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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i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9/06/2018 08:3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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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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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Joie謹啟 

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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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    la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9/06/2018 08:3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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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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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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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Miss law謹啟 

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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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ger    L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9/06/2018 08:3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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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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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 安好！ 

 
 

Roger Lee謹啟 

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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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KL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9/06/2018 08:3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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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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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FKL謹啟 

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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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g    T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9/06/2018 08:1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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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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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Wing Tam謹啟 

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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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9/06/2018 08:1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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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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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Pui謹啟 

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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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9/06/2018 07:5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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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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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敬祝安

好！ 

 
 

KWOK謹啟 

2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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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l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9/06/2018 07:4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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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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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謝謝！ 

 
 

Eric lau謹啟 

2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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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9/06/2018 06:5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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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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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Mark謹啟 

2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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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9/06/2018 06:4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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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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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敬祝

安好！ 

 
 

Jo謹啟 

2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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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n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9/06/2018 04:3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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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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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Sean Ho謹啟 

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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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us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9/06/2018 02:5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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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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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Venus Leung謹啟 

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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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CHUNG 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9/06/2018 02:3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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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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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TANG CHUNG MAN謹啟 

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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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珍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9/06/2018 02:3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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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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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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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惠珍謹啟 

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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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ng chung w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9/06/2018 02:2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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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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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leung chung wing謹啟 

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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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9/06/2018 02:2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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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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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Li謹啟 

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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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9/06/2018 01:4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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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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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敬祝安好！ 

 
 

Tom謹啟 

2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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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9/06/2018 01:4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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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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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生活愉快！ 

 
 

jack謹啟 

2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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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ck Ka L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9/06/2018 01:1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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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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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謝謝！ 

 
 

Yick Ka Long謹啟 

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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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a    L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9/06/2018 01:1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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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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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萬分

感謝！ 

 
 

Ida Lui謹啟 

2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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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CHAK YU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9/06/2018 01:1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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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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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感謝！ 

 
 

SO CHAK YUE謹啟 

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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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9/06/2018 01: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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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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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 安好！ 

 
 

Lee謹啟 

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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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Ch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9/06/2018 00:5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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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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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KChu謹啟 

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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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Kwok K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9/06/2018 00:2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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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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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Lo Kwok Keung謹啟 

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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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zel    Che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9/06/2018 00:0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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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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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台安！ 

 
 

Hazel Cheng謹啟 

20025



20026





20027







20028



20029





20030



20031



20032



20033



20034



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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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    HSI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23:59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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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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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謝謝！ 

 
 

SP HSIA謹啟 

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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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23:57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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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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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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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tong謹啟 

2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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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nice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23:37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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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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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Eunice Lam謹啟 

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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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wai y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23:28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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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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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敬祝

安好！ 

 
 

wong wai yi謹啟 

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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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ki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23:07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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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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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Yuki Leung謹啟 

2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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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ie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23:06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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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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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感謝！ 

 
 

Connie Wong謹啟 

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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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23:03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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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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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台安！ 

 
 

Kat Chan謹啟 

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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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Kar Man Carme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22:59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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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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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台安！ 

 
 

Wong Kar Man Carmen 謹啟 

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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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en Chun Y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22:59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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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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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Suen Chun Yin謹啟 

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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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    Ch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22:47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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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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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

 安好！ 

 
 

Ms Cheung謹啟 

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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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hiuf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22:10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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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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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Chanhiufai謹啟 

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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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22:01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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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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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G lam謹啟 

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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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m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21:51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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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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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Pam Wong謹啟 

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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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n    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21:35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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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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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Alan ng謹啟 

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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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d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21:13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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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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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Jedi謹啟 

2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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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k Wing K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20:55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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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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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Luk Wing Keung謹啟 

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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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w chiu k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20:53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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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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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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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感謝！ 

 

 
Chow chiu kin謹啟 

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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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Wai L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20:37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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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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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萬分

感謝！ 

 
 

Ng Wai Ling謹啟 

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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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i Miu Y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20:18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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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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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Lai Miu Yan謹啟 

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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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ung    Rick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20:12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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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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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萬分感

謝！ 

 
 

Yeung Ricky謹啟 

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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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m Chin H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20:02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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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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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Tam Chin Hin謹啟 

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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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michael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9:51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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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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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謝謝！ 

 
 

Leung michael謹啟 

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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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Yau H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9:46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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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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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敬祝安

好！ 

 
 

Ho Yau Hong謹啟 

2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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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K    W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9:34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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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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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謝謝！ 

 
 

CK Wu謹啟 

2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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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manl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9:30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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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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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台安！ 

 
 

Wanmanlung謹啟 

2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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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as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9:29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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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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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Macas wong謹啟 

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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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Po m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9:28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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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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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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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生活愉快！ 

 

 
Chan Po ming謹啟 

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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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noni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9:25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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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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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Zanonia謹啟 

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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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9:21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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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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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台安！ 

 
 

Thomas謹啟 

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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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a    K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9:17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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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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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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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感謝！ 

 

 
Cola Kung謹啟 

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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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ald    L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9:10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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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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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感謝！ 

 
 

Donald Lau謹啟 

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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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富軒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9:08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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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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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 安好！ 

 
 

羅富軒謹啟 

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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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mi    v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9:04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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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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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 安好！ 

 
 

Mimi vu謹啟 

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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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ene    Chie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9:01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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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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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 安好！ 

 
 

Irene Chien謹啟 

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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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l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9:01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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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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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Carlin謹啟 

2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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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brina    Pe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8:59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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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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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台安！ 

 
 

Sabrina Peng謹啟 

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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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v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8:57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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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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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感謝！ 

 
 

Kevin謹啟 

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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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w wang ch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8:57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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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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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 安好！ 

 
 

Chow wang ching謹啟 

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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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i    zhex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8:56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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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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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萬分

感謝！ 

 
 

Lai zhexing謹啟 

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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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8:54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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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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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感謝！ 

 
 

Ying謹啟 

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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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8:47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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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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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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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Tang謹啟 

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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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宇光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8:47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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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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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生活愉快！ 

 
 

黃宇光謹啟 

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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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gi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8:45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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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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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謝謝！ 

 
 

Vengie謹啟 

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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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tsoiy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8:38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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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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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感謝！ 

 
 

Tangtsoiying謹啟 

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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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ani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8:38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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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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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謝謝！ 

 
 

Jeanie謹啟 

2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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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    H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8:36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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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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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Angel Ha謹啟 

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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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gfaip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8:36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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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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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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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Wingfaipang謹啟 

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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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is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8:29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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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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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Janis謹啟 

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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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l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8:29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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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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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萬分感

謝！ 

 
 

Lily謹啟 

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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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8:25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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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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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Nick謹啟 

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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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nxia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8:21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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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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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台安！ 

 
 

shenxiao謹啟 

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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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    Chi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8:16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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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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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Jack Chiu謹啟 

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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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rence    K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8:11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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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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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Clarence Kam謹啟 

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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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Chung He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8:11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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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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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Leung Chung Hei謹啟 

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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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UP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8:10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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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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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LIUPUI謹啟 

2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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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pwait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7:54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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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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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感謝！ 

 
 

Yipwaito謹啟 

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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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hi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7:54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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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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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E Chiang謹啟 

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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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7:45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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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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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Yan謹啟 

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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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源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7:44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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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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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感謝！ 

 
 

刘 源謹啟 

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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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b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7:25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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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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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Coby謹啟 

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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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long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7:24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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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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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wong long lam謹啟 

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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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na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7:15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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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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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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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Diana Ho謹啟 

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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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怡如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7:13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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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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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敬祝安好！ 

 
 

