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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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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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ly

▇▇▇▇▇▇▇▇▇▇▇▇▇▇▇▇▇▇▇▇▇▇▇▇▇▇▇▇▇▇

9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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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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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N YIU NG

▇▇▇▇▇▇▇▇▇▇▇▇▇▇▇▇▇▇▇▇▇▇▇▇▇▇▇▇▇▇

9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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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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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ndy Choy

▇▇▇▇▇▇▇▇▇▇▇▇▇▇▇▇▇▇▇▇▇▇▇▇▇▇▇▇▇▇

9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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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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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y Chan

▇▇▇▇▇▇▇▇▇▇▇▇▇▇▇▇▇▇▇▇▇▇▇▇▇▇▇▇▇▇

9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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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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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mmy Ng

▇▇▇▇▇▇▇▇▇▇▇▇▇▇▇▇▇▇▇▇▇▇▇▇▇▇▇▇▇▇

9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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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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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k Vero

▇▇▇▇▇▇▇▇▇▇▇▇▇▇▇▇▇▇▇▇▇▇▇▇▇▇▇▇▇▇

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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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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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rick Chang

▇▇▇▇▇▇▇▇▇▇▇▇▇▇▇▇▇▇▇▇▇▇▇▇▇▇▇▇▇▇

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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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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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Ng

▇▇▇▇▇▇▇▇▇▇▇▇▇▇▇▇▇▇▇▇▇▇▇▇▇▇▇▇▇▇

9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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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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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ou wenting

▇▇▇▇▇▇▇▇▇▇▇▇▇▇▇▇▇▇▇▇▇▇▇▇▇▇▇▇▇▇

9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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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3:1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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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Ng Cheuk Lun

▇▇▇▇▇▇▇▇▇▇▇▇▇▇▇▇▇▇▇▇▇▇▇▇▇▇▇▇▇▇

9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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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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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w

▇▇▇▇▇▇▇▇▇▇▇▇▇▇▇▇▇▇▇▇▇▇▇▇▇▇▇▇▇▇

9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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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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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ndy Hung

▇▇▇▇▇▇▇▇▇▇▇▇▇▇▇▇▇▇▇▇▇▇▇▇▇▇▇▇▇▇

9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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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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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lvin Lam

▇▇▇▇▇▇▇▇▇▇▇▇▇▇▇▇▇▇▇▇▇▇▇▇▇▇▇▇▇▇

9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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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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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cbie chan

▇▇▇▇▇▇▇▇▇▇▇▇▇▇▇▇▇▇▇▇▇▇▇▇▇▇▇▇▇▇

9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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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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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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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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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YI LOK

▇▇▇▇▇▇▇▇▇▇▇▇▇▇▇▇▇▇▇▇▇▇▇▇▇▇▇▇▇▇

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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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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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ky

▇▇▇▇▇▇▇▇▇▇▇▇▇▇▇▇▇▇▇▇▇▇▇▇▇▇▇▇▇▇

9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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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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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isy Ng

▇▇▇▇▇▇▇▇▇▇▇▇▇▇▇▇▇▇▇▇▇▇▇▇▇▇▇▇▇▇

9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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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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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 LUK

▇▇▇▇▇▇▇▇▇▇▇▇▇▇▇▇▇▇▇▇▇▇▇▇▇▇▇▇▇▇

9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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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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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子桓

▇▇▇▇▇▇▇▇▇▇▇▇▇▇▇▇▇▇▇▇▇▇▇▇▇▇▇▇▇▇

9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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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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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gie Lai

▇▇▇▇▇▇▇▇▇▇▇▇▇▇▇▇▇▇▇▇▇▇▇▇▇▇▇▇▇▇

9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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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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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waishing

▇▇▇▇▇▇▇▇▇▇▇▇▇▇▇▇▇▇▇▇▇▇▇▇▇▇▇▇▇▇

9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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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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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 Yue

▇▇▇▇▇▇▇▇▇▇▇▇▇▇▇▇▇▇▇▇▇▇▇▇▇▇▇▇▇▇

9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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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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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ie Chung

▇▇▇▇▇▇▇▇▇▇▇▇▇▇▇▇▇▇▇▇▇▇▇▇▇▇▇▇▇▇

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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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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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n Ka Nam

▇▇▇▇▇▇▇▇▇▇▇▇▇▇▇▇▇▇▇▇▇▇▇▇▇▇▇▇▇▇

9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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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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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Ho ming

▇▇▇▇▇▇▇▇▇▇▇▇▇▇▇▇▇▇▇▇▇▇▇▇▇▇▇▇▇▇

9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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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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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ven

▇▇▇▇▇▇▇▇▇▇▇▇▇▇▇▇▇▇▇▇▇▇▇▇▇▇▇▇▇▇

9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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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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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LSON

▇▇▇▇▇▇▇▇▇▇▇▇▇▇▇▇▇▇▇▇▇▇▇▇▇▇▇▇▇▇

9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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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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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uel Kwok

▇▇▇▇▇▇▇▇▇▇▇▇▇▇▇▇▇▇▇▇▇▇▇▇▇▇▇▇▇▇

9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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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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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bara

▇▇▇▇▇▇▇▇▇▇▇▇▇▇▇▇▇▇▇▇▇▇▇▇▇▇▇▇▇▇

9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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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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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Shu Wai

▇▇▇▇▇▇▇▇▇▇▇▇▇▇▇▇▇▇▇▇▇▇▇▇▇▇▇▇▇▇

9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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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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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g Lai

▇▇▇▇▇▇▇▇▇▇▇▇▇▇▇▇▇▇▇▇▇▇▇▇▇▇▇▇▇▇

9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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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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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Y Chow

▇▇▇▇▇▇▇▇▇▇▇▇▇▇▇▇▇▇▇▇▇▇▇▇▇▇▇▇▇▇

9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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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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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 Yau

▇▇▇▇▇▇▇▇▇▇▇▇▇▇▇▇▇▇▇▇▇▇▇▇▇▇▇▇▇▇

9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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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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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man wa

▇▇▇▇▇▇▇▇▇▇▇▇▇▇▇▇▇▇▇▇▇▇▇▇▇▇▇▇▇▇

9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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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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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

▇▇▇▇▇▇▇▇▇▇▇▇▇▇▇▇▇▇▇▇▇▇▇▇▇▇▇▇▇▇

9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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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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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ia

▇▇▇▇▇▇▇▇▇▇▇▇▇▇▇▇▇▇▇▇▇▇▇▇▇▇▇▇▇▇

9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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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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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ung yin fun

▇▇▇▇▇▇▇▇▇▇▇▇▇▇▇▇▇▇▇▇▇▇▇▇▇▇▇▇▇▇

9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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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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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bert Yeung Dark

▇▇▇▇▇▇▇▇▇▇▇▇▇▇▇▇▇▇▇▇▇▇▇▇▇▇▇▇▇▇

9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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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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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biu

▇▇▇▇▇▇▇▇▇▇▇▇▇▇▇▇▇▇▇▇▇▇▇▇▇▇▇▇▇▇

9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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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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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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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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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Tsz Sheung

▇▇▇▇▇▇▇▇▇▇▇▇▇▇▇▇▇▇▇▇▇▇▇▇▇▇▇▇▇▇

9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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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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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my

▇▇▇▇▇▇▇▇▇▇▇▇▇▇▇▇▇▇▇▇▇▇▇▇▇▇▇▇▇▇

9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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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1: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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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Daniel Law

▇▇▇▇▇▇▇▇▇▇▇▇▇▇▇▇▇▇▇▇▇▇▇▇▇▇▇▇▇▇

9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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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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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za TAM

▇▇▇▇▇▇▇▇▇▇▇▇▇▇▇▇▇▇▇▇▇▇▇▇▇▇▇▇▇▇

9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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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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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lee

▇▇▇▇▇▇▇▇▇▇▇▇▇▇▇▇▇▇▇▇▇▇▇▇▇▇▇▇▇▇

9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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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1:4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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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ndrew Choi

▇▇▇▇▇▇▇▇▇▇▇▇▇▇▇▇▇▇▇▇▇▇▇▇▇▇▇▇▇▇

9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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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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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ia

▇▇▇▇▇▇▇▇▇▇▇▇▇▇▇▇▇▇▇▇▇▇▇▇▇▇▇▇▇▇

9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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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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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ta

▇▇▇▇▇▇▇▇▇▇▇▇▇▇▇▇▇▇▇▇▇▇▇▇▇▇▇▇▇▇

9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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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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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g Wai Sze

▇▇▇▇▇▇▇▇▇▇▇▇▇▇▇▇▇▇▇▇▇▇▇▇▇▇▇▇▇▇

9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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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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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g chan

▇▇▇▇▇▇▇▇▇▇▇▇▇▇▇▇▇▇▇▇▇▇▇▇▇▇▇▇▇▇

9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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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1:3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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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ichelle Chan

▇▇▇▇▇▇▇▇▇▇▇▇▇▇▇▇▇▇▇▇▇▇▇▇▇▇▇▇▇▇

9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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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1:3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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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se Wai Fan

▇▇▇▇▇▇▇▇▇▇▇▇▇▇▇▇▇▇▇▇▇▇▇▇▇▇▇▇▇▇

9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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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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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ry Tin

▇▇▇▇▇▇▇▇▇▇▇▇▇▇▇▇▇▇▇▇▇▇▇▇▇▇▇▇▇▇

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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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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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Hu

▇▇▇▇▇▇▇▇▇▇▇▇▇▇▇▇▇▇▇▇▇▇▇▇▇▇▇▇▇▇

9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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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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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i

▇▇▇▇▇▇▇▇▇▇▇▇▇▇▇▇▇▇▇▇▇▇▇▇▇▇▇▇▇▇

9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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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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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cis Lai

