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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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nadette    S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4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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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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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

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Bernadette So謹啟 

4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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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Kim f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4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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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發展棕地

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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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

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 安好！ 

 
 

Ma Kim fung謹啟 

4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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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Suk Y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4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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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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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希望土地供

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謝謝！ 

 
 

Wu Suk Yee謹啟 

4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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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國樑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4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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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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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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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

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何國樑謹啟 

4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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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vonne    kw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4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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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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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

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Yvonne kwan謹啟 

4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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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th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4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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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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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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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生活愉快！ 

 
 

Darth Chan謹啟 

4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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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n Chun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4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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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有助釋

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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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

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謝謝！ 

 
 

Poon Chun Ho謹啟 

43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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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i Kin Kw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4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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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

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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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希望土地供

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Lai Kin Kwok謹啟 

4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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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浩江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4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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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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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

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連浩江謹啟 

4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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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ifer    L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4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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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

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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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

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萬分感

謝！ 

 
 

Jennifer Lai謹啟 

4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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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 Sin Y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4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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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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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

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Lau Sin Yee謹啟 

4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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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ng Kwan Ye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4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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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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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

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Leung Kwan Yee謹啟 

4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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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wingy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4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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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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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

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Liuwingyi謹啟 

4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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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4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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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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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

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謝謝！ 

 
 

KM Leung謹啟 

4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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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淦真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4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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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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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

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黃淦真謹啟 

43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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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4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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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

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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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台安！ 

 
 

Ivy謹啟 

4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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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u Ho Ch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4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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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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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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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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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生活愉快！ 

 

 
Yau Ho Chung謹啟 

4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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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Tai 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4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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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提升香

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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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

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CHAN Tai man謹啟 

4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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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    Y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4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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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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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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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

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台安！ 

 
 

TY Yung謹啟 

4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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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ene    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4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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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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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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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

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Serene Ng謹啟 

4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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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san    Y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4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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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釋放現有的

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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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地

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萬分

感謝！ 

 
 

Susan Yeung謹啟 

4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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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Yuk t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4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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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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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供組回

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生活愉

快！ 

 
 

Lau Yuk ting謹啟 

4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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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iam    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4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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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

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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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敬祝安好！ 

 
 

William Au謹啟 

4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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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gg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3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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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提升香

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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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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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台安！ 

 
 

Peggy謹啟 

4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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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Cho Y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3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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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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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

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Lau Cho Yan謹啟 

4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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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    Belind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3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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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粉嶺高

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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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

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Cheng Belinda謹啟 

4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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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3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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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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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懇請土地供應

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敬祝安好！ 

 

 
Cheng謹啟 

4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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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Lai P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3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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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可

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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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供組回

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台安！ 

 
 

Lau Lai Ping謹啟 

4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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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 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3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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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發展棕

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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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

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萬分感謝！ 

 
 

Jo Ng謹啟 

4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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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wai m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3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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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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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

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lee wai ming謹啟 

4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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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ok Chun Heung Jessi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3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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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應

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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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

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謝謝！ 

 
 

Kwok Chun Heung Jessie謹啟 

43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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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ong Yuen Kw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3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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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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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供組回

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謝謝！ 

 
 

Kwong Yuen Kwan謹啟 

43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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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tte    Kw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3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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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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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

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萬分感

謝！ 

 
 

Evette Kwok謹啟 

4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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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ian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3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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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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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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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

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感謝！ 

 
 

Vivian Chan謹啟 

43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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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wingkw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3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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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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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

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Leung wingkwan謹啟 

4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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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ce Eagle L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3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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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

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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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

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Alice Eagle Lee謹啟 

4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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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Flor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3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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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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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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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

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Chan Flora謹啟 

4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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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3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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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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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謝謝！ 

 
 

Kim謹啟 

4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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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ry    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3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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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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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

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台安！ 

 
 

Henry ng謹啟 

4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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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 Ho Wing Paul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3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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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

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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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 安好！ 

 

 
TAI Ho Wing Paul謹啟 

4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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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Timg Mu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3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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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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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Lee Timg Mun謹啟 

4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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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i yin La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3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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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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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

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pui yin Law謹啟 

4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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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ggi    Li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3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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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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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

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Peggi Liu謹啟 

4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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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wing 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3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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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應

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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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懇

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國泰民安！ 

 
 

LEUNG wing man謹啟 

4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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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ny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3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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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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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希望土

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Jenny chan謹啟 

4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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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rge    Tse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3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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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

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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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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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敬祝安好！ 

 
 

George Tsea謹啟 

4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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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    L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3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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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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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

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Chi Li謹啟 

4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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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ie    Chi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3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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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有助釋

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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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

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謝謝！ 

 
 

Elsie Chik謹啟 

4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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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3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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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

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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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Eda謹啟 

4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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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y    cho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3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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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

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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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

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謝謝！ 

 
 

Roy chou謹啟 

4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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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vin    Ch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2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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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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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

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謝謝！ 

 
 

Edvin Chu謹啟 

4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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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dy    Cc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2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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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

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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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

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敬祝安好！ 

 
 

Sandy Cc謹啟 

4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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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Shuk 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2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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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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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黃

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Lam Shuk Han謹啟 

43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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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2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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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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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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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

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ada謹啟 

4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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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ny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2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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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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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感謝！ 

 
 

Jenny wong謹啟 

4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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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a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2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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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提升香

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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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

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敬祝安好！ 

 
 

Maria Lam謹啟 

4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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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Pui K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2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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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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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黃遠輝先生為

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台安！ 

 
 

Ho Pui Ki謹啟 

43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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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Anni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2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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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可以

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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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

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謝謝！ 

 
 

Or Annie謹啟 

4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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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2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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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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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期望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謝謝！ 

 
 

Nat Lam謹啟 

4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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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2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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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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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懇請土地供

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謝謝！ 

 
 

Ks Leung謹啟 

4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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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2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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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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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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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

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敬祝安好！ 

 
 

May Wong謹啟 

43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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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d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2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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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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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希望土地供

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

愉快！ 

 
 

Panda謹啟 

43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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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ew    Shu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2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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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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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

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Andrew Shum謹啟 

43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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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Kent Kai Na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2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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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釋放現有的

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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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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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台安！ 

 
 

Leung Kent Kai Nam謹啟 

43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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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ily    Ch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2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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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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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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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Emily Cheung謹啟 

43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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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Kai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2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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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

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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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生活愉快！ 

 
 

Lo Kai Ho謹啟 

43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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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ai Lo Y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2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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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

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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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

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台安！ 

 
 

Ngai Lo Ying謹啟 

43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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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y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2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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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應

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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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懇

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國泰民安！ 

 
 

Ivy Wong謹啟 

43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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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ce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2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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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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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衷心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

祝 國泰民安！ 

 
 

Joyce Wong謹啟 

43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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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ok Ting F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2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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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

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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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

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謝謝！ 

 
 

Kwok Ting Fong謹啟 

43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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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s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2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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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

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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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Kelsy謹啟 

4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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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o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2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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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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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

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敬祝安好！ 

 
 

Poon謹啟 

43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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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ir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2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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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

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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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Claire謹啟 

43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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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Y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2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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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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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

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 安好！ 

 
 

Eric Yung謹啟 

43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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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n Nga T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2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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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有

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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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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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感謝！ 

 
 

Pun Nga Ting謹啟 

43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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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cy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2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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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

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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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

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台安！ 

 
 

Wincy wong謹啟 

43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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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K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1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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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發展棕

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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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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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heung KW謹啟 

43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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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ry    l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1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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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發展棕

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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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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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安好！ 

 

 
Terry li謹啟 

43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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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wai y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1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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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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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懇請

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台安！ 

 
 

