▇▇▇▇▇▇

8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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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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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mond Lee

▇▇▇▇▇▇▇▇▇▇▇▇▇▇▇▇▇▇▇▇▇▇▇▇▇▇▇▇▇▇

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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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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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ta ok

▇▇▇▇▇▇▇▇▇▇▇▇▇▇▇▇▇▇▇▇▇▇▇▇▇▇▇▇▇▇

8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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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1:3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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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m Yu Sum

▇▇▇▇▇▇▇▇▇▇▇▇▇▇▇▇▇▇▇▇▇▇▇▇▇▇▇▇▇▇

8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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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1:3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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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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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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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 check yin

▇▇▇▇▇▇▇▇▇▇▇▇▇▇▇▇▇▇▇▇▇▇▇▇▇▇▇▇▇▇

8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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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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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kkwanyi

▇▇▇▇▇▇▇▇▇▇▇▇▇▇▇▇▇▇▇▇▇▇▇▇▇▇▇▇▇▇

8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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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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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ny chan

▇▇▇▇▇▇▇▇▇▇▇▇▇▇▇▇▇▇▇▇▇▇▇▇▇▇▇▇▇▇

8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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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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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u Yu Lap

▇▇▇▇▇▇▇▇▇▇▇▇▇▇▇▇▇▇▇▇▇▇▇▇▇▇▇▇▇▇

8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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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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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hanie

▇▇▇▇▇▇▇▇▇▇▇▇▇▇▇▇▇▇▇▇▇▇▇▇▇▇▇▇▇▇

8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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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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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ky Lam

▇▇▇▇▇▇▇▇▇▇▇▇▇▇▇▇▇▇▇▇▇▇▇▇▇▇▇▇▇▇

8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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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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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C

▇▇▇▇▇▇▇▇▇▇▇▇▇▇▇▇▇▇▇▇▇▇▇▇▇▇▇▇▇▇

8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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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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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an Yim mei olive

▇▇▇▇▇▇▇▇▇▇▇▇▇▇▇▇▇▇▇▇▇▇▇▇▇▇▇▇▇▇

8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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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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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chi wai

▇▇▇▇▇▇▇▇▇▇▇▇▇▇▇▇▇▇▇▇▇▇▇▇▇▇▇▇▇▇

8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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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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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an

▇▇▇▇▇▇▇▇▇▇▇▇▇▇▇▇▇▇▇▇▇▇▇▇▇▇▇▇▇▇

8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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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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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g wai ming

▇▇▇▇▇▇▇▇▇▇▇▇▇▇▇▇▇▇▇▇▇▇▇▇▇▇▇▇▇▇

8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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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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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ve chung

▇▇▇▇▇▇▇▇▇▇▇▇▇▇▇▇▇▇▇▇▇▇▇▇▇▇▇▇▇▇

8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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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1:1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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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何泉

▇▇▇▇▇▇▇▇▇▇▇▇▇▇▇▇▇▇▇▇▇▇▇▇▇▇▇▇▇▇

8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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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1:1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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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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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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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am Shum

▇▇▇▇▇▇▇▇▇▇▇▇▇▇▇▇▇▇▇▇▇▇▇▇▇▇▇▇▇▇

8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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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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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 Chu

▇▇▇▇▇▇▇▇▇▇▇▇▇▇▇▇▇▇▇▇▇▇▇▇▇▇▇▇▇▇

8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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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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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Ha

▇▇▇▇▇▇▇▇▇▇▇▇▇▇▇▇▇▇▇▇▇▇▇▇▇▇▇▇▇▇

8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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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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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

▇▇▇▇▇▇▇▇▇▇▇▇▇▇▇▇▇▇▇▇▇▇▇▇▇▇▇▇▇▇

8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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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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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tty

▇▇▇▇▇▇▇▇▇▇▇▇▇▇▇▇▇▇▇▇▇▇▇▇▇▇▇▇▇▇

8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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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1:0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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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Paul Lee

▇▇▇▇▇▇▇▇▇▇▇▇▇▇▇▇▇▇▇▇▇▇▇▇▇▇▇▇▇▇

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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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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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 yu bear

▇▇▇▇▇▇▇▇▇▇▇▇▇▇▇▇▇▇▇▇▇▇▇▇▇▇▇▇▇▇

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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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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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sa Chow

▇▇▇▇▇▇▇▇▇▇▇▇▇▇▇▇▇▇▇▇▇▇▇▇▇▇▇▇▇▇

8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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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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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e Wong

▇▇▇▇▇▇▇▇▇▇▇▇▇▇▇▇▇▇▇▇▇▇▇▇▇▇▇▇▇▇

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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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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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慧筠

▇▇▇▇▇▇▇▇▇▇▇▇▇▇▇▇▇▇▇▇▇▇▇▇▇▇▇▇▇▇

8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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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0:3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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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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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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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my

▇▇▇▇▇▇▇▇▇▇▇▇▇▇▇▇▇▇▇▇▇▇▇▇▇▇▇▇▇▇

8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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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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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mund Chung

▇▇▇▇▇▇▇▇▇▇▇▇▇▇▇▇▇▇▇▇▇▇▇▇▇▇▇▇▇▇

8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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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0:2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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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ack wong

▇▇▇▇▇▇▇▇▇▇▇▇▇▇▇▇▇▇▇▇▇▇▇▇▇▇▇▇▇▇

8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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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0:1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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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homas

