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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 Yeung Wai Y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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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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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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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Au Yeung Wai Yan 謹啟 

3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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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y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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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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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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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y Chan謹啟 

3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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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y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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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

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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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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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Mandy Chan謹啟 

3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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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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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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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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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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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ng謹啟 

3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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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f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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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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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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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f Lam謹啟 

3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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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 Bo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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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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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謝謝！ 

Bo Bo Wong謹啟 

3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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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chind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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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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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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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 chind謹啟 

3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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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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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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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

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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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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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an Chan謹啟 

3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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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nghowu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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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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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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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howun謹啟 

3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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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ner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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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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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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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nner謹啟 

3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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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sy    T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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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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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

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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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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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isy Tang謹啟 

3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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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Kaicha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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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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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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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Tang Kaichak謹啟 

3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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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en    Yi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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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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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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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en Yiu謹啟 

3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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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    Kit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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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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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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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Kit謹啟 

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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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I CHEUK KAR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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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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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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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LAI CHEUK KAR謹啟 

3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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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jeani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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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

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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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懇

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謝

謝！ 

 
 

Wong jeanie謹啟 

3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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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Shuk H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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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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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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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Shuk Ha謹啟 

3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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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ce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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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

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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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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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ce Lam謹啟 

3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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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wing su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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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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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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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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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wing sum謹啟 

3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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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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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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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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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謹啟 

3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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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en Look Lo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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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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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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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en Look Look謹啟 

3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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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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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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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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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g謹啟 

3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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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her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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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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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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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her Leung謹啟 

3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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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p Wai 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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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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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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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p Wai Man謹啟 

3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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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Yuen F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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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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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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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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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Yuen Fan謹啟 

3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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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ko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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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

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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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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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ko Leung謹啟 

3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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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詠詩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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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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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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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詠詩謹啟 

3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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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ew    Y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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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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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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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ew Yam謹啟 

3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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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an Shun 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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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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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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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an Shun Man謹啟 

3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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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WAI KI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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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

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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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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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

祝安好！ 

CHAN WAI KIU謹啟 

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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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 Cho Y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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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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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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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 Cho Yi謹啟 

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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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yl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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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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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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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yl Lam謹啟 

3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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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mmy    Ts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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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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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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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mmy Tsang謹啟 

3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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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ld    nip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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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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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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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ld nip謹啟 

3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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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manfor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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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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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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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manfor謹啟 

3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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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ce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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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

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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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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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ce Leung謹啟 

3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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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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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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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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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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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謹啟 

3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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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Hiu Y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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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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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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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Hiu Yin謹啟 

3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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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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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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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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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I謹啟 

3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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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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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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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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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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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enie謹啟 

3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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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Daniel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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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發展

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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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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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heung Daniel謹啟 

3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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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race    H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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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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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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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race Hung謹啟 

3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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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on    Or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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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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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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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on Or謹啟 

3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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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nice    Y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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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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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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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nice Yeung謹啟 

3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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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g Desmond Shek Su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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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發展

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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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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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g Desmond Shek Sun謹啟 

3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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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llis    Y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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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

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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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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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yllis Yung謹啟 

3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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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y    Li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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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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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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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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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ry Liu謹啟 

3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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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g Yee H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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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

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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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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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g Yee Hui謹啟 

3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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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bie    F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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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

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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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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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bbie Fok謹啟 

3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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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ona    S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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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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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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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ona Sin謹啟 

3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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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os Cha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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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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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los Chau 

3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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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Chi Bu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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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

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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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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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Chi Bun謹啟 

3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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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iya Lilac Yosh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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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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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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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miya Lilac Yoshi 謹啟 

3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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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 Pui W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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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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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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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Pui Wai謹啟 

3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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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u Ho Ch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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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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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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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u Ho Chung謹啟 

3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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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g Cee Fo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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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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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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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g Cee Foong謹啟 

3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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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l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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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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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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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peter lee謹啟 

3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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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KI    IP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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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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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

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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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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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KI IP謹啟 

3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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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rley Ivarss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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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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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rley Ivarsson 

3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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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ey    Che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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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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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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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ey Cheng謹啟 

3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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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    poo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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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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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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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安！ 

 
 

ming poon謹啟 

3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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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an    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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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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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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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Ivan Ng謹啟 

3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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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ey    che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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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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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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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ey cheng謹啟 

3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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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Kev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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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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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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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Kevin謹啟 

3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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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d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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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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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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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dy謹啟 

3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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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by    l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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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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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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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民安！ 

Abby li謹啟 

3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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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yo    F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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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

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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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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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yo Fok謹啟 

3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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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ily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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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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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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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ily Chan謹啟 

3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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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um hui kit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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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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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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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民安！ 

Shum hui kit謹啟 

3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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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 wai y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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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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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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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安好！ 

 
 

mak wai yin謹啟 

3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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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Chau L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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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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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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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Chau Lai謹啟 

3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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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u Kwai F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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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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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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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民安！ 

 
 

Wu Kwai Fong謹啟 

3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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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me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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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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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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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men謹啟 

3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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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hen    W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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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

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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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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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hen Wan謹啟 