▇▇▇▇▇▇▇▇▇▇▇▇▇▇▇▇▇▇▇▇▇▇▇▇▇▇▇▇▇▇

9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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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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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y Leung

▇▇▇▇▇▇▇▇▇▇▇▇▇▇▇▇▇▇▇▇▇▇▇▇▇▇▇▇▇▇

9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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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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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Wg

▇▇▇▇▇▇▇▇▇▇▇▇▇▇▇▇▇▇▇▇▇▇▇▇▇▇▇▇▇▇

9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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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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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ia Ng

▇▇▇▇▇▇▇▇▇▇▇▇▇▇▇▇▇▇▇▇▇▇▇▇▇▇▇▇▇▇

9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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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1:0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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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andy Li

▇▇▇▇▇▇▇▇▇▇▇▇▇▇▇▇▇▇▇▇▇▇▇▇▇▇▇▇▇▇

9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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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0: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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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aren Wong

▇▇▇▇▇▇▇▇▇▇▇▇▇▇▇▇▇▇▇▇▇▇▇▇▇▇▇▇▇▇

9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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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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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son tang

▇▇▇▇▇▇▇▇▇▇▇▇▇▇▇▇▇▇▇▇▇▇▇▇▇▇▇▇▇▇

9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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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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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k sang

▇▇▇▇▇▇▇▇▇▇▇▇▇▇▇▇▇▇▇▇▇▇▇▇▇▇▇▇▇▇

9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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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0:5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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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ilian Wang

▇▇▇▇▇▇▇▇▇▇▇▇▇▇▇▇▇▇▇▇▇▇▇▇▇▇▇▇▇▇

9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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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0:5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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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 chan tong

▇▇▇▇▇▇▇▇▇▇▇▇▇▇▇▇▇▇▇▇▇▇▇▇▇▇▇▇▇▇

9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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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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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ON CHUN YU

▇▇▇▇▇▇▇▇▇▇▇▇▇▇▇▇▇▇▇▇▇▇▇▇▇▇▇▇▇▇

9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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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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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iel

▇▇▇▇▇▇▇▇▇▇▇▇▇▇▇▇▇▇▇▇▇▇▇▇▇▇▇▇▇▇

9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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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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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 TIK KA

▇▇▇▇▇▇▇▇▇▇▇▇▇▇▇▇▇▇▇▇▇▇▇▇▇▇▇▇▇▇

9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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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0:4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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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C Au

▇▇▇▇▇▇▇▇▇▇▇▇▇▇▇▇▇▇▇▇▇▇▇▇▇▇▇▇▇▇

9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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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0:2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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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Raven

▇▇▇▇▇▇▇▇▇▇▇▇▇▇▇▇▇▇▇▇▇▇▇▇▇▇▇▇▇▇

9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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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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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kai wing

▇▇▇▇▇▇▇▇▇▇▇▇▇▇▇▇▇▇▇▇▇▇▇▇▇▇▇▇▇▇

9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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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0:2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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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m chan

▇▇▇▇▇▇▇▇▇▇▇▇▇▇▇▇▇▇▇▇▇▇▇▇▇▇▇▇▇▇

9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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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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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ce Cheng

▇▇▇▇▇▇▇▇▇▇▇▇▇▇▇▇▇▇▇▇▇▇▇▇▇▇▇▇▇▇

9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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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0:1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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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m

▇▇▇▇▇▇▇▇▇▇▇▇▇▇▇▇▇▇▇▇▇▇▇▇▇▇▇▇▇▇

9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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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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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a Chan

▇▇▇▇▇▇▇▇▇▇▇▇▇▇▇▇▇▇▇▇▇▇▇▇▇▇▇▇▇▇

9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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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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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c Law

▇▇▇▇▇▇▇▇▇▇▇▇▇▇▇▇▇▇▇▇▇▇▇▇▇▇▇▇▇▇

9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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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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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Ho Yan

▇▇▇▇▇▇▇▇▇▇▇▇▇▇▇▇▇▇▇▇▇▇▇▇▇▇▇▇▇▇

9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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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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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bbie

▇▇▇▇▇▇▇▇▇▇▇▇▇▇▇▇▇▇▇▇▇▇▇▇▇▇▇▇▇▇

9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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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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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P YING WW

▇▇▇▇▇▇▇▇▇▇▇▇▇▇▇▇▇▇▇▇▇▇▇▇▇▇▇▇▇▇

9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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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9: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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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eung Carol

▇▇▇▇▇▇▇▇▇▇▇▇▇▇▇▇▇▇▇▇▇▇▇▇▇▇▇▇▇▇

9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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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9:5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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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Eva Lee

▇▇▇▇▇▇▇▇▇▇▇▇▇▇▇▇▇▇▇▇▇▇▇▇▇▇▇▇▇▇

9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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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9:5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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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EDITH MAK

▇▇▇▇▇▇▇▇▇▇▇▇▇▇▇▇▇▇▇▇▇▇▇▇▇▇▇▇▇▇

9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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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9:5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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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im Wing Laam

▇▇▇▇▇▇▇▇▇▇▇▇▇▇▇▇▇▇▇▇▇▇▇▇▇▇▇▇▇▇

9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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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9:5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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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eung

▇▇▇▇▇▇▇▇▇▇▇▇▇▇▇▇▇▇▇▇▇▇▇▇▇▇▇▇▇▇

9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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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9:4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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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 Ka Man

▇▇▇▇▇▇▇▇▇▇▇▇▇▇▇▇▇▇▇▇▇▇▇▇▇▇▇▇▇▇

9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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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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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y chung

▇▇▇▇▇▇▇▇▇▇▇▇▇▇▇▇▇▇▇▇▇▇▇▇▇▇▇▇▇▇

9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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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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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u Hau Ming

▇▇▇▇▇▇▇▇▇▇▇▇▇▇▇▇▇▇▇▇▇▇▇▇▇▇▇▇▇▇

9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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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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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pingfai

▇▇▇▇▇▇▇▇▇▇▇▇▇▇▇▇▇▇▇▇▇▇▇▇▇▇▇▇▇▇

9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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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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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Kawa

▇▇▇▇▇▇▇▇▇▇▇▇▇▇▇▇▇▇▇▇▇▇▇▇▇▇▇▇▇▇

9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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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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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Kam ming

▇▇▇▇▇▇▇▇▇▇▇▇▇▇▇▇▇▇▇▇▇▇▇▇▇▇▇▇▇▇

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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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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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甘銓

▇▇▇▇▇▇▇▇▇▇▇▇▇▇▇▇▇▇▇▇▇▇▇▇▇▇▇▇▇▇

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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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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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KING WAI

▇▇▇▇▇▇▇▇▇▇▇▇▇▇▇▇▇▇▇▇▇▇▇▇▇▇▇▇▇▇

9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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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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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YIN PING

▇▇▇▇▇▇▇▇▇▇▇▇▇▇▇▇▇▇▇▇▇▇▇▇▇▇▇▇▇▇

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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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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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Kai Hin

▇▇▇▇▇▇▇▇▇▇▇▇▇▇▇▇▇▇▇▇▇▇▇▇▇▇▇▇▇▇

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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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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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ck Lam

▇▇▇▇▇▇▇▇▇▇▇▇▇▇▇▇▇▇▇▇▇▇▇▇▇▇▇▇▇▇

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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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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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rera chung

▇▇▇▇▇▇▇▇▇▇▇▇▇▇▇▇▇▇▇▇▇▇▇▇▇▇▇▇▇▇

9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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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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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ncent Mak

▇▇▇▇▇▇▇▇▇▇▇▇▇▇▇▇▇▇▇▇▇▇▇▇▇▇▇▇▇▇

9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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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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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sotung

▇▇▇▇▇▇▇▇▇▇▇▇▇▇▇▇▇▇▇▇▇▇▇▇▇▇▇▇▇▇

9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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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8:5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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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se Hok Yu

▇▇▇▇▇▇▇▇▇▇▇▇▇▇▇▇▇▇▇▇▇▇▇▇▇▇▇▇▇▇

9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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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8:5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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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m Chuen

▇▇▇▇▇▇▇▇▇▇▇▇▇▇▇▇▇▇▇▇▇▇▇▇▇▇▇▇▇▇

9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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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8:5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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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Erniechow

▇▇▇▇▇▇▇▇▇▇▇▇▇▇▇▇▇▇▇▇▇▇▇▇▇▇▇▇▇▇

9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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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8: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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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indy Sin

▇▇▇▇▇▇▇▇▇▇▇▇▇▇▇▇▇▇▇▇▇▇▇▇▇▇▇▇▇▇

9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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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8:5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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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elvin Law

▇▇▇▇▇▇▇▇▇▇▇▇▇▇▇▇▇▇▇▇▇▇▇▇▇▇▇▇▇▇

9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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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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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kam hung

▇▇▇▇▇▇▇▇▇▇▇▇▇▇▇▇▇▇▇▇▇▇▇▇▇▇▇▇▇▇

9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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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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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nes

▇▇▇▇▇▇▇▇▇▇▇▇▇▇▇▇▇▇▇▇▇▇▇▇▇▇▇▇▇▇

9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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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8:3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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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Howard Chan

▇▇▇▇▇▇▇▇▇▇▇▇▇▇▇▇▇▇▇▇▇▇▇▇▇▇▇▇▇▇

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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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8:3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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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eung Wai Yee

▇▇▇▇▇▇▇▇▇▇▇▇▇▇▇▇▇▇▇▇▇▇▇▇▇▇▇▇▇▇

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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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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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ol Pang

▇▇▇▇▇▇▇▇▇▇▇▇▇▇▇▇▇▇▇▇▇▇▇▇▇▇▇▇▇▇

9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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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8:27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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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Henry Chung

