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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Wai Kuen Winni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9:0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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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有責

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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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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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好！ 

Ng Wai Kuen Winnie 謹啟 

4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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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Cheuk Y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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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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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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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Cheuk Ying謹啟 

4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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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2018 09:0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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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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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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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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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by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5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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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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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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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by Leung謹啟 

4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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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ky    Yi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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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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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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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ky Yim謹啟 

4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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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ice    Ch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5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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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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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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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Janice Cheung謹啟 

4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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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mond    L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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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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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安

好！ 

Raymond Lee謹啟 

4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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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碧茵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5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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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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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

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 安好！ 

梁碧茵謹啟 

4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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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an Man W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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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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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an Man Wai謹啟 

45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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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e    yi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4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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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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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

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 安好！ 

Zoe yim謹啟 

4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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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詠兒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4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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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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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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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國泰民安！ 

許詠兒謹啟 

4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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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4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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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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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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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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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tor Lam謹啟 

4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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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ng hei t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4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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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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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感謝！ 

tsang hei tung謹啟 

4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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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ny    Yip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4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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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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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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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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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hony Yip謹啟 

4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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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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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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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謹啟 

4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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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ey    L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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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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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ey Li謹啟 

4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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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    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3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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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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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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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 Au謹啟 

4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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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Y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3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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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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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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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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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Yung謹啟 

4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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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celyn    F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3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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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

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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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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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安好！ 

Jocelyn Fung謹啟 

45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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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ung Chun Ch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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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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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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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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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ung Chun Chan 謹啟 

4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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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gie    F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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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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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gie Fong謹啟 

4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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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ffan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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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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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

感謝！ 

Tiffany謹啟 

4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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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ny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3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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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ny Chan謹啟 

4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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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da    L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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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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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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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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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Linda Lui謹啟 

4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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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ell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3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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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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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elle謹啟 

4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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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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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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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 Ho謹啟 

4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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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k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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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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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感謝！

Suki謹啟 

4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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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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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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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w謹啟 

45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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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se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3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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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

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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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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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se Lam謹啟 

45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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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    y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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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 yeung謹啟 

4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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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iv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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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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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生活愉快！ 

 

 
Godiva謹啟 

4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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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s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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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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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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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s謹啟 

45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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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婉娥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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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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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衷心希望土地

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

安！ 

方婉娥謹啟 

4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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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2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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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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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au謹啟 

45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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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yo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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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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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yon謹啟 

4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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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my Au Y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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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

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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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

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謝謝！ 

Sammy Au Yeung謹啟 

4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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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Kilo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2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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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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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供組如實向

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Ng Kilo謹啟 

4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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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ce    K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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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須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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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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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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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Joyce Keung謹啟 

4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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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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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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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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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Yu謹啟 

45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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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enL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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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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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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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enLo謹啟 

4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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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rsten    Y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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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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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rsten Yung謹啟 

4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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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isti    Y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2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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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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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感謝！ 

Kristi Yu謹啟 

45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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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德明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1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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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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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

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台安！ 

 
 

李德明謹啟 

4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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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So F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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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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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安好！ 

Wong So Fong謹啟 

45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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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itlyn    K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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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生活愉快！ 

 
 

Kaitlyn Kan謹啟 

45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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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ra    H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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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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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

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Mira Hui謹啟 

45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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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Ka 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1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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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Ka Man謹啟 

4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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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issa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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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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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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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issa Wong謹啟 

4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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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 Tze F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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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

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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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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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 安好！ 

Kan Tze Fai謹啟 

4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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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 yuet wah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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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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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heng yuet wah謹啟 

4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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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1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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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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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敬

祝安好！ 

 
 

Lisa謹啟 

4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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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ie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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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謝謝！ 

Connie chan謹啟 

4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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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 weng s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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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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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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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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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 weng san謹啟 

4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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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ie    Ch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1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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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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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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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ie Cheung謹啟 

4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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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rey Sil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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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2018 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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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rey Silang 

4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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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i hon y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1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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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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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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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i hon ying謹啟 

4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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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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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粉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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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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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i謹啟 

45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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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sonla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1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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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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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生活愉快！ 

simsonlaw謹啟 

4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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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dice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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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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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民安！ 

 
 

Candice wong謹啟 

4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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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rr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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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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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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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rry謹啟 

4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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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en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1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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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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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

安好！ 

Karen chan謹啟 

45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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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Tong W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1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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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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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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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Tong Wu謹啟 

45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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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    L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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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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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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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感謝！ 

Jack Lai謹啟 

45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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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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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須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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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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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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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n謹啟 

45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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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us    h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1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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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Marcus hui謹啟 

45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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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Ka Man Roy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1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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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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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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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安好！ 

 

 
Chan Ka Man Roy謹啟 

45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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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yne    T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0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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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

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台安！ 

Wayne Tai謹啟 

45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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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men    L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0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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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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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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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

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 安好！ 

Carmen Lau謹啟 

45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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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i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0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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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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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ie謹啟 

45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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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sica    Ch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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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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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Jessica Chau謹啟 

4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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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Yi l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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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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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Yi ling謹啟 

45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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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2018 08: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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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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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y謹啟 

45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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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k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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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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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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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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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k Chan謹啟 

45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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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PUI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8: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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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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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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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PUI LAM謹啟 

45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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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dd    l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8: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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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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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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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dd lee謹啟 

45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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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u wai h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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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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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Siu wai hang謹啟 

45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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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neth    Ch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5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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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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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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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neth Chu謹啟 

45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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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mun k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5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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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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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

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Ho mun ka謹啟 

45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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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ok mei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5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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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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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供組如實向

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Kwok mei lam謹啟 

45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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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gen    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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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提升香港

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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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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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gen Man謹啟 

4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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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vonn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5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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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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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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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vonne謹啟 

45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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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hu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5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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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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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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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hua謹啟 

45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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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by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5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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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by chan謹啟 

45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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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i Yee 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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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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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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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i Yee man謹啟 

45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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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que    Si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5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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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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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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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que Siu謹啟 

45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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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sica    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5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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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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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愉快！ 

 
 

Jessica Ng謹啟 

45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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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Nok Yiu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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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

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生活愉快！ 

Cheung Nok Yiu 謹啟 

45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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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ey    L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5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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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安！ 

Joey Lee謹啟 

45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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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Kam Chue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5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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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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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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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謝！ 

 
 

Au Kam Chuen謹啟 

45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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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2018 07:5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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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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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地供

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生

活愉快！ 

Ho謹啟 

45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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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lvia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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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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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lvia Chan謹啟 

45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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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    Ch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5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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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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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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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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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 Cheung謹啟 

45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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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5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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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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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ui謹啟 

45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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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ista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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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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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愉快！ 

Krista Wong謹啟 

45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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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y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5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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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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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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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y CHAN謹啟 

45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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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uisa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5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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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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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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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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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uisa lam謹啟 

45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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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    Ts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5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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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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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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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 Tsang謹啟 

45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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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Moneyc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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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粉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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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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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eyc謹啟 

45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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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ka    F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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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

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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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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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ka Fung謹啟 

45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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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Chi h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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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Chi hang謹啟 

4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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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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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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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謹啟 

4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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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4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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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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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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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 Chan謹啟 

4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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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g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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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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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o謹啟 

4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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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Warsha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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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2018 0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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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rge Warshaw 

4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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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vender    T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4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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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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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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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vender Tam謹啟 

4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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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Moo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4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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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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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Moon謹啟 

4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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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ta    K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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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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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ta Ko謹啟 

4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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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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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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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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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m謹啟 

4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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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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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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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

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Ella謹啟 

4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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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e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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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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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

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Zoe Lam謹啟 

4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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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nathan    H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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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須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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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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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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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nathan Hung謹啟 

4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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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chau p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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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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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chau ping謹啟 

4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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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Darre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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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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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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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民

安！ 

 
 

Lee Darren謹啟 

4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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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et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3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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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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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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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et謹啟 

4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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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啟昌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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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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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安！ 

 
 

張啟昌謹啟 

4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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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 ying kw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3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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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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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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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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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g ying kwan謹啟 

4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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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tip Kidh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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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2018 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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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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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engagement as follows: 

- The government should absolutely prioritise the development of

brownfield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re is more than sufficient land

from brownfields to meet Hong Kong’s housing needs;

- Country parks and their peripheries, as well as land reclamation should

never be an option for development(whether short-term, mid-term, long-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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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so be approached with extreme caution because these options will 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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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earnestly request the SAR government to take a bold step forward and

finally resolve Hong Kong’s enduring and unjust land-planning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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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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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elopment model that is sustainable, has integrity and will benefit 

everyone. 