3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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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rence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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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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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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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Lawrence Chan謹啟 

3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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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Kwok T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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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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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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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Wong Kwok Tung謹啟 

3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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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om Kir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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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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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nom Kirat 

3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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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rley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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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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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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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rley Chan謹啟 

3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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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 Kuen H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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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

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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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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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好！ 

Yu Kuen Hung謹啟 

3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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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Man    Ch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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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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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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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iMan Chung謹啟 

3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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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Wing L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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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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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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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Wing Ling謹啟 

3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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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sta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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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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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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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sta Wong謹啟 

3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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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c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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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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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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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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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ck謹啟 

3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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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 Chan Sze W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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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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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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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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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Ada Chan Sze Wan謹啟 

31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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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e    M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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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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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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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e Ma謹啟 

3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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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Ka Y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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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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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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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a Ka Yan謹啟 

3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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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mchu    T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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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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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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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mchu Tong謹啟 

3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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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g kin h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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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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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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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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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ng kin hung謹啟 

3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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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    jud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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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改善

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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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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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judy謹啟 

3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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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E    sp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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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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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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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E sp謹啟 

3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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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n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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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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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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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ny謹啟 

3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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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詠珊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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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

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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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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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詠珊謹啟 

3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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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KA W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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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

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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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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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KA WAI 謹啟 

3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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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y    Ch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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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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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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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y Cheung謹啟 

3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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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ystal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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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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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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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ystal謹啟 

3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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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ng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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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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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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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ng chan謹啟 

3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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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g    Cand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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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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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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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Fong Candy謹啟 

3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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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w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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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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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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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wing謹啟 

3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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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her    L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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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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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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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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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her Lau謹啟 

3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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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izabeth Tamp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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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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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izabeth Tampos 

3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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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gie    K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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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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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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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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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gie Ko謹啟 

3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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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men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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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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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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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men wong謹啟 

3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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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yne Wr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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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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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yne Wright 

3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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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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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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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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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g謹啟 

3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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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e    K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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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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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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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e Kong謹啟 

3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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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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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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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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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an謹啟 

3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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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iena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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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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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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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iena wong謹啟 

3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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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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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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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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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謹啟 

3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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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yman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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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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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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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Wayman HO謹啟 

3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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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mond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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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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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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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mond Leung謹啟 

3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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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ce    Yue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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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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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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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ce Yuen謹啟 

3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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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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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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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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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謹啟 

3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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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m    k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8:5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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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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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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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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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am ka謹啟 

3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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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s    Lu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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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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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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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s Luk謹啟 

3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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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i    t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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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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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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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i tong謹啟 

3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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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sy    La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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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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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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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sy Lao謹啟 

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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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詠怡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8:4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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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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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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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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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蘇詠怡謹啟 

3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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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ebe    L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8:4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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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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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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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Phoebe Lui謹啟 

3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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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添星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8:4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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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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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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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陳添星謹啟 

3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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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Tsz K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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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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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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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Tsz Ki謹啟 

3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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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k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8:4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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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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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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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Vicki謹啟 

3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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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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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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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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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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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好！ 

anna謹啟 

3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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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ung Tik Sze Rachel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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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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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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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ung Tik Sze Rachel謹啟 

3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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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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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

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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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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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謹啟 

3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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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cher    Ch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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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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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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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cher Chung謹啟 

3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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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ngaisu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8:3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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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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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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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ngaisum謹啟 

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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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    Ng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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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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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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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 Ngan謹啟 

3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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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Shiu Kw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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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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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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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懇

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謝

謝！ 

Chan Shiu Kwan謹啟 

3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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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ni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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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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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

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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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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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nie謹啟 

3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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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MS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8:2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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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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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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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DMS謹啟 

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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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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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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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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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好！ 

Pun謹啟 

3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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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ivi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8:2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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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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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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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olivia謹啟 

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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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thew    L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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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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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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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thew Lee謹啟 

3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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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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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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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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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ng謹啟 

3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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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ng Kin 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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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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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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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Kin Man謹啟 

3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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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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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

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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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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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謹啟 

3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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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 Siu Ch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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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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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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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民安！ 

Au Siu Chung謹啟 

3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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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8:0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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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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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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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Robin謹啟 

3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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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    H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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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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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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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 Hung謹啟 

3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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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 Tsz K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7:5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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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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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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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w Tsz Kin謹啟 

3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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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u wai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7:5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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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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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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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iu wai ho謹啟 

3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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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TAT KW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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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發展

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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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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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安好！ 

WONG TAT KWAN謹啟 

3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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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Wai Sz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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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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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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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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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民安！ 

 
 

Wong Wai Sze謹啟 

3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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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Kwai he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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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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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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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 閣下生活愉快！ 

Ho Kwai hei謹啟 

3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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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onio    F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7:3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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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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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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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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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ntonio Fung謹啟 

3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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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家傑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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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

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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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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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家傑謹啟 

3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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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u Kit S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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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發展棕地

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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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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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u Kit Shan謹啟 

3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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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Pui Y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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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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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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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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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Pui Yee謹啟 

3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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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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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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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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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謹啟 