▇▇▇▇▇▇▇▇▇▇▇▇▇▇▇▇▇▇▇▇▇▇▇▇▇▇▇▇▇▇

9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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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8:2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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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elody Cheng

▇▇▇▇▇▇▇▇▇▇▇▇▇▇▇▇▇▇▇▇▇▇▇▇▇▇▇▇▇▇

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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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8:2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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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se Hei Yee

▇▇▇▇▇▇▇▇▇▇▇▇▇▇▇▇▇▇▇▇▇▇▇▇▇▇▇▇▇▇

9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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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8:1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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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a Sa Lam

▇▇▇▇▇▇▇▇▇▇▇▇▇▇▇▇▇▇▇▇▇▇▇▇▇▇▇▇▇▇

9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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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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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

▇▇▇▇▇▇▇▇▇▇▇▇▇▇▇▇▇▇▇▇▇▇▇▇▇▇▇▇▇▇

9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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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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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oikayi

▇▇▇▇▇▇▇▇▇▇▇▇▇▇▇▇▇▇▇▇▇▇▇▇▇▇▇▇▇▇

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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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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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g Tsz Kit

▇▇▇▇▇▇▇▇▇▇▇▇▇▇▇▇▇▇▇▇▇▇▇▇▇▇▇▇▇▇

9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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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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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Lam

▇▇▇▇▇▇▇▇▇▇▇▇▇▇▇▇▇▇▇▇▇▇▇▇▇▇▇▇▇▇

9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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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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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ang Da Shang

▇▇▇▇▇▇▇▇▇▇▇▇▇▇▇▇▇▇▇▇▇▇▇▇▇▇▇▇▇▇

9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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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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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ander Choi

▇▇▇▇▇▇▇▇▇▇▇▇▇▇▇▇▇▇▇▇▇▇▇▇▇▇▇▇▇▇

9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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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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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W CHIN CHUNG

▇▇▇▇▇▇▇▇▇▇▇▇▇▇▇▇▇▇▇▇▇▇▇▇▇▇▇▇▇▇

9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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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7:3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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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SANG MEI YI

▇▇▇▇▇▇▇▇▇▇▇▇▇▇▇▇▇▇▇▇▇▇▇▇▇▇▇▇▇▇

9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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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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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w Lai Man Vivian

▇▇▇▇▇▇▇▇▇▇▇▇▇▇▇▇▇▇▇▇▇▇▇▇▇▇▇▇▇▇

9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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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7:3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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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Raymond Leung

▇▇▇▇▇▇▇▇▇▇▇▇▇▇▇▇▇▇▇▇▇▇▇▇▇▇▇▇▇▇

9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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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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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ip cheung

▇▇▇▇▇▇▇▇▇▇▇▇▇▇▇▇▇▇▇▇▇▇▇▇▇▇▇▇▇▇

9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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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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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Joan

▇▇▇▇▇▇▇▇▇▇▇▇▇▇▇▇▇▇▇▇▇▇▇▇▇▇▇▇▇▇

9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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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7:0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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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ik Wah Tse

▇▇▇▇▇▇▇▇▇▇▇▇▇▇▇▇▇▇▇▇▇▇▇▇▇▇▇▇▇▇

9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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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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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EC

▇▇▇▇▇▇▇▇▇▇▇▇▇▇▇▇▇▇▇▇▇▇▇▇▇▇▇▇▇▇

9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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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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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Chuen Ying

▇▇▇▇▇▇▇▇▇▇▇▇▇▇▇▇▇▇▇▇▇▇▇▇▇▇▇▇▇▇

9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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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6:49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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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Philip wong

▇▇▇▇▇▇▇▇▇▇▇▇▇▇▇▇▇▇▇▇▇▇▇▇▇▇▇▇▇▇

9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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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6:4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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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eng mei mui

▇▇▇▇▇▇▇▇▇▇▇▇▇▇▇▇▇▇▇▇▇▇▇▇▇▇▇▇▇▇

9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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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6:4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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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 ka mun

▇▇▇▇▇▇▇▇▇▇▇▇▇▇▇▇▇▇▇▇▇▇▇▇▇▇▇▇▇▇

9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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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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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Tang

▇▇▇▇▇▇▇▇▇▇▇▇▇▇▇▇▇▇▇▇▇▇▇▇▇▇▇▇▇▇

9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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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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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ith Ng

▇▇▇▇▇▇▇▇▇▇▇▇▇▇▇▇▇▇▇▇▇▇▇▇▇▇▇▇▇▇

9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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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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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Shuk Ha

▇▇▇▇▇▇▇▇▇▇▇▇▇▇▇▇▇▇▇▇▇▇▇▇▇▇▇▇▇▇

9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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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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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Yuk

▇▇▇▇▇▇▇▇▇▇▇▇▇▇▇▇▇▇▇▇▇▇▇▇▇▇▇▇▇▇

9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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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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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rleyMok

▇▇▇▇▇▇▇▇▇▇▇▇▇▇▇▇▇▇▇▇▇▇▇▇▇▇▇▇▇▇

9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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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6:3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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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Eva Wong

▇▇▇▇▇▇▇▇▇▇▇▇▇▇▇▇▇▇▇▇▇▇▇▇▇▇▇▇▇▇

9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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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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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ly Ma

▇▇▇▇▇▇▇▇▇▇▇▇▇▇▇▇▇▇▇▇▇▇▇▇▇▇▇▇▇▇

9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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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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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y

▇▇▇▇▇▇▇▇▇▇▇▇▇▇▇▇▇▇▇▇▇▇▇▇▇▇▇▇▇▇

9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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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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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 Chow

▇▇▇▇▇▇▇▇▇▇▇▇▇▇▇▇▇▇▇▇▇▇▇▇▇▇▇▇▇▇

9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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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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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u siu kee

▇▇▇▇▇▇▇▇▇▇▇▇▇▇▇▇▇▇▇▇▇▇▇▇▇▇▇▇▇▇

9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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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6:1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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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李作星

▇▇▇▇▇▇▇▇▇▇▇▇▇▇▇▇▇▇▇▇▇▇▇▇▇▇▇▇▇▇

9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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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6:1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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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aren Wong

▇▇▇▇▇▇▇▇▇▇▇▇▇▇▇▇▇▇▇▇▇▇▇▇▇▇▇▇▇▇

9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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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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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enie

▇▇▇▇▇▇▇▇▇▇▇▇▇▇▇▇▇▇▇▇▇▇▇▇▇▇▇▇▇▇

9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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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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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麗儀

▇▇▇▇▇▇▇▇▇▇▇▇▇▇▇▇▇▇▇▇▇▇▇▇▇▇▇▇▇▇

9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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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5:4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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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ee Man Shuet

▇▇▇▇▇▇▇▇▇▇▇▇▇▇▇▇▇▇▇▇▇▇▇▇▇▇▇▇▇▇

9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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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5:4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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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u yuen pui

▇▇▇▇▇▇▇▇▇▇▇▇▇▇▇▇▇▇▇▇▇▇▇▇▇▇▇▇▇▇

9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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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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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vin Yip

▇▇▇▇▇▇▇▇▇▇▇▇▇▇▇▇▇▇▇▇▇▇▇▇▇▇▇▇▇▇

9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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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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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名溢

▇▇▇▇▇▇▇▇▇▇▇▇▇▇▇▇▇▇▇▇▇▇▇▇▇▇▇▇▇▇

9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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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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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RA  WONG

▇▇▇▇▇▇▇▇▇▇▇▇▇▇▇▇▇▇▇▇▇▇▇▇▇▇▇▇▇▇

9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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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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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H Li

▇▇▇▇▇▇▇▇▇▇▇▇▇▇▇▇▇▇▇▇▇▇▇▇▇▇▇▇▇▇

9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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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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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Mak

▇▇▇▇▇▇▇▇▇▇▇▇▇▇▇▇▇▇▇▇▇▇▇▇▇▇▇▇▇▇

9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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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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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i wing hing

▇▇▇▇▇▇▇▇▇▇▇▇▇▇▇▇▇▇▇▇▇▇▇▇▇▇▇▇▇▇

9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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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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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olus Kwok

▇▇▇▇▇▇▇▇▇▇▇▇▇▇▇▇▇▇▇▇▇▇▇▇▇▇▇▇▇▇

9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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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5:2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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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ulius Wong

▇▇▇▇▇▇▇▇▇▇▇▇▇▇▇▇▇▇▇▇▇▇▇▇▇▇▇▇▇▇

9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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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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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y Sheung Hin

▇▇▇▇▇▇▇▇▇▇▇▇▇▇▇▇▇▇▇▇▇▇▇▇▇▇▇▇▇▇

9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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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5: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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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an Chun Choi Polin

▇▇▇▇▇▇▇▇▇▇▇▇▇▇▇▇▇▇▇▇▇▇▇▇▇▇▇▇▇▇

9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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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5:05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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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eng wing ning

▇▇▇▇▇▇▇▇▇▇▇▇▇▇▇▇▇▇▇▇▇▇▇▇▇▇▇▇▇▇

9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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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5:0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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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Beatrice Wan

▇▇▇▇▇▇▇▇▇▇▇▇▇▇▇▇▇▇▇▇▇▇▇▇▇▇▇▇▇▇

9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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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4:5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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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 Benny

▇▇▇▇▇▇▇▇▇▇▇▇▇▇▇▇▇▇▇▇▇▇▇▇▇▇▇▇▇▇

9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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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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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mheylau

▇▇▇▇▇▇▇▇▇▇▇▇▇▇▇▇▇▇▇▇▇▇▇▇▇▇▇▇▇▇

9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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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4:4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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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armen wong