Sincerely yours, 

Usatip Kidhen 

4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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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mil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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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
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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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wong mily謹啟 

4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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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ung suet l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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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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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

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Cheung suet ling 謹啟 

4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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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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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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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

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謝謝！ 

 
 

Grace謹啟 

4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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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her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3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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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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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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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

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

願 閣下生活愉快！ 

Esther謹啟 

4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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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思敏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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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思敏謹啟 

4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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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Mu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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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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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

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 安好！ 

Lee Mun謹啟 

4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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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kin yip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3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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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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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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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kin yip謹啟 

4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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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y Au Y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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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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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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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y Au Yeung謹啟 

4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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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Ming Y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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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須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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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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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

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 安好！ 

Chan Ming Yan謹啟 

4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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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e Kin W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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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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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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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

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Yue Kin Wai謹啟 

4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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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3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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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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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

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國泰民安！ 

 
 

Chan謹啟 

4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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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ra    M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3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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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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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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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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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ra Mok謹啟 

4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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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lden    Ch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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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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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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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lden Cheung謹啟 

4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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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g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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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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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g chan謹啟 

4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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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 Ka L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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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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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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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Chu Ka Lai謹啟 

4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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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Ch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3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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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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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

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P Cheung謹啟 

4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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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yllis    Yue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3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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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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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Phyllis Yuen謹啟 

4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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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so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3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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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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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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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son謹啟 

4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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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Ka P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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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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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Wong Ka Po謹啟 

4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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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g    m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2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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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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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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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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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g ma謹啟 

4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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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ni    t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2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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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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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 安好！ 

 
 

Vani tam謹啟 

4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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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vin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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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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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vin Leung謹啟 

4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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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bel    H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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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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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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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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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bel Hau謹啟 

4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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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Man Y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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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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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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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Man Ying 謹啟 

4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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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H    F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1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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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

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敬祝安好！ 

YH Fung謹啟 

4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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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c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1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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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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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

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謝謝！ 

 
 

Erica謹啟 

4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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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1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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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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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

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萬分感謝！ 

May Leung謹啟 

4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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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K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1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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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可以

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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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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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安好！ 

MK LEUNG謹啟 

4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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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    M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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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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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 Ma謹啟 

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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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iki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1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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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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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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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

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謝謝！ 

Eliki Wong謹啟 

4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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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YIU K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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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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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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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

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HAN YIU KONG謹啟 

4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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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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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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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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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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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NDY謹啟 

45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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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on    L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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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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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

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萬分感謝！ 

Sharon Lui謹啟 

4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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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r    Ch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1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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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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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

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Cher Cheung謹啟 

4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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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ria    Ts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1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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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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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ria Tsang謹啟 

4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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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ene Au y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1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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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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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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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ene Au yeung謹啟 

4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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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SZE 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1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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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安好！ 

WONG SZE MAN謹啟 

4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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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Shuk F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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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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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

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

祝 國泰民安！ 

Wong Shuk Fan謹啟 

4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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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y    Su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7:0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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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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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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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y Sun謹啟 

4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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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WAI ch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0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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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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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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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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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Wong WAI ching謹啟 

4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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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Wai Ch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0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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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有責

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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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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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Wai Chung謹啟 

4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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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0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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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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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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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謹啟 

4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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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cheuk him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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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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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cheuk him謹啟 

4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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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rley    Ch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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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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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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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rley Cheung謹啟 

4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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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Kit Yi Candy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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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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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

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敬祝安好！ 

 
 

Chan Kit Yi Candy謹啟 

4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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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Tak 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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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

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Lau Tak Man謹啟 

45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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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eLine    H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6:5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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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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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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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

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AdeLine Hui謹啟 

4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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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娣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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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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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娣謹啟 

45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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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Mei Kue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6:5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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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

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Lam Mei Kuen謹啟 

4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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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ze ngai ma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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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

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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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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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ze ngai mak謹啟 

45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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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rry    Ts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6:5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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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謝謝！ 

 
 

Cherry Tsang謹啟 

4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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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 Ying Tsz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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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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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 Ying Tsz謹啟 

4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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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Kamm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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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提升香

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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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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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Kammy謹啟 

45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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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ol Au Y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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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ol Au Yang謹啟 

45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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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ffany    Ch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6:5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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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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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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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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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安好！ 

Tiffany Cheung謹啟 

45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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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    T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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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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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 To謹啟 

45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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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ie    Ch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6:5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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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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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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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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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ie Chu謹啟 

4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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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r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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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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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台安！ 

Dora謹啟 

4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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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ie Au y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6:5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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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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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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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ie Au yeung謹啟 

4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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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y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6:5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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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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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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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生活愉快！ 

Gary Lam謹啟 

4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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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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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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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u謹啟 

4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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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ttle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6:4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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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

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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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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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ttle Leung謹啟 

45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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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gie    Cho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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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gie Chow謹啟 

4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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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rie    h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6:4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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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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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rie hui謹啟 

45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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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fan    ch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6:4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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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發展棕地

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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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感謝！ 

stefan chui謹啟 

45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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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ry    ts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6:4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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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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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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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ry tsang謹啟 

45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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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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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安好！ 

Angela謹啟 

45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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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6:4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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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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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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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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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謹啟 

45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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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pui y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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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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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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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pui yee謹啟 

4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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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kin h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6:3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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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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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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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kin hang謹啟 

45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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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her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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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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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敬祝安好！ 

Esther謹啟 

45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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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herine    F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6:3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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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

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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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懇請土地

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萬分感謝！ 

Katherine Fung謹啟 

4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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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W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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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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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黃遠輝先生

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

活愉快！ 

 
 

Lee Wing謹啟 

45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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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nice    Si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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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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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黃遠輝先生

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 安好！ 

Eunice Siu謹啟 

45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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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2018 06:3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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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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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sica謹啟 

4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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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eran    Si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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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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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地供

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願 閣

下生活愉快！ 

 
 

Kieran Siu謹啟 

45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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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e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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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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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

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Zoe leung謹啟 

45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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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di Tayl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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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2018 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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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di Taylor 

4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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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ly    H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6:2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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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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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謝謝！ 

Sally Hui謹啟 

4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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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ia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6:2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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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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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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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ia Wong謹啟 

4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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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maine    pu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6:2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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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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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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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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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maine pun謹啟 

45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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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ok wai f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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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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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

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 安好！ 

kwok wai fong謹啟 

4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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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y    Che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6:2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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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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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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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願 閣下

生活愉快！ 

Kay Cheng謹啟 

4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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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long li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6:1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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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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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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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long lin謹啟 

4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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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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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謹啟 

4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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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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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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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供組如實向

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Lok謹啟 

4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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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on    Cho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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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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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

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Amon Chow謹啟 

45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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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vin    y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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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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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vin yeung謹啟 

4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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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g    Ja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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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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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g Jay謹啟 

4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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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 yiu man kermit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6:1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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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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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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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 yiu man kermit 謹啟 

4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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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llow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6:1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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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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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llow wong謹啟 

4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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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quelin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6:1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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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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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queline謹啟 

4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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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dy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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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

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祝 安好！ 

 
 

Candy Wong謹啟 

4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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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dy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6:0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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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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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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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dy Ho謹啟 

4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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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Chung He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6:0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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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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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Tang Chung Hei謹啟 

4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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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dy    L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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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粉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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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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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謹啟 

4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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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5:5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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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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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LO謹啟 

4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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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yllis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5:5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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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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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Phyllis謹啟 

4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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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t    CH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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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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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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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t CHAI謹啟 

4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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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s Econom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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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2018 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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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eas Economou 

4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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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queline pau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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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2018 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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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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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engagement as follows: 

- The government should absolutely prioritise the development of

brownfield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re is more than sufficient land

from brownfields to meet Hong Kong’s housing needs;

- Country parks and their peripheries, as well as land reclamation should

never be an option for development(whether short-term, mid-term, long-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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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so be approached with extreme caution because these options will 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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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earnestly request the SAR government to take a bold step forward and

finally resolve Hong Kong’s enduring and unjust land-planning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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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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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elopment model that is sustainable, has integrity and will benefit 

everyone. 