Ho wai yee謹啟 

43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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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y    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1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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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粉嶺高

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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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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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感謝！ 

 

 
anny ng謹啟 

43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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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kak lu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1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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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

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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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

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 安好！ 

 
 

Wong kak lun謹啟 

43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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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HOI S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1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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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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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

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NG HOI SIN謹啟 

43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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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1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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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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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懇請土

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謝謝！ 

 
 

Cheung謹啟 

43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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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ol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1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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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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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

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敬祝安好！ 

 
 

Carol Leung謹啟 

43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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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紹勇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1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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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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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

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呂紹勇謹啟 

43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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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m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1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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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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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懇請土

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生活愉快！ 

 
 

jenmok謹啟 

43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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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a    L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1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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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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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

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Tina Lok謹啟 

43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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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Chun L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1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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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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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希望

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

泰民安！ 

 
 

Wong Chun Lung謹啟 

43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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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1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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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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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謝謝！ 

 
 

間謹啟 

43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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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y L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1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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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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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懇請

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萬分

感謝！ 

 
 

Elly Li謹啟 

43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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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Chol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1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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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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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

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Ho Chole謹啟 

43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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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el    Ko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1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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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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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

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Noel Koo謹啟 

43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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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ak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1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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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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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

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敬祝安好！ 

 
 

Chan aki謹啟 

43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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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k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0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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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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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

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Yuki謹啟 

43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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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    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0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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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可

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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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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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台安！ 

 
 

Eva Ng謹啟 

43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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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oi Ming Yu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0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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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可

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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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黃遠輝先生為

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 安好！ 

 
 

Tsoi Ming Yuk謹啟 

43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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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g    K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0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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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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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

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Fung KY謹啟 

43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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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0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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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

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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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

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Law謹啟 

43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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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ang Kwai l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0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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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有助釋

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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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

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Tsang Kwai ling謹啟 

43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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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0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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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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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黃遠輝先

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Cheung謹啟 

4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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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Hok Su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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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

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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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

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han Hok Sum謹啟 

4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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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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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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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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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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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國泰民安！ 

 
 

Chris Wong謹啟 

4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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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C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0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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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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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衷心希望土地供

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台安！ 

 
 

WC Wong謹啟 

4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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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herine    Tso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7:0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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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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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謝謝！ 

 
 

Katherine Tsoi謹啟 

43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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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y    T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0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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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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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

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Tracy Tong謹啟 

4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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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ce    L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0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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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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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Joyce Lee謹啟 

43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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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na    L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7:0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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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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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

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Fonna Lai謹啟 

43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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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ey    Cho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6:5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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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有助釋

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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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

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 安好！ 

 
 

Koey Choy謹啟 

4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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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wing k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6:5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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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

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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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

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wong wing kai謹啟 

4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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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sie    L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6:5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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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應

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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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懇請土

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謝謝！ 

 
 

Jessie Lee謹啟 

4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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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ce    L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6:5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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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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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

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謝謝！ 

 
 

Joyce Li謹啟 

4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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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hlie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6:5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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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

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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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

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Ashlie Wong謹啟 

4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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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紀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6:5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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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

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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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 安好！ 

 
 

小紀謹啟 

4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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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i    Cw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6:5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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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

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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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希望

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

活愉快！ 

 
 

Jacki Cwy謹啟 

4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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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 Chun L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6:5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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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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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

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 安好！ 

 
 

Ka Chun Lai謹啟 

43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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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sy    L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6:5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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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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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

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Pansy Lai謹啟 

4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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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her    Wo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6:5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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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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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

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Esther Woo謹啟 

4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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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e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6:4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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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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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

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Joe Ho謹啟 

4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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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by    Ch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6:4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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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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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懇請土

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 安

好！ 

 
 

Toby Cheung謹啟 

4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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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    L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6:4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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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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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

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謝謝！ 

 
 

Mary Lai謹啟 

4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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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6:4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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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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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Ray謹啟 

4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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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6:4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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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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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供組如實向

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 安好！ 

 
 

To謹啟 

43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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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 Wong's suggestions on Land Supply - Country Parks should never be  
an option for development 

 
 

 

From: ▇▇▇ To: tfls@devb.gov.hk 

 
For the HKSAR Government's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12/09/2018 06:40 

 

I feel very strongly that Hong Kong should not develop its country parks 

and am hereby submitting my feedback for the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s 

public engagement as follows: 

 

- The government should absolutely prioritise the development of 
brownfield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re is more than sufficient land 

from brownfields to meet Hong Kong’s housing needs; 

 

- Country parks and their peripheries, as well as land reclamation should 
never be an option for development(whether short-term, mid-term, long-term 

or conceptual). Other areas of natural resources (such as farmland) should 

also be approached with extreme caution because these options will cause 

irreversible harm to Hong Kong's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 I earnestly request the SAR government to take a bold step forward and 
finally resolve Hong Kong’s enduring and unjust land-planning problem. 

 

I kindly request the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to convey my views to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responsible, so that Hong Kong can pursue a land 

development model that is sustainable, has integrity and will benefit 

everyone. 

 

Sincerely yours, 

Joe Wong 

4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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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    H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6:3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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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釋放現有的

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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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

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Louis Hau謹啟 

4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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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n    Che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6:3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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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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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供組回

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感謝！ 

 
 

Dawn Chen謹啟 

4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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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ng Yuk Y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6:3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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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可以

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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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

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Leung Yuk Ying謹啟 

4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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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ona    S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6:3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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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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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

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Fiona So謹啟 

4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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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leen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6:3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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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有助釋

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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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

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感謝！ 

 
 

Kathleen Ho謹啟 

4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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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l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6:2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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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

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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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

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Emily謹啟 

4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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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yuen y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6:2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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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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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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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黃遠輝先生為

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so yuen yee謹啟 

4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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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o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6:2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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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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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

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Sharon謹啟 

4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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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6:2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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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

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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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感謝！ 

 
 

Loo謹啟 

43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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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ki    L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6:1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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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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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 安好！ 

 
 

Yoki Lui謹啟 

4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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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Kit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6:1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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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有助釋

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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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

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Chan Kit謹啟 

4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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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yin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6:1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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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有助釋

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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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懇請土

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國泰民安！ 

 
 

Kinyin Chan謹啟 

43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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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明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6:1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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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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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供組回

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願 閣下

生活愉快！ 

 
 

李家明謹啟 

4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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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6:0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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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發展棕

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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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

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謝謝！ 

 
 

Ho謹啟 

4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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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l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6:0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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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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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

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萬分感謝！ 

 
 

Lily謹啟 

4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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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z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6:0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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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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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希望土地供

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Liz Leung謹啟 

4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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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Ng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5:5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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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有責

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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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

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john Ngan謹啟 

4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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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 Foon K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5:5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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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

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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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

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謝謝！ 

 
 

Law Foon Kam謹啟 

4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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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Cheuk L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5:5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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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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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

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台安！ 

 
 

Chan Cheuk Ling謹啟 

4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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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man w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5:2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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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粉嶺高

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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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

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感謝！ 

 
 

Wong man wa謹啟 

4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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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炳森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5:1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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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發展棕

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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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本

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謝謝！ 

 
 

鄭炳森謹啟 

4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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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Ngo T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5:1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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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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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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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

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謝謝！ 

 
 

Chan Ngo Ting謹啟 

4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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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nn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5:0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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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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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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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國泰民安！ 

 
 

Evanna謹啟 

43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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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ok Sheung Na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5:0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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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有責

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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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

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 安好！ 

 
 

Kwok Sheung Nang 謹啟 

4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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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tso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4:5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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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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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

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謝謝！ 

 
 

bentsoi謹啟 

4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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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y    k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4:4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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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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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地

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Amy kam謹啟 

43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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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YAU HO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4:4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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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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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 安好！ 