▇▇▇▇▇▇▇▇▇▇▇▇▇▇▇▇▇▇▇▇▇▇▇▇▇▇▇▇▇▇

9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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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4:4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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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ak

▇▇▇▇▇▇▇▇▇▇▇▇▇▇▇▇▇▇▇▇▇▇▇▇▇▇▇▇▇▇

9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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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4:3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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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ohnson Luk

▇▇▇▇▇▇▇▇▇▇▇▇▇▇▇▇▇▇▇▇▇▇▇▇▇▇▇▇▇▇

9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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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4:3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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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ammy Fung

▇▇▇▇▇▇▇▇▇▇▇▇▇▇▇▇▇▇▇▇▇▇▇▇▇▇▇▇▇▇

9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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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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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

▇▇▇▇▇▇▇▇▇▇▇▇▇▇▇▇▇▇▇▇▇▇▇▇▇▇▇▇▇▇

9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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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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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die Cheng

▇▇▇▇▇▇▇▇▇▇▇▇▇▇▇▇▇▇▇▇▇▇▇▇▇▇▇▇▇▇

9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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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4:0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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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armen Lai

▇▇▇▇▇▇▇▇▇▇▇▇▇▇▇▇▇▇▇▇▇▇▇▇▇▇▇▇▇▇

9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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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4:0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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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immy so

▇▇▇▇▇▇▇▇▇▇▇▇▇▇▇▇▇▇▇▇▇▇▇▇▇▇▇▇▇▇

9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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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4:0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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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sang Chiu keung

▇▇▇▇▇▇▇▇▇▇▇▇▇▇▇▇▇▇▇▇▇▇▇▇▇▇▇▇▇▇

9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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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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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t Wong

▇▇▇▇▇▇▇▇▇▇▇▇▇▇▇▇▇▇▇▇▇▇▇▇▇▇▇▇▇▇

9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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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3:5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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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 tsan tin

▇▇▇▇▇▇▇▇▇▇▇▇▇▇▇▇▇▇▇▇▇▇▇▇▇▇▇▇▇▇

9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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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3:5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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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an

▇▇▇▇▇▇▇▇▇▇▇▇▇▇▇▇▇▇▇▇▇▇▇▇▇▇▇▇▇▇

9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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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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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ndy Fung

▇▇▇▇▇▇▇▇▇▇▇▇▇▇▇▇▇▇▇▇▇▇▇▇▇▇▇▇▇▇

9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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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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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ky

▇▇▇▇▇▇▇▇▇▇▇▇▇▇▇▇▇▇▇▇▇▇▇▇▇▇▇▇▇▇

9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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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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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Po Kit

▇▇▇▇▇▇▇▇▇▇▇▇▇▇▇▇▇▇▇▇▇▇▇▇▇▇▇▇▇▇

9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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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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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bert Wong

▇▇▇▇▇▇▇▇▇▇▇▇▇▇▇▇▇▇▇▇▇▇▇▇▇▇▇▇▇▇

9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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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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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 choi

▇▇▇▇▇▇▇▇▇▇▇▇▇▇▇▇▇▇▇▇▇▇▇▇▇▇▇▇▇▇

9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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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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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Kit Yee

▇▇▇▇▇▇▇▇▇▇▇▇▇▇▇▇▇▇▇▇▇▇▇▇▇▇▇▇▇▇

9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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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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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ra Tang

▇▇▇▇▇▇▇▇▇▇▇▇▇▇▇▇▇▇▇▇▇▇▇▇▇▇▇▇▇▇

9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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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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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is Chan

▇▇▇▇▇▇▇▇▇▇▇▇▇▇▇▇▇▇▇▇▇▇▇▇▇▇▇▇▇▇

9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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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3:21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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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梁俊威

▇▇▇▇▇▇▇▇▇▇▇▇▇▇▇▇▇▇▇▇▇▇▇▇▇▇▇▇▇▇

9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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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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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

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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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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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my Chan

▇▇▇▇▇▇▇▇▇▇▇▇▇▇▇▇▇▇▇▇▇▇▇▇▇▇▇▇▇▇

9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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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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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na Ko

▇▇▇▇▇▇▇▇▇▇▇▇▇▇▇▇▇▇▇▇▇▇▇▇▇▇▇▇▇▇

9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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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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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a ng

▇▇▇▇▇▇▇▇▇▇▇▇▇▇▇▇▇▇▇▇▇▇▇▇▇▇▇▇▇▇

9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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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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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進軒

▇▇▇▇▇▇▇▇▇▇▇▇▇▇▇▇▇▇▇▇▇▇▇▇▇▇▇▇▇▇

9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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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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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耀偉

▇▇▇▇▇▇▇▇▇▇▇▇▇▇▇▇▇▇▇▇▇▇▇▇▇▇▇▇▇▇

9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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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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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ie Cheung

▇▇▇▇▇▇▇▇▇▇▇▇▇▇▇▇▇▇▇▇▇▇▇▇▇▇▇▇▇▇

9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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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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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ivia Leung

▇▇▇▇▇▇▇▇▇▇▇▇▇▇▇▇▇▇▇▇▇▇▇▇▇▇▇▇▇▇

9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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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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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 Lau

▇▇▇▇▇▇▇▇▇▇▇▇▇▇▇▇▇▇▇▇▇▇▇▇▇▇▇▇▇▇

9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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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3:0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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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Patrick Tang

▇▇▇▇▇▇▇▇▇▇▇▇▇▇▇▇▇▇▇▇▇▇▇▇▇▇▇▇▇▇

9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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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3:0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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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羅銘德

▇▇▇▇▇▇▇▇▇▇▇▇▇▇▇▇▇▇▇▇▇▇▇▇▇▇▇▇▇▇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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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2: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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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ecelia

▇▇▇▇▇▇▇▇▇▇▇▇▇▇▇▇▇▇▇▇▇▇▇▇▇▇▇▇▇▇

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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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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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ward

▇▇▇▇▇▇▇▇▇▇▇▇▇▇▇▇▇▇▇▇▇▇▇▇▇▇▇▇▇▇

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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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2:51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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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 M Yeung

▇▇▇▇▇▇▇▇▇▇▇▇▇▇▇▇▇▇▇▇▇▇▇▇▇▇▇▇▇▇

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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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2:51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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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Bonnie

▇▇▇▇▇▇▇▇▇▇▇▇▇▇▇▇▇▇▇▇▇▇▇▇▇▇▇▇▇▇

9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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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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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ki Yau

▇▇▇▇▇▇▇▇▇▇▇▇▇▇▇▇▇▇▇▇▇▇▇▇▇▇▇▇▇▇

9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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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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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na Sia

▇▇▇▇▇▇▇▇▇▇▇▇▇▇▇▇▇▇▇▇▇▇▇▇▇▇▇▇▇▇

9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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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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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ward Ng

▇▇▇▇▇▇▇▇▇▇▇▇▇▇▇▇▇▇▇▇▇▇▇▇▇▇▇▇▇▇

9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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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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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anna

▇▇▇▇▇▇▇▇▇▇▇▇▇▇▇▇▇▇▇▇▇▇▇▇▇▇▇▇▇▇

9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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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2:3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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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Ho Wai Hou

▇▇▇▇▇▇▇▇▇▇▇▇▇▇▇▇▇▇▇▇▇▇▇▇▇▇▇▇▇▇

9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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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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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ry Suen

▇▇▇▇▇▇▇▇▇▇▇▇▇▇▇▇▇▇▇▇▇▇▇▇▇▇▇▇▇▇

9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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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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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t kwok wing

▇▇▇▇▇▇▇▇▇▇▇▇▇▇▇▇▇▇▇▇▇▇▇▇▇▇▇▇▇▇

9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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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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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SCARLET

▇▇▇▇▇▇▇▇▇▇▇▇▇▇▇▇▇▇▇▇▇▇▇▇▇▇▇▇▇▇

9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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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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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CHO WAI

▇▇▇▇▇▇▇▇▇▇▇▇▇▇▇▇▇▇▇▇▇▇▇▇▇▇▇▇▇▇

9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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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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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yan

▇▇▇▇▇▇▇▇▇▇▇▇▇▇▇▇▇▇▇▇▇▇▇▇▇▇▇▇▇▇

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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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2:2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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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ouis Chan

▇▇▇▇▇▇▇▇▇▇▇▇▇▇▇▇▇▇▇▇▇▇▇▇▇▇▇▇▇▇

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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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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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elle Chan

▇▇▇▇▇▇▇▇▇▇▇▇▇▇▇▇▇▇▇▇▇▇▇▇▇▇▇▇▇▇

9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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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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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 ng

▇▇▇▇▇▇▇▇▇▇▇▇▇▇▇▇▇▇▇▇▇▇▇▇▇▇▇▇▇▇

9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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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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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ok Ka Hei

▇▇▇▇▇▇▇▇▇▇▇▇▇▇▇▇▇▇▇▇▇▇▇▇▇▇▇▇▇▇

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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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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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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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andy

▇▇▇▇▇▇▇▇▇▇▇▇▇▇▇▇▇▇▇▇▇▇▇▇▇▇▇▇▇▇

9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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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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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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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Benson Chung

▇▇▇▇▇▇▇▇▇▇▇▇▇▇▇▇▇▇▇▇▇▇▇▇▇▇▇▇▇▇

9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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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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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ky Cheung

▇▇▇▇▇▇▇▇▇▇▇▇▇▇▇▇▇▇▇▇▇▇▇▇▇▇▇▇▇▇

9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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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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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Chu

▇▇▇▇▇▇▇▇▇▇▇▇▇▇▇▇▇▇▇▇▇▇▇▇▇▇▇▇▇▇

9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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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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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dy kong