Sincerely yours, 

jacqueline paul 

4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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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    ch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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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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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

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Sha chung謹啟 

4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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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    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5:4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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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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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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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

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Anna Ng謹啟 

4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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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k so s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5:4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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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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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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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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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k so shan謹啟 

45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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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quel da Costa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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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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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quel da Costa謹啟 

4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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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U PO SI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5:3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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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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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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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U PO SIM謹啟 

4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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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Chi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5:2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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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

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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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感謝！ 

Eric Chiu謹啟 

4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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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lla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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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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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

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Stella Lam謹啟 

4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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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貞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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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粉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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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謝謝！ 

李淑貞謹啟 

4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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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ung Hiu W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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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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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

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台安！ 

 
 

Cheung Hiu Wai 謹啟 

4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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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    M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5:1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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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YC Mok謹啟 

4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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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lla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5:1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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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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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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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lla Chan謹啟 

4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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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Wilso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5: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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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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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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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

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 安好！ 

Cheng Wilson謹啟 

4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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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Long Hi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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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須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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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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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

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Chan Long Him謹啟 

4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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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玲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5:0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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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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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玲謹啟 

4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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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4:5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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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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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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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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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an謹啟 

4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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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4:4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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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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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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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n chan謹啟 

4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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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yim s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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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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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民安！ 

So yim shan謹啟 

4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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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4:3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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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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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Chan謹啟 

4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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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Lai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4:3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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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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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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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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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Lai Lam謹啟 

4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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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nic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4:3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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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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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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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nice謹啟 

4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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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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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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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

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國泰民安！ 

L謹啟 

45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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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Hiu T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4:2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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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Hiu Tung謹啟 

45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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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p Lai 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4:2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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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

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敬祝安好！ 

Yip Lai Man謹啟 

45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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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Cho S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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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Cho Shan謹啟 

4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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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Olivi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4:0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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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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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感謝！ 

Chan Olivia謹啟 

4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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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ir raz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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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2018 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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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ir razon 

4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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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hony    Kw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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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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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hony Kwok謹啟 

4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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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Siu F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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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

源。 

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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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安好！ 

Lau Siu Fung謹啟 

4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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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y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3:3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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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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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Michael yeung謹啟 

4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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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jory    M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3:1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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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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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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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jory Ma謹啟 

4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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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c    T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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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c Tang謹啟 

45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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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    HiuF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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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黃遠輝先生為

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生活愉快！ 

Lau HiuFung謹啟 

4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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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uree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3:0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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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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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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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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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ureen謹啟 

4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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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e    Ts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3:0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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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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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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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e Tsang謹啟 

4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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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ml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3:0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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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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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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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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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ml謹啟 

4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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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herine kwok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3: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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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herine kwok謹啟 

4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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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rothy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3: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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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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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黃遠輝先生為

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台安！ 

Dorothy Chan謹啟 

4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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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小瑤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3: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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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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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

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順祝 台安！ 

趙小瑤謹啟 

4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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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pak chue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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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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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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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

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敬祝安好！ 

Lo pak chuen謹啟 

4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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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ald    Ch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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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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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懇請

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感

謝！ 

Donald Chung謹啟 

4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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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usiumick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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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生活愉快！ 

siusiumicky謹啟 

4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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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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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

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Ian謹啟 

4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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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oki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2:4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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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

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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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

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感謝！ 

Coookie謹啟 

4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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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ina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2:4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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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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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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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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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ina Lam謹啟 

45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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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oi yu su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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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oi yu sum謹啟 

4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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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i    Jessic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2:4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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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欠缺規劃及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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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

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hoi Jessica謹啟 

45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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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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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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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ray謹啟 

4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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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g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2:3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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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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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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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

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Wing Wong謹啟 

4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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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賢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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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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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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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謝謝！ 

李嘉賢謹啟 

45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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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Wai Y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2:2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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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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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Wai Yee謹啟 

45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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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son    T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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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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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 安好！ 

Jason Tam謹啟 

45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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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 man t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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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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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感謝！ 

sin man ting謹啟 

45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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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ffany    l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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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Tiffany lai謹啟 

4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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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les    y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2:1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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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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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

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Charles yeung謹啟 

45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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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2:1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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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

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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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懇請

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zoe謹啟 

45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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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    F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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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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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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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Sam Fok謹啟 

45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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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 Wan K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2:0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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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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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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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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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 Wan Ke謹啟 

45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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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gan    Ch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2: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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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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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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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gan Ching謹啟 

4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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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T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2:0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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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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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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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

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祝 安好！ 

Ng Tung謹啟 

4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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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nice    Ch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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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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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安好！ 

Eunice Chu謹啟 

45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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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Ho Ch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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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

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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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

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感謝！ 

Ho Ho Cheung謹啟 

45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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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dace    Li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1:5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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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

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謝謝！ 

Candace Liu謹啟 

45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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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    P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1:4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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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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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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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 Pok謹啟 

45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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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    Kw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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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粉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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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Sam Kwan謹啟 

45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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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ille    M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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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Lucille Mok謹啟 

45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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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abel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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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有責

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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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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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abel Lam謹啟 

45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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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men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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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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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有責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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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謝謝！ 

Carmen ho謹啟 

45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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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men    Y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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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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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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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men Yeung謹啟 

4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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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ylie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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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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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ylie Wong謹啟 

45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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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lvin    H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1:4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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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

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Kalvin Hui謹啟 

45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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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en Yuk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1:4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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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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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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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en Yuk Wong謹啟 

45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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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lyfaf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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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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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本人希

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願 閣

下生活愉快！ 

Carlyfafa謹啟 

45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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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yne    chuah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1:3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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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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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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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yne chuah謹啟 

45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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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yee    Kidd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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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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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Bayee Kiddman謹啟 

45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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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 pui y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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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須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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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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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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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 pui yee謹啟 

45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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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    She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1:3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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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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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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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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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Stan Shea謹啟 

45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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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 Lok Wu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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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夫球

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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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

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國泰民安！ 

Kan Lok Wun謹啟 

45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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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nny    L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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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nny L謹啟 

45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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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ix    Hkf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1:2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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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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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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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Philix Hkfg謹啟 

45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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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1:2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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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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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

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Ada Chan謹啟 

45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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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ine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1:2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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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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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

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謝謝！ 

Justine Wong謹啟 

45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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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i Chun Kit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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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i Chun Kit謹啟 

4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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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 Ho N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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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已經指出，香港的棕地及粉嶺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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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民安！ 

Lin Ho Nam謹啟 

4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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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riam    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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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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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 安好！ 

Miriam Ng謹啟 

45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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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mi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1:1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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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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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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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

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Hermileung謹啟 

45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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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i Pui W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1:1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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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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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i Pui Wai謹啟 

45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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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Ka L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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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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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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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Ka Lai謹啟 

45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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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vonn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1:1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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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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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Yvonne謹啟 

4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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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prudenc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1:1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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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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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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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敬祝安好！ 

Chan prudence謹啟 

45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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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bey Vs Mukyan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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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

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順祝 台安！ 

Abbey Vs Mukyan謹啟 

4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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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rley    M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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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有責