 
 

WONG YAU HOI謹啟 

4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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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gie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4:3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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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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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黃遠輝先生

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

安！ 

 
 

Aggie Wong謹啟 

4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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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en    Yi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4:2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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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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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感謝！ 

 
 

Karen Yiu謹啟 

4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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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mmy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4:2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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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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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

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Yammy謹啟 

43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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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hen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4:2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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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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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

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感謝！ 

 
 

Stephen Chan謹啟 

43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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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A    Mo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4:0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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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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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感謝！ 

 
 

ADDA Mon謹啟 

43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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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san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4:0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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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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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 安好！ 

 

 
Lusan Ho謹啟 

43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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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大業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3:5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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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提升香

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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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懇請土地供

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台安！ 

 
 

黃大業謹啟 

4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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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ui siu h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3:4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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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粉嶺高

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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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

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 安好！ 

 
 

Tsui siu hong謹啟 

43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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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ry    Kw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3:4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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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有助釋

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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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

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Henry Kwok謹啟 

43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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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 sai tat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3:4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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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

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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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土地供應小

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 安好！ 

 

 
Law sai tat謹啟 

43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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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il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3:3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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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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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地

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April謹啟 

43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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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FF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3:3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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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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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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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萬分感謝！ 

 
 

JEFF CHAN謹啟 

43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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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rence    P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3:3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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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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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

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Florence Pang謹啟 

43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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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so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3:2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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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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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

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謝謝！ 

 
 

Manson謹啟 

43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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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sum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3:2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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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提升香

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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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Setsumi謹啟 

43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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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me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3:2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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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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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

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感謝！ 

 
 

Carmen謹啟 

43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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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w Kin Sh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3:2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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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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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

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 安好！ 

 
 

Chow Kin Shing謹啟 

43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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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in    F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3:2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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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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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衷心希

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感謝！ 

 
 

Justin Fung謹啟 

43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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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sa    Poo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3:1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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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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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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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Alisa Poon謹啟 

43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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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uise    Che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3: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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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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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 安好！ 

 
 

Louise Cheng謹啟 

43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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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ma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3:0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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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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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地

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Lawmay謹啟 

43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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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ey    F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3:0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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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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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

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Boey Fong謹啟 

4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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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Ka 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2:5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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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粉嶺高

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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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

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Lee Ka Man謹啟 

4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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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ia    L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2:5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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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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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

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Sonia Lee謹啟 

43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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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NG KONG CH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2:5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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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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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感謝！ 

 
 

CHUNG KONG CHI謹啟 

43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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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toria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2:5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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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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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

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謝謝！ 

 
 

Victoria Chan謹啟 

43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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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nice    cho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2:5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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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可

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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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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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 安好！ 

 
 

eunice chow謹啟 

43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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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    Lo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2:5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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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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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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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生活愉快！ 

 

 
Tim Low謹啟 

43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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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dy    Ch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2:5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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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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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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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andy Chong謹啟 

43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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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goe    Che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2:4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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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

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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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

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敬祝安好！ 

 
 

Mangoe Cheng謹啟 

43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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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mi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2:4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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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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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本人期

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謝謝！ 

 
 

Yumi Chan謹啟 

43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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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mi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2:4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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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

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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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

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Yumi Chan謹啟 

43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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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ac    Ch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2:3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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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

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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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

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Isaac Cheung謹啟 

43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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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2:3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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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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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

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敬祝安好！ 

 
 

ng謹啟 

43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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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eph Ch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2:3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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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釋放現有的

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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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地

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 安

好！ 

 
 

Joseph Cheung謹啟 

43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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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emar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2:3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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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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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

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Rosemary謹啟 

43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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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g    M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2:3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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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有助釋

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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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供組如實向

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

快！ 

 
 

Wing Mok謹啟 

43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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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i Hei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2:3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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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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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Pui Hei Ho謹啟 

43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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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    Cho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2:3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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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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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黃遠輝先

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Yo Choi謹啟 

43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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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y    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2:3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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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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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

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 安好！ 

 
 

Macy Au謹啟 

43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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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eYuenLam     Phyllis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2:2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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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粉嶺高

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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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TseYuenLam Phyllis 謹啟 

43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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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in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2:2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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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粉嶺高

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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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

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謝謝！ 

 
 

Elaine謹啟 

43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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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I Ling Suet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2:2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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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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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

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謝謝！ 

 
 

HUI Ling Suet謹啟 

43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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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rdo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2:2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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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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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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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安好！ 

 

 
Gordon謹啟 

43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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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Chin H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2:2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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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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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

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Ip Chin Hang謹啟 

43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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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2:2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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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

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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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供組如實向

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Yan Chan謹啟 

43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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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ie    H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2:2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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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公

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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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Jackie Hui謹啟 

43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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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    CHE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2:2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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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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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敬祝安好！ 

 

 
JEFF CHENG謹啟 

43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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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 Sin M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2:1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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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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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供組如實向

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Ho Sin Ming謹啟 

43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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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ng Yu K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2:1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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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有助釋

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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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Pong Yu Ka謹啟 

4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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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ek    L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2:1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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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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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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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Derek Lau謹啟 

43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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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 Pik h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2:0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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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

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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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

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感謝！ 

 
 

Lam Pik hung謹啟 

43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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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m Ka Ki Michael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2:0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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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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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衷心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萬

分感謝！ 

 
 

Tam Ka Ki Michael謹啟 

43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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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威傑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2: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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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有

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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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梁威傑謹啟 

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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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g Tak K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2: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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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

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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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

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感謝！ 

 
 

Fung Tak Ka謹啟 

4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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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    Ng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2: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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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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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

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Brian Ngan謹啟 

43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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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ng chi y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2:0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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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可以

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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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

讓市民安居樂業。 敬祝安好！ 

 
 

Leung chi yung謹啟 

43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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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y    F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2:0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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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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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

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感謝！ 

 
 

Mily Fam謹啟 

43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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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is    Chu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5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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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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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地

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謝謝！ 

 
 

Iris Chun謹啟 

43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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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s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5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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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可

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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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

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Wis謹啟 

4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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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敏儀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5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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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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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梁敏儀謹啟 

4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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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Hiu Y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5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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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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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

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敬祝安好！ 

 
 

Cheung Hiu Ying 謹啟 

4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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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紫晴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5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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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

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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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李紫晴謹啟 

4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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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ger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5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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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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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

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Tiger lam謹啟 

43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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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KI    CHE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5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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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公

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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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

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RUKI CHENG謹啟 

4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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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    X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4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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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發展棕

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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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 安好！ 

 
 

PAN XIN謹啟 

4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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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Wai 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4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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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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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Wong Wai Man謹啟 

43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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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ea    Lo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4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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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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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希望

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

下生活愉快！ 

 
 

Medea Low謹啟 

43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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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na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4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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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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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Christina chan謹啟 

43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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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hony    T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4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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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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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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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

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感謝！ 

 
 

Anthony Tung謹啟 

4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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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    y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4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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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

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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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

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謝謝！ 

 
 

chris yeung謹啟 

43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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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ry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4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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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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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

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Henry Wong謹啟 

43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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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ice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4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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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

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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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

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台安！ 

 
 

Janice Wong謹啟 

4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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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king yung ke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4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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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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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敬祝安好！ 

 
 

WONG king yung ken 謹啟 

43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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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ia    L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4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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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有助釋

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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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

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Celia L謹啟 

43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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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Kwok Luk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4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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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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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懇請土

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heng Kwok Luk謹啟 

43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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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heiy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3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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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

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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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謝謝！ 

 
 

auheiyan謹啟 

4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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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u    Kw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3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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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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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懇請

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台安！ 

 
 