戴怡如謹啟 

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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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7:12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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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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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 安好！ 

 
 

Joe Lam謹啟 

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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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a    L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7:05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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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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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台安！ 

 
 

Clara Lee謹啟 

2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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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g chin w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7:02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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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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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Pang chin wai謹啟 

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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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ie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7:02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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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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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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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nnie chan謹啟 

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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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EN    L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6:49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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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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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KAREN LEE謹啟 

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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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us    Ba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6:47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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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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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Macus Bao謹啟 

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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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im    Ch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6:47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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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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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Liim Ching謹啟 

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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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bed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6:44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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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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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Zebedee謹啟 

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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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lin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6:43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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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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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Adeline謹啟 

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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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Hoi Y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6:41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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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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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感謝！ 

 
 

Tang Hoi Yan謹啟 

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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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6:33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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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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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Sam謹啟 

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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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6:32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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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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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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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安好！ 

 

 
Chiu謹啟 

2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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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k Choi Y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6:26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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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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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Pak Choi Yung謹啟 

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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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ence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6:26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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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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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台安！ 

 
 

Terence Leung謹啟 

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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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Tak F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6:23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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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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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謝謝！ 

 
 

Yu Tak Fu謹啟 

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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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ra    L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6:23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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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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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謝謝！ 

 
 

Sandra Lau謹啟 

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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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pal y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6:22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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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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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謝謝！ 

 
 

Chan pal yin謹啟 

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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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v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6:13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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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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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謝謝！ 

 
 

Kevin謹啟 

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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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eb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6:09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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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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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Caleb謹啟 

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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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son    Ch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6:09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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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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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Samson Cheung謹啟 

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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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nb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6:09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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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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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敬祝安好！ 

 
 

Tinbo謹啟 

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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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6:05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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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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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Lee謹啟 

2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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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on YIU l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6:03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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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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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Poon YIU lung謹啟 

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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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ng chi w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6:01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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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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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謝謝！ 

 
 

Lung chi wai謹啟 

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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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k Wai Y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5:56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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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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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hik Wai Yan謹啟 

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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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m    ts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5:53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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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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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 安好！ 

 
 

Jim tsui謹啟 

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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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an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5:53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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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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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謝謝！ 

 
 

ivan wong謹啟 

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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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k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5:50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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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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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敬祝安

好！ 

 
 

Vicky謹啟 

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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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lai y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5:42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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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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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li lai yung謹啟 

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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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    yongya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5:42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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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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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謝謝！ 

 
 

Lin yongyao謹啟 

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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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is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5:33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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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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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Charis謹啟 

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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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 Hiu T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5:31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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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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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台安！ 

 
 

Wan Hiu Tung謹啟 

2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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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k ting h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5:27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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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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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mok ting hin謹啟 

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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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凰輪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5:26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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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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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敬祝安

好！ 

 
 

紫凰輪謹啟 

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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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H Cho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4:54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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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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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萬分感

謝！ 

 
 

W H Choy謹啟 

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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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ey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4:36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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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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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 安好！ 

 
 

Takey Chan謹啟 

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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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3:56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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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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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生活愉快！ 

 
 

Lam man謹啟 

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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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    W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3:51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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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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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國泰民安！ 

 
 

Alex Wan謹啟 

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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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lly    L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3:49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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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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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Billy Lo謹啟 

2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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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Wing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3:38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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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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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Wong Wing Lam謹啟 

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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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Wing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3:38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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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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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Wong Wing Lam謹啟 

2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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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Y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3:37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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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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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謝謝！ 

 
 

A Yu謹啟 

2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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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LAI P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3:33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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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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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NG LAI PUI謹啟 

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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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n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3:25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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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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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台安！ 

 
 

Tina謹啟 

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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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n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3:22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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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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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 安好！ 

 
 

Diana謹啟 

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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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zewait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3:11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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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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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 安好！ 

 
 

tzewaitong謹啟 

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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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T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3:11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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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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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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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安好！ 

 

 
D Tang謹啟 

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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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wan ye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3:06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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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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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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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eung wan yee謹啟 

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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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e    li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3:03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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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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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萬分感

謝！ 

 
 

sue liu謹啟 

2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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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go    L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2:48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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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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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Hugo Lau謹啟 

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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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lin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2:40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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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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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萬分

感謝！ 

 
 

pauline謹啟 

2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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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rry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2:35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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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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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jerryng謹啟 

2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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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ok pan y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2:31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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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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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台安！ 

 
 

kwok pan yu謹啟 

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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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Man F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2:30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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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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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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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Chan Man Fai謹啟 

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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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oxiao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2:22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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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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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gaoxiaohan謹啟 

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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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Chi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2:15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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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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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台安！ 

 
 

David Chiu謹啟 

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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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2:15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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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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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Eva謹啟 

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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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rry    Or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2:10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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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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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謝謝！ 

 
 

Jerry Or謹啟 

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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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 Tat F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2:07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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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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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謝謝！ 

 
 

Law Tat Fai謹啟 

2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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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y    Y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2:05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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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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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台安！ 

 
 

Tracy Yu謹啟 

2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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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p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1:54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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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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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 安好！ 

 
 

Dip謹啟 

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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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o    L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1:54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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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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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生活愉快！ 

 
 

Mingo Lan謹啟 

2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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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1:5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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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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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u謹啟 

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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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Wai Y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1:33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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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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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台安！ 

 
 

Chan Wai Yan謹啟 

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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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y    Ch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1:24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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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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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

祝 國泰民安！ 

 
 

Christy Chung謹啟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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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1:22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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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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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test謹啟 

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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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lody    Che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0:51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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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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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 安好！ 

 
 

Melody Cheng謹啟 

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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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to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0:50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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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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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 安好！ 

 
 

Plato Wong謹啟 

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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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0:48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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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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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謝謝！ 

 
 

Ying謹啟 

2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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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0:3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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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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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Remy謹啟 

2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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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Hiu F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0:38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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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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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 安好！ 

 
 

Lam Hiu Fung謹啟 

2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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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ngel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0:28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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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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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台安！ 

 
 

Evangel Wong謹啟 

2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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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ona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0:23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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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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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謝謝！ 

 
 

Jaona Wong謹啟 

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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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Chi 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10:21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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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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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萬分

感謝！ 

 
 

Chan Chi man謹啟 

2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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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P YUEN MEI ALVI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9:56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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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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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萬分

感謝！ 

 
 

YIP YUEN MEI ALVIN 謹啟 

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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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文昭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9:49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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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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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谷文昭謹啟 

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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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lary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9:31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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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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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台安！ 

 
 

Hilary Leung謹啟 

2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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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ang chung t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9:28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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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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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萬分

感謝！ 

 
 

tsang chung tong謹啟 

2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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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nh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9:24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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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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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萬分

感謝！ 

 
 

Yoyonhy謹啟 

2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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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9:20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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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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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萬分感

謝！ 

 
 

Jan謹啟 

2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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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e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9:20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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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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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Yuen謹啟 

2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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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9:09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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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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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Jim謹啟 

2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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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le    L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9:06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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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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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Nicole Lo謹啟 

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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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 Suk 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8:14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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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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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生活愉快！ 

 
 

Lau Suk Man謹啟 

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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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綽霖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8:04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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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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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謝謝！ 

 
 

李綽霖謹啟 

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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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ka    Baile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8:00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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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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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Erika Bailey謹啟 

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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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哥哥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7:10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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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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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感謝！ 

 
 

初哥哥謹啟 

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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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K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6:18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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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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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 安好！ 

 
 

William Kwong謹啟 

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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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mmie    Cho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3:44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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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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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 安好！ 

 
 