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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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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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rley Ma謹啟 

45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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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PIK YE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1:1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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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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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

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LEE PIK YEE謹啟 

4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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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men    l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1:0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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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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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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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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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men li謹啟 

4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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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ka mu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1:0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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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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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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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ka mun謹啟 

4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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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shukp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1:0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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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shukping謹啟 

4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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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rici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1:0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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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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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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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ricia謹啟 

4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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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an Yu Ch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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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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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黃遠輝先生為

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感謝！ 

 
 

Kwan Yu Chung謹啟 

4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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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mmy    k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1: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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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mmy ko謹啟 

4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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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Ho F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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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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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Ho Fai謹啟 

4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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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Chi Ch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1:0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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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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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

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Wong Chi Chung謹啟 

4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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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Wai lap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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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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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Wai lap謹啟 

4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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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si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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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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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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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sie謹啟 

4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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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ie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5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守護大自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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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亦不應考慮兩個 
涉及維港以外填海的中長期土地選項，農地發展亦須小心看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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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Annie謹啟 

4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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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bb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5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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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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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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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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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bby謹啟 

4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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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rian    Y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5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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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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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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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Adrian Yeung謹啟 

4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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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ly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5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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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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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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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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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ly Leung謹啟 

45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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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嘉慧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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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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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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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萬分感謝！ 

黃嘉慧謹啟 

45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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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ndy    Jon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5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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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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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ndy Jone謹啟 

4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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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Tsz Leu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5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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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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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Tsz Leung謹啟 

4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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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m    Yett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5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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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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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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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m Yette謹啟 

4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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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Ka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5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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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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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安好！ 

Cheung Ka Lam 謹啟 

45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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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herin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5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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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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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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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herine謹啟 

4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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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ytie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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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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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不應研究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興建房屋，也不 應
考慮在維港以外近岸和東大嶼填海，其他天然資源（例如農地）亦要謹慎看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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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安好！ 

Clytie Ho謹啟 

4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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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ine    T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5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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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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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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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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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ine Tang謹啟 

4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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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a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5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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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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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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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a chan謹啟 

4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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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u Yeuk ng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4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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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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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感謝！ 

Liu Yeuk nga謹啟 

45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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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y    Hu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4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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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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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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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y Huang謹啟 

45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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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i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4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破壞自然和郊野，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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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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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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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ie謹啟 

4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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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2018 00:4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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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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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

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生活愉快！ 

Karen謹啟 

45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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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dia    Ts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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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

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祝 國泰民安！ 

Lydia Tsang謹啟 

45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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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Chi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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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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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Ching謹啟 

45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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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F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4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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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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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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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

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敬

祝安好！ 

Michael Fung謹啟 

4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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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Wing K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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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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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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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Wing Ka謹啟 

45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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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崇彥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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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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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崇彥謹啟 

45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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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    T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4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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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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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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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 Tang謹啟 

45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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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au    Se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4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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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723公頃，更能有效為基層提供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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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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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au Sen謹啟 

45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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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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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

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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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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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 Ho謹啟 

4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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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ey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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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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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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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謝謝！ 

Coey Chan謹啟 

4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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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 Nga Y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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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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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

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Wan Nga Yu謹啟 

45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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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ina    L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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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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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願 閣

下生活愉快！ 

Regina Li謹啟 

45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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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dy    Ch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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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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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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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dy Chu謹啟 

45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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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pui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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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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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安好！ 

Tang pui lam謹啟 

45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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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e    F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37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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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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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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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

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祝 安好！ 

Yee Fong謹啟 

45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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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e    Ze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3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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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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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e Zeng謹啟 

45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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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ky    Ko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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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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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本人希望土地

供應小組向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感謝！ 

 
 

Vicky Koo謹啟 

4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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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is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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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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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土地供應小

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 安好！ 

Karis Wong謹啟 

4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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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chel    T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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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將本人意見進一步反映予政府相關部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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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chel Tang謹啟 

4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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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Chi Me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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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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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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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Chi Mei謹啟 

4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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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sica    Cho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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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

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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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填海將破壞海洋生態。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祝 安好！ 

Jessica Choi謹啟 

4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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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ckson    L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3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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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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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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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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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ckson Lok謹啟 

4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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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Ka Ch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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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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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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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 Chu謹啟 

4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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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p Wing S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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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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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p Wing Sau謹啟 

4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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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ris    Y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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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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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感謝！ 

Doris Yeung謹啟 

4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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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    Ma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3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愛護自然，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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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政府有責

任全面規劃棕地，更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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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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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民安！ 

Kat Mak謹啟 

45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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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ris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3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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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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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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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ris Chan謹啟 

45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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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hanie    L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3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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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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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hanie Lai謹啟 

4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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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Hiu L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3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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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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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敬祝安好！ 

 
 

Chan Hiu Lam謹啟 

45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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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G WAI 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3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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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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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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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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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G WAI HAN謹啟 

4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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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o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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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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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oan謹啟 

45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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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ie    Ch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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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提升香港

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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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

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Jackie Cheung謹啟 

45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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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i    Katharin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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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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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

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 安好！ 

Lai Katharine謹啟 

45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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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m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2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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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可以快速解決公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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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

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Carman謹啟 

4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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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m    Le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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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

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國泰民安！ 

Ym Leung謹啟 

45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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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ung Ka L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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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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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小組向

政府反映本人意見，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 敬祝安好！ 

Leung Ka Lai謹啟 

45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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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vonne    Pa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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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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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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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vonne Pak謹啟 

45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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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Man K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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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有助改善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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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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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國泰民安！ 

Li Man Ki謹啟 

45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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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    che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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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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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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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所謂邊陲地帶。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

的訴求，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國泰民安！ 

Ken cheng謹啟 

45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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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u Ming Chu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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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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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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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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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u Ming Chun謹啟 

45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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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ystal    H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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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粉嶺高爾

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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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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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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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ystal Hung謹啟 

45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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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2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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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

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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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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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謹啟 

45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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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yne    Ma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23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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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應糾正棕地零亂擴散的現象，好好規劃。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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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yne Mak謹啟 

45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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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man ch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2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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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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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man chi謹啟 

45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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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rry    Kwo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2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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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民安！ 

Cherry Kwok謹啟 

45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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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2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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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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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夫球場和棕地等已經足以應付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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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謝

謝！ 

Chan謹啟 

45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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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2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不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及其他邊陲地帶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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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此舉有助改善

新界的環境及令土地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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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順祝 台安！ 

Alex Wong謹啟 

45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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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nni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2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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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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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希望土地供應小組聆聽

民意，促請政府改善規劃，令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Ronnie謹啟 

45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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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ce    Y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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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發展棕地是大勢所趨，最能回應市民上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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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地供應小組尊重民意，

為香港市民保護自然環境。 萬分感謝！ 

Lance Yan謹啟 

45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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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T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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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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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Tang謹啟 

45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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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y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19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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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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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安好！ 

Roy Wong謹啟 

45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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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Ka k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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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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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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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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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大自然也是市民優質生活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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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Ka ki謹啟 

45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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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rick    H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1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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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粉嶺高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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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

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祝願 閣下生活愉快！ 

Patrick Ho謹啟 

45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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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en Ying Ta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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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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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

要求政府改善規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Yuen Ying Tang謹啟 

45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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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kin sh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1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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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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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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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kin shing謹啟 

45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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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her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1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政府必須停止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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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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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懇請土地供應小組聽取民意，

令香港真正可持續發展。 順祝 台安！ 

Esther謹啟 

45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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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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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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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w謹啟 

45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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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Wah Wong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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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須優先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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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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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國泰民安！ 

 
 

Chun Wah Wong謹啟 

45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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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Wing Sze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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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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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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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Lee Wing Sze謹啟 

45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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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m Ka He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1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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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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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um Ka Hei謹啟 

45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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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g    Barr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12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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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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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虛心接受市民的意見，無須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順