▇▇▇▇▇▇▇▇▇▇▇▇▇▇▇▇▇▇▇▇▇▇▇▇▇▇▇▇▇▇

8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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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0:1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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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i siu chung

▇▇▇▇▇▇▇▇▇▇▇▇▇▇▇▇▇▇▇▇▇▇▇▇▇▇▇▇▇▇

8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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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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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han

▇▇▇▇▇▇▇▇▇▇▇▇▇▇▇▇▇▇▇▇▇▇▇▇▇▇▇▇▇▇

8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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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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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Wai Fu

▇▇▇▇▇▇▇▇▇▇▇▇▇▇▇▇▇▇▇▇▇▇▇▇▇▇▇▇▇▇

8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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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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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siu kuen Agnes

▇▇▇▇▇▇▇▇▇▇▇▇▇▇▇▇▇▇▇▇▇▇▇▇▇▇▇▇▇▇

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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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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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fka mak

▇▇▇▇▇▇▇▇▇▇▇▇▇▇▇▇▇▇▇▇▇▇▇▇▇▇▇▇▇▇

8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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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9:4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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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anet Kam

▇▇▇▇▇▇▇▇▇▇▇▇▇▇▇▇▇▇▇▇▇▇▇▇▇▇▇▇▇▇

8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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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9:3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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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an

▇▇▇▇▇▇▇▇▇▇▇▇▇▇▇▇▇▇▇▇▇▇▇▇▇▇▇▇▇▇

8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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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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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c Shea

▇▇▇▇▇▇▇▇▇▇▇▇▇▇▇▇▇▇▇▇▇▇▇▇▇▇▇▇▇▇

8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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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9:3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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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unny ng

▇▇▇▇▇▇▇▇▇▇▇▇▇▇▇▇▇▇▇▇▇▇▇▇▇▇▇▇▇▇

8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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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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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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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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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iel Yeung

▇▇▇▇▇▇▇▇▇▇▇▇▇▇▇▇▇▇▇▇▇▇▇▇▇▇▇▇▇▇

8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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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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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 Ng

▇▇▇▇▇▇▇▇▇▇▇▇▇▇▇▇▇▇▇▇▇▇▇▇▇▇▇▇▇▇

8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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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9:2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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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Ernest Lee

▇▇▇▇▇▇▇▇▇▇▇▇▇▇▇▇▇▇▇▇▇▇▇▇▇▇▇▇▇▇

8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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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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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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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9:2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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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un Seng Lee

▇▇▇▇▇▇▇▇▇▇▇▇▇▇▇▇▇▇▇▇▇▇▇▇▇▇▇▇▇▇

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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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9:2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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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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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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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oko Chan

▇▇▇▇▇▇▇▇▇▇▇▇▇▇▇▇▇▇▇▇▇▇▇▇▇▇▇▇▇▇

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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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9:1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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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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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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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eungSiuFan

▇▇▇▇▇▇▇▇▇▇▇▇▇▇▇▇▇▇▇▇▇▇▇▇▇▇▇▇▇▇

8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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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9:1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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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mWingYee

▇▇▇▇▇▇▇▇▇▇▇▇▇▇▇▇▇▇▇▇▇▇▇▇▇▇▇▇▇▇

8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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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9:1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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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inda Lee

▇▇▇▇▇▇▇▇▇▇▇▇▇▇▇▇▇▇▇▇▇▇▇▇▇▇▇▇▇▇

8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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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9:1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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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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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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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wan

▇▇▇▇▇▇▇▇▇▇▇▇▇▇▇▇▇▇▇▇▇▇▇▇▇▇▇▇▇▇

8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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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9:1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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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Ellen So

▇▇▇▇▇▇▇▇▇▇▇▇▇▇▇▇▇▇▇▇▇▇▇▇▇▇▇▇▇▇

8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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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9: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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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alvin

▇▇▇▇▇▇▇▇▇▇▇▇▇▇▇▇▇▇▇▇▇▇▇▇▇▇▇▇▇▇

8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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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9:0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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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oon wong

▇▇▇▇▇▇▇▇▇▇▇▇▇▇▇▇▇▇▇▇▇▇▇▇▇▇▇▇▇▇

8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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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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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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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gie Ho

▇▇▇▇▇▇▇▇▇▇▇▇▇▇▇▇▇▇▇▇▇▇▇▇▇▇▇▇▇▇

8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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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9:0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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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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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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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elly

▇▇▇▇▇▇▇▇▇▇▇▇▇▇▇▇▇▇▇▇▇▇▇▇▇▇▇▇▇▇

8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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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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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e Lam

▇▇▇▇▇▇▇▇▇▇▇▇▇▇▇▇▇▇▇▇▇▇▇▇▇▇▇▇▇▇

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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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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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lla Siu

▇▇▇▇▇▇▇▇▇▇▇▇▇▇▇▇▇▇▇▇▇▇▇▇▇▇▇▇▇▇

8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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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8:4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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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伍玉嬋

▇▇▇▇▇▇▇▇▇▇▇▇▇▇▇▇▇▇▇▇▇▇▇▇▇▇▇▇▇▇

8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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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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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anna Tsang

▇▇▇▇▇▇▇▇▇▇▇▇▇▇▇▇▇▇▇▇▇▇▇▇▇▇▇▇▇▇

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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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8:3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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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oey Cheng