3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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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7:1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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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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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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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yin謹啟 

3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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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Ka Shu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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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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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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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Ka Shun謹啟 

3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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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 lai m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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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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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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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lai ming謹啟 

3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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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ine Dufou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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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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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line Dufour 

3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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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    L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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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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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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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 Lee謹啟 

3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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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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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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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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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RIE CHAN謹啟 

3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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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凱仁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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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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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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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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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凱仁謹啟 

3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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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7:0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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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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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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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Ben謹啟 

3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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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Pui 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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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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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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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Pui Man謹啟 

3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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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7: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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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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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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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Homan謹啟 

3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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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men    Che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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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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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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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國泰民安！ 

 
 

Carmen Cheng謹啟 

3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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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a’s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7:0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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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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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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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Ella’s謹啟 

3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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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briel    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6:5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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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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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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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gabriel ng謹啟 

3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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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u Lan cha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6:5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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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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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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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u Lan chau謹啟 

3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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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kay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6:5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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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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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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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kaying謹啟 

3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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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do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6:5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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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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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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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hadow謹啟 

3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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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d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6:5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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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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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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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Freddy謹啟 

3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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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ona Leung's suggestions on Land Supply - Country Parks should never  
be an option for development 

15/08/2018 16:5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For the HKSAR Government's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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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ona Leung 

3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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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Hoi M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6:4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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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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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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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eng Hoi Ming謹啟 

3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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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ence Bougea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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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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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rence Bougeard 

3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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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anthon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6:4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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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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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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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 anthony謹啟 

3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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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h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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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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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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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安好！ 

 
 

B Chau謹啟 

3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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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kicho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6:3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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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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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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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ukichoi謹啟 

3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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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 Ka W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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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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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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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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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 Ka Wing謹啟 

3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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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yuen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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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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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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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感謝！ 

Yuyuenman謹啟 

3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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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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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發展

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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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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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謹啟 

3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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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6:3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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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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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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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iu謹啟 

3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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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chin w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6:2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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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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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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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ee chin wai謹啟 

3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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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ung shing ki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6:2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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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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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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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eung shing kin謹啟 

3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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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6:1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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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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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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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ui謹啟 

3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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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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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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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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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謝謝！ 

Kan Leung謹啟 

3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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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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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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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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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謹啟 

3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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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ny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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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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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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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安好！ 

Johnny wong謹啟 

3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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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    F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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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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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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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感謝！ 

YW FONG謹啟 

3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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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6: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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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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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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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Peter au謹啟 

3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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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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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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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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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i謹啟 

3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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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5:5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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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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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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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isa謹啟 

3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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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in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5:5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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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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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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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Elaine謹啟 

3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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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en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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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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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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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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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Karen lam謹啟 

3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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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e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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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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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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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ke Wong謹啟 

3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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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tsz l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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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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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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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 tsz long謹啟 

3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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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e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5:3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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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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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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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aren謹啟 

3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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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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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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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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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謹啟 

3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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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siu k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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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

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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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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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 siu kwong謹啟 

3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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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 wai l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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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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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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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 wai lok謹啟 

3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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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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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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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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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y謹啟 

3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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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k ching W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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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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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k ching Wong 

3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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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遠華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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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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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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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民安！ 

房遠華謹啟 

3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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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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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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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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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Mark Chan謹啟 

3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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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ung    YC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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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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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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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ung YC謹啟 

3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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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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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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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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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y謹啟 

3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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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Che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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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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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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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民安！ 

 
 

Lee Chen謹啟 

3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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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    F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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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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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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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Brian Fong謹啟 

3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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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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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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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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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Lam謹啟 

3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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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sarg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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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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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iam sargent 

3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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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 fung t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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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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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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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NG fung ting謹啟 

3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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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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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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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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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謹啟 

3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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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ine gilbe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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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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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oline gilbert 

3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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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sz Y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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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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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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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sz Ying謹啟 

3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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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m ching la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3:5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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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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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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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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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im ching laam謹啟 

3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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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3:5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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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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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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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Bob謹啟 

3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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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    Si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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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

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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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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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t Siu謹啟 

3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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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my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3:4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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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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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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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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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ammy謹啟 

3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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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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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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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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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謹啟 

3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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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iel    Ts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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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

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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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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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iel Tsang謹啟 

3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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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Ka Ke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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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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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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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Ka Kei謹啟 

3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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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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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

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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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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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謹啟 

3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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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Mand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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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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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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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Mandy謹啟 

3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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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3:4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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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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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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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PK謹啟 

3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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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y    L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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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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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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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Andy Lee謹啟 

3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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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r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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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

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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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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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感謝！ 

peter wong謹啟 

3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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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宸鋒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3:3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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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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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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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林宸鋒謹啟 

3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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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ro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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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ron謹啟 

3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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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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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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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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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謹啟 

3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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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el    L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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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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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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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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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el Lo謹啟 

3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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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en Yim Y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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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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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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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en Yim Yee謹啟 

3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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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志強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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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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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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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志強謹啟 

3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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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o Papin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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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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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o Papini 

3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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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y    L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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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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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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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y Li謹啟 

