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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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2:4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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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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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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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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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andice Chan 

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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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2:4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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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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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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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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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homas 

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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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2:4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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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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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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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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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陳穎妍 

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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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2:4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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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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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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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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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 kt 

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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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2:3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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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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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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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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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perry iu 

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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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2:3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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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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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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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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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 

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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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2:3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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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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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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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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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illietong 

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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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2:3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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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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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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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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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o kin wa 

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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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2:2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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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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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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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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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N Lam 

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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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2:2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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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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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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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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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wok dawnje 

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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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2:2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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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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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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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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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ylie Kwok 

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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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2:2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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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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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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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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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Pak Choi Yung 

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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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2:1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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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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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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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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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vette Ng 

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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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2:1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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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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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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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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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eunglaisze 

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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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2:1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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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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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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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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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imson 

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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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2:1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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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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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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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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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uk Man Kit 

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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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2:1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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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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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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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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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 Wang chit 

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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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2:1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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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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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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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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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Vicky Chan 

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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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2:0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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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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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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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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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rthur Law 

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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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2:0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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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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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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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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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Pheon Chan 

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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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2:0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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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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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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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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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PW POON 

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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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2:0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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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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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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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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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Pammy Li 

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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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5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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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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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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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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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enny Tsui 

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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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5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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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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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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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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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 

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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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5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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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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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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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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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E choy 

3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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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5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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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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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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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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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lice leung 

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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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5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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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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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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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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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李思達 

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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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5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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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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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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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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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 Wai Lan 

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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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5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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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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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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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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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ichael Leung 

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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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5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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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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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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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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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 Wai Sing 

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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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4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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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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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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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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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Dorcas li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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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4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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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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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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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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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m Fung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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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4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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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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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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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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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游美寶 

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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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4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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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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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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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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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ui 

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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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4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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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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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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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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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Ian Lau 

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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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4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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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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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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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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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Haywood Fung 

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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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4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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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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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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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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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elvin Wang 

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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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4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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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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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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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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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Elaine Tang 

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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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4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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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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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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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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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 Tak Ming 

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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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4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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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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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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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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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da Wong 

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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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3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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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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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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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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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oycelyn choi 

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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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3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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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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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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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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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 On Lap 

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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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3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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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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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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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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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Natalie Chan 

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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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3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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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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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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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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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Oscar To 

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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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3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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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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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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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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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Flora 

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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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2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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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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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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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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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 Ching Yee 

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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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2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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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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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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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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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Hui Man Hin 

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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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2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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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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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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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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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WOK HUNG Hoo 

3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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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2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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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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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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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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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張華 

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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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2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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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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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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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ee Suet Ying 

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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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2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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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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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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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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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nita Poon 

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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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2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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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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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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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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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fchung 

3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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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1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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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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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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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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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wok wah 

3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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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1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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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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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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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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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 chuen mo 

3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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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1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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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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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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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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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eung ling 

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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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1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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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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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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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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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Daniel Chui 

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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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1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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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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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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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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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Ben Cheng 

3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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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1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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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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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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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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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Henry Ho 

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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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1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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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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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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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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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ung sze ching 

3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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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0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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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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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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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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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eung Pui Jeung freda 

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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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0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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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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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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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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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eith Tsui 

3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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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0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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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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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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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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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andi Wong 

3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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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0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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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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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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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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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黃曉文 

3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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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0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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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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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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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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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IKE LIU 

3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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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0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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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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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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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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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arky Mak 

3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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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0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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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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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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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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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Ho Kwok Hung Thomas 

3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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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0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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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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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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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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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oan Wu 

3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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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0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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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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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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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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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am 

3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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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0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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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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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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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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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ZY Lo 

3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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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1:0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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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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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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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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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Devin Tam Yee Wo 

3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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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5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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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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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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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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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wingchiwinnie 

3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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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5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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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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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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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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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iu 

3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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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5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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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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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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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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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lex lee 

3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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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5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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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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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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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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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innie leung 

3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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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5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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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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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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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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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Ng Chi Ho 

