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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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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ui nga sze 

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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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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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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kin fong 

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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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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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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 NG 

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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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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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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u Tsan Yin 

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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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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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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Yin Yuk 

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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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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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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en Tam 

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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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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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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YUET YU 

3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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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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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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 Ching 

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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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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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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ow 

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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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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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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ffany Yim 

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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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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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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t Lam 

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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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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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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ry so 

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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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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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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ncent cheung 

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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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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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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ephine Lam 

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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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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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Sek Ching 

3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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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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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 Edwin 

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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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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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thew Mok 

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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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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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 Poon 

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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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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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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an 

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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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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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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oi Wai Wan 

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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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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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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p tsz tung 

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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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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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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 Tam 

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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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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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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wn Wong 

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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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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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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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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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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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in 

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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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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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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y Ng 

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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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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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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rrant LO 

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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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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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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y Hon 

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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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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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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leen Wong 

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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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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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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ny ng 

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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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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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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na Fung 

3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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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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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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3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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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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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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re Yu 

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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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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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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e Lau 

3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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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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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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ng wai yui 

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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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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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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cky Woo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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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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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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ness Tsang 

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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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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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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mmy Ho 

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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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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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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u Wai yin 

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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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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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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vida Mok 

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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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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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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u Mei 

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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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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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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ma 

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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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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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C Lee 

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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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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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t Chan 

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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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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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 Catherine 

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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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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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cilia Kwok 

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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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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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ok kuen 

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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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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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rry li 

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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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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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 Fung 

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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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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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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 Ping 

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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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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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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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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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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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 

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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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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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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ita tsang 

3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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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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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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子聰 

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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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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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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dy Cheung 

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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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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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rie Kwok 

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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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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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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ina Chu 

3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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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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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ng wai yiu 

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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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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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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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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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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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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oi Cheuk Yan 

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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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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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 hung 

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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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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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e 

3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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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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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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fong wa 

3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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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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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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 Yan Lau 

3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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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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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Wai 

3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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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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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 chan 

3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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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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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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3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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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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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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ky Kwok 

3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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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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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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3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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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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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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Ka Wan 

3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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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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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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lam kam 

3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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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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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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ng Yin Hong 

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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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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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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ki yip 

3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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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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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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will by suet 

3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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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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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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ye 

3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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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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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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ke Yeung 

3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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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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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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ry 

3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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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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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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wendy lee 

3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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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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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a Tang 

3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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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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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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ily 

3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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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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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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an Au 

3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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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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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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 lee 

3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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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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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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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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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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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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王文娜 

3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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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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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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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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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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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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eng chun yin 

3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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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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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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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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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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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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Wong Ngar Lai 

3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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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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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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her Leung 

3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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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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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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i Cheung 

3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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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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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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e 

3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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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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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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Tin lai 

3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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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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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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3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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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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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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 Daniel 

3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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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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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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lix Cheung 

3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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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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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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t Long Ping 

3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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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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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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cia Kwok 

3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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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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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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dy Koo 

3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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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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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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u Kai ching 

3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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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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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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King Wai 

3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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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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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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 wing yiu 

3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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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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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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健滔 

3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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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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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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Yuen Si 

3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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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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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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mond Kwan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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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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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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ven chiu 

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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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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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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n Kan Sin 

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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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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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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ffrey Chan 

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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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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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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kie Tam 

3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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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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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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ndy Wan 

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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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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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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Sik Yau 

3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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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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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c Kwan 

3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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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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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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mmy Wai 

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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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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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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ny TAM 

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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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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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ee Cheng 

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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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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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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nnis Ma 

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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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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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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ng Chung Kwan 

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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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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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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kie 

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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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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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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建區 

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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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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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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Chui Yee 

3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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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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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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ut Li 

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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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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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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rge chung 

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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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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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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e Mau 

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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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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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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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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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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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u Ka chun 

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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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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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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yun kwan 

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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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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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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nice 

3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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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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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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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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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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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 Lok Chow 

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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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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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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Wai Yee 

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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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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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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ystal Wang 

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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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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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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Man Nga 

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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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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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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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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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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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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Siu Wai Man 