▇▇▇▇▇▇▇▇▇▇▇▇▇▇▇▇▇▇▇▇▇▇▇▇▇▇▇▇▇▇

9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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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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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ie  Chik

▇▇▇▇▇▇▇▇▇▇▇▇▇▇▇▇▇▇▇▇▇▇▇▇▇▇▇▇▇▇

9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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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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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rence Lee

▇▇▇▇▇▇▇▇▇▇▇▇▇▇▇▇▇▇▇▇▇▇▇▇▇▇▇▇▇▇

9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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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1:5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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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Naveen Yeung

▇▇▇▇▇▇▇▇▇▇▇▇▇▇▇▇▇▇▇▇▇▇▇▇▇▇▇▇▇▇

9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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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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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ndy

▇▇▇▇▇▇▇▇▇▇▇▇▇▇▇▇▇▇▇▇▇▇▇▇▇▇▇▇▇▇

9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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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1:4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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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i

▇▇▇▇▇▇▇▇▇▇▇▇▇▇▇▇▇▇▇▇▇▇▇▇▇▇▇▇▇▇

9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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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1:4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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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am

▇▇▇▇▇▇▇▇▇▇▇▇▇▇▇▇▇▇▇▇▇▇▇▇▇▇▇▇▇▇

9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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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1:4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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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m Hin Tai

▇▇▇▇▇▇▇▇▇▇▇▇▇▇▇▇▇▇▇▇▇▇▇▇▇▇▇▇▇▇

9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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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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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k Lan

▇▇▇▇▇▇▇▇▇▇▇▇▇▇▇▇▇▇▇▇▇▇▇▇▇▇▇▇▇▇

9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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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1:4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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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ing So

▇▇▇▇▇▇▇▇▇▇▇▇▇▇▇▇▇▇▇▇▇▇▇▇▇▇▇▇▇▇

9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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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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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 Man

▇▇▇▇▇▇▇▇▇▇▇▇▇▇▇▇▇▇▇▇▇▇▇▇▇▇▇▇▇▇

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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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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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e chung

▇▇▇▇▇▇▇▇▇▇▇▇▇▇▇▇▇▇▇▇▇▇▇▇▇▇▇▇▇▇

9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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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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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p Hong

▇▇▇▇▇▇▇▇▇▇▇▇▇▇▇▇▇▇▇▇▇▇▇▇▇▇▇▇▇▇

9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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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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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ie Ng

▇▇▇▇▇▇▇▇▇▇▇▇▇▇▇▇▇▇▇▇▇▇▇▇▇▇▇▇▇▇

9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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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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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ring ching Han

▇▇▇▇▇▇▇▇▇▇▇▇▇▇▇▇▇▇▇▇▇▇▇▇▇▇▇▇▇▇

9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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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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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ny Tam

▇▇▇▇▇▇▇▇▇▇▇▇▇▇▇▇▇▇▇▇▇▇▇▇▇▇▇▇▇▇

9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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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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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en Chau

▇▇▇▇▇▇▇▇▇▇▇▇▇▇▇▇▇▇▇▇▇▇▇▇▇▇▇▇▇▇

9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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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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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

▇▇▇▇▇▇▇▇▇▇▇▇▇▇▇▇▇▇▇▇▇▇▇▇▇▇▇▇▇▇

9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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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1:0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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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eona Lo

▇▇▇▇▇▇▇▇▇▇▇▇▇▇▇▇▇▇▇▇▇▇▇▇▇▇▇▇▇▇

9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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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0:59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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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Ng Chun Wing

▇▇▇▇▇▇▇▇▇▇▇▇▇▇▇▇▇▇▇▇▇▇▇▇▇▇▇▇▇▇

9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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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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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

9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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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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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y Pang

▇▇▇▇▇▇▇▇▇▇▇▇▇▇▇▇▇▇▇▇▇▇▇▇▇▇▇▇▇▇

9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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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0:3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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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sui Ka Wa

▇▇▇▇▇▇▇▇▇▇▇▇▇▇▇▇▇▇▇▇▇▇▇▇▇▇▇▇▇▇

9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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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0:3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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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

▇▇▇▇▇▇▇▇▇▇▇▇▇▇▇▇▇▇▇▇▇▇▇▇▇▇▇▇▇▇

9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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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0:3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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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u

▇▇▇▇▇▇▇▇▇▇▇▇▇▇▇▇▇▇▇▇▇▇▇▇▇▇▇▇▇▇

9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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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0:3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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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m Ka Keung

▇▇▇▇▇▇▇▇▇▇▇▇▇▇▇▇▇▇▇▇▇▇▇▇▇▇▇▇▇▇

9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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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0:2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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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andy

▇▇▇▇▇▇▇▇▇▇▇▇▇▇▇▇▇▇▇▇▇▇▇▇▇▇▇▇▇▇

9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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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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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dy Sun

▇▇▇▇▇▇▇▇▇▇▇▇▇▇▇▇▇▇▇▇▇▇▇▇▇▇▇▇▇▇

9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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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0:1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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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oi Yee Kei

▇▇▇▇▇▇▇▇▇▇▇▇▇▇▇▇▇▇▇▇▇▇▇▇▇▇▇▇▇▇

9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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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0:1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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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Howard

▇▇▇▇▇▇▇▇▇▇▇▇▇▇▇▇▇▇▇▇▇▇▇▇▇▇▇▇▇▇

9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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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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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ny Ng

▇▇▇▇▇▇▇▇▇▇▇▇▇▇▇▇▇▇▇▇▇▇▇▇▇▇▇▇▇▇

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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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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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Lam

▇▇▇▇▇▇▇▇▇▇▇▇▇▇▇▇▇▇▇▇▇▇▇▇▇▇▇▇▇▇

9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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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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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ee tam

▇▇▇▇▇▇▇▇▇▇▇▇▇▇▇▇▇▇▇▇▇▇▇▇▇▇▇▇▇▇

9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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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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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a Tam

▇▇▇▇▇▇▇▇▇▇▇▇▇▇▇▇▇▇▇▇▇▇▇▇▇▇▇▇▇▇

9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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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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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kwokwai

▇▇▇▇▇▇▇▇▇▇▇▇▇▇▇▇▇▇▇▇▇▇▇▇▇▇▇▇▇▇

9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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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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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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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EUNG

▇▇▇▇▇▇▇▇▇▇▇▇▇▇▇▇▇▇▇▇▇▇▇▇▇▇▇▇▇▇

9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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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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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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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Burla Poon

▇▇▇▇▇▇▇▇▇▇▇▇▇▇▇▇▇▇▇▇▇▇▇▇▇▇▇▇▇▇

9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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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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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oline Law

▇▇▇▇▇▇▇▇▇▇▇▇▇▇▇▇▇▇▇▇▇▇▇▇▇▇▇▇▇▇

9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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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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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cilia Cheng

▇▇▇▇▇▇▇▇▇▇▇▇▇▇▇▇▇▇▇▇▇▇▇▇▇▇▇▇▇▇

9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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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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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ck Lau

▇▇▇▇▇▇▇▇▇▇▇▇▇▇▇▇▇▇▇▇▇▇▇▇▇▇▇▇▇▇

9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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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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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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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Rita Li

▇▇▇▇▇▇▇▇▇▇▇▇▇▇▇▇▇▇▇▇▇▇▇▇▇▇▇▇▇▇

9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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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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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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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an yin fong

▇▇▇▇▇▇▇▇▇▇▇▇▇▇▇▇▇▇▇▇▇▇▇▇▇▇▇▇▇▇

9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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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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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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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Raymond

▇▇▇▇▇▇▇▇▇▇▇▇▇▇▇▇▇▇▇▇▇▇▇▇▇▇▇▇▇▇

9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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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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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Yuen Fai  Gary

▇▇▇▇▇▇▇▇▇▇▇▇▇▇▇▇▇▇▇▇▇▇▇▇▇▇▇▇▇▇

9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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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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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ke Hui

▇▇▇▇▇▇▇▇▇▇▇▇▇▇▇▇▇▇▇▇▇▇▇▇▇▇▇▇▇▇

9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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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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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y Ko

▇▇▇▇▇▇▇▇▇▇▇▇▇▇▇▇▇▇▇▇▇▇▇▇▇▇▇▇▇▇

9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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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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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Yiu Hung

▇▇▇▇▇▇▇▇▇▇▇▇▇▇▇▇▇▇▇▇▇▇▇▇▇▇▇▇▇▇

9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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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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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

9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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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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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

▇▇▇▇▇▇▇▇▇▇▇▇▇▇▇▇▇▇▇▇▇▇▇▇▇▇▇▇▇▇

9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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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9:1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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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 Suk Yin

▇▇▇▇▇▇▇▇▇▇▇▇▇▇▇▇▇▇▇▇▇▇▇▇▇▇▇▇▇▇

9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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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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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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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Vince Cheung

▇▇▇▇▇▇▇▇▇▇▇▇▇▇▇▇▇▇▇▇▇▇▇▇▇▇▇▇▇▇

9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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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9:1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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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alvin Cheung

▇▇▇▇▇▇▇▇▇▇▇▇▇▇▇▇▇▇▇▇▇▇▇▇▇▇▇▇▇▇

9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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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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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ncy Lau

▇▇▇▇▇▇▇▇▇▇▇▇▇▇▇▇▇▇▇▇▇▇▇▇▇▇▇▇▇▇

9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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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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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Wing Suet

▇▇▇▇▇▇▇▇▇▇▇▇▇▇▇▇▇▇▇▇▇▇▇▇▇▇▇▇▇▇

9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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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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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hena

▇▇▇▇▇▇▇▇▇▇▇▇▇▇▇▇▇▇▇▇▇▇▇▇▇▇▇▇▇▇

9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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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9: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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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i