▇▇▇▇▇▇▇▇▇▇▇▇▇▇▇▇▇▇▇▇▇▇▇▇▇▇▇▇▇▇

8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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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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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 Wong

▇▇▇▇▇▇▇▇▇▇▇▇▇▇▇▇▇▇▇▇▇▇▇▇▇▇▇▇▇▇

8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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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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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erick Wong

▇▇▇▇▇▇▇▇▇▇▇▇▇▇▇▇▇▇▇▇▇▇▇▇▇▇▇▇▇▇

8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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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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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rin Ho

▇▇▇▇▇▇▇▇▇▇▇▇▇▇▇▇▇▇▇▇▇▇▇▇▇▇▇▇▇▇

8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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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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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ee Loh

▇▇▇▇▇▇▇▇▇▇▇▇▇▇▇▇▇▇▇▇▇▇▇▇▇▇▇▇▇▇

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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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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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ky

▇▇▇▇▇▇▇▇▇▇▇▇▇▇▇▇▇▇▇▇▇▇▇▇▇▇▇▇▇▇

8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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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8: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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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rles lee

▇▇▇▇▇▇▇▇▇▇▇▇▇▇▇▇▇▇▇▇▇▇▇▇▇▇▇▇▇▇

8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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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8: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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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an lam

▇▇▇▇▇▇▇▇▇▇▇▇▇▇▇▇▇▇▇▇▇▇▇▇▇▇▇▇▇▇

8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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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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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ok Chi Man

▇▇▇▇▇▇▇▇▇▇▇▇▇▇▇▇▇▇▇▇▇▇▇▇▇▇▇▇▇▇

8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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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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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wing yin vicky

▇▇▇▇▇▇▇▇▇▇▇▇▇▇▇▇▇▇▇▇▇▇▇▇▇▇▇▇▇▇

8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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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7: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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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花俊生

▇▇▇▇▇▇▇▇▇▇▇▇▇▇▇▇▇▇▇▇▇▇▇▇▇▇▇▇▇▇

8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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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7: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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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inal ng

▇▇▇▇▇▇▇▇▇▇▇▇▇▇▇▇▇▇▇▇▇▇▇▇▇▇▇▇▇▇

8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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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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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y Ng

▇▇▇▇▇▇▇▇▇▇▇▇▇▇▇▇▇▇▇▇▇▇▇▇▇▇▇▇▇▇

8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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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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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

8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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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7:5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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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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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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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ee

▇▇▇▇▇▇▇▇▇▇▇▇▇▇▇▇▇▇▇▇▇▇▇▇▇▇▇▇▇▇

8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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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7:5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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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Flavia Wong

▇▇▇▇▇▇▇▇▇▇▇▇▇▇▇▇▇▇▇▇▇▇▇▇▇▇▇▇▇▇

8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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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7:4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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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

▇▇▇▇▇▇▇▇▇▇▇▇▇▇▇▇▇▇▇▇▇▇▇▇▇▇▇▇▇▇

8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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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7:4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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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ong alan

▇▇▇▇▇▇▇▇▇▇▇▇▇▇▇▇▇▇▇▇▇▇▇▇▇▇▇▇▇▇

8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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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7:4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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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hieky Luk

▇▇▇▇▇▇▇▇▇▇▇▇▇▇▇▇▇▇▇▇▇▇▇▇▇▇▇▇▇▇

8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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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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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

▇▇▇▇▇▇▇▇▇▇▇▇▇▇▇▇▇▇▇▇▇▇▇▇▇▇▇▇▇▇

8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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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7:3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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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ingYan Ko

▇▇▇▇▇▇▇▇▇▇▇▇▇▇▇▇▇▇▇▇▇▇▇▇▇▇▇▇▇▇

8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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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7:2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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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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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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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sang Wui Yan

▇▇▇▇▇▇▇▇▇▇▇▇▇▇▇▇▇▇▇▇▇▇▇▇▇▇▇▇▇▇

8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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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7:2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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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Betty Fong

▇▇▇▇▇▇▇▇▇▇▇▇▇▇▇▇▇▇▇▇▇▇▇▇▇▇▇▇▇▇

8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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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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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

▇▇▇▇▇▇▇▇▇▇▇▇▇▇▇▇▇▇▇▇▇▇▇▇▇▇▇▇▇▇

8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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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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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妙玲

▇▇▇▇▇▇▇▇▇▇▇▇▇▇▇▇▇▇▇▇▇▇▇▇▇▇▇▇▇▇

8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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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7:0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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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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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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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ung pui man

▇▇▇▇▇▇▇▇▇▇▇▇▇▇▇▇▇▇▇▇▇▇▇▇▇▇▇▇▇▇

8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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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7:0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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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Daisy

▇▇▇▇▇▇▇▇▇▇▇▇▇▇▇▇▇▇▇▇▇▇▇▇▇▇▇▇▇▇

8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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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6: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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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iu Wing kin

▇▇▇▇▇▇▇▇▇▇▇▇▇▇▇▇▇▇▇▇▇▇▇▇▇▇▇▇▇▇

8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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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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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g V

▇▇▇▇▇▇▇▇▇▇▇▇▇▇▇▇▇▇▇▇▇▇▇▇▇▇▇▇▇▇

8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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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6:5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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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Don Cham

▇▇▇▇▇▇▇▇▇▇▇▇▇▇▇▇▇▇▇▇▇▇▇▇▇▇▇▇▇▇

8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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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6:5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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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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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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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Victoria Wan