3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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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5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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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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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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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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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m Chun Lun 

3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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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5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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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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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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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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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risty chung 

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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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5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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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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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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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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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ak Yin Cheung 

3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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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5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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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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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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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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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Nee 

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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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5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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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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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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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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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Phoebe Fong 

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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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5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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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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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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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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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lec Cheung 

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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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4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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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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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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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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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HELEN 

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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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4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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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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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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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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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u Sze Wing 

3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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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4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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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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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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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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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ung ming lai 

3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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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4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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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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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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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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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Ken Ngan 

3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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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4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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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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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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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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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im wai ting 

3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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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4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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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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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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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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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AI Yun Yan 

3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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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4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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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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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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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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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Rittany Siu 

3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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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4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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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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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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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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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i Ka Man 

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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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4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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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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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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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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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iu Ka Wai 

3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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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4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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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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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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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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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unny Wong 

3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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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4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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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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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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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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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ngel 

3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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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4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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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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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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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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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eung 

3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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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4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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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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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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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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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Eric Mau 

3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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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4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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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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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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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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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i wai kam 

3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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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4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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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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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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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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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iu Ying Tao 

3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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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3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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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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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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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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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argaret 

3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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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3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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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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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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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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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heresa Sung 

3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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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3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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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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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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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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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dele 

3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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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3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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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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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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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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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ohn Lui 

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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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3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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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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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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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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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陳建榮傳道 

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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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3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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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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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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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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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rystal cheung 

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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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3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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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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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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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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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sang 

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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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3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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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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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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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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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u ka Yi 

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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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3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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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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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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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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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eung Yuk Wai 

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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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3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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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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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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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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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endy Chan 

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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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3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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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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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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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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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oe 

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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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3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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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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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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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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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u 

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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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3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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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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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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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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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Ng 

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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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3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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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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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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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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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nnie 

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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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3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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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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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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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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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容嘉琪 

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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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3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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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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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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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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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 Ka Wing 

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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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3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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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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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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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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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wift 

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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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2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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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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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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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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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ai Lut Kin 

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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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2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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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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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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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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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my 

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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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2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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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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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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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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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Harold wong 

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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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2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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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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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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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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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aco 

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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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2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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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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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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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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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uiying Chung 

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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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2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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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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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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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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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 Kam Mi 

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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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2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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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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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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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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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larice Ho 

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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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2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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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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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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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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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eung Wai Ming 

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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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2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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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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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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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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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Florence 

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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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2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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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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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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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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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w Ka In 

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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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2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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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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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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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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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ak tingying 

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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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2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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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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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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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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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 Kam Mi 

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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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2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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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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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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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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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ay 

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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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2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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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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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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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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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ing 

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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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2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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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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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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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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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Ng 

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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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2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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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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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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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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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梁嘉麗 

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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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2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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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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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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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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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SE TIN PO 

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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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2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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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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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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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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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ohn Dole 

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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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2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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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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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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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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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iu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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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2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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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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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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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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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ammy Yick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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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2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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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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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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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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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Ho Lai to 

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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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2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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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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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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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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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at 

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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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2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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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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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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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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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ulip 

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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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2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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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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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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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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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Ho 

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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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1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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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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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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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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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ojo Leung 

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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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1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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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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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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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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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eung wai h 

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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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1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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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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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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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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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orus Poon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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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1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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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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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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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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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haron Wong 

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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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1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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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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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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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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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cy 

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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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1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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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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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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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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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Raymond Lam 

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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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1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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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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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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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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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Ringo Chui 

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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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1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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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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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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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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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Fung Suk Kwan 

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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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1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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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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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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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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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avis 

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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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1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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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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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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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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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ak Sau Mui 

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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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1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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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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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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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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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anet Chan 

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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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1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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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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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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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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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da 

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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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1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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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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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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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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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avis 

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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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1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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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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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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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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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an oi man 

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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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0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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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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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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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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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nana 

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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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0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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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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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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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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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eng Thi Chi 