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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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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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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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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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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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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Ho Kwok Wai 

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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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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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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herine Tsang 

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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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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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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ra Yung 

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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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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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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Chung 

3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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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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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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deleine Chen 

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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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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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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Lok Yin 

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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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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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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泳彤 

3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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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9:11 

 

除了透過綠色和平網站所發出，反對發展郊野公園(包括邊陲地區)作住屋用途的聯 署，本

人還有以下補充意見。 本人贊成早前有意見認為沒有一個發展方案不會影響持份者或既

得利益者，故需各方 

面作出妥協才有機會達成共識，這不容置疑。簡單來說，最後所選擇的方案就取決於 社會上
整體的價值觀：有甚麼可以捨棄以換取土地發展房屋，有甚麼需要保護。但如 何平衡各社會
各界持份者的意見才是當中重點，例如社會上擁有話語權的組織/人士未 必一定能代表社會上
大多數的聲音。希望專責小組在考慮各方意見時多加注意。 
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土地政策往往將會影響著幾代的人，但我們的下一代及下下一代 並
沒有機在此活動中發聲。故我認為專責小組在考慮各方案的時候，其中一個重要的 因素是
方案的可恢復性，以及方案可能造成的不可恢復的影響。換句話說，就是萬一 將來我們的
下一代以及下下一代的整體價值觀和我們不同，他們將方案還原的可行性 有多大。舉個例，
發展效野公園等自然土地往往對生態造成不能磨滅的破壞，但本來 就是人造的高爾夫球場
卻隨時都可以再興建。 

再以高爾夫球場作例，本港現在有兩個高爾夫球場，兩個都有三個 18洞的球場，當中普遍公眾使用較 多的是

為賽馬會撥款興建的滘西洲高爾夫球場。它位於西貢，有香港後花園之美譽，附近水域亦有很高 的生態價值，
亦是本港市民假日作水上活動的熱門地點，發展為住宅區，不論是發展時期或住宅入伙後 將會嚴重破壞生態。
反之，另一個位於粉嶺的高爾夫球場，現以私人俱樂部形式營運，只有幾千會員， 公司會員亦已長年沒有對外
開於申請，早前的資料亦顯示真正供公眾使用的比例相當之低。地點上，它 位處主要幹道附近，當然現時旁邊
的粉錦公路不足以應乎該區發展成住宅後的交通需要，但高球場面績 龐大，當中撥出土地作交通配套和附近交
通設於接合並不困難。至於在發展此區對新界東北及西北的交 通網絡所造成的壓力，本人認為類似壓力對於發
展任何地方都是不能避免的，正如現時政府決定發展粉 嶺北一樣。而粉嶺高爾夫球場和粉嶺北均屬新界北區，
將其土地發展為住宅用地正好給政府更多的資源 及靈活性，整合及更有效地改善該區的交通，有望解決該區長
久以來的交通問題，一石多鳥。當然，亦 有部份持份者，包括該高爾夫球場會的會員，未必贊成將高爾夫球場
改為住宅用途，本人亦贊作為作 

「上流運動」的高爾夫球場可以幫助香港吸引更有多「上流人士」來港發展及投資、如何將此與住屋問 題當中
作取捨將涉及本文最初提到的整體價值觀問題。不過本人亦認為無需以二元論將兩者放在對立 面，例如，170

多公頃的土地並沒有需要全都收回改變用途，相信只有收一半或三個 18洞球場當中的 兩個已經可以幫助舒緩
中短期的住屋需要。 

謝謝。 

 

-- kenneth 

Think before you print, save a tree. 