Yiu Kwan謹啟 

4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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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3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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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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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謝謝！ 

 
 

David Ng謹啟 

4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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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 Cheuk 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3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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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公

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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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國泰民安！ 

 
 

Tam Cheuk Man謹啟 

43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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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 Po Y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3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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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可

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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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

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heng Po Yi謹啟 

4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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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    cho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3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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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同

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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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

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ray choi謹啟 

43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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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3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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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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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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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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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感謝！ 

 

 
will謹啟 

43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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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Siu T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3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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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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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Au Siu Tong謹啟 

43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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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La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3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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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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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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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Stephen Law謹啟 

43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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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g    Y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3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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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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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

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謝謝！ 

 
 

Wing Yee謹啟 

43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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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3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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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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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

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A謹啟 

43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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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e Ching Cheung's suggestions on Land Supply - Country Parks should  
never be an option for development 

 
 

 

From: ▇▇▇ To: tfls@devb.gov.hk 

 
For the HKSAR Government's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12/09/2018 01:32 

 

I feel very strongly that Hong Kong should not develop its country parks 

and am hereby submitting my feedback for the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s 

public engagement as follows: 

 

- The government should absolutely prioritise the development of 
brownfield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re is more than sufficient land 

from brownfields to meet Hong Kong’s housing needs; 

 

- Country parks and their peripheries, as well as land reclamation should 
never be an option for development(whether short-term, mid-term, long-term 

or conceptual). Other areas of natural resources (such as farmland) should 

also be approached with extreme caution because these options will cause 

irreversible harm to Hong Kong's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 I earnestly request the SAR government to take a bold step forward and 
finally resolve Hong Kong’s enduring and unjust land-planning problem. 

 

I kindly request the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to convey my views to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responsible, so that Hong Kong can pursue a land 

development model that is sustainable, has integrity and will benefit 

everyone. 

 

Sincerely yours, 

Sze Ching Cheung 

4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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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Nga Yung Tiffany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3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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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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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希望土地供

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 安好！ 

 
 

Wong Nga Yung Tiffany謹啟 

4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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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 Chi L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3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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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

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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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地

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 安

好！ 

 
 

Tam Chi Lok謹啟 

4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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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2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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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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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

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Lai謹啟 

4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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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sic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2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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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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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

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Jessica謹啟 

4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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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en    W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2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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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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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萬分

感謝！ 

 
 

Karen Wu謹啟 

4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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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2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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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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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

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敬祝安好！ 

 
 

Amy謹啟 

4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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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2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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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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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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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

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Joe謹啟 

4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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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ac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2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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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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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

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Issac謹啟 

4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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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Chun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2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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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有助釋

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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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

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國泰民安！ 

 
 

Man Chun Ho謹啟 

4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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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i Kwan Y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2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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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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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懇請土

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國泰民安！ 

 
 

Lai Kwan Yu謹啟 

43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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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F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2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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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

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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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

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May Fung謹啟 

4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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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    Shet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2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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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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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

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國泰民安！ 

 
 

May Sheto謹啟 

4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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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e Man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2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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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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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

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敬祝安好！ 

 
 

Tse Man Ho謹啟 

4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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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2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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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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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

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生活愉快！ 

 

 
Jane謹啟 

4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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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 Tsz W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2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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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

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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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

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謝謝！ 

 
 

Mak Tsz Wai謹啟 

43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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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ry    L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2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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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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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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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希望

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

泰民安！ 

 
 

Terry Li謹啟 

4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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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 Hang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2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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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

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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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Chi Hang Chan謹啟 

43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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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u y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1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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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可以

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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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希望土地供

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Siu yu謹啟 

43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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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c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1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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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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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

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感謝！ 

 
 

eric謹啟 

4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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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Cho Fa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1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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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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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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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

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感謝！ 

 
 

Cheung Cho Fai 謹啟 

4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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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i tsz y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1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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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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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

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台安！ 

 
 

Lei tsz yin謹啟 

43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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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1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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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發展棕

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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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

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Ka謹啟 

43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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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浩維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1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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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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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麥浩維謹啟 

43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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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1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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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釋放現有的

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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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

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Ben Chan謹啟 

43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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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Tsz l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1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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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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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

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Lee Tsz lok謹啟 

43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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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u Sau Me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1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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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公

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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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敬祝安好！ 

 
 

Wu Sau Mei謹啟 

4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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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gi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1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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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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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

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Maggie謹啟 

43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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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t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1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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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

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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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供組回

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萬分感謝！ 

 
 

Kent Wong謹啟 

43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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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1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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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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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

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han謹啟 

43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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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 LAI M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1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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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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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謝謝！ 

 
 

LAM LAI MING謹啟 

43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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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Shun H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1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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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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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Wong Shun Hang謹啟 

43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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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us    L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1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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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

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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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

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謝謝！ 

 
 

Renus Lui謹啟 

43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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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ien    L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1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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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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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Vivien Lee謹啟 

43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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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HOI S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1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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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同

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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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

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WU HOI SHAN謹啟 

43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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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CHIU NG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1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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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

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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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

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感謝！ 

 
 

WONG CHIU NGA謹啟 

43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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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1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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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公

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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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

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 安好！ 

 
 

Steve謹啟 

43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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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 wing y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1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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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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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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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

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tong wing yee謹啟 

43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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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    Yip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1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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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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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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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Ken Yip謹啟 

4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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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ce    J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1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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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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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

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Alice Ju謹啟 

43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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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dy    L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1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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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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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

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indy Lee謹啟 

43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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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ung Ching M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1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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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可

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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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

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 安好！ 

 
 

Cheung Ching Man 謹啟 

43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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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ie    Si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0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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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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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

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Winnie Siu謹啟 

43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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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Wing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0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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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可

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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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

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Law Wing Ho謹啟 

43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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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ung cho fai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0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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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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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

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 安好！ 

 
 

Cheung cho fai 謹啟 

43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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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Yuen w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0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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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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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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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懇

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萬分感

謝！ 

 
 

Wong Yuen wai謹啟 

43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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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k    Y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0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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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

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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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

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謝謝！ 

 
 

Frank Yau謹啟 

43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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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k Hei Ki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0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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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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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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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Luk Hei Kiu謹啟 

43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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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y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0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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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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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

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謝謝！ 

 
 

Ivy chan謹啟 

4378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heng Ching m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0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發展棕

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

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萬分感謝！ 

 
 

Cheng Ching man謹啟 

4378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arol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0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

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Carol謹啟 

4378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Eric    La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0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

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Eric Law謹啟 

4378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athleen    Yip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0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有責

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
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祝 安好！ 

 

 
Cathleen Yip謹啟 

4379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Vick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0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

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感謝！ 

 
 

Vicky謹啟 

4379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Zienla    Man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

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Zienla Mann謹啟 

4379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Ho Chi K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有助釋

放土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

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Ho Chi Keung謹啟 

4379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Janus    Wo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0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有助釋

放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Janus Woo謹啟 

4379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Wong Kin Su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0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有

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

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Wong Kin Sum謹啟 

4379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Starry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0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懇請土地供

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敬祝安好！ 

 
 

Starry lam謹啟 

4379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Thomas    H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1:0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Thomas Hong謹啟 

4379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Ip Sze H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1:0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可

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

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感謝！ 

 
 

Ip Sze Hang謹啟 

4379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綿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5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黃

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綿謹啟 

4379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Lee Kim P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5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Lee Kim Po謹啟 

4380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Timothy    Che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5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

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謝謝！ 

 
 

Timothy Cheng謹啟 

4380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Iv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5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

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Ivy謹啟 

4380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Ng Kwok Ke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5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釋放現有的

土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感謝！ 

 

 
Ng Kwok Kei謹啟 

4380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Franco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5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