Yammie Chow謹啟 

2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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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n    H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3:44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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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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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萬分

感謝！ 

 
 

Allen Hui謹啟 

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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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 wing fat victor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2:42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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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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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hu wing fat victor 謹啟 

2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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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u Wai Yin Ke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2:24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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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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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Shiu Wai Yin Ken謹啟 

2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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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ie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2:11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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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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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謝謝！ 

 
 

Winnie Ho謹啟 

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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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g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2:09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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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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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台安！ 

 
 

Wing Ho謹啟 

2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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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py    F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2:06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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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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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國泰民安！ 

 
 

Poppy F謹啟 

2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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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1:38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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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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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生活愉快！ 

 
 

Sam謹啟 

2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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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1:09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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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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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

謝！ 

 
 

Tong謹啟 

2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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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ch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1:08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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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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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anachau謹啟 

2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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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碧珠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1:00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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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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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周碧珠謹啟 

2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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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u    Kw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0:49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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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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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Miu Kwan謹啟 

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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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0:48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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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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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萬分

感謝！ 

 
 

Karly謹啟 

2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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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vina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0:48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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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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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感謝！ 

 
 

Juvina Leung謹啟 

2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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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0:34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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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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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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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安好！ 

 

 
Lin謹啟 

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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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in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0:27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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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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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Karina謹啟 

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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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lvia    Ip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0:12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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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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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敬祝安好！ 

 
 

Sylvia Ip謹啟 

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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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K Yee O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0:08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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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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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PAK Yee On謹啟 

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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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k    K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0:06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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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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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Nick Kong謹啟 

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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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 wai k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0:04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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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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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

謝！ 

 
 

Kan wai ki謹啟 

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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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s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   to: tfls@devb.gov.hk 20/06/2018 00:00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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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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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Elisa謹啟 

20207



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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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No: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階段所收集的電話來電意見紀錄 

1. 意見接收時間：2018年 6 月 21 日 下午 15  時 00  分 (來電)

2. 姓名： 先生/小姐  (代表團體(如適用)： ) 

3. 聯絡方式(選填)

電話：

電郵：

其他：

4. 意見：

a) 私樓要按照十年計劃興建，不能將用在興建私樓的土地來建公屋、居屋。

b) 至於建築公屋、居屋方面：支持東涌填海、發展郊野公園、收回私人會所、遊樂場。

巿區的私人會所用作建屋，而私人會所可遷移到離島。 

20213



20214



姓  名：江燕基 歲老人. 

通訊地址：

電   話： 

電    郵：

編者註：來函附互聯網、報章或其他未獲授權刊登的資料，因版權關係，不在
此刊載。
Editor’s Note: The content in the submission which is copied from the internet, 
newspapers or other unauthorised sources has not been reproduced for 
copyright 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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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9



By post and email 

21 June 2018 

The Secretariat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17/F, West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2 Tim Mei Avenue, Tamar, 

Hong Kong 

Dear Sirs, 

re: Support of the retention of the Fanling Golf Course 

I am writing this letter of support on behalf of the Hong Kong Automobile Association (HKAA) 

which has a 8,000+ motorist members base in Hong Kong. 

As a member of the SF&OC (Sports Federations & Olympic Committee of HK, China), HKAA is a 

strong supporter of sports in Hong Kong.   We believe that sports, being rules-based and therefore 

highly disciplined, is something all our young people should be involved in for the education of their 

bodies and minds.  Recent years have witnessed a lot of tension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Suffice it to say, our generation is seen to be more inclined, and ready, to 

defy rules at will, claiming to be for the greater good.  We believe that sports is a good training for our 

next generation to accept, and observe, rules.  That brings harmony to the society. 

Hong Kong is a major international city with strong economy, culture, infrastructures, systems, 

opportunities and so should its amenities be.  Golf is no longer a rich man's game and is now in the 

Olympics.   Our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Fanling Golf Course is now operated almost like a public 

course as a huge number of rounds are played each year by non-members. It is one of the most 

disciplined sports and the etiquette in playing golf is something we all aspire to.   

We need more land for sports, not less. 

Allocating land to meet housing needs is unobjectionable, and nobody in their right minds can argue 

against it.  To, however, demolish such an iconic and world class recreational facility, which has 

existed for over a century with its unique heritage, when other options are still available and to be 

explored, is depressing and disheartening.  Once the course is demolished, it will be gone forever.     

2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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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美好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23:5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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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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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感

謝！ 

 
 

蘇美好謹啟 

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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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t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23:4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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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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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謝謝！ 

 
 

Monet Wong謹啟 

2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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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23:4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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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Louis謹啟 

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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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y    S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23:3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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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謝謝！ 

 
 

Ruby Sin謹啟 

2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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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ine    L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23:2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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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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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萬分

感謝！ 

 
 

Josephine Lai謹啟 

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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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otte    L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23:1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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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謝謝！ 

 
 

Charlotte Lee謹啟 

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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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l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22:5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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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謝

謝！ 

 
 

Devil謹啟 

2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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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 YAT H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22:4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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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感謝！ 

 
 

LAU YAT HIN謹啟 

2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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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22:2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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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萬分

感謝！ 

 
 

HN Leung謹啟 

2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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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耀安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22:2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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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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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郭耀安謹啟 

2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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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l    L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22:1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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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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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Pal Lau謹啟 

2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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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Tak Sh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22:0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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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 安好！ 

 
 

Lee Tak Shing謹啟 

2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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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tty    kw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22:0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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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敬祝

安好！ 

 
 

Kitty kwok謹啟 

2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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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22:0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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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KM謹啟 

2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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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ny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21:5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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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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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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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Rony Chan謹啟 

2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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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rley    L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21:1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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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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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Shirley Lo謹啟 

2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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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lix    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21:1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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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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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Felix Ng謹啟 

2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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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ing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21:1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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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simingng謹啟 

2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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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isy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21:0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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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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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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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國泰民安！ 

 

 
daisy leung謹啟 

2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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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Chi M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21: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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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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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謝謝！ 

Lau Chi Ming謹啟 

2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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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la    Kw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21:0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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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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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Bella Kwok謹啟 

2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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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Bit Wah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20:4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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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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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Lau Bit Wah謹啟 

2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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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her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20:4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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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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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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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安好！ 

 

 
Esther謹啟 

2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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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y    la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20:2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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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 安好！ 

Mandy law謹啟 

2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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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20:1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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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 安好！ 

Hin謹啟 

2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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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ey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9:5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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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生活愉快！ 

joey謹啟 

2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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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ly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9:5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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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萬分

感謝！ 

Polly謹啟 

2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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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LDON    Poo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9:4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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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萬分感謝！ 

SHELDON Poon謹啟 

2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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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ie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19:4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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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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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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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Annie Wong謹啟 

2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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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il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9:3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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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Hoilee謹啟 

2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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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ele    L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19:3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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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Adele Lai謹啟 

2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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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nald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9:3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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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謝謝！ 

Ronald謹啟 

2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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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Chi K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9:2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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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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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Lee Chi Keung謹啟 

2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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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vin    Ma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19:2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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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萬

分感謝！ 

Kevin Mak謹啟 

2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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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Lok Y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9:0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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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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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 安好！ 

 
 

Lee Lok Yu謹啟 

2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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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Hiu Fung Kevi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9:0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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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Lo Hiu Fung Kevin謹啟 

2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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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elle    K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18:5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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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Michelle Kong謹啟 

2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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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sper    L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18:5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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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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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感謝！ 

 
 

Jasper Lo謹啟 

2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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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ry    T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18:5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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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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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

安好！ 

Terry Tam謹啟 

2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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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8:4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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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Wong謹啟 