▇▇▇▇▇▇▇▇▇▇▇▇▇▇▇▇▇▇▇▇▇▇▇▇▇▇▇▇▇▇

8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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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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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ren Tsang

▇▇▇▇▇▇▇▇▇▇▇▇▇▇▇▇▇▇▇▇▇▇▇▇▇▇▇▇▇▇

8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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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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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饒高穎

▇▇▇▇▇▇▇▇▇▇▇▇▇▇▇▇▇▇▇▇▇▇▇▇▇▇▇▇▇▇

8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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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6:3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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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Eliza So

▇▇▇▇▇▇▇▇▇▇▇▇▇▇▇▇▇▇▇▇▇▇▇▇▇▇▇▇▇▇

8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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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6:2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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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陳靜思

▇▇▇▇▇▇▇▇▇▇▇▇▇▇▇▇▇▇▇▇▇▇▇▇▇▇▇▇▇▇

8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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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6:2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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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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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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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Puiyi Chan

▇▇▇▇▇▇▇▇▇▇▇▇▇▇▇▇▇▇▇▇▇▇▇▇▇▇▇▇▇▇

8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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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6:2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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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Ng Kwok Wa

▇▇▇▇▇▇▇▇▇▇▇▇▇▇▇▇▇▇▇▇▇▇▇▇▇▇▇▇▇▇

8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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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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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yllis

▇▇▇▇▇▇▇▇▇▇▇▇▇▇▇▇▇▇▇▇▇▇▇▇▇▇▇▇▇▇

8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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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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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a ho

▇▇▇▇▇▇▇▇▇▇▇▇▇▇▇▇▇▇▇▇▇▇▇▇▇▇▇▇▇▇

8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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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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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lian leung

▇▇▇▇▇▇▇▇▇▇▇▇▇▇▇▇▇▇▇▇▇▇▇▇▇▇▇▇▇▇

8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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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6:1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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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unh tze wah

▇▇▇▇▇▇▇▇▇▇▇▇▇▇▇▇▇▇▇▇▇▇▇▇▇▇▇▇▇▇

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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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6: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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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黃志強

▇▇▇▇▇▇▇▇▇▇▇▇▇▇▇▇▇▇▇▇▇▇▇▇▇▇▇▇▇▇

8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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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6: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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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Nicole Yip

▇▇▇▇▇▇▇▇▇▇▇▇▇▇▇▇▇▇▇▇▇▇▇▇▇▇▇▇▇▇

8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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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6:0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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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張展鵬

▇▇▇▇▇▇▇▇▇▇▇▇▇▇▇▇▇▇▇▇▇▇▇▇▇▇▇▇▇▇

8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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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5: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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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鄭冠明

▇▇▇▇▇▇▇▇▇▇▇▇▇▇▇▇▇▇▇▇▇▇▇▇▇▇▇▇▇▇

8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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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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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 LEE

▇▇▇▇▇▇▇▇▇▇▇▇▇▇▇▇▇▇▇▇▇▇▇▇▇▇▇▇▇▇

8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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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5:5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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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Eva

▇▇▇▇▇▇▇▇▇▇▇▇▇▇▇▇▇▇▇▇▇▇▇▇▇▇▇▇▇▇

8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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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5:5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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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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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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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羅國樑

▇▇▇▇▇▇▇▇▇▇▇▇▇▇▇▇▇▇▇▇▇▇▇▇▇▇▇▇▇▇

8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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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5:5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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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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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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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羅國樑

▇▇▇▇▇▇▇▇▇▇▇▇▇▇▇▇▇▇▇▇▇▇▇▇▇▇▇▇▇▇

8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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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5: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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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inda

▇▇▇▇▇▇▇▇▇▇▇▇▇▇▇▇▇▇▇▇▇▇▇▇▇▇▇▇▇▇

8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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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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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mie Kwan

▇▇▇▇▇▇▇▇▇▇▇▇▇▇▇▇▇▇▇▇▇▇▇▇▇▇▇▇▇▇

8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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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5:3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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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eung CY

▇▇▇▇▇▇▇▇▇▇▇▇▇▇▇▇▇▇▇▇▇▇▇▇▇▇▇▇▇▇

8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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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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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Chun Hung

▇▇▇▇▇▇▇▇▇▇▇▇▇▇▇▇▇▇▇▇▇▇▇▇▇▇▇▇▇▇

8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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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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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仲言

▇▇▇▇▇▇▇▇▇▇▇▇▇▇▇▇▇▇▇▇▇▇▇▇▇▇▇▇▇▇

8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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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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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zerdino

▇▇▇▇▇▇▇▇▇▇▇▇▇▇▇▇▇▇▇▇▇▇▇▇▇▇▇▇▇▇

8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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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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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ce

▇▇▇▇▇▇▇▇▇▇▇▇▇▇▇▇▇▇▇▇▇▇▇▇▇▇▇▇▇▇

8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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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5:1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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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nce Yan

▇▇▇▇▇▇▇▇▇▇▇▇▇▇▇▇▇▇▇▇▇▇▇▇▇▇▇▇▇▇

8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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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5:1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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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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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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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llen Lam

▇▇▇▇▇▇▇▇▇▇▇▇▇▇▇▇▇▇▇▇▇▇▇▇▇▇▇▇▇▇

8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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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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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becca Ho