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Franco Lam謹啟 

4380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Horace    Y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5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

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

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萬分感謝！ 

 
 

Horace Yeung謹啟 

4380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Wong Chuck Kwu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5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

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Wong Chuck Kwun謹啟 

4380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Fungyingy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5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有助釋

放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黃遠輝先生

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

活愉快！ 

 
 

Fungyingyui謹啟 

4380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h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5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

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台安！ 

 
 

Chu謹啟 

4380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Kiko    L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5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懇請土地供

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生活

愉快！ 

 
 

Kiko Lee謹啟 

4380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Tiff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5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
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

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Tiff謹啟 

4381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So yuen fe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5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

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 安好！ 

 
 

So yuen fei謹啟 

4381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Inez    W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5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

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生活愉快！ 

 

 
Inez Wu謹啟 

4381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Martin    Ma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5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供組回

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 安好！ 

 
 

Martin Mak謹啟 

4381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G L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5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G Li謹啟 

4381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Meimei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5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大自然。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

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謝謝！ 

 
 

Meimei Leung謹啟 

4381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Tsang Hing yip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4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

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敬祝安

好！ 

 
 

Tsang Hing yip謹啟 

4381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Yu Hok Chun Ry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4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

的使用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黃遠輝先生

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

安！ 

 
 

Yu Hok Chun Ryan謹啟 

4381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Agnes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4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可

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懇請土地供應

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Agnes謹啟 

4381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rystal    T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4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

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台安！ 

 
 

Crystal Tong謹啟 

4381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Kare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4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

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

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謝謝！ 

 
 

Karen謹啟 

4382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Ma Wing Ch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4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Ma Wing Cheung謹啟 

4382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Hi Hun 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4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

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Hi Hun Man謹啟 

4382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Kong Tsz Li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4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

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Kong Tsz Lik謹啟 

4382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kam chung 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4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衷心希望土地供

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台安！ 

 
 

kam chung wong謹啟 

4382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Davia    Kw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4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有責

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

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Davia Kwok謹啟 

4382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edif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4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同

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黃

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edif謹啟 

4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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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Lok y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4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

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Wong Lok yung謹啟 

43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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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4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粉嶺高

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期望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敬祝安好！ 

 
 

Ysm謹啟 

4382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Au Yat H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4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

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

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Au Yat Hin謹啟 

4382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TANG SIN Y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4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謝謝！ 

 

 
TANG SIN YING謹啟 

4383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TSOI KWAN W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4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

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

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TSOI KWAN WING謹啟 

4383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Lai wing f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4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釋放現有的

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期望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台安！ 

 
 

Lai wing fung謹啟 

4383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Tsang Hin Ch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4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大自然。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

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 安好！ 

 
 

Tsang Hin Chung謹啟 

4383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Lui Ching Hok Miles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4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

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Lui Ching Hok Miles 謹啟 

4383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Dora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4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有

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

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 安好！ 

 
 

Dora Wong謹啟 

4383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Vivian    L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4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大自然。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

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Vivian Lo謹啟 

4383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Joycean    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4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

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感謝！ 

 
 

Joycean Ng謹啟 

4383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Olivia    Y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4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

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敬祝安好！ 

 
 

Olivia Yong謹啟 

4383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heung kong yi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4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衷心希望土地供

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敬祝安好！ 

 
 

cheung kong yiu 謹啟 

4383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Edward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4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發展棕

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國泰民安！ 

 
 

Edward Wong謹啟 

4384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hristin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4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懇

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敬

祝安好！ 

 
 

Christina謹啟 

4384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V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4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

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V Chan謹啟 

4384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Daisy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4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

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謝謝！ 

 
 

Daisy Leung謹啟 

4384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andy    Y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4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可以

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懇請土地供應

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國泰民安！ 

 

 
Candy Yau謹啟 

4384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Wong Kin L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4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

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Wong Kin Long謹啟 

4384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he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4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

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heng謹啟 

4384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LAM YIM N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3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

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LAM YIM NA謹啟 

4384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V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3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

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敬祝安好！ 

 
 

V wong謹啟 

4384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heng Yu K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3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粉嶺高

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

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Cheng Yu Kwong謹啟 

4384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黎卓賢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3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黎卓賢謹啟 

4385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Anna    Pu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3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發展棕

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地供

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國

泰民安！ 

 
 

Anna Pun謹啟 

4385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Wan Ka 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3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

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Wan Ka man謹啟 

4385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3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發展棕地

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萬

分感謝！ 

 
 

Wong謹啟 

4385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吳偉麒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3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

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希望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 安好！ 

 
 

吳偉麒謹啟 

43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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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w Tat S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3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

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Chow Tat Sung謹啟 

43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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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ki    ch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3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

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Suki chung謹啟 

4385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Leung Nga K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3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

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Leung Nga Ki謹啟 

4385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harli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3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應

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

珍貴的自然環境。 敬祝安好！ 

 
 

Charlie謹啟 

4385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Mon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3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希望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 安好！ 

 
 

Mona謹啟 

4385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Tse Chun P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3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
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Tse Chun Pong謹啟 

4386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Livia    H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3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大自然。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

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Livia Hui謹啟 

4386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Judy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3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

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感謝！ 

 
 

Judy Lam謹啟 

4386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K    P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3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提升香

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謝謝！ 

 
 

K Pang謹啟 

4386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eric    kw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3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有責

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黃遠輝先生

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

快！ 

 
 

eric kwok謹啟 

4386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Jimmy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3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

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Jimmy Lam謹啟 

4386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Er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3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懇請

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萬

分感謝！ 

 
 

Erin謹啟 

4386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Ivy    Y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3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粉嶺高

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 安好！ 

 
 

Ivy Yung謹啟 

4386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Alan    cho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3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Alan chow謹啟 

4386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fu wai ho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2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

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 安好！ 

 
 

fu wai hon謹啟 

4386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Peggy    Tso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2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有

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懇

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感

謝！ 

 
 

Peggy Tsoi謹啟 

43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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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u Q Nic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2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可

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
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萬分感謝！ 

 

 
Siu Q Nic謹啟 

4387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Leung Chun Kit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2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應

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
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Leung Chun Kit謹啟 

43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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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nthi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2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可

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黃

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謝謝！ 

 
 

Cynthia謹啟 

43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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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Siu Lu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2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萬分感謝！ 

 
 

Chan Siu Lun謹啟 

43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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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2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大自然。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

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生活愉快！ 

 

 
Tracy謹啟 

4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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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    La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2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Andy Law謹啟 

43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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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nes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2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同

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

野公園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Agnes Ho謹啟 

43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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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Kai W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2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發展棕地

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

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Lin Kai Wing謹啟 

43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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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 CHI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2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應

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LAU CHI HO謹啟 

43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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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Tsz Ch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2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

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Lo Tsz Ching謹啟 

43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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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    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2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

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感謝！ 

 
 

Sam Ng謹啟 

43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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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Yip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2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粉嶺高

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希望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謝謝！ 

 
 

April Yip謹啟 

43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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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ia    p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2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地供

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萬分感

謝！ 

 
 

Gloria pang謹啟 

43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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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scill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2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
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衷心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Priscilla謹啟 

43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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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ina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2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

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土

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

祝 國泰民安！ 

 
 

Karina Chan謹啟 

43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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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2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懇請土地

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萬分感

謝！ 

 
 

LI謹啟 

4388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Melvin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2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

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感謝！ 

 
 

Melvin Wong謹啟 

4388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何家亮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2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同

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

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何家亮謹啟 

4388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Karen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2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懇請土地

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敬祝安

好！ 

 
 

Karen Wong謹啟 

4388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patrick chea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2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

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patrick cheang謹啟 

4389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Fanny    Y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2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大自然。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Fanny Yeung謹啟 