▇▇▇▇▇▇▇▇▇▇▇▇▇▇▇▇▇▇▇▇▇▇▇▇▇▇▇▇▇▇

9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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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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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ustine Chau

▇▇▇▇▇▇▇▇▇▇▇▇▇▇▇▇▇▇▇▇▇▇▇▇▇▇▇▇▇▇

9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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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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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nus Kwan

▇▇▇▇▇▇▇▇▇▇▇▇▇▇▇▇▇▇▇▇▇▇▇▇▇▇▇▇▇▇

9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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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8: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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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Gill

▇▇▇▇▇▇▇▇▇▇▇▇▇▇▇▇▇▇▇▇▇▇▇▇▇▇▇▇▇▇

9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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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8:5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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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Hilda Leung

▇▇▇▇▇▇▇▇▇▇▇▇▇▇▇▇▇▇▇▇▇▇▇▇▇▇▇▇▇▇

9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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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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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 Che

▇▇▇▇▇▇▇▇▇▇▇▇▇▇▇▇▇▇▇▇▇▇▇▇▇▇▇▇▇▇

9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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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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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nis Cheng

▇▇▇▇▇▇▇▇▇▇▇▇▇▇▇▇▇▇▇▇▇▇▇▇▇▇▇▇▇▇

9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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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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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雄

▇▇▇▇▇▇▇▇▇▇▇▇▇▇▇▇▇▇▇▇▇▇▇▇▇▇▇▇▇▇

9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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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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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Chan

▇▇▇▇▇▇▇▇▇▇▇▇▇▇▇▇▇▇▇▇▇▇▇▇▇▇▇▇▇▇

9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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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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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Kwok Ha

▇▇▇▇▇▇▇▇▇▇▇▇▇▇▇▇▇▇▇▇▇▇▇▇▇▇▇▇▇▇

9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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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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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dy Ho

▇▇▇▇▇▇▇▇▇▇▇▇▇▇▇▇▇▇▇▇▇▇▇▇▇▇▇▇▇▇

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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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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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i sheung

▇▇▇▇▇▇▇▇▇▇▇▇▇▇▇▇▇▇▇▇▇▇▇▇▇▇▇▇▇▇

9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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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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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i YY

▇▇▇▇▇▇▇▇▇▇▇▇▇▇▇▇▇▇▇▇▇▇▇▇▇▇▇▇▇▇

9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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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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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ce Huang

▇▇▇▇▇▇▇▇▇▇▇▇▇▇▇▇▇▇▇▇▇▇▇▇▇▇▇▇▇▇

9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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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8:4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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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aren Lee

▇▇▇▇▇▇▇▇▇▇▇▇▇▇▇▇▇▇▇▇▇▇▇▇▇▇▇▇▇▇

9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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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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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 Wah

▇▇▇▇▇▇▇▇▇▇▇▇▇▇▇▇▇▇▇▇▇▇▇▇▇▇▇▇▇▇

9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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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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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ei

▇▇▇▇▇▇▇▇▇▇▇▇▇▇▇▇▇▇▇▇▇▇▇▇▇▇▇▇▇▇

9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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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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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die Chow

▇▇▇▇▇▇▇▇▇▇▇▇▇▇▇▇▇▇▇▇▇▇▇▇▇▇▇▇▇▇

9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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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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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ra Tang

▇▇▇▇▇▇▇▇▇▇▇▇▇▇▇▇▇▇▇▇▇▇▇▇▇▇▇▇▇▇

9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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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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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 Tsang

▇▇▇▇▇▇▇▇▇▇▇▇▇▇▇▇▇▇▇▇▇▇▇▇▇▇▇▇▇▇

9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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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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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y See

▇▇▇▇▇▇▇▇▇▇▇▇▇▇▇▇▇▇▇▇▇▇▇▇▇▇▇▇▇▇

9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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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8:1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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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sang clarice

▇▇▇▇▇▇▇▇▇▇▇▇▇▇▇▇▇▇▇▇▇▇▇▇▇▇▇▇▇▇

9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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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8:1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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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w Ka Chun Mason

▇▇▇▇▇▇▇▇▇▇▇▇▇▇▇▇▇▇▇▇▇▇▇▇▇▇▇▇▇▇

9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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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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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 Chong

▇▇▇▇▇▇▇▇▇▇▇▇▇▇▇▇▇▇▇▇▇▇▇▇▇▇▇▇▇▇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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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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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ard Cheung

▇▇▇▇▇▇▇▇▇▇▇▇▇▇▇▇▇▇▇▇▇▇▇▇▇▇▇▇▇▇

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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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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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

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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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8:1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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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Noel Chiu

▇▇▇▇▇▇▇▇▇▇▇▇▇▇▇▇▇▇▇▇▇▇▇▇▇▇▇▇▇▇

9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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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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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 Wu

▇▇▇▇▇▇▇▇▇▇▇▇▇▇▇▇▇▇▇▇▇▇▇▇▇▇▇▇▇▇

9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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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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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cheung

▇▇▇▇▇▇▇▇▇▇▇▇▇▇▇▇▇▇▇▇▇▇▇▇▇▇▇▇▇▇

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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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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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y ng

▇▇▇▇▇▇▇▇▇▇▇▇▇▇▇▇▇▇▇▇▇▇▇▇▇▇▇▇▇▇

9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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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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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Pui Ching Tiana

▇▇▇▇▇▇▇▇▇▇▇▇▇▇▇▇▇▇▇▇▇▇▇▇▇▇▇▇▇▇

9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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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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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 laam

▇▇▇▇▇▇▇▇▇▇▇▇▇▇▇▇▇▇▇▇▇▇▇▇▇▇▇▇▇▇

9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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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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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

9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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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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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ta Koon

▇▇▇▇▇▇▇▇▇▇▇▇▇▇▇▇▇▇▇▇▇▇▇▇▇▇▇▇▇▇

9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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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7:5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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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ong Wai Yip

▇▇▇▇▇▇▇▇▇▇▇▇▇▇▇▇▇▇▇▇▇▇▇▇▇▇▇▇▇▇

9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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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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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hen

▇▇▇▇▇▇▇▇▇▇▇▇▇▇▇▇▇▇▇▇▇▇▇▇▇▇▇▇▇▇

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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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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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Lai

▇▇▇▇▇▇▇▇▇▇▇▇▇▇▇▇▇▇▇▇▇▇▇▇▇▇▇▇▇▇

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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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7:5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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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

▇▇▇▇▇▇▇▇▇▇▇▇▇▇▇▇▇▇▇▇▇▇▇▇▇▇▇▇▇▇

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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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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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dy Cheung

▇▇▇▇▇▇▇▇▇▇▇▇▇▇▇▇▇▇▇▇▇▇▇▇▇▇▇▇▇▇

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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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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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u Man Wing

▇▇▇▇▇▇▇▇▇▇▇▇▇▇▇▇▇▇▇▇▇▇▇▇▇▇▇▇▇▇

9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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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7:4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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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FUNGWOONKI

▇▇▇▇▇▇▇▇▇▇▇▇▇▇▇▇▇▇▇▇▇▇▇▇▇▇▇▇▇▇

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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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7:4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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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I KUK LAN

▇▇▇▇▇▇▇▇▇▇▇▇▇▇▇▇▇▇▇▇▇▇▇▇▇▇▇▇▇▇

9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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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7:4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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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argaret

▇▇▇▇▇▇▇▇▇▇▇▇▇▇▇▇▇▇▇▇▇▇▇▇▇▇▇▇▇▇

9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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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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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ON HUNG WONG

▇▇▇▇▇▇▇▇▇▇▇▇▇▇▇▇▇▇▇▇▇▇▇▇▇▇▇▇▇▇

9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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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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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Hon Wang

▇▇▇▇▇▇▇▇▇▇▇▇▇▇▇▇▇▇▇▇▇▇▇▇▇▇▇▇▇▇

9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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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7:3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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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譚錦鴻

▇▇▇▇▇▇▇▇▇▇▇▇▇▇▇▇▇▇▇▇▇▇▇▇▇▇▇▇▇▇

9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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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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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 shuk king

▇▇▇▇▇▇▇▇▇▇▇▇▇▇▇▇▇▇▇▇▇▇▇▇▇▇▇▇▇▇

9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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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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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hea Heung

▇▇▇▇▇▇▇▇▇▇▇▇▇▇▇▇▇▇▇▇▇▇▇▇▇▇▇▇▇▇

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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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7:2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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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titch Lo

▇▇▇▇▇▇▇▇▇▇▇▇▇▇▇▇▇▇▇▇▇▇▇▇▇▇▇▇▇▇

9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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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7:2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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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Denise Chan

▇▇▇▇▇▇▇▇▇▇▇▇▇▇▇▇▇▇▇▇▇▇▇▇▇▇▇▇▇▇

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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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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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健生

▇▇▇▇▇▇▇▇▇▇▇▇▇▇▇▇▇▇▇▇▇▇▇▇▇▇▇▇▇▇

9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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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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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ki Leung

▇▇▇▇▇▇▇▇▇▇▇▇▇▇▇▇▇▇▇▇▇▇▇▇▇▇▇▇▇▇

9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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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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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man kwan

▇▇▇▇▇▇▇▇▇▇▇▇▇▇▇▇▇▇▇▇▇▇▇▇▇▇▇▇▇▇

9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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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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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mond Tsr

▇▇▇▇▇▇▇▇▇▇▇▇▇▇▇▇▇▇▇▇▇▇▇▇▇▇▇▇▇▇

9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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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7:1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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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nnie cheung

▇▇▇▇▇▇▇▇▇▇▇▇▇▇▇▇▇▇▇▇▇▇▇▇▇▇▇▇▇▇

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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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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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 Shan na