On Sun, Apr 29, 2018 at 1:13 PM, <tfls@devb.gov.hk拼 wrote: 多謝你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專責小
組)的電郵。你的意見或建議將會供專責小組參考及分析。專責小 組正進行為期 5個月的公眾參與活動 
(由 2018年 4月 26日至 9月 26日)，凡在公眾參與過程中向專責小組 提供意見和建議的個人或團體，將
被視作同意專責小組可將部分或全部的內容（包括個人姓名及團體 

名稱）公布。如你不同意這個安排，請向專責小組秘書處反映。  

 
專責小組的公眾參與書冊及小冊子已上載到專題網站(www.landforhongkong.hk)，亦可於各區民政諮 詢中心

索取。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秘書處 (以上為電腦自動發出

的訊息)  

 

 
Thank you for your email to the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the Task Force). Your opinions or 
suggestions will be relayed to the Task Force for reference and analysis.  The Task Forc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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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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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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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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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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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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u Kwok wah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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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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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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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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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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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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ee 

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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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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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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yanwing 

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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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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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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jork Ng 

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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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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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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 Au 

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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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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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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uk Yee Fung 

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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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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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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y 

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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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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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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iam Zee 

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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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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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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vin 

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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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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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lda Lo 

3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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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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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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ng Tsui 

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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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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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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 pui sze 

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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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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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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les Mok 

3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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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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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en Wing Yan 

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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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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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 man 

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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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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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顯能 

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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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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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Pui Yee 

3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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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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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Leung 

3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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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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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y 

3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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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8:4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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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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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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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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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TKH 

3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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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8:4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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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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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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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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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eo Chan 

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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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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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va Fong 

3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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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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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Tsz Kin 

3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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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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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 Kai Sun 

3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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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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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龍 

3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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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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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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 Wai Ling 

3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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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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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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k Hiu Ying 

3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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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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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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retti Ko 

3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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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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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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w Kee Yee 

3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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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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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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ung Mei Ching 

3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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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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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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 Ka Kin Kenneth 

3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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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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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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 Yiu Wei 

3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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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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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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tty Lam 

3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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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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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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 Kwan So 

3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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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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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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家豪 

3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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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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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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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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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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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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Debby 

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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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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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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I Hiu Yan Michelle 

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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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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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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kaki 

3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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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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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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 yee ming 

3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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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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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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a chee 

3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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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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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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fi Gnot 

3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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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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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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E 

3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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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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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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cia Lau 

3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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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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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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ndy Man 

3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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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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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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i chung fun 

3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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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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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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 

3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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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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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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善為 

3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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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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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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y Lam 

3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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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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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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百亨 

3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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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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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ggy Lau 

3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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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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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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y Cheung 

3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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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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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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錦華 

3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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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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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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c 

3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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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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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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KA YIN 

3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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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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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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se Yan 

3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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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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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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3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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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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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ili 

3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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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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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胤康 

3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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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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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han 

3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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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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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zydeer 

3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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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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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3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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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7:4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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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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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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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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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Yan Lai Cee 

3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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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7:44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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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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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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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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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Barney Law 

3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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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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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ung Kai Chung 

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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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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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ry Tong 

3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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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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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wyuhang 

3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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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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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ra 

3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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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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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yan Lai 

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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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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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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y 

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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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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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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o Ho Laam 

3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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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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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ng ho fung 

3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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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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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ng Wing Lun 

3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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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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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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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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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vin Leung 

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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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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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Yuen Fei 

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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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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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rrylei 

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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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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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on leung 

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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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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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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k ng 

3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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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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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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k ching 

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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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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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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Kai Yuen 

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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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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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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o Lo 

3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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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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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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ce Chan 

3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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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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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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cey Tsang 

3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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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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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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waiting ho 

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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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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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y 

3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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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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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ira 

3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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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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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ui man lam 

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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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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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u wan 

3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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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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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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c chung 

3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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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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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yne Lee 

3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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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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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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Man Yan Maggie 

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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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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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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rothy Tong 

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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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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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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sie 

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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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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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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en Yee Tung 

3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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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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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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佩芬 

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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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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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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esa Chan 

3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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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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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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Yuk Ying 

3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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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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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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Sze Sze 

3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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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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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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hong yu 

3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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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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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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ncent Cheng 

3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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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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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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ty 

3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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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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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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rry Lui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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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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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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k Yiu 

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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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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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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Sai Hong 

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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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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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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n Wei Chi 

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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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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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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CTam 

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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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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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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scilla 

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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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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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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ung Mei Fan 

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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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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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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 Kam yi 

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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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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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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iwai Yuen 

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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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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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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e Tang 

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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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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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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 Sum 

3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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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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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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 Li 