祝 台安！ 

Ling Barry謹啟 

45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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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y    W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11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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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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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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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y Wan謹啟 

45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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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ck kwan y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1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都不應成為發展和土地供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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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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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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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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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ck kwan yu謹啟 

45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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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LY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1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請停止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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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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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LY謹啟 

4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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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IE    LU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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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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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希望土地供應小組接納意見，要求政府改善規

劃，保護珍貴的自然環境。 順祝 生活愉快！ 

WINNIE LUI謹啟 

4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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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m yat fu Freddy 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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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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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

護郊野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Yim yat fu Freddy謹啟 

4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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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les    L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1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土地供應的選項不應包括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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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因為棕地同樣

是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必須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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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本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

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順祝 國泰民安！ 

Charles Li謹啟 

45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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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lok tu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08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發展棕地，無須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應先用好棕地資源，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因為粉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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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黃遠輝先生為

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願 閣下生活

愉快！ 

Chan lok tung謹啟 

45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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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Ng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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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包括兩個試點和其他邊陲地帶），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及東大嶼填 海，
不能被視為增加土地的選項，當局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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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 生活愉快！ 

Yo Ngai謹啟 

45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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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Sze Nga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06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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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Sze Nga謹啟 

45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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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    L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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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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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 Lau謹啟 

45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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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05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先用棕地，糾正規劃問題 

就 貴小組針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的公眾諮詢，本人謹此表達以下意見： 

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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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土供組如實向特首林鄭月

娥反映市民訴求，規劃棕地，保護郊野邊陲地帶。 萬分感謝！

Ming謹啟 

4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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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伊德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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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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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

謝！ 

陳伊德謹啟 

45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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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p On k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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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必須首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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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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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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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p On ki謹啟 

4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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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ze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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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ze Wong謹啟 

45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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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善用棕土，不應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和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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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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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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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謹啟 

4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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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le    wong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04 

From: ▇▇▇ 

To: tfls@devb.gov.hk 

優先使用棕地，守護自然郊野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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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善用棕地，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釋放現有的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地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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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尊重大自然。 請黃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

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祝 安好！ 

Nicole wong謹啟 

4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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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 Chit Su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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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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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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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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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 Chit Sum謹啟 

4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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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lai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

見 13/09/2018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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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這將有助釋放

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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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他選項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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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i謹啟 

4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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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Wai Yan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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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請黃

遠輝先生為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敬祝安好！ 

 
 

Lee Wai Yan謹啟 

4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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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 Man Yuk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00 

From: ▇▇▇

To: tfls@devb.gov.hk 

改善規劃，用好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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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棕地，還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這將提升香港土地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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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郊野公園是香港市民難得的呌氣地方。 請土供組回應香港人的訴求，

優先發展粉嶺高球場，解決基層上樓問題。 順祝 生活愉快！ 

Lam Man Yuk謹啟 

4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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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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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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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犧牲郊野公園的重要生態和生物。 請黃遠輝先生為

香港下一代著想，不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感謝！ 

 
 

Lau謹啟 

45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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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antha    Sam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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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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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antha Sam謹啟 

45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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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對土地供應選項及相關議題的意見 
1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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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地和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必須被選為優先選項，這將有助釋放土地資源。 釋放現有的土

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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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選項都會為香港的生態環境和天然資源帶來不能逆轉的破壞。 本

人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真的能保護我們的環境，也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祝 安好！ 

Lo謹啟 

4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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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th Sept 2018 

Secretairat,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17/F, West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2 Tim Mei Avenue, Tamar, Hong Kong 
Email: tfls@devb.gov.hk 

Re: Preservation of Fanling Golf Course 

Dear Secretariat, 

The whole site (Three courses) should be preserved because it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Fanling golf club 

facilities. The Hong Kong team’s performance depends on it. The junior development program for the 

youngsters also depends on it. Would you take out the Old course at St Andrews for housing? St Andrews 

is the cradle of golf for man kind, Fanling is the cradle of golf for Hong Kong and China. Please consider 

wisely. 

Thank You. 

Sincerely Yours, 

Alan Wong 

45438



14th Sept 2018 

Secretairat,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17/F, West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2 Tim Mei Avenue, Tamar, Hong Kong 
Email: tfls@devb.gov.hk 

Re: Preservation of Fanling Golf Course 

Dear Secretariat, 

I think the entire site should be preserved. I learn to play golf at the 3 courses in 
Fanling. Losing it to housing would be a great lost as there are many better 
alternative sites for the purpose in Hong Kong. 

Thank You. 

Sincerely Yours, 

Austin Wong 

45439



14th Sept 2018 

Secretairat,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17/F, West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2 Tim Mei Avenue, Tamar, Hong Kong 
Email: tfls@devb.gov.hk 

Re: Preservation of Fanling Golf Course 

Dear Secretariat, 

I hate to see any parts of the three courses ruined. As many adults told us we should all try and preserve the 

earth and from the eco trips we made on the courses I learnt there are numerous trees, flowers, insects and 

animals living in the habitat. Why would anyone want to destroy nature and history? Put the houses 

somewhere more suitable. 

Thank You. 

Sincerely Yours, 

Jasper Wong 

45440



14th Sept 2018 

Secretairat,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17/F, West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2 Tim Mei Avenue, Tamar, Hong Kong 
Email: tfls@devb.gov.hk 

Re: Preservation of Fanling Golf Course 

Dear Secretariat, 

We need to keep all three courses for it is the oldest course in Hong Kong and China. Destroying the cradle 

of golf for China is unthinkable. I have seen many athletes train in the courses. Many international players 

compete on it. Taking it out would be great loss for all of us. We should consider alternative sites first and 

from now on never even think of touching such valuable piece of architecture, habitat and history. 

Thank You. 

Sincerely Yours, 

Jolie Lui 

45441



14th Sept 2018 

Secretairat,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17/F, West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2 Tim Mei Avenue, Tamar, Hong Kong 
Email: tfls@devb.gov.hk 

Re: Preservation of Fanling Golf Course 

Dear Secretariat, 

Please stop people from destroying the most beautiful courses on earth. What are they thinking about. My 

friends and some really good golfers practice on it. Please keep it untouched. 

Thank You. 

Sincerely Yours, 

Victoria Wong 

45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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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September 2018 

Robert Bates 

Hong Kong 

Royal Hong Kong Yacht Club – Alternative uses of recreational sites 

Dear Sir/Madame, 

I am writing to express my concern on the proposed changes to the private recreational leases 

in Hong Kong, particularly as they apply to Royal Hong Kong Yacht Club. 

I am an Australian expat who relocated to Hong Kong with my young family in 2015 and we 

intend to continue to live in Hong Kong for the medium to long term. In moving our family we 

had the option of either Singapore or Hong Kong and we chose Hong Kong as in our view it 

offered much better lifestyle and outdoors activities for our family, in particular its year round 

world class sailing. 

We became members of the club shortly after relocating to Hong Kong and we regularly use the 

club and its facilities, I sail every weekend, my children also sail with the club and we entertain 

all of our overseas visitors at the clubs facilities.  

As you well know, Hong Kong is a densely populated city with an extremely high paced and 

high stress way of life. Leisure activities for us and our children are very limited, as there are not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playing fields and most activities come with a very high cost. Sailing is a 

fantastic sport, especially for young children and Hong Kong is blessed with wonderful sailing 

courses from Port Shelter and Middle Island to the Iconic Victoria Harbour. The modest land 

occupied by the RHKYC sites open up access to all of Hong Kong’s waterways for both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sailors and as such RHKYC is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as one of the premier 

global sailing clubs.  

Furthermore, the very tight knit sailing community brings together people of many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cultures to compete and socialise to an extent that would not be seen in other 

clubs. For example, a typical fleet will include children, women, locals, mainlanders and 

international expats with sailors up to 80 or 90 years old all competing and socialising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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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ly, the club facilities are not exclusive to “members only” the vast majority of crew on 

most boats are non-members who have equal access to the club facilities including change 

rooms, bar, restaurants and marine facilities. On my particular boat which has a crew of 4, only 

the owner is a member of the club and most boats in our fleet are in a similar situation.  