3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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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e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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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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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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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民安！ 

 
 

Zoe Wong謹啟 

3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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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Tsz W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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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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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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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Tsz Wing謹啟 

3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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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e R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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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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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phie Rey 

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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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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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e謹啟 

3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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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g Tsz K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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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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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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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ng Tsz Kin謹啟 

3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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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Ka 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2:3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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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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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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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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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ee Ka Man謹啟 

3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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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uf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2:3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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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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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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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iufai謹啟 

3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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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y Cheu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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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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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y Cheung 

3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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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 wai p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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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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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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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 wai pong謹啟 

3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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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 Wing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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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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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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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 Wing Lam謹啟 

3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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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chun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2:1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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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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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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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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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oichun ho謹啟 

3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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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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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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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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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謹啟 

3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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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 Hang T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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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

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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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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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 Hang Tung謹啟 

3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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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P SZE W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2:0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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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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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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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IP SZE WING謹啟 

3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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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wai l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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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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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

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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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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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wai ling謹啟 

3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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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rry    Y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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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

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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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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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rry Yu謹啟 

3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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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ycee    L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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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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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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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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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ycee Lee謹啟 

3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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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12:0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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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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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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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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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ee謹啟 

3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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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11:5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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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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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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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Nick謹啟 

3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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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Heath Hin chu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1:5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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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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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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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 Heath Hin chun謹啟 

3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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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ung    Janet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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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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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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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ung Janet謹啟 

3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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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11:4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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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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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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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aren謹啟 

3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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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T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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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發展

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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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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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Tai謹啟 

3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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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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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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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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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y謹啟 

3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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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Tiffany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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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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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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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Tiffany謹啟 

3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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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u Hon L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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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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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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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u Hon Lau謹啟 

3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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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dis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1:3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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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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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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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i disi謹啟 

3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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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Sum Y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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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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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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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Sum Yin謹啟 

3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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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n    l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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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

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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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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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n lok謹啟 

3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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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11:2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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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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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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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loe謹啟 

3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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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lace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1:2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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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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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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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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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allace Wong謹啟 

3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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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CHUN W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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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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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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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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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CHUN WAI謹啟 

3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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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ic    Ch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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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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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

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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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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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Janic Chu謹啟 

3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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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g Wah S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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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

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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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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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g Wah So謹啟 

3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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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L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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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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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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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Lee謹啟 

3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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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ees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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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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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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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ees Lam謹啟 

3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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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on Lai Ch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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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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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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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安！ 

 
 

Poon Lai Ching謹啟 

3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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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Nga S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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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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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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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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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Nga San謹啟 

3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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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is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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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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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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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is謹啟 

3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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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by WingLam Tsa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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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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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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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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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by WingLam Tsang謹啟 

3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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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ce    Che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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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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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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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感謝！ 

 
 

Grace Cheng謹啟 

3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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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ni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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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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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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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nie謹啟 

3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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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hing k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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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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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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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ng keung謹啟 

3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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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ley Jamie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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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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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ley Jamieson 

3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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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ly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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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

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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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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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

祝 國泰民安！ 

 
 

Emily Chan謹啟 

3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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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ce    w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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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

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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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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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安好！ 

Joyce wu謹啟 

3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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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chung ke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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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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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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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chung kei謹啟 

3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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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dcatss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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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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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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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dcatss謹啟 

3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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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janic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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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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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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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 janice謹啟 

3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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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i Ming W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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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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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i Ming Wat 

3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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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cili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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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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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

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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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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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Cecilia謹啟 

3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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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w    la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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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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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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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w law謹啟 

3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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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a    T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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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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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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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a Tam謹啟 

3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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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 Lai F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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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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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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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 Lai Fung謹啟 

3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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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ang Kin Su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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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

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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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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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ang Kin Sun謹啟 

3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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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Ka L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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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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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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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Ka Lo謹啟 

3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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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Chi Yue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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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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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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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Chi Yuen謹啟 

3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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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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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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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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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nald謹啟 

3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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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ma    Tsanf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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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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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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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ma Tsanf謹啟 

3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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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T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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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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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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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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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感謝！ 

 
 

Wong TY謹啟 

3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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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Chi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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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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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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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Chi Ho謹啟 

3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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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    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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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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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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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感謝！ 

 
 

Ada Au謹啟 

3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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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安怡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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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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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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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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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生活愉快！ 

唐安怡謹啟 

3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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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k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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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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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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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謹啟 

3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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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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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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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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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謹啟 

3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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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 Cheuk Yi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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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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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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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安好！ 

 
 

Lam Cheuk Yiu謹啟 

3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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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yn Horwit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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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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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yn Horwitz 

3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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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s Ip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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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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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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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is Ip謹啟 

3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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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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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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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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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安！ 

Emily謹啟 

3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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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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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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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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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va Leung謹啟 

3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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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e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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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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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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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民安！ 

Yuen謹啟 

3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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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 N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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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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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g Ngo 

3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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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    Li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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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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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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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 Liu謹啟 

3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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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ifer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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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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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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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nifer Lam謹啟 

3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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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x    F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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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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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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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lix Fong謹啟 