2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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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sper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8:3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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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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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感謝！ 

 
 

Jasper謹啟 

20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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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dylu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8:2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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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國泰民安！ 

 
 

reddyluk謹啟 

2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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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rr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8:2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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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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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敬祝安

好！ 

 
 

Cherry謹啟 

20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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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美華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8:2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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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 安好！ 

黎美華謹啟 

2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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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k Lau Me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8:0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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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Shek Lau Mei謹啟 

20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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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8:0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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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kim謹啟 

2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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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佩卿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8:0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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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陳佩卿謹啟 

20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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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    Yip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18:0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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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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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敬祝安

好！ 

 
 

Ben Yip謹啟 

2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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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anch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7:5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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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Maanchi謹啟 

20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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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Yee T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7:4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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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Lee Yee Ting謹啟 

2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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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 Kwan li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17:3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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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台安！ 

 
 

Kam Kwan lim謹啟 

20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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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7:3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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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謝

謝！ 

 
 

Paul謹啟 

20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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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g Chak Y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7:2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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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Wang Chak Yan謹啟 

20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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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an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7:2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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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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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hosann謹啟 

2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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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7:1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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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mandy謹啟 

2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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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dy    ch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7:0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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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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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wendy cheung謹啟 

2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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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liju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7:0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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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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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生活愉快！ 

 

 
Lianglijuan謹啟 

20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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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TAK YUE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16:5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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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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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 安好！ 

 
 

SO TAK YUEN謹啟 

20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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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en Wai L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6:5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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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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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萬分

感謝！ 

 
 

Yuen Wai Ling謹啟 

2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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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yau cha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6:5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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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han yau chai謹啟 

2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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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wai f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6:4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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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Tang wai fong謹啟 

20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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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les    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16:4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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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生活愉快！ 

 
 

charles ng謹啟 

2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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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eb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6:4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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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感謝！ 

 
 

phoebe謹啟 

20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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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le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6:4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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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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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ley謹啟 

2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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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die    Lo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16:3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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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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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Eddie Lou謹啟 

20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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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li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6:3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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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敬祝

安好！ 

 
 

Leslie謹啟 

20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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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e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6:2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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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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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安好！ 

 

 
Karen謹啟 

2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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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tszch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6:2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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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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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萬分

感謝！ 

 
 

Lintszchin謹啟 

2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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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 Yat Yee Elle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5:5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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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台安！ 

 
 

Chang Yat Yee Ellen 謹啟 

2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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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4: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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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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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感謝！ 

 
 

Wong謹啟 

2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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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lvi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4:0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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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敬祝

安好！ 

 
 

Melvin謹啟 

2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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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秋賢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3:3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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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李秋賢謹啟 

20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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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    Pa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13:2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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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King Pak謹啟 

20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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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3:2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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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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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 安好！ 

 
 

Cheung謹啟 

20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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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3:1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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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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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pk謹啟 

20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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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3:0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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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Hui謹啟 

2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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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ven    L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13:0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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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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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Alven Lo謹啟 

2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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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ffer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3:0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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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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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Jeffery謹啟 

2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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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esa    f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12:5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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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Teresa fok謹啟 

2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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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2:4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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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台安！ 

 
 

may謹啟 

2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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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men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2:4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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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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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armen Leung謹啟 

2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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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rr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2:3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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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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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謝謝！ 

 
 

cherry謹啟 

2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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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2:3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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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Amy謹啟 

2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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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chel    Seo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2:2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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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 安好！ 

 
 

Rachel Seow謹啟 

2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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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m Yun T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2:1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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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Yam Yun Tong謹啟 

2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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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1:5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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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敬祝安好！ 

 
 

Henry Wong謹啟 

2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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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en    F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1:5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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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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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謝謝！ 

 
 

Helen Fung謹啟 

2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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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    Yip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11:2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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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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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Andy Yip謹啟 

2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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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達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1:0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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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 安好！ 

 
 

健達謹啟 

2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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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bert    I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1:0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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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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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Herbert Iu謹啟 

2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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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國恩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0:5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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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何國恩謹啟 

2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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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u Chi S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0:1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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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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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萬分感

謝！ 

 
 

Yau Chi Sang謹啟 

2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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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10:1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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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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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感謝！ 

 
 

johnng謹啟 

2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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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09:2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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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台安！ 

 
 

Tong謹啟 

2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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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Pak n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09:2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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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Lam Pak nin謹啟 

2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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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di    Che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09:1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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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 安好！ 

 
 

Heidi Chen謹啟 

2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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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oi Kin W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09:1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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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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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Tsoi Kin Wai謹啟 

2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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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k kam l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08:1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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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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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 安好！ 

 
 

Fok kam lin謹啟 

2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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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sin l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08:1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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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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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han sin lai謹啟 

2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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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wait h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08:0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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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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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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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安好！ 

 

 
tang wait hung謹啟 

2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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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07:3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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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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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 安好！ 

 
 

Cheuk謹啟 

2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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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n chung m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07:2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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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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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萬分感

謝！ 

 
 

shen chung ming謹啟 

2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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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eni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06:3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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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謝謝！ 

 
 

Queenie謹啟 

2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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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 chi kit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05:5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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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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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敬祝安

好！ 

 
 

Au chi kit謹啟 

2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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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ings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04:2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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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國泰民安！ 

 
 

limingsing謹啟 

2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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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pui y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03:2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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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國泰民安！ 

 
 

Chan pui yi謹啟 

2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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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sy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03:2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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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敬祝安好！ 

 
 

Tansy chan謹啟 

2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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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y    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02:0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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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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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敬祝安

好！ 

 
 

Lily an謹啟 

2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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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siufu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01:5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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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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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敬祝

安好！ 

 
 

Chengsiufun謹啟 

2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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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ch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01:0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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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謝謝！ 

 
 

Daniel chu謹啟 

2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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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wan s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00:4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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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 安好！ 

 
 

Chan wan sing謹啟 

20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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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鈞竣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00:4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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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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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敬祝

安好！ 

 
 

張鈞竣謹啟 

2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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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n Lai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1/06/2018 00:3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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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敬祝安好！ 

 
 

Poon Lai lam謹啟 

2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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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ott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00:3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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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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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 安好！ 

 
 

Charlotte謹啟 

2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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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Hong Chi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1/06/2018 00: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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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敬祝

安好！ 

 
 

Cheng Hong Chiu謹啟 

2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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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No: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階段所收集的電話來電意見紀錄 

1. 意見接收時間：2018年 6 月 22 日 下午 10  時 15  分 (來電)

2. 姓名： 先生/小姐  (代表團體(如適用)： ) 

3. 聯絡方式(選填)

電話：

電郵：

其他：

4. 意見：

a) 6月 16日的公眾論壇

- 發言的大多數聲音是支持保留高球場，但是否高球場請回來的顧問意見又或是幫

高球場打工者的意見，是否有利益衝突。 

b) 沒理由用平價租地予高球場，供富人娛樂, 無道理。贊成回收所以私人遊樂場

 (不論是運動還是其他用途) ，收後全用來起公營房屋或基建。不合發展以上項

目的土地或不能收回的土地，便要補足地價租給私人遊樂場。同時，私人遊樂場

應遷離巿區，留待巿區發展樓宇。 

c) 政府應果斷執行，全力及無顧慮地去填海做地及發展郊野公園十分之一土地。

對保育或環保人士，完全不用理會。如果不發展，怎會有現在的沙田、荃灣等。 

d) 建議政府對樓宇落成量及空置率增加透明度。例如經網站、新聞及電視台等每月

公布有多少樓宇建成數量、樓宇推出巿場數量、樓宇在發展商手上的數量、樓宇

空置數量等。等巿民不用恐慌，有助巿民自己去分析。

2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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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 Chan's suggestions on Land Supply - Country Parks should never be 
an option for development 

 
 

 

From: ▇▇▇ To: tfls@devb.gov.hk 

 
For the HKSAR Government's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22/06/2018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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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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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engagement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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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brownfields to meet Hong Kong’s housing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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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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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so be approached with extreme caution because these options will cause 

irreversible harm to Hong Kong's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 I earnestly request the SAR government to take a bold step forward and 
finally resolve Hong Kong’s enduring and unjust land-planning problem. 