4389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ham Chi T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2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

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懇

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

祝 國泰民安！ 

 
 

Cham Chi Ting謹啟 

4389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Ho on y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2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大自然。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

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感謝！ 

 
 

Ho on ying謹啟 

4389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Tiffany    Ts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2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

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國泰民安！ 

 
 

Tiffany Tsui謹啟 

4389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Ryan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2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應

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地供

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生

活愉快！ 

 
 

Ryan chan謹啟 

4389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Elaine    Ts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1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
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Elaine Tseung謹啟 

4389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F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1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Fong謹啟 

4389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hautszyat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1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Chautszyat謹啟 

4389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Elijah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1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

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

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感謝！ 

 
 

Elijah Wong謹啟 

4389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LAI Ka Y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1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黃

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台安！ 

 
 

LAI Ka Ying謹啟 

4390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heung    sin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1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

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台安！ 

 
 

Cheung sinn謹啟 

4390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Anda    t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1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懇請土地

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萬分感

謝！ 

 
 

Anda tang謹啟 

4390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Stephanie    Che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1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供組如實向

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Stephanie Cheng謹啟 

4390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Kwok Ching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1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論是作為中長期選項的兩個試點，或作為概念性 
選項），亦不應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嶼都會，對於發展農地也須謹慎處 
理，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

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敬祝安好！ 

 
 

Kwok Ching Ho謹啟 

4390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Denny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1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應

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

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敬祝安好！ 

 
 

Denny Wong謹啟 

4390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Michelle    Chi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1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黃遠輝先生為

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 安好！ 

 
 

Michelle Chiang謹啟 

4390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Phoebe    L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1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

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Phoebe Lok謹啟 

4390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heng Hoi He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1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大自然。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

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國泰民安！ 

 
 

Cheng Hoi Hei謹啟 

4390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李澤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1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

的使用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

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李澤謹啟 

4390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Maggie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1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台安！ 

 
 

Maggie lam謹啟 

4391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han sai k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1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

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萬分感謝！ 

 
 

Chan sai kai謹啟 

4391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Nicole    Ch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1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

土地的使用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生活愉快！ 

 
 

Nicole Ching謹啟 

4391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Daria    Che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1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舉有助改

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

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Daria Cheng謹啟 

4391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Paula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1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
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

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Paula Lam謹啟 

4391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Lw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1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希望土地供

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感謝！ 

 
 

Lww謹啟 

4391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hoi King W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1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必須優先使用棕地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 嶺
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謝

謝！ 

 
 

Choi King Wing謹啟 

4391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Lai    HT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0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政府應

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Lai HT謹啟 

4391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Lai Ka Y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0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釋放現有的

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懇請土地供應

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謝謝！ 

 

 
Lai Ka Ying謹啟 

4391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Yeung Tsz Y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0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

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
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Yeung Tsz Yan謹啟 

4391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Lee Choi 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0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大自然。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讓香港能真正 
落實可持續和以人與生態為本的發展規劃。 

順祝 台安！ 

 

 
Lee Choi In謹啟 

43920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Winni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0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大自然。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台安！ 

 
 

Winnie謹啟 

43921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Tam ka ng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

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期望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台安！ 

 
 

Tam ka ngai謹啟 

43922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Rachel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0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可以

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
尊重大自然。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

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Rachel Lam謹啟 

43923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Michael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0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發展棕

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黃遠輝先生

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Michael Chan謹啟 

43924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ooni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0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粉嶺高

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黃

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Coonie謹啟 

43925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Charlotte    L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0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同

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政府不應發展郊野公園兩個試點作為中長期選項，不應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 點，
亦不應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

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Charlotte Lau謹啟 

43926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Stella    Yi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0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將有助釋

放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

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 安好！ 

 
 

Stella Yiu謹啟 

43927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Tobias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0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
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

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敬祝安好！ 

 
 

Tobias Leung謹啟 

43928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Jessic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0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

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

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Jessica謹啟 

43929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Mark Subject Restricted Expand personal&public groups 

 

Kimmy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0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謝謝！ 

 
 

Kimmy Wong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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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ung yim t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0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

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 安好！ 

 
 

Cheung yim ting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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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g Kit Y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0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 
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大自然。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

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Fung Kit Ying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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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is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2/09/2018 00:0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若能善用，相信可以應付急切的房屋需求，為香港提供土 
地資源。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應小心處理農地等其他天然資源，因為我們 
要尊重大自然。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

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謝謝！ 

 
 

Kennis Wong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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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0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因 
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這是因為自然環境對市民亦十分重要，而政府可選擇其他土地供應選項（棕地，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等）。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感謝！ 

 
 

Ian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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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夢坊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2/09/2018 00:0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 經
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懇請

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

祝 台安！ 

 
 

發夢坊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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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No: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階段所收集的電話來電意見紀錄

1. 意見接收時間：2018 年 9 月 13 日  上/下午 2  時 50  分 (來電)

2. 姓名：  (代表團體(如適用)： ) 

3. 聯絡方式(選填)
電話：

電郵：

其他：

4. 意見：

a. 填海造地可能導致海水倒灌，建議發展局與天文台合作研究填海對颱風下

海水倒灌情況的影響。來電人亦曾在公眾論壇上發表反對填海造地的意見， 
對填海的影響感到非常擔憂，強烈希望政府在填海問題上三思。

b. 建議收購舊樓和未發展的地 (例如官地) 用來拍賣

c. 不太介意發展郊野公園邊陲

來電者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The caller requested anony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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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 schools, and introduces and organises sailing for the handicapped adults and children.

The club organises harbour weekly harbour sailing throughout the year, which is not only appreciated by the 
crew, around 40% of which are non members, but also by the HK Tourist board. The club also organizes 
international regattas and world championships for different classes of boat, that not only raise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Hong Kong, but also bring in hundreds of visiting participants each year, all of whom 
spend money in Hong Kong.

The sailing, rowing, and training provided by the RHKYC is either provided free, or heavily subsidized by the 
club, using revenue earned from F&B mainly at Kellett Island, and membership monthly fees. Although not at 
the same level as the Jockey Club, the club uses any surplus to the benefit of Hong Kong through its sailing and 
training.

The club I believe holds three leases. Shelter Cove and Middle Island are both relatively small areas of land and 
are totally unsuitable for mass housing. Kellett Island is similar, and if the lease were cancelled not only would 
Hong Kong lose its sail training and competitive sailing, it would also lose a significant historic building that 
adds to the waterfront of Hong Kong.   

The RHKYC provides an essential service to Hong Kong in sail training and competitive sailing, at a very low 
cost. If the club is required to pay an increased rent for their leases, then this can only increase the cost of the 
services that the club to the general public. 

I therefore strongly oppose the cancelling of any of the RHKYC leases, or charging anything other than a 
nominal rent for such leases

Yours Sincerely

Nicholas Burns 
Architect, HKIA, RIBA, AP, MCIA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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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rve HK Golf Club
13/09/2018 17:01

From: y

To: tfls@devb.gov.hk

The HK Golf Club should be entirely preserved. 
This is one of the oldest golf club in the world with a lot of old trees and ancient graves. 
The club has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golf in HK. 
It has also hosted international tournaments for decades. 
This heritage site would be lost if reclaimed for housing. 
There are many better alternatives than destroying this precious gem. 