As with all other Hong Kong clubs, there is a very high cost associated with membership and 

this is understandable considering the high land premium in the city. I know that from my own 

perspective and those of others I have spoken with, any additional club fees required to pass on 

additional government land premium would make the membership prohibitively expensive and I 

would likely be forced from the club.  

In summary, the RHKYC is one of the major factors that attracted me to the City in the first 

place and the main factor that provides me with a reasonable quality of life in this ultra-fast 

paced city. If the club were to be significantly impacted by these proposed changes or if the cost 

became prohibitive we would likely have to reconsider living in the city as recreational access to 

open space and waterways is essential to mine and my families’ well-being. I urge you to 

reconsider any plans to impact on the use of RHKYC facilities. 

Yours Sincerely, 

Robert B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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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thanks for your consideration in this important matter. 

Best regards, 

Mike

Mike Y. Huang, C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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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Some great facilities are provided by government through the LCSD watersports centres. 
These are very good at training people to a basic level, but as skill levels improve, the LCSD 
becomes less relevant – people need advanced training in smaller groups. The top-level 
individuals are also looked after by government – the Sports Institute trains a handful of 
Olympic hopefuls. However, it is the Sailing Clubs that provide a much broader sports 
education - most Hong Kong competition winners (and virtually all Sports Institute athletes) 
are a result of training at RHKYC, or one of the other sailing clubs. The Club’s training 
facilities are fully open to members and non-members - the great majority of sail training 
students (approx. 70%) are non-members and a large number of schools take part in training 
in both sailing and rowing at RHKYC.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My two children are also members of RHKYC and have represented Hong Kong in 
international sailing competitions in Europe, Asia and North America. They enjoy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hat RHKYC organises, as this gives our local children their first 
glimpse of what competition looks like overseas. In the past year competitors from 30 
countries have entered events run by RHKYC. Overseas visitors find that RHKYC events are 
run to the highest world standards – a result of RHKYC’s training program for race 
management personnel.   RHKYC was chosen to provide Race Management services to the 
Volvo Ocean Race when they visited Hong Kong in January and VOR left glowing praise of 
the work that the Club did for their race.

Financial:

Land Use:



Compared with the benefits that the Royal Hong Kong Yacht Club gives Hong Kong, the 
land occupied by the club is very small . One of the sites includes a historic building and the 
other two sites are remote / inaccessible. Hong Kong has  vast areas of former industrial 
buildings that are ripe for redevelopment. Many of these areas already have good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 links. It would be a great legacy for this government to clean up 
some of these old dilapidated  industrial areas and provide the homes that are so desperately 
needed. Encouraging property speculators to let out their uninhabited property would also be 
a welcome move. Hong Kong needs to keep its parks and sports facilities for the sake of the 
health and happiness of the population.

Benefits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in sport has massive benefits for people’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 
fast-paced city like Hong Kong has to give its residents a variety of different ways to unwind 
- Sports Clubs are a great way to do this. A well run club will use its members resources to
fund itself – its F&B facilities will raise the money the club needs to operate. A successful
club like RHKYC will give the world a positive image of Hong Kong and will raise
generations of successful sportsmen and sportswomen. All of this without any cost to the
government.

Summary:

Government should ensure that genuine sports clubs and centres of excellence like Royal 
Hong Kong Yacht Club are encouraged to continue their great work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sports. Financially penalising these clubs will force ‘ordinary people’ out – they will not 
be able to afford to pay the increased costs. Imposing commercial rents or land premiums on 
these clubs will turn them into exclusive havens for the super rich and make it impossible for 
ordinary people to enjoy the sports that they love. Hong Kong already has a poor work life 
balance, compared to many other cities in the world or even in the region. Destroying the 
city’s sports clubs would be a massive retrograde step.

David Norton

(Hong Kong Permanent 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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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 Dr C W Tso  : Email: 

Mr Stanley Wong Yuen-fai, S.B.S., J.P.
Chairman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17/F West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
Tamar, Hong Kong

Dear Mr Wong

Public views sought on land supply 

Having studied the Public Engagement –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April 2018, I would
like to give below my humble views and suggestions focusing on housing problem for your
Task Force’s consideration:

The Importance of Home 

1. Trust the Task Force would agree that one of the universal recognized human basic
needs is SHELTER. We, regardless rich or poor, all require shelter for protection
from blazing sun, freezing temperatures, wind, and rain.

2. A home is more than just a shelter. No matter what place we call home, the very
word strikes a chord deep inside each of us. We look for it to provide comfort, to be
a place where we can feel safe and invest our hopes, dreams and wishes as a
foundation for our future. Our homes say a lot about who we are and what we think
is important in life.

Living Space/Conditions and Affordability 

3. According to the ranking based on projection by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utlook April 2018 for year 2018 and 2023, Hong Kong’s GDP (nominal) ranks 19,
ahead of major developed economies including Canada (20), France (21), New
Zealand (22), UK (23), Japan (25) and Italy (27). Sadly, as stated in the Public
Engagement Document, Hong Kong’s living space per person, taking account of all
homes in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s, is only 161 ft²,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okyo
(210 ft²) and Singapore (270 ft²), Shenzhen (300 ft²).

4. It is also heartening to read report in the SCMP (31 Oct 2017) that almost 200,000
people resided in some 88,000 subdivided units in 2015. About 57,100 households
– 65.2 per cent of the total – lived in units spanning between 75 and 140 ft². The
SCMP (11 May 2018) also reported that 272,300 families were waiting in line for
public housing, facing a wait of more than five years as the City scrambled to 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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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From windowless partitioned flats to cramped cage homes stacked on top of
one another, the plight of those living in such accommodations is a far cry from the
city’s image a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affluent places.

5. Due acute shortage of residential homes, the property price in City One Shatin even
located in New Territories has now surged to HK$20,000/ft². Newly built nano flats
of less than 200 ft² in popular urban areas on Hong Kong Island is priced for nearly
HK$6million. It is not surprising to see that Hong Kong ranks the world's most
expensive housing market for 8th consecutive year (gb Times dated 23 Jan 2018), as
well as the least affordable housing market for eighth time in a row (Hong Kong
Business dated 23 Jan 2018).

Land Use & Supply Initiatives 

6. It is noted that Hong Kong has a total land area of 1,111km² which is made up of
270km² (24.3%) built up area and 841km² consisting of country parks, wetland,
reservoirs, etc.  Among the 24.3% built up area, 2.3% is for private residential
housing and 1.4% is for public residential housing. Less than 4% of total land area
for housing and high price have made housing in Hong Kong almost unaffordable,
even for aspiring young professionals.

7. It is noted according to Hong Kong 2030+ study, the land requirement for the next
30 years will be no less than 4,800ha. Taking account of land supply 3,600ha from
committed/planned developments, a land shortfall of at least 1,200ha in the long
run up to 2046. I fully agree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tinue to adopt a multi-
pronged strategy to increase land in a sustainable manner, with a view to increase
the average living space per person and improve the crowed living environment,

8. Given land production for housing takes considerably long time, about 11 to 14
years for major projects such as NDAs, it is pleasing to see that the Task Force has
presented the land supply initiatives in “Short-to-Medium Term”, “Medium-to-Long
Term” and “Other Long-Term”.

9. Taking due consideration of the unique social,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situations of Hong Kong and the timeline for land production for housing, I would
suggest the adoption of land supply initiatives in the following order of priority:

a) Alternative Uses of Sites under Private Recreational Leases – There are 66
Private Recreational Lease (PRL) sites occupying a total land area of 408ha,
and among which the Fanling Golf Course (FGC) occupies 172ha (42.2% of
total PRL sites). FGC has three 18-hole courses, viz. Old Course, New Course
and Eden Course, and its current lease will expire in 2020. Taking due
consideration of its historic, social, conservation aspects, I fully support the
initiative of “Partial Development Option” by releasing the complete “18-

hole Old Course” for housing development (50% private and 50%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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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n filed sites and unused warehouse areas.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in reading this letter. 