▇▇▇▇▇▇▇▇▇▇▇▇▇▇▇▇▇▇▇▇▇▇▇▇▇▇▇▇▇▇

8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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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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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

▇▇▇▇▇▇▇▇▇▇▇▇▇▇▇▇▇▇▇▇▇▇▇▇▇▇▇▇▇▇

8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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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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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chi  kin

▇▇▇▇▇▇▇▇▇▇▇▇▇▇▇▇▇▇▇▇▇▇▇▇▇▇▇▇▇▇

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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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4: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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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Patrick Lo

▇▇▇▇▇▇▇▇▇▇▇▇▇▇▇▇▇▇▇▇▇▇▇▇▇▇▇▇▇▇

8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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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4: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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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ris

▇▇▇▇▇▇▇▇▇▇▇▇▇▇▇▇▇▇▇▇▇▇▇▇▇▇▇▇▇▇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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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4:5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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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udy lau

▇▇▇▇▇▇▇▇▇▇▇▇▇▇▇▇▇▇▇▇▇▇▇▇▇▇▇▇▇▇

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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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4:5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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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wok wai lun

▇▇▇▇▇▇▇▇▇▇▇▇▇▇▇▇▇▇▇▇▇▇▇▇▇▇▇▇▇▇

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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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4:5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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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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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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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 Hon Shing

▇▇▇▇▇▇▇▇▇▇▇▇▇▇▇▇▇▇▇▇▇▇▇▇▇▇▇▇▇▇

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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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4:5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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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uk Chun Hin

▇▇▇▇▇▇▇▇▇▇▇▇▇▇▇▇▇▇▇▇▇▇▇▇▇▇▇▇▇▇

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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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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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ung

▇▇▇▇▇▇▇▇▇▇▇▇▇▇▇▇▇▇▇▇▇▇▇▇▇▇▇▇▇▇

8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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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4: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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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溫世禮

▇▇▇▇▇▇▇▇▇▇▇▇▇▇▇▇▇▇▇▇▇▇▇▇▇▇▇▇▇▇

8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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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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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k

▇▇▇▇▇▇▇▇▇▇▇▇▇▇▇▇▇▇▇▇▇▇▇▇▇▇▇▇▇▇

8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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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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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

▇▇▇▇▇▇▇▇▇▇▇▇▇▇▇▇▇▇▇▇▇▇▇▇▇▇▇▇▇▇

8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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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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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

▇▇▇▇▇▇▇▇▇▇▇▇▇▇▇▇▇▇▇▇▇▇▇▇▇▇▇▇▇▇

8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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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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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ta Poon

▇▇▇▇▇▇▇▇▇▇▇▇▇▇▇▇▇▇▇▇▇▇▇▇▇▇▇▇▇▇

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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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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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EN MAN KIN

▇▇▇▇▇▇▇▇▇▇▇▇▇▇▇▇▇▇▇▇▇▇▇▇▇▇▇▇▇▇

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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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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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k lee

▇▇▇▇▇▇▇▇▇▇▇▇▇▇▇▇▇▇▇▇▇▇▇▇▇▇▇▇▇▇

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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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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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iam Wu

▇▇▇▇▇▇▇▇▇▇▇▇▇▇▇▇▇▇▇▇▇▇▇▇▇▇▇▇▇▇

8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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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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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

▇▇▇▇▇▇▇▇▇▇▇▇▇▇▇▇▇▇▇▇▇▇▇▇▇▇▇▇▇▇

8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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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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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nga chung

▇▇▇▇▇▇▇▇▇▇▇▇▇▇▇▇▇▇▇▇▇▇▇▇▇▇▇▇▇▇

8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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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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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sta Chan

▇▇▇▇▇▇▇▇▇▇▇▇▇▇▇▇▇▇▇▇▇▇▇▇▇▇▇▇▇▇

8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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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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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is Lui

▇▇▇▇▇▇▇▇▇▇▇▇▇▇▇▇▇▇▇▇▇▇▇▇▇▇▇▇▇▇

8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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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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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mmy ip

▇▇▇▇▇▇▇▇▇▇▇▇▇▇▇▇▇▇▇▇▇▇▇▇▇▇▇▇▇▇

8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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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4:1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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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Vicky Leung

▇▇▇▇▇▇▇▇▇▇▇▇▇▇▇▇▇▇▇▇▇▇▇▇▇▇▇▇▇▇

8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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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4:1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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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Zoe Tse

▇▇▇▇▇▇▇▇▇▇▇▇▇▇▇▇▇▇▇▇▇▇▇▇▇▇▇▇▇▇

8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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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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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wood

▇▇▇▇▇▇▇▇▇▇▇▇▇▇▇▇▇▇▇▇▇▇▇▇▇▇▇▇▇▇

8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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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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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 Pui Yi

▇▇▇▇▇▇▇▇▇▇▇▇▇▇▇▇▇▇▇▇▇▇▇▇▇▇▇▇▇▇

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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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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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A Wu

▇▇▇▇▇▇▇▇▇▇▇▇▇▇▇▇▇▇▇▇▇▇▇▇▇▇▇▇▇▇

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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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4:1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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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Dick Lau

▇▇▇▇▇▇▇▇▇▇▇▇▇▇▇▇▇▇▇▇▇▇▇▇▇▇▇▇▇▇

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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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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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i Kam Kin