 

I kindly request the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to convey my views to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responsible, so that Hong Kong can pursue a land 

development model that is sustainable, has integrity and will benefit 

everyone. 

 

Sincerely yours, 

Chris Chan 

2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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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hort term 

1. Brown-field sites

These sites should be used as first line, as they are near roads and villages. Despite the government's 

claims that the these sites are too few and scattered to be of use, the Libor Foundation has shown that 

there is more and that they are clustered, so that they could be used. The current small-scale recycling 

work done on them should be scaled up and moved to the Tuen Mun Recycling area. 

2. Private agricultural land

Much of this has been bought up by property developers for converting to building use in the future. 

This should never have been sold in the first place and should immediately be bought back by 

Compulsory Purchase at the low Agricultural Land premium rate. Small areas should still be used for 

those wishing to farm, and large plots should be used for Public Housing to be sold at low rates. 

3. Private recreational use

Most of the recreational sites should be preserved. As an old and internationally famous golf course, 

that at Fanling should be spared. However, as it charges members thousands, and companies millions, 

of dollars in fees, it should not get the land provided at a peppercorn rent. It has to pay a going rate for 

the privilege of surviving.  

4. Relocation extensive recreational areas

No mention is made of the government's over-generous support for loss-making Disneyland, and its 

recent financial rescue of Ocean Park. The government has no role in supporting loss-making businesses, 

especially foreign ones. Both should be bulldozed and the space made into flats for the poor, not Luxury 

flats of which Hong Kong has far too many (with many empty). 

B. Medium term 

1. Reclamation outside harbour

Of the sites mentioned I see no reason why Lung Tu Kwan should not be developed, especially as it is 

near the Waste to Power plant, and future Recycling Park in Tuen Mun. The Sunny Bay extension should 

only be used, as Disneyland, for Housing. The other Near-shore reclamation sites, including the East 

Lantau Metropolis should be abandoned. Hong Kong is a Harbour, fill it in and not only will the ocean life 

suffer, but the effects on water traffic, narrowing channel and higher swells will ruin a special feature of 

Hong Kong. 

2. East Lantau Metropolis

see point B1 above. 

3. Caverns



I have no objection in principle of relocating sewage-treatment works underground, but the cost of 

excavation (remember the MTR problems!) and moving existing facilities would be horrendous; even for 

new sewage facilities it is not a good idea. At the Tuen Mun Waste-to-Energy facility the raw sewage 

arrives by sea, which is a far better route than by road to these caverns.  

4. More NT development

As "the Government strives to continue pursuing NDA projects in Tung Chung, KTN/FLN, HSK and 

Yuen Long South" I do not see why we are being asked about this; it will do it any way despite 

any complaints. The West Rail line is crowded now, it can only get more crowded with more 

breakdowns with an increase in commuter numbers. 

5. River Trade Terminal

see point B1 above. 

6. Two Country park periphery areas

I am a hiker and appreciate the county parks; with more people living in Hong Kong these recreational 

areas should not be greatly reduced. I appreciate that at the peripheries there may be space that is not 

of outstanding beauty close to transportation that could be used, and have no objection to this. 

However, even Christine Lo has pointed out that there are these two areas that could be used. Once the 

country park area shrinks in this way, with greater access to the necessary transportation, there will be a 

new periphery that could be nibbled away; and the start of a slippery slope of country park destruction:  

this should not happen. 

C. Long term 

1. Long-term River Trade Area extension

This will depend on Hong Kong's incorporation into the Greater Bay Area (GBA) scheme; will trade 

terminals be needed at all here if ships go to the GBA and come here over the bridge? If not, use the 

space for low-cost housing. 

2. More CP periphery

Bad idea; more people living in coffin homes need more space to breathe. 

3. Higher density village-type housing

Bad idea; ding rights are being abused by people abroad who do not benefit from the house they had a 

right to build and live in. The over generous 2100 square foot indulgence to adult males is an 

anachronism that should go: abolish the Small Housing Policy and ding rights. 

4. Top-side use of existing structures



Bad idea; think of the noise and pollution of the work going on below and catastrophes waiting to 

happen. 

5. Top-side use of public utilities

see point C4 above. 

6. Kwai Tsing Container terminal

see point C1 above. 

7. Plover Cover reservoir

Stupid idea (what sort of "professor" thought of this?). Hong Kong needs to keep its reservoirs, despite 

the decreasing rainfall; the supply for the mainland cannot be safeguarded in the future, as more people 

are moving to the GBA and taking more water from the scarce resources there. We should consider 

solar energy-driven desalination plants. 

Other comments 

1. While appreciating the chance to give my views, I have no confidence that the views presented by the

public will be acted upon, even if listened to; the CE's comment about not arguing but just accepting it 

speak volumes for the government's true attitude to "public consultations". This is confirmed by the 

biased and leading questionnaire, where it is only possible for the land areas of  the choices selected to 

add up to the total stated by including the very options required by the government: what a shameless 

attitude; this is not a consultation but to an attempt to kid others into believing that Hongkongers agree 

with the government's view.  

2. There is no justification for giving the total land area required. As for the amount of brown-field site

areas (see point A1 above) there is doubt as to the future population projection for Hong Kong; if 

9,000,000 was used, there is an overestimate on the later 8,000,000 estimates. 

3. The three question marks about housing being tiny, pricy and cramped suggests that the land is all for

housing but this is not made clear. If this is so, then another sort of Consultation is needed: is this a Land 

Supply or a Housing Consultation? Assuming it is both, further comments follow below. 

4. More land could produce more flats that are huge and luxurious, small and subdivided into even more

coffin homes (but 'with a view' in places), or anything in between. Not so long ago, Edward Yiu stated 

that there are 230,000 people looking for a place to live and 250,000 vacant flats in Hong Kong; if this is 

so, there is no need to build more flats and thus no requirement at all for more land. These figures 

should be checked, as moving people from cage homes to a flat nearby would be far more disruptive to 

their life than moving to a new district where local life has to be developed.  



5. The numbers of existing but empty flats, 25,000 or more recently 9000, depending on whether flats

for rental or purchase are counted, have been dismissed as a 'drop in the ocean'. Such talk from 

politicians (many owning many properties themselves) is insulting to the families in need; even 9000 

flats means 9000 families can live in dignity. There should be prohibitively high taxing of (1) developers 

holding back the selling of land for housing to charge greater fees later, (2) developers holding back the 

selling of new flats to charge greater prices later, (3) landlords holding back the renting of old flats to 

charge greater rents later, to encourage the release of land and property for Hong Kong residents. This 

tax should increase monthly from the time the flat is liveable. 

6. Even if the whole of Hong Kong harbour were filled with concrete and covered with high-rise

apartments, the housing problem in Hong Kong would not be solved as long as money from speculators 

and people flood in from outside. Hong Kong is a small place and cannot support an indefinite influx of 

people. Just as the residents of Barcelona and Venice and complaining about excessive tourists, so are 

those of  Hong Kong for tourists and immigrants; just as the European governments are taking steps to 

alleviate the problem by limiting visitor numbers, so shoul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control 

immigration by a multi-departmental approach.   