3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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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ey    Cho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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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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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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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ey Choi謹啟 

3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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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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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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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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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謹啟 

3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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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ina    H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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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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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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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ina Hau謹啟 

3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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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k    l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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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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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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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k lai謹啟 

3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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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 wai o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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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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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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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i wai on謹啟 

3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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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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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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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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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el Lam謹啟 

3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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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G KIN LU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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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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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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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G KIN LUN謹啟 

3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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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sin y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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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

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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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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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 sin yi謹啟 

3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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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ry    Ts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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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

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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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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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rry Tsang謹啟 

3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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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Kwai W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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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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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

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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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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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Tang Kwai Wa謹啟 

3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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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h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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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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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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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感謝！ 

 

 
Sarah Wong謹啟 

3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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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 Beno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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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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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e Benoit 

3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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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mond    La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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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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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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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mond Law謹啟 

3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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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y    cho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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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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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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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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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ry chow謹啟 

3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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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ment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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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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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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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ement Ho謹啟 

3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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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Walk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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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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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Walker 

3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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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C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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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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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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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C謹啟 

3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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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珠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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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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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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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珠謹啟 

3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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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on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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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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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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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on chan謹啟 

3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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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g Tsz y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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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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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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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Fung Tsz yan謹啟 

3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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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ka 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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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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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懇

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謝謝！ 

 
 

Chan ka man謹啟 

3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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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hanie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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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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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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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hanie chan謹啟 

3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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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tty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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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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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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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tty Lam謹啟 

3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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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Ngok M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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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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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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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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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Ngok Ming謹啟 

3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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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NG    Y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0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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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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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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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NG YU謹啟 

3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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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y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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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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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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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y Wong謹啟 

3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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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colat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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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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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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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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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colate謹啟 

3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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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y    k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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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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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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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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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y kan謹啟 

3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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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ian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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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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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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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愉快！ 

 
 

Vivian Lam謹啟 

3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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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m Wing ts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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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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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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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m Wing tsam謹啟 

3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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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phn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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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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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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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愉快！ 

 
 

Daphne謹啟 

3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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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tta    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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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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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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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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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tta Ng謹啟 

3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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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Beat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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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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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 Beating 

3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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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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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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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

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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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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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arol Lam謹啟 

3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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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vonne    Poo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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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

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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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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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vonne Poon謹啟 

3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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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ene    Ch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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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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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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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ene Chu謹啟 

3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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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Hon W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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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

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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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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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Hon Wai謹啟 

3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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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MOND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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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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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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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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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DMOND謹啟 

3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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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key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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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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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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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Dickey Leung謹啟 

3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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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my    Ts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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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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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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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my Tsang謹啟 

3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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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e Keswan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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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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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e Keswani 

3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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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eung Pui Shue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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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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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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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eung Pui Shuen謹啟 

3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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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erin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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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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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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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herine謹啟 

3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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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Arscot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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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2018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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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l Arscott 

3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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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5/08/2018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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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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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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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謹啟 

3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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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y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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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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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

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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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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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y Leung謹啟 

3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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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y    Batcat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5/08/2018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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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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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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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y Batcat謹啟 

3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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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6 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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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在吐露港一帶大幅填海，丫州尾可建醫院；馬屎州可建骨灰龕；元州仔可興

建樓宇。原因是吐露港一帶是淺泥，加上比較硬，當填海時比較容易和快速。加

上很少船隻在吐露港航行，造成的影響較少。而且，可建公路由馬屎洲直上蓮塘，

減輕吐露港一帶交通。

填海時，要分段填。最前面的填海，之後要興建基建，最後才建築樓房。分批一

段段興建，才不影響近岸居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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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Academy of  Engineering Sciences 
(Incorporated with limited liability) 

 Press Release 
15 August 2018 

HKAES puts forward a position paper on land supply issues 

Hong Kong Academy of Engineering Sciences (HKAES) today (15 August 2018) submitted a 
position paper to the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the Task Force) appoint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KSAR Government, setting out its views on the land supply-related issues in 
Hong Kong and the 18 options for provision of additional land put forward by the Task Force in 
the public engagement activities commenced in May this year. 

HKAES expressed grave concern to the long-standing imbalance in demand and supply for land 
which has created a lot of socio-economic issues.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accord top priority to increase both the scale and speed of land supply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many livelihood and developmental issues plaguing Hong Kong. 

The followings are the recommendations put forward by HKAES in the position paper:  

1. Adopt a people-first mindset.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should be accorded with priority
while having due regard to those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y.  Implement a
compensation mechanism under a “conserve before develop” principle. New preservation
areas should be created before assigning part of an existing country park of low ecological
value for development.

2. Take the 1,200 hectare land supply deficit as projected in “Hong Kong 2030+” as the bare
minimum, as the projection has not taken into account many salient factors.  Set up a land
reserve of different levels so as to tackle any slippage or gap in land supply and/or address
any unforeseeable surge in demand.

3. Set performance targets with implementation timelines to increase and quicken land
supply, while joining forces with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District Councils and
statutory bodies involved in land supply to make collective commitments.