▇▇▇▇▇▇▇▇▇▇▇▇▇▇▇▇▇▇▇▇▇▇▇▇▇▇▇▇▇▇

8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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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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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ng Wing Mui

▇▇▇▇▇▇▇▇▇▇▇▇▇▇▇▇▇▇▇▇▇▇▇▇▇▇▇▇▇▇

8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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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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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die Kong

▇▇▇▇▇▇▇▇▇▇▇▇▇▇▇▇▇▇▇▇▇▇▇▇▇▇▇▇▇▇

8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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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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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 chan

▇▇▇▇▇▇▇▇▇▇▇▇▇▇▇▇▇▇▇▇▇▇▇▇▇▇▇▇▇▇

8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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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4:0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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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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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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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ung man leung

▇▇▇▇▇▇▇▇▇▇▇▇▇▇▇▇▇▇▇▇▇▇▇▇▇▇▇▇▇▇

8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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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3: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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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ang Mei

▇▇▇▇▇▇▇▇▇▇▇▇▇▇▇▇▇▇▇▇▇▇▇▇▇▇▇▇▇▇

8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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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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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inghon

▇▇▇▇▇▇▇▇▇▇▇▇▇▇▇▇▇▇▇▇▇▇▇▇▇▇▇▇▇▇

8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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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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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m

▇▇▇▇▇▇▇▇▇▇▇▇▇▇▇▇▇▇▇▇▇▇▇▇▇▇▇▇▇▇

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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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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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前

▇▇▇▇▇▇▇▇▇▇▇▇▇▇▇▇▇▇▇▇▇▇▇▇▇▇▇▇▇▇

8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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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3: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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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loe Cheng

▇▇▇▇▇▇▇▇▇▇▇▇▇▇▇▇▇▇▇▇▇▇▇▇▇▇▇▇▇▇

8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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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3: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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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aggie liu

▇▇▇▇▇▇▇▇▇▇▇▇▇▇▇▇▇▇▇▇▇▇▇▇▇▇▇▇▇▇

8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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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3: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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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陳浩然

▇▇▇▇▇▇▇▇▇▇▇▇▇▇▇▇▇▇▇▇▇▇▇▇▇▇▇▇▇▇

8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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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3:4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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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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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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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David Hon

▇▇▇▇▇▇▇▇▇▇▇▇▇▇▇▇▇▇▇▇▇▇▇▇▇▇▇▇▇▇

8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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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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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e Chan

▇▇▇▇▇▇▇▇▇▇▇▇▇▇▇▇▇▇▇▇▇▇▇▇▇▇▇▇▇▇

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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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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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

8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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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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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iel Lo

▇▇▇▇▇▇▇▇▇▇▇▇▇▇▇▇▇▇▇▇▇▇▇▇▇▇▇▇▇▇

8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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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3:4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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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ang Oi Ying

▇▇▇▇▇▇▇▇▇▇▇▇▇▇▇▇▇▇▇▇▇▇▇▇▇▇▇▇▇▇

8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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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3:4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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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sui yin fong

▇▇▇▇▇▇▇▇▇▇▇▇▇▇▇▇▇▇▇▇▇▇▇▇▇▇▇▇▇▇

8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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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3:4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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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 Wai Ping

▇▇▇▇▇▇▇▇▇▇▇▇▇▇▇▇▇▇▇▇▇▇▇▇▇▇▇▇▇▇

8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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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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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Ching Man

▇▇▇▇▇▇▇▇▇▇▇▇▇▇▇▇▇▇▇▇▇▇▇▇▇▇▇▇▇▇

8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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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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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嘉銘

▇▇▇▇▇▇▇▇▇▇▇▇▇▇▇▇▇▇▇▇▇▇▇▇▇▇▇▇▇▇

8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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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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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u Chi Yui

▇▇▇▇▇▇▇▇▇▇▇▇▇▇▇▇▇▇▇▇▇▇▇▇▇▇▇▇▇▇

8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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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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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lou

▇▇▇▇▇▇▇▇▇▇▇▇▇▇▇▇▇▇▇▇▇▇▇▇▇▇▇▇▇▇

8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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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3:3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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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C Lo

▇▇▇▇▇▇▇▇▇▇▇▇▇▇▇▇▇▇▇▇▇▇▇▇▇▇▇▇▇▇

8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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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3:3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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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innie Chan

▇▇▇▇▇▇▇▇▇▇▇▇▇▇▇▇▇▇▇▇▇▇▇▇▇▇▇▇▇▇

8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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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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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ung Ho Wah

▇▇▇▇▇▇▇▇▇▇▇▇▇▇▇▇▇▇▇▇▇▇▇▇▇▇▇▇▇▇

8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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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3:3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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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ay Fanny

▇▇▇▇▇▇▇▇▇▇▇▇▇▇▇▇▇▇▇▇▇▇▇▇▇▇▇▇▇▇

8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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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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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ka Ho

▇▇▇▇▇▇▇▇▇▇▇▇▇▇▇▇▇▇▇▇▇▇▇▇▇▇▇▇▇▇

8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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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3:2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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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andy Suen

▇▇▇▇▇▇▇▇▇▇▇▇▇▇▇▇▇▇▇▇▇▇▇▇▇▇▇▇▇▇

8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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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3:2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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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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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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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elody Lam

▇▇▇▇▇▇▇▇▇▇▇▇▇▇▇▇▇▇▇▇▇▇▇▇▇▇▇▇▇▇

8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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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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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mylai