7. The other side of this equa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before embarking on destroying Hong Kong's

harbour. I note that the government is encouraging old people to go to the mainland to die in old-

people's homes there, middle-income people to live in the GBA and commute here daily, and young 

people to live and work in the mainland. With young couples here not having the time, energy or space 

to procreate in their cramped living conditions, a future lower popula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and the 

major changes to this Consultation Report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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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n    y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23:5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Lyn yau謹啟 

2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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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man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23:5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謝謝！ 

Kingman Leung謹啟 

2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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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    Je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23:4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亦
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Jen Jen謹啟 

2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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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Ho M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23:1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感謝！ 

Lee Ho Ming謹啟 

2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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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 Yat K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22:5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萬分感謝！ 

Mak Yat Kin謹啟 

2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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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ong    colonel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22:5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 安好！ 

Kwong colonel謹啟 

2035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Richard    La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22:5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Richard Law謹啟 

2035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Tissue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22:4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Tissue Lam謹啟 

2035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Jason    Ch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22:4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
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謝

謝！ 

Jason Chong謹啟 

2035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W    Ng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22:2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CW Ngai謹啟 

2035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atherine Ch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22:0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
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Catherine Cheung謹啟 

2035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han Chi F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21:5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生活愉快！ 

Chan Chi Fai謹啟 

2036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Angus    Ho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21:4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
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敬祝安好！ 

Angus Hon謹啟 

2036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arrie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21:2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亦
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敬祝

安好！ 

Carrie Chan謹啟 

2036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heung Chi 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20:5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
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謝謝！ 

Cheung Chi Man 謹啟 

2036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Helina    Che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20:3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Helina Cheng謹啟 

2036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Sharon    Ch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20:2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
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感

謝！ 

Sharon Chu謹啟 

2036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FUNG CHI CH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20:2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亦
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謝謝！ 

FUNG CHI CHUNG謹啟 

2036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Edward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20:2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Edward謹啟 

2036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Fung Kit Ch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20:1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感謝！ 

Fung Kit Ching謹啟 

2036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Fanny    L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20:1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Fanny Lo謹啟 

2036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20:1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敬祝安好！ 

Lam謹啟 

2037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WT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19:5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
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台安！ 

WT Wong謹啟 

2037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TSZ HIM 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19:3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謝謝！ 

TSZ HIM NG謹啟 

2037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Brian    Ts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19:3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Brian Tse謹啟 

2037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Kan    L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19:3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Kan Lee謹啟 

2037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lau shui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9:2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
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敬祝安好！ 

lau shui leung謹啟 

2037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gigi    ch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19:1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
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gigi cheung謹啟 

2037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Vincent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19:0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台安！ 

Vincent Ho謹啟 

2037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Henr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8:5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謝謝！ 

Henry謹啟 

2037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Natali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8:5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
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感謝！ 

Natalie謹啟 

2037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ngtoits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8:3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ngtoitsing謹啟 

2038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hlo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8:3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Chloe謹啟 

2038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8:2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
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ng謹啟 

2038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Melod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8:2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Melody謹啟 

2038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h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8:1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生活愉快！ 

Cheung謹啟 

2038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Edward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8:1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
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台安！ 

Edward謹啟 

2038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Sylvia    Che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18:1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ylvia Cheng謹啟 

2038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Hu    Mengqi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8:1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萬分

感謝！ 

Hu Mengqiu謹啟 

2038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Joe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8:0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萬分

感謝！ 

Joey謹啟 

2038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indy    Chenf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8:0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萬分

感謝！ 

Cindy Chenf謹啟 

2038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leung shuk kw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7:5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leung shuk kwan謹啟 

2039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程子為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7:4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
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生活愉快！ 

程子為謹啟 

2039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TSANG    Simo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17:4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TSANG Simon謹啟 

2039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Jaso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7:4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謝謝！ 

Jason謹啟 

2039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Yu See Ch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17:2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Yu See Ching謹啟 

2039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李玉霞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7:1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
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 安好！ 

李玉霞謹啟 

2039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t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7:1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tam謹啟 

2039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y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7:1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敬

祝安好！ 

yu謹啟 

2039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Yung man har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7:0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感謝！ 

Yung man har謹啟 

2039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Wing Fai Cho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6:5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感謝！ 

Wing Fai Chow謹啟 

2039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ar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6:5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 安好！ 

Carman謹啟 

2040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Wong siu y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6:4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敬祝

安好！ 

Wong siu ying謹啟 

2040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Alice    Le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16:4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敬祝安

好！ 

Alice Lem謹啟 

2040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Jaso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6:4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
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敬

祝安好！ 

Jason謹啟 

2040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Lai nok h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6:4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萬

分感謝！ 

Lai nok hin謹啟 

2040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dobb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6:3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謝謝！ 

dobby謹啟 

2040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Ng Kwok K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6:2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Ng Kwok Keung謹啟 

2040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Kelvi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6:2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
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國泰民安！ 

Kelvin謹啟 

2040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Isabell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6:1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Isabella謹啟 

2040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6:0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敬祝安好！ 

Chan謹啟 

2040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6:0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
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萬分

感謝！ 

Wong謹啟 

2041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Lily    ch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15:5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台安！ 

Lily cheung謹啟 

2041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luk chun w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5:4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
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謝

謝！ 

luk chun wing謹啟 

2041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f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5:4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謝

謝！ 

fong謹啟 

2041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Dorcas    cho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5:3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敬祝安好！ 

Dorcas chow謹啟 

2041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norm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5:2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norma謹啟 

2041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梁永達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5:1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國泰民安！ 

梁永達謹啟 

2041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diski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4:5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敬祝

安好！ 

diskie謹啟 

2041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hanpoke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4:5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

安好！ 

chanpokei謹啟 

2041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Yu sin y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14:3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國泰民安！ 

Yu sin yi謹啟 

2041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heung wai m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4:2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heung wai mui 謹啟 

2042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Wong     Kkwongmichael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14:2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
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謝謝！ 

Wong Kkwongmichael謹啟 

2042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WY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14:2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WY Chan謹啟 

2042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莫凱蒿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3:5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
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莫凱蒿謹啟 

2042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Ada l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13:4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謝謝！ 

Ada li謹啟 

2042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gregory    s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3:3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謝謝！ 

gregory so謹啟 

2042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yuyatyij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3:3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yuyatyij謹啟 

2042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edw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3:3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謝

謝！ 

edwin謹啟 

2042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Helen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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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en Chan謹啟 

2042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l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3:2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萬分

感謝！ 

lau謹啟 

2042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Ms    Yue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13:1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
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感謝！ 

Ms Yuen謹啟 

2043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tam wai he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13:1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謝

謝！ 

tam wai hei謹啟 

2043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miuyi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3:1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
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miuyin謹啟 

2043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ho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3:1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hoy謹啟 

2043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wong yun kit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3:1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生活愉快！ 

wong yun kit謹啟 

2043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Laiwu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3:1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亦
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敬

祝安好！ 

Laiwun謹啟 

2043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Jenny    f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12:5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敬祝

安好！ 

Jenny fung謹啟 

2043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Deng    Gaoshe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2:4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謝

謝！ 

Deng Gaosheng謹啟 

2043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rebecc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2:4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
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rebecca謹啟 

2043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hris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2:4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
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台安！ 

Chris謹啟 

2043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Eva    W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12:4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
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台安！ 

Eva Wan謹啟 

2044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Wong hei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2:3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Wong hei lam謹啟 

2044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LEE    JA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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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JAY謹啟 