▇▇▇▇▇▇▇▇▇▇▇▇▇▇▇▇▇▇▇▇▇▇▇▇▇▇▇▇▇▇

9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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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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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w

▇▇▇▇▇▇▇▇▇▇▇▇▇▇▇▇▇▇▇▇▇▇▇▇▇▇▇▇▇▇

9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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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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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ty Lok

▇▇▇▇▇▇▇▇▇▇▇▇▇▇▇▇▇▇▇▇▇▇▇▇▇▇▇▇▇▇

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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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6:5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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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Queenie

▇▇▇▇▇▇▇▇▇▇▇▇▇▇▇▇▇▇▇▇▇▇▇▇▇▇▇▇▇▇

9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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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6:5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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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nnie

▇▇▇▇▇▇▇▇▇▇▇▇▇▇▇▇▇▇▇▇▇▇▇▇▇▇▇▇▇▇

9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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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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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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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Ida lei

▇▇▇▇▇▇▇▇▇▇▇▇▇▇▇▇▇▇▇▇▇▇▇▇▇▇▇▇▇▇

9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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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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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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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imothy Tsang

▇▇▇▇▇▇▇▇▇▇▇▇▇▇▇▇▇▇▇▇▇▇▇▇▇▇▇▇▇▇

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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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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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g law

▇▇▇▇▇▇▇▇▇▇▇▇▇▇▇▇▇▇▇▇▇▇▇▇▇▇▇▇▇▇

9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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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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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ngaikuen

▇▇▇▇▇▇▇▇▇▇▇▇▇▇▇▇▇▇▇▇▇▇▇▇▇▇▇▇▇▇

9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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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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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dy mak

▇▇▇▇▇▇▇▇▇▇▇▇▇▇▇▇▇▇▇▇▇▇▇▇▇▇▇▇▇▇

9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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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6:2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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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poon

▇▇▇▇▇▇▇▇▇▇▇▇▇▇▇▇▇▇▇▇▇▇▇▇▇▇▇▇▇▇

9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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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6:2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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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 sau ping

▇▇▇▇▇▇▇▇▇▇▇▇▇▇▇▇▇▇▇▇▇▇▇▇▇▇▇▇▇▇

9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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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6:20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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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eung

▇▇▇▇▇▇▇▇▇▇▇▇▇▇▇▇▇▇▇▇▇▇▇▇▇▇▇▇▇▇

9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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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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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k

▇▇▇▇▇▇▇▇▇▇▇▇▇▇▇▇▇▇▇▇▇▇▇▇▇▇▇▇▇▇

9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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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6:1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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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au Lan Ying

▇▇▇▇▇▇▇▇▇▇▇▇▇▇▇▇▇▇▇▇▇▇▇▇▇▇▇▇▇▇

9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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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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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hin  Chau

▇▇▇▇▇▇▇▇▇▇▇▇▇▇▇▇▇▇▇▇▇▇▇▇▇▇▇▇▇▇

9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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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6:0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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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I KAM FAT

▇▇▇▇▇▇▇▇▇▇▇▇▇▇▇▇▇▇▇▇▇▇▇▇▇▇▇▇▇▇

9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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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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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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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da

▇▇▇▇▇▇▇▇▇▇▇▇▇▇▇▇▇▇▇▇▇▇▇▇▇▇▇▇▇▇

9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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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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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

9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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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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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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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ne Fok

▇▇▇▇▇▇▇▇▇▇▇▇▇▇▇▇▇▇▇▇▇▇▇▇▇▇▇▇▇▇

9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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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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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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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c LI

▇▇▇▇▇▇▇▇▇▇▇▇▇▇▇▇▇▇▇▇▇▇▇▇▇▇▇▇▇▇

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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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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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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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ia

▇▇▇▇▇▇▇▇▇▇▇▇▇▇▇▇▇▇▇▇▇▇▇▇▇▇▇▇▇▇

9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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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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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rry

▇▇▇▇▇▇▇▇▇▇▇▇▇▇▇▇▇▇▇▇▇▇▇▇▇▇▇▇▇▇

9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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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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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Bik Shan

▇▇▇▇▇▇▇▇▇▇▇▇▇▇▇▇▇▇▇▇▇▇▇▇▇▇▇▇▇▇

9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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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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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

▇▇▇▇▇▇▇▇▇▇▇▇▇▇▇▇▇▇▇▇▇▇▇▇▇▇▇▇▇▇

9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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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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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d stock

▇▇▇▇▇▇▇▇▇▇▇▇▇▇▇▇▇▇▇▇▇▇▇▇▇▇▇▇▇▇

9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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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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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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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 Tang

▇▇▇▇▇▇▇▇▇▇▇▇▇▇▇▇▇▇▇▇▇▇▇▇▇▇▇▇▇▇

9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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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4:0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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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Ng Wai Yan

▇▇▇▇▇▇▇▇▇▇▇▇▇▇▇▇▇▇▇▇▇▇▇▇▇▇▇▇▇▇

9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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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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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thee Au

▇▇▇▇▇▇▇▇▇▇▇▇▇▇▇▇▇▇▇▇▇▇▇▇▇▇▇▇▇▇

9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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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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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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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Beth Wong

▇▇▇▇▇▇▇▇▇▇▇▇▇▇▇▇▇▇▇▇▇▇▇▇▇▇▇▇▇▇

9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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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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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K LAI

▇▇▇▇▇▇▇▇▇▇▇▇▇▇▇▇▇▇▇▇▇▇▇▇▇▇▇▇▇▇

9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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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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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rwin Chow

▇▇▇▇▇▇▇▇▇▇▇▇▇▇▇▇▇▇▇▇▇▇▇▇▇▇▇▇▇▇

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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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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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vin

▇▇▇▇▇▇▇▇▇▇▇▇▇▇▇▇▇▇▇▇▇▇▇▇▇▇▇▇▇▇

9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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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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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u Cheuk man

▇▇▇▇▇▇▇▇▇▇▇▇▇▇▇▇▇▇▇▇▇▇▇▇▇▇▇▇▇▇

9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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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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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anne Luk

▇▇▇▇▇▇▇▇▇▇▇▇▇▇▇▇▇▇▇▇▇▇▇▇▇▇▇▇▇▇

9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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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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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by Mok

▇▇▇▇▇▇▇▇▇▇▇▇▇▇▇▇▇▇▇▇▇▇▇▇▇▇▇▇▇▇

9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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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2:1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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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M Kwong

▇▇▇▇▇▇▇▇▇▇▇▇▇▇▇▇▇▇▇▇▇▇▇▇▇▇▇▇▇▇

9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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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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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ze kai

▇▇▇▇▇▇▇▇▇▇▇▇▇▇▇▇▇▇▇▇▇▇▇▇▇▇▇▇▇▇

9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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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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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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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ung kit ching tracy

▇▇▇▇▇▇▇▇▇▇▇▇▇▇▇▇▇▇▇▇▇▇▇▇▇▇▇▇▇▇

9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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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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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a Chan

▇▇▇▇▇▇▇▇▇▇▇▇▇▇▇▇▇▇▇▇▇▇▇▇▇▇▇▇▇▇

9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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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1:4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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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ang Choi Ying

▇▇▇▇▇▇▇▇▇▇▇▇▇▇▇▇▇▇▇▇▇▇▇▇▇▇▇▇▇▇

9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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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1:4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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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g lau

▇▇▇▇▇▇▇▇▇▇▇▇▇▇▇▇▇▇▇▇▇▇▇▇▇▇▇▇▇▇

9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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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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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e lo shan

▇▇▇▇▇▇▇▇▇▇▇▇▇▇▇▇▇▇▇▇▇▇▇▇▇▇▇▇▇▇

9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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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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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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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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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dy

▇▇▇▇▇▇▇▇▇▇▇▇▇▇▇▇▇▇▇▇▇▇▇▇▇▇▇▇▇▇

9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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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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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順財

▇▇▇▇▇▇▇▇▇▇▇▇▇▇▇▇▇▇▇▇▇▇▇▇▇▇▇▇▇▇

9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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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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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isy Wong

▇▇▇▇▇▇▇▇▇▇▇▇▇▇▇▇▇▇▇▇▇▇▇▇▇▇▇▇▇▇

9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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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1:2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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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larson Tsui

▇▇▇▇▇▇▇▇▇▇▇▇▇▇▇▇▇▇▇▇▇▇▇▇▇▇▇▇▇▇

9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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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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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ce

▇▇▇▇▇▇▇▇▇▇▇▇▇▇▇▇▇▇▇▇▇▇▇▇▇▇▇▇▇▇

9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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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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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ONG CHI MING

▇▇▇▇▇▇▇▇▇▇▇▇▇▇▇▇▇▇▇▇▇▇▇▇▇▇▇▇▇▇

9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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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1:1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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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Qiulina

▇▇▇▇▇▇▇▇▇▇▇▇▇▇▇▇▇▇▇▇▇▇▇▇▇▇▇▇▇▇

9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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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1:0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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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s Chan

▇▇▇▇▇▇▇▇▇▇▇▇▇▇▇▇▇▇▇▇▇▇▇▇▇▇▇▇▇▇

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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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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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k kwok fai

▇▇▇▇▇▇▇▇▇▇▇▇▇▇▇▇▇▇▇▇▇▇▇▇▇▇▇▇▇▇

9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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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0:5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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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u

▇▇▇▇▇▇▇▇▇▇▇▇▇▇▇▇▇▇▇▇▇▇▇▇▇▇▇▇▇▇

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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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0:4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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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 Yin Chung