▇▇▇▇▇▇▇▇▇▇▇▇▇▇▇▇▇▇▇▇▇▇▇▇▇▇▇▇▇▇

8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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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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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 Bun

▇▇▇▇▇▇▇▇▇▇▇▇▇▇▇▇▇▇▇▇▇▇▇▇▇▇▇▇▇▇

8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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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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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Hing Shun

▇▇▇▇▇▇▇▇▇▇▇▇▇▇▇▇▇▇▇▇▇▇▇▇▇▇▇▇▇▇

8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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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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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kie

▇▇▇▇▇▇▇▇▇▇▇▇▇▇▇▇▇▇▇▇▇▇▇▇▇▇▇▇▇▇

8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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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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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fung

▇▇▇▇▇▇▇▇▇▇▇▇▇▇▇▇▇▇▇▇▇▇▇▇▇▇▇▇▇▇

8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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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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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 Liang

▇▇▇▇▇▇▇▇▇▇▇▇▇▇▇▇▇▇▇▇▇▇▇▇▇▇▇▇▇▇

8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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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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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nus Tum

▇▇▇▇▇▇▇▇▇▇▇▇▇▇▇▇▇▇▇▇▇▇▇▇▇▇▇▇▇▇

8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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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3:1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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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Ng Sung Hau

▇▇▇▇▇▇▇▇▇▇▇▇▇▇▇▇▇▇▇▇▇▇▇▇▇▇▇▇▇▇

8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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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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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us Tsang

▇▇▇▇▇▇▇▇▇▇▇▇▇▇▇▇▇▇▇▇▇▇▇▇▇▇▇▇▇▇

8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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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3:1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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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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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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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w Ivan

▇▇▇▇▇▇▇▇▇▇▇▇▇▇▇▇▇▇▇▇▇▇▇▇▇▇▇▇▇▇

8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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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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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Chan

▇▇▇▇▇▇▇▇▇▇▇▇▇▇▇▇▇▇▇▇▇▇▇▇▇▇▇▇▇▇

8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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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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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ystal Chan

▇▇▇▇▇▇▇▇▇▇▇▇▇▇▇▇▇▇▇▇▇▇▇▇▇▇▇▇▇▇

8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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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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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Ying Kay

▇▇▇▇▇▇▇▇▇▇▇▇▇▇▇▇▇▇▇▇▇▇▇▇▇▇▇▇▇▇

8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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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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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ian Lam

▇▇▇▇▇▇▇▇▇▇▇▇▇▇▇▇▇▇▇▇▇▇▇▇▇▇▇▇▇▇

8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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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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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ncy Chong

▇▇▇▇▇▇▇▇▇▇▇▇▇▇▇▇▇▇▇▇▇▇▇▇▇▇▇▇▇▇

8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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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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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Pui Shan

▇▇▇▇▇▇▇▇▇▇▇▇▇▇▇▇▇▇▇▇▇▇▇▇▇▇▇▇▇▇

8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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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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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sica Ng

▇▇▇▇▇▇▇▇▇▇▇▇▇▇▇▇▇▇▇▇▇▇▇▇▇▇▇▇▇▇

8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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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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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Fu

▇▇▇▇▇▇▇▇▇▇▇▇▇▇▇▇▇▇▇▇▇▇▇▇▇▇▇▇▇▇

8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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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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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芬瑪

▇▇▇▇▇▇▇▇▇▇▇▇▇▇▇▇▇▇▇▇▇▇▇▇▇▇▇▇▇▇

8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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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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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ald Chan

▇▇▇▇▇▇▇▇▇▇▇▇▇▇▇▇▇▇▇▇▇▇▇▇▇▇▇▇▇▇

8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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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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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yman Law

▇▇▇▇▇▇▇▇▇▇▇▇▇▇▇▇▇▇▇▇▇▇▇▇▇▇▇▇▇▇

8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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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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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8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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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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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

▇▇▇▇▇▇▇▇▇▇▇▇▇▇▇▇▇▇▇▇▇▇▇▇▇▇▇▇▇▇

8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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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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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東亮

▇▇▇▇▇▇▇▇▇▇▇▇▇▇▇▇▇▇▇▇▇▇▇▇▇▇▇▇▇▇

8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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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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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c

▇▇▇▇▇▇▇▇▇▇▇▇▇▇▇▇▇▇▇▇▇▇▇▇▇▇▇▇▇▇

8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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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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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 Wan Fung

▇▇▇▇▇▇▇▇▇▇▇▇▇▇▇▇▇▇▇▇▇▇▇▇▇▇▇▇▇▇

8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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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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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on Tan

▇▇▇▇▇▇▇▇▇▇▇▇▇▇▇▇▇▇▇▇▇▇▇▇▇▇▇▇▇▇

8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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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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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letta Tsang

▇▇▇▇▇▇▇▇▇▇▇▇▇▇▇▇▇▇▇▇▇▇▇▇▇▇▇▇▇▇

8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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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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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ong Woon Man

▇▇▇▇▇▇▇▇▇▇▇▇▇▇▇▇▇▇▇▇▇▇▇▇▇▇▇▇▇▇

8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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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2:4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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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eo Chan

▇▇▇▇▇▇▇▇▇▇▇▇▇▇▇▇▇▇▇▇▇▇▇▇▇▇▇▇▇▇

8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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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2:3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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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au Kuen