2044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terenc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2:3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感謝！ 

terence謹啟 

2044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heng kit b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2:3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萬分

感謝！ 

Cheng kit bing謹啟 

2044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Ida    K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12:2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Ida Kong謹啟 

2044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Emil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2: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敬祝

安好！ 

Emily謹啟 

2044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andy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1:5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
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台安！ 

Candy Chan謹啟 

2044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Max    Cho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11:2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國泰民安！ 

Max Chow謹啟 

2044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Jord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1:2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Jordan謹啟 

2044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陳敦超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1:2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
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陳敦超謹啟 

2045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Jass    W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11:1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敬祝

安好！ 

Jass Wang謹啟 

2045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heung sau y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1:1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謝

謝！ 

Cheung sau ying 謹啟 

2045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Jess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0:5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敬

祝安好！ 

Jess謹啟 

2045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Mega    L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10:4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萬分感謝！ 

Mega Lau謹啟 

2045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Kr 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10:4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
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Kr g謹啟 

2045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Mg check w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0:4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亦
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謝謝！ 

Mg check wa謹啟 

2045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Doris    cho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10:4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
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台安！ 

Doris choi謹啟 

2045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Vivi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0:1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
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謝謝！ 

Vivian謹啟 

2045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Ho sum m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0:0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生活愉快！ 

Ho sum ming謹啟 

2045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Leung kit m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10:0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萬

分感謝！ 

Leung kit ming謹啟 

2046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P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09:4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敬祝安好！ 

CPY謹啟 

2046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Tam Wai 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08:5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萬分

感謝！ 

Tam Wai Man謹啟 

2046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Queenie    L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08:3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 安好！ 

Queenie Lee謹啟 

2046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张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08:1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张 謹啟 

2046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Gloria    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08:1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萬分感

謝！ 

Gloria Ng謹啟 

2046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 M Cho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08:0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敬

祝安好！ 

C M Choy謹啟 

2046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Olivia    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07:2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
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Olivia Ng謹啟 

2046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Roy    Ts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07:0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
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萬分

感謝！ 

Roy Tse謹啟 

2046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Bonnie    Le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07: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亦
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萬

分感謝！ 

Bonnie Leong謹啟 

2046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楊生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06:2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謝謝！ 

楊生謹啟 

2047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李秀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05:4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謝謝！ 

李秀 謹啟 

2047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Henr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2/0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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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ry謹啟 

2047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Shek    L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01:2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亦
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 安好！ 

Shek Lan謹啟 

2047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Adonis    S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2/06/2018 00:2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
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 安好！ 

Adonis Sung謹啟 

20474



20475



Mixed-income Community Housing Development – a proposal for mixing HOS and private 

housing under the current land supply regime.   

Li Ling Hin 

Department of Real Estate and Construction, HKU 

Background 

Public housing has always a sensitive issue in our social policy as it involves not only public finances, it 

also involves land resource, which in some economies such as Hong Kong is also a public asset.  

The recent upsurge of the property market has resurrected the demand for subsidized housing 

development to be initiated by the government, especially the HOS projects.  While the government has 

an obligation to take care of housing problems for those who cannot afford, direct involvement in housing 

production in any market mechanism should proceed with extreme care.   

To initiate an effective subsidized housing programme that will serve as a safety net in times when the 

property market is on the rising trend, while it will not be viewed as a direct competition to the private 

developers, especially in a depressed market, the authority needs to consider the following criteria : 

1) The subsidized housing programme needs to be seen strictly as a welfare policy, not as a

mechanism to boost home ownership;

2) The subsidized housing programme should have a minimum cost function on government.  It

should not therefore impose strain on land resources; general construction costs; as well as future

management costs of the completed project;

3) The subsidized housing programme should be as invisible as possible.  This means the physical

form of the completed project should not be easily identifiable so as to minimize the social label

effect of the traditional perception of “subsidized” housing as well as the physical presence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market.

The current HOS model satisfies only the first criteria, and since it has already been suspended as a public 

policy.  Extra benefits of other modes of HOS-like subsidized housing schemes should be explor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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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st, public housing provision is usually examined independent of other community studies.   Public 

housing is usually examined in the aspect of how the different modes of provision affect the households 

enjoying this welfare package, as well as how these different modes of welfare housing provision impact 

on public finances.  Ever since the advent of the HOPE programme (Homeownership and Opportunity for 

People Everywhere) in the US, public housing policy has wider implications than just the physical 

production of welfare housing package.  Provision of welfare/subsidized housing does not have to be 

confined to specific sites delineated for the subsidized households.  Public housing policy can therefore be 

regarded as a tool to enhance opportunity for specific social groups, or even for the whole community.  

Subsidized housing and households start to intertwine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housing community in 

“mixed-income neighbourhoods”.   

There is a wealth of literature that concentrates on mixed-income/mixed-social-group housing 

neighbourhood development.  Casey et al. (2007) for example conclude in their study that the concept of 

“mixed-tenure housing developed within a carefully planned layout and provision of high-quality 

neighbourhood facilities”(p.312) is instrumental to more social interaction among different groups of 

residents within the community, which will lead to higher level of satisfaction among residents.  Joseph 

(2010) provides a very interesting prospective of developing mixed-income housing community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regen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ivate developers in Chicago.   A major finding in 

Joseph’s paper is that mixed-income/mixed-tenure housing community may not easily improve the lives 

of the lower class families when they are mixing with middle-class households in the same community, 

but this development model ends the isolation of lower income families in specific physical locations 

labelled with “subsidized housing”.  More interesting, this study finds that developers are not entirely 

resisting this concept as long as there is adequate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in the whole development 

inception.   

In this proposal, a new model of land development, namely mixed-community housing development 

model is proposed to achieve the current housing market problem in as much as satisfying the above three 

criteria.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here that the concept of mixed housing community is not entirely a new 

concept in Hong Kong.  In February 1998, the Secretary for Housing of the Government published a 

white paper on LTHS titled “Homes for Hong Kong people into the 21
st
 century”. Among all other issues 

concern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ublic housing in Hong Kong, it was considered that the Housing 

Authority should look imaginatively at ways in which it can make better use of the private sector’s 



expertise and resources in helping it to deliver its public housing program. While the trial attempt failed, 

this proposal would like to draw on the experience and revamp a new model of subsidized housing policy.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of mixed-income community in the UK and US, one possible option is 

proposed here so that private developers will help build subsidized housing flats, together with ordinary 

private housing flats on the same site as a mixed-income community housing development.  In this way, a 

mixed (private and public) housing community will emerge that will cater for demand from both the 

private and public (subsidized) sectors.   

The Model 

A mixed housing community is essentially a joint ventur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a private 

developer, with the private developer taking a major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Under this approach, 

residential sites NOT in the traditionally high class residential regions of Hong Kong will be offered for 

sale by the current open market mechanism, preferable by tender. The successful tenderer is tasked with 

designing and building flats under normal private housing development situation.  However, as part of the 

lease conditions, a certain proportion, say not more than 10% of the completed housing flats will be given 

to the government as subsidized housing flats for sale to specific income groups classified under the 

current HOS policy. The Government (through its agent) will set price for the subsidized housing flats 

and is completely in charge of disposing of these flats. The remaining flats will be retained by the 

developer as private flats for their own disposal.  As an incentive, the 10% flats may not be counted to the 

maximum GFA in the development condition, but this is relatively politically sensitive.   

The subsidized flats to be returned to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selected at random within the size range 

set by the HOS policy, instead of a block section to be returned to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random 

distribution of the subsidized flats in the whole project, the possible social stigmatization associated with 

public housing projects could be avoided because no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can be drawn between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It may thus enhance social harmony within the community as it is not 

conceivable that all the flats with the worst views and orientation will be designated as subsidized flats.  