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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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0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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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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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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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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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Queenie Lee 

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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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0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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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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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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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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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erry chan 

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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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0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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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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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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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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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mak chu kwong 

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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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0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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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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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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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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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erry Ng 

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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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0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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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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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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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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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Gil 

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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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0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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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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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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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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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idney Mak 

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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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0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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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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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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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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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 Ming Wai 

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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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0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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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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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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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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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m Pui Yu 

3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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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0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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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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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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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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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hirley Hui 

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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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0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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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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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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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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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Renee 

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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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8/04/2018 00:0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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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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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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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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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 Lai Fong 

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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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st from an environment point of view it is disappointing what is 
happening to NW Lantau, now that the bridge is in and if the Tuen Mun River 
port is to be redeveloped it would make most sense to build a higher 
density new town in that area. It is also a relatively easy place to 
undertake reclamation and it has been on Government Plans now for over 25 
years. Much of the public housing requirement could be fulfilled in this 
area.  

- HK uses land efficiently and accommodation is small compared to almost 
any other market.  This system has worked well partially because of the 
availability of open space that covers most of Hong Kong. There has been a 
huge increase in usage of the Country Parks in the 25+ years I have lived 
here. We must make sure that we maintain these open spaces for the public 
to use to augment their small accommodation. As such I would be against any 
encroachment on the Country Parks. 

- Recreational and Sporting Clubs. These act as the “back yard” that people 
in HK do not have and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sporting people, 
returnees and ex-pats. If there are concerns about access and the 
contribution to the community then address these issues rather than the 
land on which they stand. HK Golf Club hosted the only Olympic event HK is 
likely to ever see, the Football Club started the HK 7s, the Cricket Club 
had the Cricket 6s and the Yacht Club has run a number of World 
Championships over the years. The government is looking to have a healthier 
society, they need to promote these Clubs not destroy them. 

- Industrial space in Hong Kong is over catered for. While the market is 
starting to use this space for office and residential, an accelerated 
redevelopment of this space would add considerably to supply, particularly 
to commercial space requirements. 

- Finally, as with any City, do we have a population policy? We have 
projections but as the population is only rising because of new entrants is 
that policy right in light of the concerns over land above? 

Hong Kong is a hugely successful city and like every other successful city 
on Earth real estate is expensive. The Government also rents or has sold 
subsidized housing to at least half the population so when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these prices we need to take into account it is only the 
wealthiest half of society that is impacted and this half also benefit from 
very low taxation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Indeed, most new arrivals to 
HK from other large Cities suggest that the higher rents and lower tax 
generally even out. 

Having said that there is a need for more office space and there is 
probably a need for more public housing. These however should be able to be 
provided on land currently available especially if the private developers 
are encouraged to develop their agricultural land banks at sensible plot 
ratios there by allowing the Government to reallocate more of the land 
sales to public housing.   

I am more than happy to put further numbers together on the points above if 
that would be useful.

Yours Sincerely

Andrew Taylor

Drew Tay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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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5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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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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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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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ristina Lee 

3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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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5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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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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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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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I YI MAN 

3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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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5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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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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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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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Tse 

3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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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5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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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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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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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Queenie Chan 

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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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5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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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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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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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Anfernee Chan 

3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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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5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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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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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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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陳遠強 

3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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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5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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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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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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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an you ho 

3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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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5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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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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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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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ui ka yan 

3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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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5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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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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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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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Betty Luk 

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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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5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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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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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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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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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O SIN YI 

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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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5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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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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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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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asmine 

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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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5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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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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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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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Qieenie Tang 

3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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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5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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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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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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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u Kai Kit 

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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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5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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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m 

318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5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M PIK YEE 

319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5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oe Tsoi 

319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5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Bear chan 

319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5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o Chung Ting 

319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5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ani 

319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5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chun man 

319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5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rnie Chan 

319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5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mlam 

319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5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o man ho 

319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5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林瑋羚 

319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5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eng Yuen Chi 

320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5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unice 