Alison Lusher



綠色和平對土地供應公眾諮詢的意見 

2018年 9月

綠色和平反對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政府必須優先利用棕地、粉嶺哥爾夫球場、閒置土地等興

建公營房屋，滿足市民居住需要。

香港的郊野公園政策行之有效，政府透過立法，將指定地點劃為自然保育區，令城市與郊野和諧

共存。郊野公園不但保育自然生態，亦保護食水資源，為所有市民提供免費康樂休憩空間，是香

港的珍貴資產。

早年訂立的郊野公園政策本為香港土地規劃訂立優次，政府透過立法，將指定地帶劃為保育區。

除非再無其他土地選擇，否則政府必須確保保育區免受發展蠶食。

再仔細閱讀條例，郊野公園所有範圍均受保護，當中並無「邊陲」和「核心」之分，亦無高低生

態價值之別。政府假如訂立「生態價值較低」等含糊不清的原則發展郊野公園，將立下壞先例，

衝擊四十一年來行之有效的自然保育區制度。

香港不缺土地 缺的是合理規劃 

政府聲稱為了公共利益，建議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興起公屋，但香港是否已「山窮水盡」？香港

面積 1,104 平方公里，扣除兩成半已發展地區及四成郊野公園，理論上仍有約三成土地。此外，
據當局估計，至 2046 年香港只欠缺 230 公頃房屋用地，政府可以重新規劃目前 720 公頃未納入
發展計劃的棕地，及 170 公頃粉嶺哥爾夫球場，滿足市民住屋需要。由此可見，政府推搪「無

地」，繼而建議開發郊野公園，根本站不住腳。

香港土地問題的癥結，並非欠缺土地，而是缺乏合理規劃。以棕地為例，政府過往任由露天倉儲、

貨櫃場、甚至非法電子垃圾拆解場「入侵」新界農地，雜亂無章，土地運用效率偏低；又以粉嶺

哥爾夫球場為例，政府以象徵式地價批出土地給球會，但只有 2,600多名會員可隨時享用設施
。對於有關規劃缺失，政府避而不談，反而將住屋和郊野置於對立面，製造社會矛盾。

住屋郊野不對立 

自從前特首梁振英委託房協研究在兩幅郊野公園邊陲地建公屋，社會爭議持續。然而，土地供應

並非住屋問題的唯一成因，土地和房屋資源分配不公的影響更為深遠。此外，開發郊野公園需時

15至 18年，對 21萬名劏房居民來說，遠水不能夠近火。政府執意將矛頭指向郊野公園，是企圖
轉移視線，掩飾房屋政策及土地規劃的缺失。

45455



13 個關注基層團體與 13 個環保團體在七月便發表聯合聲明1，強調住屋郊野不對立，要求政府停

止製造分化。團體認為政府應改善房屋政策，例如重設租務管制限制租金升幅，為輪候公屋已久

的市民提供租金津貼，並優先用棕地和哥爾夫球場起公屋，以應對基層市民的住屋困境。

事實上，守護郊野是重要社會價值，並得到市民認同。綠色和平委託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

系數據分析與民調研究中心，在四月中至五月初調查公眾對郊野公園的評價2，受訪者給予保護郊

野公園重要性的平均分，高達近 8 分（10 分為十分重要）。調查亦發現市民肯定郊野公園的各種
貢獻，包括「保育自然生態」（73%），「提供免費康樂活動空間及設施」（82%）、「讓市民
舒展身心，改善身體和精神健康」（近 90%）、「發展生態旅遊，令香港旅遊業多元化」（52%）
等。

此外，五成受訪者對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持「不可接受」或「感到疑慮」等負面看法，當中逾

四成人表示「擔心開壞先例，日後郊野公園可能不斷被蠶食」（42%）、「破壞環境生態，後果
不可逆轉」（46%）及「香港還有其他土地供應選項」（42%）。 

破壞自然 不可逆轉 

土地供應小組強調香港欠缺土地，導致住屋「貴、細、擠」的問題，故必須增多管齊下，透過不

同方法增闢土地，而建議的選項之中，填海、發展郊野公園、釋放私人發展商農地儲備等，均涉

及自然生態。然而，自然環境一旦被水泥覆蓋，將難以完全恢復原貌，後果近乎不可逆轉。因此，

政府不應為了增加土地供應而「盲搶地」破壞環境，而是以小心謹慎的態度，優先利用現有土地

資源。 

1 ,̪ ̫,2018 7 16
,http://www.greenpeace.org/hk/press/releases/others/2018/houses-and-countryparks/ 

2 , ̪ ̫,2018 6 5  
http://www.greenpeace.org/hk/press/releases/others/2018/savethecountryparks-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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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電話調查研究室 

市民對置業態度意見調查 

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日 

(版權屬綠色和平，任何節錄或複印須經該組織授權) 



市民對置業態度意見調查 

1 

調查概況及抽樣方法 

  2018 4 26 5 4 6 15 10 15 ̢

  ̢

  18 ̡ ̡ ̢

  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CATI ̢ 

  ̢

̢ ̨

̩ Fixed Network 

Numbers 4 4

̢

̢ 

執行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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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撥號結果 

電話號碼總數 50,000 

A. 確定為不合資格個案 37,242 

傳真號碼 958 

無效電話（包括長鳴） 35,430 

非住宅 728 

無合適受訪者 54 

其他（包括聲稱電話錯誤、電話轉駁等） 72 

B. 未能界定資格個案 10,190 

線路繁忙 1,690 

無人接聽 4,584 

電話錄音（未確定是否住宅） 1,976 

線路被阻／需要密碼／通訊障礙 125 

語言問題 123 

接通即掛線（未確定是否住宅或是否有合適受訪者） 1,692 

C. 未能成功訪問個案 1,565 

部分完成 [P] 0 

其他家庭成員拒絕（未抽樣／已確定是住宅）[R] 1349 

獲選者拒絕 [R] 131 

獲選者訪問中途拒絕 [R] 22 

3
獲選者不在／住宅電話錄音 [NC] 34 

獲選者不適宜接受訪問（包括殘障、患病）[O] 29 

D. 成功訪問 [I]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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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率  39.1%

RR5

RR5 = I / [(I + P) + (R + NC + O)] = 39.1% 

 

I = Complete interview  

P = Partial interview  

R = Refusal and break-off  

NC = Non-contact  

O = Others  

 樣本誤差  3.09

1,003

0.0158 confidence level 95%

  3.09 ̢ 

 數據加權

為了調查數據更能反映香港人口分佈的真實情況，數據在進行分析時依香港政府統計

處公布的 2017 年年中 18 歲或以上性別及年齡分佈 扣除外籍家庭傭工 FDHs 作加

權 weighting 處理，有關 ̢

 數字的捨入

數據經加權處理，會出現數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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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一］(頻數及百分比分佈) 

【為了調查資料更能反映香港人口分佈的真實情況，資料數據進行分析時都配以加權

weighting 處理。加權因子主要按香港政府統計處公布的2017年年中18歲或以上性別及

年齡分佈 扣除外籍家庭傭工FDHs 為基礎，將調查中所得的有關分佈與人口統計的分

佈作比例性調整，以便使調查的性別及年齡分佈接近2017年年中人口的分佈。有關詳情參

閱附件。此外，由於加權進位 rounding 的原因，經加權處理的樣本總數與未經加權處

理樣本數會有少許出入。】 

Q1「『喺香港，要安居就要有自己嘅物業』，你有幾同意呢個講法呢？」̮ 1-4̯ş

   

1. 159 15.9 15.9 

2. 518 51.7 51.7 

3. 249 24.9 24.9 

4. 7 0.7 0.7 

7. ̮ ̯ 51 5.1 5.1 

8. 18 1.8 1.8 

 1003 100.0 100.0 

  1003  ş ş   0 

Q2「『喺香港，置業需要人生作出好多嘅犧牲，例如長期受供樓壓力、推遲結婚

等』，你有幾同意呢？」̮ 1-4̯ş

   