Given the location choice of these sites, it is also not conceivable that there will be a huge discrepancy in 

social status between the subsidized owners and the market-owners.  On the other hand, given the fact 

that larger flats including duplex units in the community will not be designated as subsidized flats as the 

size will exceed the HOS normal design, developers will not fear that their incomes will be substantially 

decreased if they participate in the scheme.    



Advantages : 

Studies in America have shown that housing production by the public sector can be more expensive than 

other forms of housing subsidies such as housing coupon, because public sector may be more inflexible in 

dealing with costs.  It will actually increase the speed of providing subsidized flats as there is no need to 

delineate specific sites for HOS from the overall government land bank.   

An important principle behind the mixed housing community approach is that all flats will be constructed 

to the same quality standards and (possibly) within shorter construction period, regardless of their 

targeted markets.  

It would also provide a greater range of product, because of the involvement of different developers 

building flats to their own design, and therefore more choices for buyers of the subsidized flats. The 

private sector orientation and different flat types should be very attractive to prospective buyers, 

particularly from the existing public housing tenants.  In terms of management, the completed project can 

also enjoy higher level of services, especially in the provision of retail and leisure services. 

According to Egan (2004), mixed-income community has the following benefits to the society : 



(Adapted from Egan, 2004) 

The current land sale programme needs not be substantially amended so as to reserve land for subsidized 

housing programmes such as HOS.   Land resources including land income can be maintained to a large 

extent.  



To private property flat owners, the scheme will not impose negative impact on property values as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identify which flats belong to the subsidy scheme.  Consequently, private flats within the 

same community will be valued according to the same normal market principles, which the subsidized 

flats have a larger database for assessment of premium when the owners decide to re-sell the flats in the 

market subsequently.    The Estate Agents Authority should make it a mandatory policy prohibiting estate 

agents from disclosing the exact location of these subsidized flats within the project.  This will minimize 

the negativ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having subsidized neighbours in the same housing project.  

At the same time, the execution of the scheme can be handled entirely by the Housing Authority without 

any need to expand the current bureaucratic structure.  It minimizes financial as well as political costs in 

execution.   

Critical Factors for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Commitment to success 

Policy commitment and full support of public authorities including the Housing Authority is vital in 

procuring public housing through the mixed-community housing development model. Trust between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developers, based on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personal contact, is 

important as well. This will help to avoid or overcome many problems and allow for flexibility where it is 

needed to ensure the social and commercial success of a project. Experience from America on mixed 

community shows that developers will also need to be convinced of the government's commitment to the 

projects, given that they may be required to face significant market risks if the projects are to be 

implemented.   

Mutual trust 

Government officials should not treat private developers as mere contractual agents. Mutually satisfactory 

relationships will flourish only in an atmosphere of trust, teamwork and cooperation. This requires early 

and effective communications. For example, if government officials have any knowledge or suspicion 

that ground conditions on a site may contain problems, they should alert the tenderers to the potential risk. 

Similarly, the choice of site for implementation needs to be carefully considered, and they should make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prospective developers to enable them to assess the risk, and where necessary, 

commission their own investigations.  

Careful project initiation and selection of developers 

Development briefs must make clear the objectives and essential constraints. The briefs must be detailed 

enough to ensure that tenders are comparable. However, they should not be so detailed as to be restrictive. 

It should specify those concerns which are vital to the authority but allow for flexibility in other areas. 

The authority should approach the market with briefs that focus on its underlying needs and not on 

specific design solutions, leaving degrees of freedom where possible for the private sector to come 

forward with imaginative proposals that can create value. 

Developers need to be allowed with some flexibility to design and build cost effectively. Indeed, for some 

developers, it may be their appreciation of a different way of achieving the project that attracts them to 

participate. Between the brief and the agreement some variations in the timetable, dwelling mix and 

density should be allowable. Flexibility may b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during construction and marketing 

of the project where prevailing market forces dictate such changes as, for example, substituting three 

bedroom flats for two bedroom flats. 

Speedy implementation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a mix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 is the speed with which it is carried out, 

given the current overheated housing market.  Any unnecessary delays will increase costs and reduce 

success. Fast track processing will be necessary both to ensure speed, but also to attract developers. The 

authority should therefore allow adequate time to develop a viable project before inviting tenders. Delays 

within the government can be minimized by pre-planning. 

Appropriate marketing strategy 

The society is still very much divided on the issue of producing subsidized housing.  This model, though 

not new,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to the conventional production-based public housing policy.  However, 

the society as a whole needs to be fully briefed on the possible impacts on the property market as well as 

on the harmony of the community.  Provided that there is consensus that welfare housing is essential in 



our society, private property owners need to understand the government is moving to a more market-

based public housing policy by adopting the mix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mode.  This depends very 

much on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ideas.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ix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ncept, which is a hybrid form of historical PSPS, 

represents an evolution from current practice rather than a radical new departure. Under this approach, the 

subsidized housing for sale (not the public rental housing) will be subsumed in the private housing market, 

and consequently the government is dealing with a less segregated housing market.   If adopted 

successfully, our society is moving towards a more market-oriented housing supply mechanism where the 

presence of the  government is not visible, while there is a always a guarantee that those who truly cannot 

afford a decent housing are well-taken care of in a neighbourhood that will not be regarded as second-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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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can be built for the proximity of jobs for the workers in RTT and Kwai Tsing
Container Terminal.

Relevant statutory requirements for developing country park should be released.

High‐rise development should be built for indigenous villagers who demands in housing.

Your attention is highly appreciated.  Thank you.

Best regards,
Kam Kin Pong
23‐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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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Isa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3/06/2018 23:3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Isa Chan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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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TAI YUEN CHUNG Elva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3/06/2018 23:0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

首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謝謝！ 

TAI YUEN CHUNG Elva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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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Joanne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3/06/2018 22:5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台安！ 

Joanne chan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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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Ewin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3/06/2018 22:5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 安好！ 

Ewin leung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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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Sin Ming Kit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3/06/2018 22:0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 安好！ 

Sin Ming Kit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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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陳倩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3/06/2018 21:2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謝

謝！ 

陳倩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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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arrie    L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3/06/2018 21:0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萬

分感謝！ 

Carrie Lai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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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Queeni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3/06/2018 21:0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萬分感

謝！ 

Queenie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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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甘凱慰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3/06/2018 20:5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台安！ 

甘凱慰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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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SZE WAI Ts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3/06/2018 20:0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
大自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敬

祝安好！ 

SZE WAI Tsang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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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KONG yuk wah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3/06/2018 19:2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祝 安好！ 

KONG yuk wah謹啟 

20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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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NG YIP H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3/06/2018 19:1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LEUNG YIP HONG謹啟 

20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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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    Ch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3/06/2018 19:0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Alfred Cheung謹啟 

2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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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bel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3/06/2018 18:4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亦
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Mabel謹啟 

20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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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活言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3/06/2018 18:4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
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馬活言謹啟 

20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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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ven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3/06/2018 18:2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
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感謝！ 

Raven Leung謹啟 

20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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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t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3/06/2018 18:0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生活愉快！ 

Kent謹啟 

20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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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d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3/06/2018 17:5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
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 安好！ 

Wendy謹啟 

20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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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e Pui 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3/06/2018 17:4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
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Tse Pui Man謹啟 

2049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Amy    t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3/06/2018 17:3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

先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Amy tam謹啟 

20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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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ying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23/06/2018 17:3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感謝！ 

Wanying Wong謹啟 

2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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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a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23/06/2018 17:2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敬祝

安好！ 

Flora Chan謹啟 

20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