320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erry Ling 

320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Pauline Chan 

320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uen Ho Lung 

320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Isaac 

320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u Yeung Ho Kei 

320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asper 

320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Peter chan 

320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e Ka Yan 

 

 

 

 

 

 

 

 

 

 

 

 

 

 

 

 

 

 

 

 

 

 

 

 

 

 

 

 

 

 

 

 

 

 

 

 

 

 

320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u Wing Yee 

321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ow ka fung 

321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Hubert 

321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SE TUNG PAK 

321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u Crystal 

321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mma leung 

321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Bertha lee 

321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loe 

321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lex 

321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Ho Toby 

3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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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lander Wong 

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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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wing yee 

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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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ulie Lam 

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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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TSZ WANG 

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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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lex Wong 

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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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wok Shuk Kuen 

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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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Pang Tsz Him 

322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asmine Chu 

322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黃浠媮 

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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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i Sze man 

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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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Viola Leung 

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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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Irene Sin 

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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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ony Yeung 

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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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4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Pat Choi 

323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am 

323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iza 

323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eng Wing Lam 

323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armen 

323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lice Wai 

323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On Kei 

323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T 

324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g wing tung 

324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陳雨安 

324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Sau Wai 

324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w hoi yan 

324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eung ka wai 

324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rystal Yee 

324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u Kin Hang 

324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rlotte 

324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ale Chan 

324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ong 

325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David LAW 

325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Renee Luk 

3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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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racy 

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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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ow Cheuk yi 

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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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sang Yin Chau 

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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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Danny Lee 

325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Ka Kei 

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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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O YIK CHI 

3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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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David Ma 

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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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iu Pak Lok 

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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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im 

326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rco 

3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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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eung Wai Kwan 

326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3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Ka Ki 

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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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oyce Ho 

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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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e Tin Lok 

3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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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om Wan 

326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tephanie Poon 

326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arol chan 

3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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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on Lau 

327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in Fuk Yee Sue 

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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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pril Li 

3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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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ean Chan 

3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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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gnes 

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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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o Ting Kik 

327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g Wai Yan 

327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ang Po Ki 

327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priscilla ng 

327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uk Sim Wong 

327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o chi Ho 

328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Kimmy 

3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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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eci Leung 

3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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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o Kam Wing 

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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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armen Ngo 

328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ouise Poon 

328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ung Wing Hong 

328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immy Wai 

3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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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ong Man Wing 

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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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Raymond Hon 

328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329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gai Lau 

329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Don Tse 

3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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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anice S C O 

329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2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Yun 

329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ris kong 

329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Chi Ming 

3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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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hirley Chung 

3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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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Tat Yeung 

3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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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Vincent cheung 

329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ip Yee Man Eva 

330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in Hon Sing 

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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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nnie Chow 

330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王雪芳 

330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hompson IP 

330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nnette Tsui 

330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immy Pang 

330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o Ka Man 

330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in Yun Pang 

330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連潤鵬 

330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anny 

331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Miu Ting 

331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ris Chan 

331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e yuen han 

331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randa 

331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law 

331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Billy King 

331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黃偉鋒 

331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I HOI YAN 

331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Helen Ha 

331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ndy 

332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arrie 

332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ing Wai 

332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ndy Ho 

332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ris Kwong 

332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Hung Lan 

332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AN YI 

332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Tai Man 

332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ui Shuk Kuen 

332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Ip 

332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1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ate yong 

333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n Hung Chan 

333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Florence lui 

333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Pangyukshan 

333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a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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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tephanie G Pleskun 

333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llie IP 

333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Harrie 

333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ong Wai Lam 

333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ustina Yeung 

333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U KA wan 

334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mi yu 

334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ZoeAu 

334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ivy yau 

334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herri Lam 

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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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at Li 

334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卓衡 

334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Grace 

334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aren chan 

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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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ung cathy 

334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Zarah Sara 

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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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ohnny Chan 

3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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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ngel 

335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Dion Yeung 

3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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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Ho Wai Hong 

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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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ircle Lee 

335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Ka Ying 

335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n yi 

3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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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e wk 