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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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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6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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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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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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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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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Pat Law 

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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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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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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 Yeung Ying chai 

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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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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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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kSuiLin 

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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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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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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enie 

3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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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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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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文翰 

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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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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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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e Man Tsang 

3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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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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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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o yau 

3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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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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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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i Lan 

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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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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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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ung KaPo 

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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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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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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i Ka yan 

3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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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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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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g Kwok 

3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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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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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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Chi Yin 

3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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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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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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son Chan 

3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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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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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浩然 

3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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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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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en Mok 

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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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6:10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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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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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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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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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m 

3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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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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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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I WAH 

3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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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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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P KA YAN 

3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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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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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鄒梓敏 

3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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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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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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on Mak 

3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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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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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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sa 

3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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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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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ily 

3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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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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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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tson 

3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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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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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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世傑 

3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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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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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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on Fung 

3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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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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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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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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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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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ni 

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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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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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靜茵 

3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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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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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u 

3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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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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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s Lee 

3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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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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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w 

3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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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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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Chung Ting 

3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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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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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fred 

3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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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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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herine Lee 

3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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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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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ust Lam 

3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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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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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3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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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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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dow 

3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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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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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herine Chau 

3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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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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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 

3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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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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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on Chan 

3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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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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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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 Hu 

3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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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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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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issa Chow 

3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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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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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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yan 

3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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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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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u 

3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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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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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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cis 

3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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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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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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ce Kwok 

3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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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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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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k Tat Wa 

3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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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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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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an Tsang 

3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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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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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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 Yung Cheng 

3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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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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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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ryl Lee 

3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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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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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alaa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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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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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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展 

3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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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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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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tin 

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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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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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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Loo 

3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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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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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o Ka I 

3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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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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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源生 

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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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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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ie Moore 

3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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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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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ny 

3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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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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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俊杰 

3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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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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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家柱 

3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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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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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liol KEAN 

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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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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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Tung Sing 

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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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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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 Au Yeung 

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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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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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enkwok 

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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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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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zalea 

3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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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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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 Ting Yan 

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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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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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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 

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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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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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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nathan Leung 

3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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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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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gi Chan 

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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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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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cha Lau 

3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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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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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ky Leung 

3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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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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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i Ogee 

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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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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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y Lam 

3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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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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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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Wai 

3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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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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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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gie 

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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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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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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Hei Tung 

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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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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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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aine 

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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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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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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ncent Lau 

3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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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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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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 man chun 

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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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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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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ching wan 

3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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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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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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u Hei Man 

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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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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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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Sin 

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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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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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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y 

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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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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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isy Hui 

3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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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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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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Gi Rita 

3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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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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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ta fok 

3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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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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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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ie 

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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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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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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悅禧 

3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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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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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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h Sit 

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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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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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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YU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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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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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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i Ki Lam 

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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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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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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nhunglau 

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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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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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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ie 

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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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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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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Suk Yee Eppie 

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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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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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er Lai 

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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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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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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Saulung 

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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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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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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son Pak 

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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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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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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u Chin Shing 

3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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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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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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m wong 

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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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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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Chau Wah 

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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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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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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g Ka Ming 

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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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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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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en Li 

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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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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8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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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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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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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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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ybele 

3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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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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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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an ho 

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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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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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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men Leung 

3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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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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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ly 

3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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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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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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hony Fung 

3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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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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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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k Tsz Yan 

3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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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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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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gatina tse 

3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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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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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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kak 

3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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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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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u Che Ho 

3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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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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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w Lok Man 

3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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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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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selm Lam 

3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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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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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phael 

3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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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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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na 

3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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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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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 

3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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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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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 yan 

3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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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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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z Kiu Rachel 

3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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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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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 Kai Chung 

3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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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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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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g Cheung 

3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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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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4/2018 14:01 

To:  ▇▇▇ to: tfls@devb.gov.hktfls 

 
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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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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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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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特區政府勇謀兼備，處理新界存積已久的土地規劃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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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Lam Wai Man 

3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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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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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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 Wong 

3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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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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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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g ka wai 

3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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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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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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ang Ka Wai 

3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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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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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g ng 

3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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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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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mond Liu 