4. Use big data technologies to capture, track and disseminate statistics and projections
relating to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land and housing, in order to sustain the wider
community’s support for various land supply measures.

5. Streamline the administrative and statutory procedures with a view to reducing the lead
time required to complete a development.

6. Allocate funds,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LegCo, for conducting studies required to take
forward the various land supply options and projects, and consider other sources of
funding for the studies.

7. Do not discard any of the 18 options shortlisted by the Task Force and keep an open mind
on additional options/projects that may be put forward by community stakeholders.  In
order to map out large-scale land development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a large number
of factors,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planning and explore all possibilities in a non-
exclusive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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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dentify specific projects from the 18 options and kick-start the necessary technical studies
to address considerations under the three pillars (the needs of the environment, society and
econom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ese projects.  Distinguish between generic
options and specific projects, which are collectively known as “land supply options” in the
consultation document.  Proceed immediately with feasibility studies for as many of the
generic options as possible, with a view to identifying specific projects for planning and
engineering studies.  Specific projects already commenced should be expedited while non-
commenced projects should be taken forward immediately with detailed planning and
engineering studies to generate development scheme scenarios and formulate the relevant
engineering design solutions for part or whole of the project area.

9. HKAES consider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immediately pursue the following six
options of less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s, particularly the time required to make available
formed sites for housing and other developments, in the consultation document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land deficit problem:
 Developing brownfield sites
 Tapping into the private agricultural land reserve in the New Territories for

development under th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initiatives
 Alternative uses of some of the sites under the Private Recreational Leases
 Developing two pilot areas on the periphery of country parks
 Near-shore reclamation outside Victoria Harbour
 Developing the East Lantau Metropolis

HKAES has actively reviewed and deliberated on the Task Force’s consultation document before 
coming up with the above recommendations. “We hope that this endeavour can help steer the 
discuss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public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which will benefit our 
society,” said Professor Timothy W. Tong, President of HKAES.  

Founded in 1994, HKAES was formed by eminent engineers to promote science advancement and 
the practice of engineering for the benefits of Hong Kong. Apart from support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programmes, it engages in policy research and provides expert advice on engineering 
related matters to the government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 End ---- 

Media enquiries can be directed to tel.  or email: admin@hkaes.org 



Hong Kong Academy of  Engineering Sciences 
(Incorporated with limited liability) 

新聞稿 

香港工程科學院提交有關土地供應議題的意見書 

香港工程科學院今日(2018年 8月 15日)向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成立的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 (專責小組)提交意見書，就土地供應相關議題以及該專責小組今

年 5月展開公眾參與活動時提出的 18個「土地供應選項」發表意見。 

香港工程科學院對土地供求的長期失衡表示憂慮，因為許多社會及經濟的問

題均由此衍生出來。香港工程科學院建議特區政府刻不容緩地增加香港土地

供應的規模及速度，以應付多個嚴重困擾香港的民生及發展問題。 

以下是香港工程科學院在意見書內提出的建議: 

1. 以人為本，優先考慮人的需要，再平衡環境及經濟的考慮。按「先保育後

發展」的原則制定一個補償機制，先提供新的有價值的保育用地，然後再

將部分缺少保育價值的郊野公園撥作發展用途。

2. 《香港 2030+ 》所估計的 1200公頃土地短缺應視為一個最低限度的短

缺，因為這項預測並沒有考慮很多重要的因素。要設立一個分級制的土

地儲備機制，以應付土地供應出現滯後或不足的情況，或用於配合任何

不能預計的需求。

3. 為增加及加速土地供應制定目標及執行的時間表，並同時與立法會、區

議會及各個與土地供應相關的法定團體一起公開制定承諾。

4. 透過大數據去記錄、分析及發布關於土地及房屋供求的數據和預測數

字，以爭取市民大眾對各項土地供應措施的支持。

5. 簡化行政及法定程序，以期縮減完成一個發展項目所需要的時間。

6. 與立法會合作，就各個土地供應選項及項目需要進行的研究工作提供撥

款，並考慮由其他機構撥款贊助這些研究。

7. 不要放棄任何一個由專責小組羅列的 18個土地供應選項，同時亦應考慮

社會人士提出的額外選項/項目。要制訂大規模的土地發展項目，必須考

慮眾多因素，以進行全面規劃，而對於所有具可能性的建議，都必須以

包容的態度進行全面探討。



8. 在 18個土地供應選項之中，選出一些指定項目，就項目涉及的可持續發

展的三大範疇(環境、社會及經濟的需要)，即時展開所需的技術性研

究。將通用概念選項及指定項目清楚分開，在諮詢文件內，這些都一併

被稱為「土地供應選項」。立刻就多個通用概念選項展開可行性研究，以

期找出一些指定項目作規劃及工程研究。至於已開展的指定項目，必須

加速推行；而未開展的項目，亦應該馬上展開詳細的規劃及工程研究，

以期制定一些可以發展的模式，並就部份或整個發展區域制定相關的工

程設計方案。

9. 香港工程科學院認為諮詢文件所列的下面六個選項在執行上較少工序，特

別是要將土地平整作為房屋及其他發展用途所需要的時間較短，政府應立

即展開研究工作，以解決土地短缺的問題:

• 棕地發展

• 探討透過公私營合作去利用私人的新界農地儲備

• 利用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作其他用途

• 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

• 維港以外近岸填海

• 發展東大嶼都會

香港工程科學院就專責小組提供的諮詢文件進行了分析、討論及評估，然後

作出上述的建議。香港工程科學院院長唐偉章教授說:「我們希望這份意見書

可以引發社會大眾從不同的角度對土地供應問題進行討論及理解，為香港帶

來福祉。」 

香港工程科學院由一群工程界別的知名領袖於 1994年創立，旨在促進工程在

科學及實務方面的發展，造福社群。該院致力支持教育及科研項目，並參與

政策研究，為政府及其他機構就工程相關事務提供專家意見。 

傳媒查詢，請致電或電郵至 admin@hkaes.org 

日期: 2018年 8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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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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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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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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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y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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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landa    Y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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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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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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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landa Yau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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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ng Wai Ch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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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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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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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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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Wai Chong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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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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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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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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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ece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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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a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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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

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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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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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ra chan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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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queline Ch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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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8/2018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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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queline Chu 

3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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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 yuet k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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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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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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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n yuet king謹啟 

3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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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ung Wai Lurk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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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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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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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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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民安！ 

Cheung Wai Lurk 謹啟 

3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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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aine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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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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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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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aine Chan謹啟 

3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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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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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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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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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謹啟 

3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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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y    Y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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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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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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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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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民安！ 

Ivy Yung謹啟 

3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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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 Chau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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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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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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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 Chau Wong謹啟 

3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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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ire del Ros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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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8/2018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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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ire del Rosario 

3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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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K    T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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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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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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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K Tong謹啟 

3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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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    L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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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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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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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 Lau謹啟 

3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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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Pik Yu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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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

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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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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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安！ 

Ho Pik Yuk謹啟 

3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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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on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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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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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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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on Chan謹啟 

3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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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a    t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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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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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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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生活愉快！ 

Anna tai謹啟 

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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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i Hon K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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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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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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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i Hon Kee謹啟 

3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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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8/2018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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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

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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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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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 Sin Yi謹啟 

3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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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L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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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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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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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感謝！ 

M Lui謹啟 

3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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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wai k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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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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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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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安好！ 

 
 

Wong wai keung謹啟 

3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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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n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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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改善

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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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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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Jenny謹啟 

3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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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nifer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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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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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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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nifer謹啟 

3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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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rror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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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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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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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rror Lam謹啟 

3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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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rley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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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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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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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rley謹啟 

3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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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8/2018 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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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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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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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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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國泰民安！ 

Eva謹啟 

31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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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rin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8:5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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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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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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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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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atrina謹啟 

3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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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ily    So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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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

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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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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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ily Soo謹啟 

3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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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8:4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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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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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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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oi謹啟 

3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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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玉秋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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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

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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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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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玉秋謹啟 

3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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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AINE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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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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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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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懇請

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謝謝！ 

 
 

ELAINE WONG謹啟 

3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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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mond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8:1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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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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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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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raymond謹啟 

3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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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z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8:1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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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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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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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az謹啟 

3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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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    Shu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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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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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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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 Shum謹啟 

3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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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d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8:0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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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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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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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andy謹啟 

3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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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ril    Ts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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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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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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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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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ril Tsui謹啟 

31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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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o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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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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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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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國泰民安！ 

poon謹啟 

31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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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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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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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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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愉快！ 

Lok謹啟 

3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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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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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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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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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ee謹啟 

3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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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7:4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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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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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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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Ip謹啟 

3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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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ebe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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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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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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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感謝！ 

 
 

Phoebe Wong謹啟 

3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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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mond    L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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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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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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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mond Lau謹啟 

3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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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Pei Y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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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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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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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Pei Ying謹啟 

3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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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7:0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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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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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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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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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謹啟 

3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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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8/2018 17: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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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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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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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ason謹啟 

3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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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8/2018 17:0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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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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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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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aren謹啟 

3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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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6:4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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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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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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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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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ELi謹啟 

3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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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6:4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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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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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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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nn謹啟 

3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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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g    Carme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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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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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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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Hung Carmen謹啟 

3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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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8/2018 16:2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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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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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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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Esther謹啟 

3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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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rie    l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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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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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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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rie li謹啟 

3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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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o Kai W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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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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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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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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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o Kai Wa謹啟 

3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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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Yuen t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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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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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

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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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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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Yuen ting謹啟 

3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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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6:1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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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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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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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lan謹啟 

3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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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    Cho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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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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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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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Man Choi謹啟 

3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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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6:1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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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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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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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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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da謹啟 

3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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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ris    L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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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

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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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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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安！ 

Doris Li謹啟 

3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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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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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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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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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e謹啟 

3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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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W Ts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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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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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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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H W Tsui謹啟 

3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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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nda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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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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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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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nda Leung謹啟 

3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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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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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

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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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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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eung謹啟 

3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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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W    Ch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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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

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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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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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W Cheung謹啟 