▇▇▇▇▇▇▇▇▇▇▇▇▇▇▇▇▇▇▇▇▇▇▇▇▇▇▇▇▇▇

8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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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2:3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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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黎紀揚

▇▇▇▇▇▇▇▇▇▇▇▇▇▇▇▇▇▇▇▇▇▇▇▇▇▇▇▇▇▇

8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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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2:3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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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m Hong Wai

▇▇▇▇▇▇▇▇▇▇▇▇▇▇▇▇▇▇▇▇▇▇▇▇▇▇▇▇▇▇

8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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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2:2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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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allen Wu

▇▇▇▇▇▇▇▇▇▇▇▇▇▇▇▇▇▇▇▇▇▇▇▇▇▇▇▇▇▇

8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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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2:2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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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ark Lam

▇▇▇▇▇▇▇▇▇▇▇▇▇▇▇▇▇▇▇▇▇▇▇▇▇▇▇▇▇▇

8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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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2:2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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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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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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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Flambeau Sit

▇▇▇▇▇▇▇▇▇▇▇▇▇▇▇▇▇▇▇▇▇▇▇▇▇▇▇▇▇▇

8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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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2:2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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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何思英

▇▇▇▇▇▇▇▇▇▇▇▇▇▇▇▇▇▇▇▇▇▇▇▇▇▇▇▇▇▇

8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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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2:2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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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林澤泉

▇▇▇▇▇▇▇▇▇▇▇▇▇▇▇▇▇▇▇▇▇▇▇▇▇▇▇▇▇▇

8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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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2:1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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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I KW

▇▇▇▇▇▇▇▇▇▇▇▇▇▇▇▇▇▇▇▇▇▇▇▇▇▇▇▇▇▇

8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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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2:1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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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ik Sun Wong

▇▇▇▇▇▇▇▇▇▇▇▇▇▇▇▇▇▇▇▇▇▇▇▇▇▇▇▇▇▇

8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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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2:1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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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eung chiu yin v

▇▇▇▇▇▇▇▇▇▇▇▇▇▇▇▇▇▇▇▇▇▇▇▇▇▇▇▇▇▇

8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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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2:1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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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ohnathan chor

▇▇▇▇▇▇▇▇▇▇▇▇▇▇▇▇▇▇▇▇▇▇▇▇▇▇▇▇▇▇

8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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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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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 wai

▇▇▇▇▇▇▇▇▇▇▇▇▇▇▇▇▇▇▇▇▇▇▇▇▇▇▇▇▇▇

8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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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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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I KA YIN

▇▇▇▇▇▇▇▇▇▇▇▇▇▇▇▇▇▇▇▇▇▇▇▇▇▇▇▇▇▇

8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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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2:1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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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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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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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ung wai

▇▇▇▇▇▇▇▇▇▇▇▇▇▇▇▇▇▇▇▇▇▇▇▇▇▇▇▇▇▇

8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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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2:1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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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sai Wing Ki

▇▇▇▇▇▇▇▇▇▇▇▇▇▇▇▇▇▇▇▇▇▇▇▇▇▇▇▇▇▇

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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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2: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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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Vincent Yeung

▇▇▇▇▇▇▇▇▇▇▇▇▇▇▇▇▇▇▇▇▇▇▇▇▇▇▇▇▇▇

8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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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2: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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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 tsz man

▇▇▇▇▇▇▇▇▇▇▇▇▇▇▇▇▇▇▇▇▇▇▇▇▇▇▇▇▇▇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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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2: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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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un ho lung

▇▇▇▇▇▇▇▇▇▇▇▇▇▇▇▇▇▇▇▇▇▇▇▇▇▇▇▇▇▇

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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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2: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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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 Ying Ho

▇▇▇▇▇▇▇▇▇▇▇▇▇▇▇▇▇▇▇▇▇▇▇▇▇▇▇▇▇▇

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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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2:0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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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an

▇▇▇▇▇▇▇▇▇▇▇▇▇▇▇▇▇▇▇▇▇▇▇▇▇▇▇▇▇▇

8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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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2:0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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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孫福榮

▇▇▇▇▇▇▇▇▇▇▇▇▇▇▇▇▇▇▇▇▇▇▇▇▇▇▇▇▇▇

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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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2:0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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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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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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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李俊亮

▇▇▇▇▇▇▇▇▇▇▇▇▇▇▇▇▇▇▇▇▇▇▇▇▇▇▇▇▇▇

8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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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2:0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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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Paul Hui

▇▇▇▇▇▇▇▇▇▇▇▇▇▇▇▇▇▇▇▇▇▇▇▇▇▇▇▇▇▇

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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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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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y

▇▇▇▇▇▇▇▇▇▇▇▇▇▇▇▇▇▇▇▇▇▇▇▇▇▇▇▇▇▇

8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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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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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鳳君

▇▇▇▇▇▇▇▇▇▇▇▇▇▇▇▇▇▇▇▇▇▇▇▇▇▇▇▇▇▇

8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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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1:5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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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ass har

▇▇▇▇▇▇▇▇▇▇▇▇▇▇▇▇▇▇▇▇▇▇▇▇▇▇▇▇▇▇

8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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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7/05/2018 11: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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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Paul chan

▇▇▇▇▇▇▇▇▇▇▇▇▇▇▇▇▇▇▇▇▇▇▇▇▇▇▇▇▇▇

9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