▇▇▇▇▇▇▇▇▇▇▇▇▇▇▇▇▇▇▇▇▇▇▇▇▇▇▇▇▇▇

9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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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0:4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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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iang yik man

▇▇▇▇▇▇▇▇▇▇▇▇▇▇▇▇▇▇▇▇▇▇▇▇▇▇▇▇▇▇

9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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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0:3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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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arman Li

▇▇▇▇▇▇▇▇▇▇▇▇▇▇▇▇▇▇▇▇▇▇▇▇▇▇▇▇▇▇

9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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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0:3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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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argaret Lai

▇▇▇▇▇▇▇▇▇▇▇▇▇▇▇▇▇▇▇▇▇▇▇▇▇▇▇▇▇▇

9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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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0:3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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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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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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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 Shing Kay

▇▇▇▇▇▇▇▇▇▇▇▇▇▇▇▇▇▇▇▇▇▇▇▇▇▇▇▇▇▇

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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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0:3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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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Ethan hung

▇▇▇▇▇▇▇▇▇▇▇▇▇▇▇▇▇▇▇▇▇▇▇▇▇▇▇▇▇▇

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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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0:3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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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i Alfred

▇▇▇▇▇▇▇▇▇▇▇▇▇▇▇▇▇▇▇▇▇▇▇▇▇▇▇▇▇▇

9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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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0:3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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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ylie Wong

▇▇▇▇▇▇▇▇▇▇▇▇▇▇▇▇▇▇▇▇▇▇▇▇▇▇▇▇▇▇

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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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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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i Lau Sheung

▇▇▇▇▇▇▇▇▇▇▇▇▇▇▇▇▇▇▇▇▇▇▇▇▇▇▇▇▇▇

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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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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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a Lee

▇▇▇▇▇▇▇▇▇▇▇▇▇▇▇▇▇▇▇▇▇▇▇▇▇▇▇▇▇▇

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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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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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 Kiu Yan

▇▇▇▇▇▇▇▇▇▇▇▇▇▇▇▇▇▇▇▇▇▇▇▇▇▇▇▇▇▇

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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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0:2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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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 wong

▇▇▇▇▇▇▇▇▇▇▇▇▇▇▇▇▇▇▇▇▇▇▇▇▇▇▇▇▇▇

9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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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0:2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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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o Kwok Biu

▇▇▇▇▇▇▇▇▇▇▇▇▇▇▇▇▇▇▇▇▇▇▇▇▇▇▇▇▇▇

9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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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0:2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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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oei Lo

▇▇▇▇▇▇▇▇▇▇▇▇▇▇▇▇▇▇▇▇▇▇▇▇▇▇▇▇▇▇

9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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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0:19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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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inda

▇▇▇▇▇▇▇▇▇▇▇▇▇▇▇▇▇▇▇▇▇▇▇▇▇▇▇▇▇▇

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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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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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麗珍

▇▇▇▇▇▇▇▇▇▇▇▇▇▇▇▇▇▇▇▇▇▇▇▇▇▇▇▇▇▇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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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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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 Wong

▇▇▇▇▇▇▇▇▇▇▇▇▇▇▇▇▇▇▇▇▇▇▇▇▇▇▇▇▇▇

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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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0:1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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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Vincci Tang

▇▇▇▇▇▇▇▇▇▇▇▇▇▇▇▇▇▇▇▇▇▇▇▇▇▇▇▇▇▇

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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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0:1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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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Edward Tsui

▇▇▇▇▇▇▇▇▇▇▇▇▇▇▇▇▇▇▇▇▇▇▇▇▇▇▇▇▇▇

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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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0:12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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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ung suk yi

▇▇▇▇▇▇▇▇▇▇▇▇▇▇▇▇▇▇▇▇▇▇▇▇▇▇▇▇▇▇

9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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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0: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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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imon Chan

▇▇▇▇▇▇▇▇▇▇▇▇▇▇▇▇▇▇▇▇▇▇▇▇▇▇▇▇▇▇

9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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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0: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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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lison

▇▇▇▇▇▇▇▇▇▇▇▇▇▇▇▇▇▇▇▇▇▇▇▇▇▇▇▇▇▇

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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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0: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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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Donna Shum

▇▇▇▇▇▇▇▇▇▇▇▇▇▇▇▇▇▇▇▇▇▇▇▇▇▇▇▇▇▇

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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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0: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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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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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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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Eddie Kwok

▇▇▇▇▇▇▇▇▇▇▇▇▇▇▇▇▇▇▇▇▇▇▇▇▇▇▇▇▇▇

9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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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0:08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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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 Kar Wai

▇▇▇▇▇▇▇▇▇▇▇▇▇▇▇▇▇▇▇▇▇▇▇▇▇▇▇▇▇▇

9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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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0:0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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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ung

▇▇▇▇▇▇▇▇▇▇▇▇▇▇▇▇▇▇▇▇▇▇▇▇▇▇▇▇▇▇

9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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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0:06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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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ndy wong

▇▇▇▇▇▇▇▇▇▇▇▇▇▇▇▇▇▇▇▇▇▇▇▇▇▇▇▇▇▇

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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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0:0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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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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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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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 Hok ngai

▇▇▇▇▇▇▇▇▇▇▇▇▇▇▇▇▇▇▇▇▇▇▇▇▇▇▇▇▇▇

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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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0:0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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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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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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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eng Mee Ling

▇▇▇▇▇▇▇▇▇▇▇▇▇▇▇▇▇▇▇▇▇▇▇▇▇▇▇▇▇▇

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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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0:0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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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皇南瓜

▇▇▇▇▇▇▇▇▇▇▇▇▇▇▇▇▇▇▇▇▇▇▇▇▇▇▇▇▇▇

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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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0:0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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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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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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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eung P Y

▇▇▇▇▇▇▇▇▇▇▇▇▇▇▇▇▇▇▇▇▇▇▇▇▇▇▇▇▇▇

9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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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00:04

From: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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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 sau ha

▇▇▇▇▇▇▇▇▇▇▇▇▇▇▇▇▇▇▇▇▇▇▇▇▇▇▇▇▇▇

9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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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09/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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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Wing Cheo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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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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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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y Chan 謹啟

9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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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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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ole ngan 謹啟

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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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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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u Kay yip 謹啟

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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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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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dy Chui 謹啟

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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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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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oi Shan shan 謹啟

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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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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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 yuan Tu 謹啟

9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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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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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mh 謹啟

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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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22:02

From:

To:

▇▇▇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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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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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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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u Chi Pan 謹啟

9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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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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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bertPoon 謹啟

9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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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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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m Mok 謹啟

9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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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21:48

From:

To:

▇▇▇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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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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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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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ny Lee 謹啟

9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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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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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c  Lai 謹啟

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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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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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Lun Fung 謹啟

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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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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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ng leung kiu 謹啟

9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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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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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a Mok 謹啟

9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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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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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son Tam 謹啟

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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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21:00

From:

To:

▇▇▇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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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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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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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G Tai 謹啟

9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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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20:52

From:

To:

▇▇▇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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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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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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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am Kit Yee 謹啟

9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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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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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on 謹啟

9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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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20:29

From:

To:

▇▇▇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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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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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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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馮國璋 謹啟

9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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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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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herine  Au 謹啟

9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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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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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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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g 謹啟

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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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19:54

From:

To:

▇▇▇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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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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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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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ak 謹啟

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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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19:50

From:

To:

▇▇▇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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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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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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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ity 謹啟

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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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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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ndy 謹啟

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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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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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ce 謹啟

9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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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19:26

From:

To:

▇▇▇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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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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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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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eng 謹啟

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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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19:20

From:

To:

▇▇▇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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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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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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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i 謹啟

9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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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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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lla 謹啟

9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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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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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i Hei Yan 謹啟

9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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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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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ze 謹啟

9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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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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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ny 謹啟

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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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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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Chi Yan 謹啟

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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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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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elle Law 謹啟

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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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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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n 謹啟

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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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18:54

From:

To:

▇▇▇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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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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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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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gnes Tong 謹啟

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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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18:52

From:

To:

▇▇▇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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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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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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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eung Natalie 謹啟

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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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18:50

From:

To:

▇▇▇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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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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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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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alter Yeung 謹啟

9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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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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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g Chun Chuen 謹啟

9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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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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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 ng 謹啟

9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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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18:42

From:

To:

▇▇▇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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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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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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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ee 謹啟

9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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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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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Pui Sze 謹啟

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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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18:26

From:

To:

▇▇▇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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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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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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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on 謹啟

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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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18:26

From:

To:

▇▇▇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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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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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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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Peter 謹啟

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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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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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rison Lo 謹啟

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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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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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n Yick Yee 謹啟

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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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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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m Kwok yee 謹啟

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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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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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ung 謹啟

9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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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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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謹啟

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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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17:48

From:

To:

▇▇▇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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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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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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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ina 謹啟

9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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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17:47

From:

To:

▇▇▇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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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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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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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tanley Tong 謹啟

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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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17:47

From:

To:

▇▇▇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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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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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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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Hina Law 謹啟

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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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17:44

From:

To:

▇▇▇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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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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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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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asmine 謹啟

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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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17:44

From:

To:

▇▇▇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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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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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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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ing wai fan 謹啟

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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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17:37

From:

To:

▇▇▇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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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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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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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an sui kwan 謹啟

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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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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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ie Wong 謹啟

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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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17:30

From:

To:

▇▇▇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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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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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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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謝友成 謹啟

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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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17:30

From:

To:

▇▇▇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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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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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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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eng Yuen man 謹啟

9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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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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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Sai Kit 謹啟

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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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17:26

From:

To:

▇▇▇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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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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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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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EMIL 謹啟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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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10/05/2018 17:26

From:

To:

▇▇▇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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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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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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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iki 謹啟

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