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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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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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ie tang 

3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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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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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nes Wong 

3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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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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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mond Chiu 

3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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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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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y Kan 

3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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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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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et yick 

3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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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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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ily Lam 

3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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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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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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Ying Ying 

3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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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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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chun wai 

3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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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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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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3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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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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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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 sang 

3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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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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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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u Wai Yi 

3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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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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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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 wing wong 

3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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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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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 Wong 

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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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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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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 Suk Ling 

3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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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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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 

3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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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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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in leung 

3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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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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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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ze Yan 

3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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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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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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kwai ling 

3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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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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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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g nag mei 

3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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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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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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y Lau 

3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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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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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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HOI CHUN 

3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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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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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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泳梅 

3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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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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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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en Pui Chun 

3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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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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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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ne 

3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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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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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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yan tang 

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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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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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美美 

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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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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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yan Tse 

3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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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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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 Ki 

3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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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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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Ka Lam 

3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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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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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kie 

3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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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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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sy Lau 

3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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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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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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eph Chu 

3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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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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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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Hiu Fung 

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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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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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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ta Tang 

3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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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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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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n Yip 

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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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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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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 Lam 

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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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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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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u Yuk Shan 

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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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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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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Sum Yi 

3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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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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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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uis Tang 

3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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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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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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So Chun 

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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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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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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Tsz Wan 

3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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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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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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neth 

3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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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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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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ung Nga ki 

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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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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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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yuen wing 

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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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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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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phael Rong 

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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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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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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ylee 

3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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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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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 Wing Yee 

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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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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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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u Wai Man 

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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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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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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vyn Lam 

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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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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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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 Ming Choi 

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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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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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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ryl Sing 

3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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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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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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kie 

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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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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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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Ting Ting 

3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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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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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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妙盈 

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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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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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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lau Tau 

3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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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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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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by Chong 

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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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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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e 

3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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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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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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ie Wong 

3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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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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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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SHEK HUNG 

3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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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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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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Antonio 

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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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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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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 Kck 

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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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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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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ee 

3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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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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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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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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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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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 Hip Wo 

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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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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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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Ching Yee Angel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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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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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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Yam Ming 

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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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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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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a 

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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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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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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ok Yee Tak 

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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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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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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ly Yeunh 

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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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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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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Ping Hung 

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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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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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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rry Ho 

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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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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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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ton Li 

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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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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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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lly 

3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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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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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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w regina 

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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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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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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son Ma 

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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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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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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ka yuen 

3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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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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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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Mei Yung 

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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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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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i connie 

3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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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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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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lokman 

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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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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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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ebe 

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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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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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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ia Liu 

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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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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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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Hoi Shan 

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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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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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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un Ho 

3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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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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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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hanie 

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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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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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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ly Fu 

3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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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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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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cy Tam 

3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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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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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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n Lam 

3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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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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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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g 

3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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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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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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ra 

3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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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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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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llie Lam 

3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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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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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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g Sum Leung 

3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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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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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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Tsz Tung 

3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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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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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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k 

3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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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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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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randa 

3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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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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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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w Siu Ying 

3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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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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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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洛楓 

3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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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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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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onica Chan 

3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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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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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e Ying Ying 

3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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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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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y Lau 

3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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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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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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ok Siu Kit 

3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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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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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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3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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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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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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Ching Wan 

3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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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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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rothy 

3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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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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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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vin Soo 

3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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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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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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o chow 

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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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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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ry Leung 

3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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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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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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ma chan 

3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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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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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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mi 

3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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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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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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wis Fok 

3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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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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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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雅茹 

3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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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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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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Lok Yin 

3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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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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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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man Chow 

3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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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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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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Chun sing 

3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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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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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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vin Chan 

3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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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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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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Yin 

3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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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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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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Ngok Chiu 

3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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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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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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G YUI HING 

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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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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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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f choi 

3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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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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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ang Yat Pao 

3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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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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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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uisa So 

3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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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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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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ole tin 

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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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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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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Chin Ying 

3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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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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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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i Chan 

3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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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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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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a 

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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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 to: tfls@devb.gov.hk 29/04/2018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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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4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