3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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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en    Che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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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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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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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en Cheng謹啟 

3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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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ng Long Yu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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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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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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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民安！ 

 

 
Tsang Long Yue謹啟 

3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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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ex    C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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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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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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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ex C謹啟 

3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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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德興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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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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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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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德興謹啟 

3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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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chong fat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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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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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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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chong fat 謹啟 

3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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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gie L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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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8/2018 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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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gie Lam 

3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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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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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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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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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啟 

3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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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yla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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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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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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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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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愉快！ 

 
 

Barrylaw謹啟 

3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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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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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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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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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iel Chan謹啟 

3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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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vonne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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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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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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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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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vonne chan謹啟 

3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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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k    L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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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

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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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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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ok Lan謹啟 

3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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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o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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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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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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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on謹啟 

3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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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UI YICK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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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

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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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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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UI YICK LEUNG謹啟 

3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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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da    Che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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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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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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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da Cheng謹啟 

3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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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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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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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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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tang謹啟 

3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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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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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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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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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neth謹啟 

3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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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w    M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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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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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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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hew Ma謹啟 

3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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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i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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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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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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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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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i Ho謹啟 

3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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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Wah Ch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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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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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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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Wah Chan謹啟 

3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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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ctor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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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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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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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ctor Chan謹啟 

3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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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Wai Y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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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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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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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Wai Ying謹啟 

3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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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en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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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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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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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en Lam謹啟 

3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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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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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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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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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g謹啟 

3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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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herine 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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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

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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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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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感謝！ 

Catherine Wong謹啟 

3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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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ony    Y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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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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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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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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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ony Yu謹啟 

3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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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3:2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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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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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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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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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C謹啟 

3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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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ee    L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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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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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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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Renee Lui謹啟 

3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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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k Pui S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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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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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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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k Pui Shan謹啟 

3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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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ong Siu W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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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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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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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ong Siu Wai謹啟 

3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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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es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3:0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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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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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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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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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eresa謹啟 

3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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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yT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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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改善

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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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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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yTing謹啟 

3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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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kaf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3: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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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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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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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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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kafung謹啟 

3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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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ly    y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3:0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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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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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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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elly yeung謹啟 

3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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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rence Ch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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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

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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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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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rence Cheung謹啟 

3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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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pui sze percy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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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

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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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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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pui sze percy謹啟 

3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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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8/2018 12:5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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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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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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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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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my謹啟 

3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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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ley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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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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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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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Wesley Wong謹啟 

3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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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y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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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y Lam謹啟 

3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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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    LS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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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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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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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 LS謹啟 

3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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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ong Sze Hua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2:3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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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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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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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oong Sze Hua 謹啟 

3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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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ce    Yue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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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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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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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安！ 

 

 
Alice Yuen謹啟 

31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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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淑君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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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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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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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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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淑君謹啟 

3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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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b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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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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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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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安！ 

 
 

Abby謹啟 

31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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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 Hung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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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

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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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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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 Hung Leung謹啟 

3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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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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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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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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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i謹啟 

3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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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y    Yo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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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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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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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y Yow謹啟 

3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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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ie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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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

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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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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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ie Chan謹啟 

3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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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1:5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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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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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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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ristie謹啟 

3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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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po 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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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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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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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po man謹啟 

31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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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K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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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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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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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Kwong謹啟 

3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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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 chi w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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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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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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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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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chi wai謹啟 

31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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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yu    L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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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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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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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yu Lui謹啟 

3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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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tta    Ko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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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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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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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etta Koo謹啟 

3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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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vin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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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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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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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謹啟 

3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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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na Nichin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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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8/2018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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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na Nichini 

31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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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1:3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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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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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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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sang謹啟 

31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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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g man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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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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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

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謝謝！ 

 
 

chung man ho謹啟 

3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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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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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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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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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u謹啟 

3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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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嘉麗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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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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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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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嘉麗謹啟 

31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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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志朗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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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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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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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志朗謹啟 

3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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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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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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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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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o wong謹啟 

3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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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    Kw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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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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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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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 Kwan謹啟 

3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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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dy    Ch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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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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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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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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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ndy Cheung謹啟 

31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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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k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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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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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發展棕地

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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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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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Piki謹啟 

31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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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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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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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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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les謹啟 

3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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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son    T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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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

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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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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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son Tam謹啟 

31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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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b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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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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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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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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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bo謹啟 

3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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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o Kwok K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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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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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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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o Kwok Kwong謹啟 

31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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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nett    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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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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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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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nett Au謹啟 

31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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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    Ch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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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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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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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 Cheung謹啟 

3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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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l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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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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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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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l Leung謹啟 

3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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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8/2018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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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

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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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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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wai yan謹啟 

31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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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ily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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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

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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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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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ily lam謹啟 

3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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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vit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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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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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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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vita謹啟 

3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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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 Yi Li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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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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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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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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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 Yi Liu謹啟 

3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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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g Wing Ch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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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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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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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g Wing Chi謹啟 

31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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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man chu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6/08/2018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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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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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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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man chun謹啟 

31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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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rea    L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6/08/2018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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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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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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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rea Lai謹啟 

31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