Sent from Yahoo Mail for iPhone

4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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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members and on the sailing side alone, approximately 40% of weekly class 
racing competitors are non-members.  In addition, we, like many Class Associations, 
reach out to the larger community, including for example, local university students, to 
recruit new sailors and introduce them to the sport of sailing.
This is a testament to the value that the Club provides to the larger community of 
Hong Kong. 
The Club, as you know, enjoys a private recreational lease - which is essential to its 
activities.  I strongly oppose terminating the private recreational lease.  Termination 
of the Club leases would not address landfall shortage in any significant way 
(especially given the Club's very small footprint) and it would severely damage 
recreational boating and sailing in Hong Kong and destroy the city's longstanding 
maritime heritage.  A better option to address landfall shortage would be to 
undertake brownfields reclamation.   
I also strongly oppose increasing the rent due under the private recreational lease.  
Any increases in rent would be passed on to members and make the Club 
significantly more expensive. As a result, the Club would be LESS accessible to 
larger community, which would undermine the goal of the Club and the HK 
Government to make the sport of sailing more accessible.    
I cannot stress enough the value that the Club brings to Hong Kong.  I feel it would 
be an egregious mistake to terminate or increase the rent under the Club's private 
recreational leases - and one that the Government - and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ould regret. 
Many thanks for your consideration in this important matter. 
Best, 
Scotia Ryer

Scotia R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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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method takes into account the social costs and benefits. We should deal with 
the option selection step-by-step starting with the scientific aspect, then move into 
the political aspect.  

6. Short Term Land Supply

a. Increase the density of selected New Developing Areas (NDAs).

b. Speed up development in NDAs like NT Northeast, Kai Tak, Hung Shui Kiu
and Yuen Long South. Enforce land resumption power of the government when
needed.

c. Better Use of  the estimated 1,000 hectares of undeveloped NT Land held by
private “owners”: 

(i) We agree, in principle, the Chief Executive’s idea of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 in the speedy construction of public housing. In 
fact, Land Watch proposed similar idea under the name of  “Carrot and 
Stick Policy” in its  Annual Land Conference in 2016 and reiterated in 
2017. However, we must emphasize that the PPP approach should not 
diminish Government’s determination in the use of its land resumption 
power in case of negotiation break-down with the private “owner”. 

(ii) Moreover, the PPP approach must rein in with two policy control levers.  
First, the PPP participation will be capped at around 200 to 300 
hectares (to be determined).  Through a bidding process, private land 
“owners” who provide the most attractive package to the Government 
will be selected.  Social infrastructures will be built by the Government to 
the selected area, and current planning processes should not be bypassed.  
Second, not less than seventy percent (70%) of new residential land 
derived, through all sources, from the selected area, will be used to build 
Subsidized Affordable Housing. 

(iii) The success of the PPP approach depends on how strong the Government 
would keep the PPP cap.  It must be kept tight for a reasonably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those who failed in the PPP bid will remain in the 
current undeveloped status for a long time. 

(iv) The Cost Benefit Analysis (CBA) methodology may also be used in the 
selection of the PPP proposals submitted by the private “owners”. 

d. Fanling Golf Course :

We support to use the golf course to build public housing. We consider that the
proposal by the Task Force which is based upon government’s findings is too
conservative. We suggest that 1/3 to 2/3 of the golf course should be reverted to
government upon lease expiration retention of one 18 holes course for the
members to continue to play needs about 1/3 of the land. We estimate that for the
release of around 100 hectares of land, the site can provide housing for some
200,000 population but well planning is needed for such a scale of development
and target population to be refined at detailed planning stage.



3 

7. Medium and Long Term Land supply

a. Brownfield Sites:

We consider that the use of brown field sites should be given some priority.
We estimate that with sufficient compensation incentive and appropriate
relocation policy we should be able to release 60% to 70 of the some 1300
hactres brown field sites within 15 years. But careful implementation is needed
to avoid those undesirable operations to spread to other green lands and repeat
the same mistakes.

b. Military Sites:

We disagreed with the Task Force that we should not consider this option.
There are so many vacant military quarters around Hong Kong. In addition, with
better air flight management, the government can lift the height restriction in
many areas near Shek Kong. HK Government should bring this matter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seek their approval so that vacant military sites could be
better use for the benefit of Hong Kong.

c. Reclamation:

We do not object to reclamation in principle. We will support reclamation on
the conditions: firstly, at least 70% of the housing land from reclamation
should go to public housing; and secondly, environmental mitigation and
compensation (creation of more marine parks) measur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order to minimize the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We will assess it on a “case-by-case” basis. We understand tha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re very reluctant to commit to a land use plan for reclamation at
early stages. We suggest that Chief Executive to give a Policy Statement on her
commitment to a major portion of the housing land from reclamation to be
dedicated for public housing.

d. Country Park Land:

It is proposed that government should have a clear public policy that the total
area of Country Park will not be reduced but instead will be gradually
increased. On this condition, if the government uses some fringe or low quality
Country Park land for public housing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mpensate with good quality Country Park land.

e. Kwai Chung Container Port:

We are in support of relocation of the Kwai Chung Container Port and other
related facilities around Rambler Channel and Southern Tsing Yi Island. This
may have the potential to release up to 500 hectare of land. One possible site is
reclamation near HZM Bridge which provides good access to transport and can
enhance the use of the bridge. The area is most likely to be outside Hong Kong
boundary and negotiation with China authority is needed.

Land Watch 
Sept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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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林鄭月娥特首妳好 

有關“特區政府增加土地擴建房屋計劃 ” 

本人建議將新界大量農地可以提供給政府以最快的時間興建大量房屋。

現時新界粉嶺，元朗，石崗,上水一帶有大量田地由原居民以短期租約給一些公司用作

存放貨櫃，修車及倉庫等用途，我曾向大部分原居民地主了解，其大部分地主都是以

短期租約把空置田地租出，很多田主由於常年生活在國外無法管理之下。 

我建議政府可以將這些大量田地向田主以長期租約或收購方式來處理。在處理這些問

題時特區政府可以委託新界鄉議局連絡各村地主協助進行。

第二建議在吐露港填海，可以用特區政府市花圖案建做一個人工島作為興建高級住宅。 

第三在尖沙咀與中環海底之間建造一個海底商場及行人專用區通道，連接香港及九龍，

此舉可以增加香港在國際上知名城市更可吸引遊客來港旅遊。  

第四有關運輸系統，可將地鉄網路由現時元朗至上水各地，形成一條全香港九龍新界

巡環線。 

 以上乃是我個人淺建請考慮。如須要本人提供更多資料，本人可以回港共商。 祝工

作順利  

祖國富強  

來信人⁄機構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The sender requested anony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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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 對 馬 料 水 填 海 ” 的 修 訂 動 議

背 景

土 地 供 應 專 責 小 組 於 去 年 提 出「 維 港 以 外 近 岸 填 海 」方 案，對 於 沙 田

馬 料 水 填 海 之 選 址 方 案 ， 我 們 謹 此 提 出 動 議 。

首 先， 2 0 1 7年 沙 田 區 人 口 為 6 7 7  6 0 0人 (佔 全 港 人 口 的 9 . 3 % )，是 人 口 最

多 的 行 政 區，即 使 不 增 加 人 口，區 內 配 套 亦 未 能 滿 足 到 人 口 需 求。另

外，區 內 交 通 擠 塞，以 大 埔 公 路 沙 田 段 為 例，該 路 段 交 通 流 量 與 日 俱

增，繁 忙 時 段 更 出 現 車 龍。而 各 隧 道 繁 忙 時 段 均 大 排 車 龍，沙 田 區 、

大 埔 及 北 區 的 市 民 深 受 困 擾，如 獅 子 山 隧 道 和 大 老 山 隧 道 現 時 在 平 日

上 午 繁 忙 時 段 的 交 通 需 求 已 超 過 各 自 設 立 的 容 車 量，導 致 車 龍 綿 延 。

其 次，近 年 區 內 有 不 少 屋 苑 落 成 後 卻 發 現 生 活 設 施 嚴 重 不 足，嚴 重 缺

乏 交 通 配 套，問 題 至 今 一 直 未 有 解 決，而 沙 田 區 未 來 數 年 將 會 有 大 小

型 屋 苑 相 繼 落 成，區 內 人 口 將 會 繼 續 增 加，政 府 對 社 區 配 套 追 不 上 人

口 增 長 的 情 況 視 而 不 見 ， 一 直 冷 處 理 ， 市 民 對 此 深 感 憤 慨 。

最 後，對 於 沙 田 馬 料 水 填 海 方 案 之 建 議，規 模 高 達 6 0公 頃，連 同 沙 田

污 水 處 理 廠 搬 遷 後 所 騰 出 的 2 8公 頃 土 地，計 劃 容 納 超 過 三 萬 人，導 致

不 少 居 民 擔 心 區 內 人 口 大 增 會 令 社 區 配 套 更 為 緊 絀，以 及 增 加 車 流 量 ，

將 會 加 劇 本 區 的 交 通 擠 塞 的 情 況 。

動 議

沙 田 區 議 會 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鑒 於 政 府 未 有 改 善 沙 田 區 內 的 交 通 配