335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pple ho 

335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Chi Leung 

336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Venus Ho 

336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o Lai fong 

336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hong chi shing 

336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a Nap Tse 

336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e chikit 

336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Hau Yan 

336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ora Lee 

336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ENG HONG MAN 

3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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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am Cheuk Lun 

336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hirley Au 

337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I WAI KEUNG 

337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Ryan 

337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Ruby 

337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Gigi Lee 

337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Benny chan 

337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wok Chun Wong 

337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ade lau 

337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3:0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Isabella Lau 

337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g ki yuk 

337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oyce Lee 

338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ang 

338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Iris Wong 

338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吳旨諾 

338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Fok Hiu Fung 

338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oyce Lee 

338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erie 

338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eng Elaine 

338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ris Cheung 

338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wok 

338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en Sui kit 

339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 

339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eung 

339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何 

339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ung yiu ho 

339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Zita lo 

339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林卓諺 

3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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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Ice 

339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i Chor Yee 

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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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ric Wong 

339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in 

340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n Yu 

340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Ray Chong 

340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ungyan Yeung 

340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rtin Lam 

340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Elsa li 

340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Irene Chui 

340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Goody 

340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k Ka Po 

340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HO CHEUK YIN 

340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Hilbert Chan Hiu Lok 

341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Felix Li 

341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ane lui 

341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rcus chan 

341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eimei 

341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tthew Poon 

341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tt Chow 

341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ason Lai 

341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anet Ip 

341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Lok Man 

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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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Derick Kwok 

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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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u Jenny 

342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G Man Yi 

342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iffany Tang 

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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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Pak Ming Fai 

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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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Fan Chun Sing 

342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se 

342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T 

3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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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andra 

342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ay 

342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4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wan Tsz Ning 

343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4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LPHA 

343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4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Bongo Chu 

343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4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ing Ng 

343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4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pple Law 

343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4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KIEN MING 

343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4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ung yuk yan 

343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4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Ip ka li 

343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4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ichael Cheng 

343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4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ummer Tam 

343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4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franki 

344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4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Kar Eai 

344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4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arine 

344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4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Iris Yuen 

344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4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lfred Wan 

344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4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i nga lai 

344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4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ung Wing Shan 

344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4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atherine Tong 

344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4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lva Wong 

344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4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endy Kwok 

344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3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RUBY HO 

345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3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w yuen Shan 

345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3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g Shuk Wah 

345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3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erry cho 

345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3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au hei lok 

345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3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iu 

345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3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m Kwai fun 

345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3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aomi Lau 

345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3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aby Ip 

345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3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acky chan 

345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3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Siu On 

346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3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Hong Yi 

346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2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ow 

346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2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Natalie Chau 

346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2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Wong Man Yee 

346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2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m chun ting 

346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2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amuel Cheuk 

346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2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hirley Leung 

346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2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 

346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1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Kai Chung 

346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1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oan Lau 

347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1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iu To Fai 

347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1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余可珊 

347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1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陳福娣 

347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1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an K K 

347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0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alley 

347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0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陳建明 

347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0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erry Tang 

347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0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ake 

347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0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ass wong 

347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0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Kwan 

3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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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0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egan Lau 

3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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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0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Vincent chan 

348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0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林彥彤 

348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0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April 

348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0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lara Lam 

348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0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jimmy 

348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2:01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eow 

348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1:5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in Nok Cheung 

348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1:5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am Ho yin 

348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1:57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liff Cheung 

349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1:55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ristine wai 

349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1:5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hen Cui fang 

3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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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1:5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Sonia 

349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1:53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y Kwok 

349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1:5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Connie Chow 

349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1:52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Yuen Wun Yi 

349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1:5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Foo Dominick 

3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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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1:49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ai Kwok Yan 

3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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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1:4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 chor Ming 

3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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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1:4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 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不論是短期、 
中長期或概念性選項），其他的自然土地資源（如農地）亦應謹慎看待。因為這些選 項
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
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Ma Chiu 

3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