套 及 民 生 設 施，一 直 缺 乏 詳 細 而 長 久 解 決 現 時 和 未 來 的 規 劃 藍 圖。因

此 本 會 反 對 政 府 於 馬 料 水 進 行 填 海 工 程，並 按 有 關 規 劃 提 交 完 整 交 通

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 以 免 區 內 民 生 問 題 繼 續 惡 化 。

同 時 ， 本 會 促 請 政 府 重 新 審 視 香 港 土 地 資 源 的 運 用 。

動 議 人 :葉 榮  
和 議 人 :丁 仕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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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 10, 2018 

Dear Sir/Madam, 

My name is Danny Au and I am writing here to express my view on “Private Recreational Leases”. 

First of all, I have to confess that I am a member of a private club – The Royal Hong Kong Yacht Club, 
and have been a member for almost 10 years. The reason of joining the Club at that time was mainly 
my own interest in the water sports that the Club offers. It ended up that I was unfit for water sports 
but my 3 kids showed enormous interest in one of the activities the Club organized, namely sailing. 
They started from elementary to advance level sailing courses year after year and this year 
participating in races the Club organized.  

The skill my kids learned from the training courses for sure is unique, but I see the networking and 
community in this organization more valuable than anything. I have seen enough juvenile issues 
from smoking, foul language to even crime, however, I have total confidence that the people my kids 
meet there are honest and would not be a bad example for them. As at now, my elder daughter is in 
HKU studying medicine and her sister just finished first year in LSE. My son is a high school senior 
this year, and looking at hotel management in college. I am not trying to boast anything but that the 
community and culture they experienced here lead them to a positive value and a goal to work on. 

It is not just my kids that benefitted from it. Friends and relatives, both local and abroad,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sports and training courses the Club organized, though not everyone end up keen 
in it but at least the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try and decide whether this is the right sport for them. 
Without this platform, I am not sure they would have the chance at all. 

One thing I also want to point out is that, though the Yacht Club is a private club, it is a non-profit 
making organization and certainly not exclusive to the rich. All of the Club’s training programmes are 
open to the public and in fact many non-members also go sailing, rowing and paddling every week 
(latest statistics show around 40% of weekend sailors are non-members). Also anyone can join the 
Club as long as they have a genuine interest in the sport thus proving that the Club is a genuine 
sports club that does its utmost to support and nurture the development of its core sports. As such, 
charging a premium on the land will increase running cost and end up in the bill to these athletes. 

All in all, I agree we do have an issue in land. However, the land that can be released from private 
clubs is really insignificant, and I urge we look at other options, such as reclamation, that will give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Thanks for your time. 

Yours faithfully 

Danny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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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眾多配套公共設施等），約相等於香港一半的財政儲備、約6條「高鐵」(844億
計)、約4條港珠澳大橋等大白象工程的興建費用。可以興建120間設300張病床的天水
圍醫院（造價39億）、56萬間公屋單位：〔公屋單位平均建築成本(2018/19年度) 
$837,500計〕、買104年東江水 :〔2016年買東江水成本44.92億〕。錢從何來？最後都
係要重施故技 - 賣地，香港人又要變成地奴與樓奴，世代為地產商而生存，為大白象
工程找數。

假需求、填海造過千公頃土地為了誰？

填海造人工島，動軏需要20年時間，對於要解決水深火熱的住屋問題，根本是遠水救
近火的問題。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稱估計將來人口達920萬人，因此需要額外的1,200公
頃土地。然而，根據政府統計處基線人口推算的結果，居港人口將由 2016 年年中的 
734 萬增加至 2043 年 年中 822 萬的頂峰，然後回落至 2066 年年中的 772 萬。[1]換言
之，即使到2043年的頂峰期的822萬人，土供組就估多了100萬人，而至2066年人口回
落至772萬人，那麼東大嶼都會預計可住的100萬人口從那裡來呢？

香港房屋問題源於土地分配不均

香港的確有土地問題，但並非土地不足，而是土地分配不均。在提出土地大辯論的過
程，無論政府、土供組、團結香港基金等等，都貓哭老鼠地忽然善心，關心基層住屋
問題，以悲情作為搶地填海的藉口。眾所周知，香港的土地問題是分配不公，而非供
應不足。是傾斜於大地產商的利益、將土地房屋商品化、大量熱錢流入、樓房變成內
地走資的避難所等政策使然。根據2017年6月21日立法會十五題：公營房屋的供應[2]
，2017/18至2026/2027年度十年期的房屋供應目標為46萬個單位，公私營房屋60比40，
但從新發展區公私營房屋土地佔用的比例分析，情況洽洽相反，公私營房屋佔地是
40比60。縱使特首林鄭月娥在2018年7月1日表示公私營房屋比例由60比40調整為70比
30「不是不可能」[3]但若佔地比例不改，基層只會越住越逼，可見，土地供應的問
題，分配不均是源頭之一。

香港地 唔少地

若發展下述1/4土地，已達土供組覓地1,200公頃之目標，為何還要大規模填海呢？

我們認為「土地不是無限 房屋不是商品」，解決基層市民的住屋需要是重要的，但
基層市民亦已清楚表達不應採取掠奪他人或其他物種的生存空間來滿足自己的住屋需
要。



我們認為政府應以尊重生態公義的可持續發展原則，落實「先棕後綠藍」的土地開發
策略，同時政府應訂立以公營主導的房屋政策，停止推行置業主導的房屋商品化的政
策，將土地分配符合公義原則。

我們反對填海 不要東大嶼都會，因為：

1. 「填海造地」對自然環境及海洋生態做成不可逆轉的破壞，違反「可持續發
展」的原則；

2. 「東大嶼都會」填海加基建的成本要接近5千億，世代找數，還未計沉重的環境
成本的代價；

3. 落實「先棕後綠藍」的原則。優先發展棕地、收回特權用地(如粉嶺高爾夫球
場、軍營用地)、短租及閒置官地、運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地產商囤積的農地重
新規劃等。

[1]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6/21/P2017062100507.htm

[2] 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71710FA2017XXXXB0100.pdf

[3]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205517/%
E6%9E%97%E9%84%AD%E6%93%AC%E6%94%B9%E5%85%AC%E7%A7%81%E6%
88%BF%E5%B1%8B%E6%AF%94%E4%BE%8B%E7%82%BA%E4%B8%83%E6%AF
%94%E4%B8%89-%E6%88%BF%E5%A7%94%E9%97%9C%E6%B3%A8%E6%96%B0
%E5%A2%9E%E5%96%AE%E4%BD%8D%E5%87%BA%E5%94%AE%E6%88%96%E
5%87%BA%E7%A7%9F%E4%BD%94%E5%A4%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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