1. 303 30.2 30.2 

2. 455 45.4 45.4 

3. 159 15.9 15.9 

4. 10 1.0 1.0 

7. ̮ ̯ 51 5.1 5.1 

8. 25 2.5 2.5 

 1003 100.0 100.0 

  1003  ş ş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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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置業係你嘅重要人生目標』，你有幾同意呢個講法呢？」̮ 1-4̯ş

   

1. 103 10.3 10.3 

2. 432 43.1 43.1 

3. 353 35.2 35.2 

4. 21 2.1 2.1 

7. ̮ ̯ 67 6.7 6.7 

8. 27 2.7 2.7 

 1003 100.0 100.0 

  1003  ş ş   0 

Q4「對你嚟講，置業嘅主要目的係為咗自住需要多啲，定係投資保值多啲呢？」ş

   

1. 615 61.4 61.4 

2. 106 10.6 10.6 

3. ̮ ̯ 249 24.8 24.8 

4. ̮ ̯ 3 0.3 0.3 

8. 29 2.9 2.9 

 1003 100.0 100.0 

  1003  ş ş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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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你同意現時香港住宅樓價已經超過一般人嘅負擔能力嗎？」̮ 1-4̯ş

   

1. 649 64.7 64.7 

2. 278 27.7 27.7 

3. 27 2.7 2.7 

4. 2 0.2 0.2 

7. ̮ ̯ 22 2.2 2.2 

8. 25 2.5 2.5 

 1003 100.0 100.0 

  1003  ş ş   0 

Q6「你認為邊兩項因素係導致香港住宅樓價上升嘅最重要因素呢？」 

̮ ŰŬŴ ̯ 

頻數 以有效樣本數 

為基數之百分比 

1. 144 14.4 

2. 485 48.4 

3. 606 60.4 

4. 349 34.8 

11. 2 0.2 

12.

 
9 0.9 

13. 3 0.3 

14.

 
4 0.4 

15.

 
2 0.2 

16. 3 0.3 

17. 12 1.2 

18. 1 0.1 

19. 1 0.1 

20. 1 0.1 

21. 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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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數 以有效樣本數 

為基數之百分比 

66. 5 0.5 

88. ╱ 111 11.1 

總計 1739 173.4 

有效樣本  1003    缺值樣本  0 

註：由於答案多於一項，總計百分比超過100%。 

Q7「你覺得將買賣單位用作投資炒賣同住宅樓價不斷上升有幾大關係呢？如果 0 分代

表完全無關係至 10 分代表非常有關係，5分為一半半，你會俾幾多分呢？」ş

頻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0. 0 4 0.4 0.5 

1. 1 1 0.1 0.1 

2. 2 8 0.8 0.9 

3. 3 5 0.5 0.5 

4. 4 35 3.5 3.7 

5. 5 110 10.9 11.7 

6. 6 134 13.3 14.3 

7. 7 121 12.1 13.0 

8. 8 202 20.2 21.6 

9. 9 199 19.8 21.2 

10 10  117 11.7 12.5 

88. 67 6.7  

總計 1003 100.0 100.0 

有效樣本  937    缺值樣本  67 平均分 (mean)：7.42；標準差 (S.D.)：1.879 

註：計算平均分時，「88. 」的樣本不包括在內，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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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你覺得土地供應不足同住宅樓價不斷上升有幾大關係呢？0 至 10 分，你會俾幾多

分呢？」ş

頻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0. 0 6 0.6 0.7 

1. 1 3 0.3 0.3 

2. 2 2 0.2 0.2 

3. 3 15 1.5 1.6 

4. 4 52 5.2 5.6 

5. 5 126 12.6 13.6 

6. 6 120 11.9 12.8 

7. 7 150 15.0 16.1 

8. 8 189 18.8 20.3 

9. 9 148 14.8 15.9 

10 10  120 12.0 12.9 

88. 72 7.2  

總計 1003 100.0 100.0 

有效樣本  931    缺值樣本  72 平均分 (mean)：7.20；標準差 (S.D.)：1.971 

註：計算平均分時，「88. 」的樣本不包括在內，下同。 

Q9「政府表示需要增加土供應對住宅樓價不斷上升問題，你對增加土地供應對能夠令

住宅樓價回復至一般人可負擔嘅水平有幾大信心呢？係非常有信心、有信心、無

信心，定係非常無信心呢？」̮ 1-4̯ş

   

1. ̮ EDU̯ 14 1.4 1.4 

2. ̮ EDU̯ 184 18.4 18.4 

3. ̮ Q10̯ 517 51.6 51.6 

4. ̮ Q10̯ 104 10.3 10.3 

7. ̮ ̯̮ EDU̯ 103 10.3 10.3 

8. ̮ EDU̯ 81 8.1 8.1 

 1003 100.0 100.0 

  1001  ş 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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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你無信心最主要原因係乜嘢呢？」 

̮ 1-6 ̯ 

̮ Q9 ̯ 

頻數 以有效樣本數 

為基數之百分比 

1. 105 16.9 

2. ̡ 312 50.2 

3. 163 26.3 

4. 182 29.4 

5. 217 35.0 

11. 23 3.8 

12. 5 0.8 

13. 3 0.4 

14. 4 0.7 

15. 1 0.2 

16. 4 0.6 

17. 12 2.0 

18. 2 0.3 

19. 1 0.2 

20.

 

1 0.1 

88. ╱ 28 4.4 

總計 1064 171.3 

有效樣本  621    缺值樣本  0 

註：由於答案多於一項，總計百分比超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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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個人背景資料 

EDU 「請問你嘅教育程度去到邊呢？」【讀出1-6】 

頻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1. 無受教育或幼稚園 34 3.4 3.4 

2. 小學 112 11.2 11.2 

3. 初中（中一至中三） 124 12.4 12.4 

4. 高中（中四至中七） 314 31.3 31.4 

5. 大專非學士（包括文憑／副學士／

IVE等）

115 11.4 11.5 

6. 大專學士或以上（包括大學學士／

碩士／博士等）

301 30.0 30.1 

9. 拒絕回答 3 0.3 缺值 

總計 1003 100.0 100.0 

有效樣本  1003   缺值樣本  3 

HTYPE「你住緊呢度係公屋、居屋，定係私人樓呢？」 

頻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1. ̡ 286 28.5 28.7 

2. 142 14.2 14.3 

3. 私人樓（包括村屋等） 569 56.7 57.0 

4. 其他（包括宿舍）（(註明) 1 0.1 0.1 

9. 拒絕回答 4 0.4 缺值 

總計 1003 100.0 100.0 

有效樣本  999    缺值樣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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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T「你住緊呢間屋係租定係買嘅呢？」 

頻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1. ̮ WORK̯ 417 41.6 41.7 

2. ̮ OWNER̯ 582 58.0 58.3 

9. 拒絕回答【跳問WORK】 4 0.4 缺值 

總計 1003 100.0 100.0 

有效樣本  999    缺值樣本  4 

OWNER「你係唔係呢間屋嘅業主呢？」 

̮ ̯ 

頻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1. 321 32.0 55.2 

2. 261 26.0 44.8 

總計 582 100.0 100.0 

有效樣本  582  缺值樣本  0 

WORK「請問你現時係唔係在職人士呢？」 

頻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1. ̮ NONWORK̯ 442 44.1 44.2 

2. ̮ HINCOME̯ 558 55.6 55.8 

9. 拒絕回答【跳問HINCOME】 3 0.3 缺值 

總計 1003 100.0 100.0 

有效樣本  1000    缺值樣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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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WORK「咁你係學生、主理家務、退休，定係待業人士呢？」 

̮ ̯ 

頻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1. 78 7.8 17.7 

2. 96 9.6 21.8 

3. 234 23.3 53.2 

4. 32 3.2 7.3 

9. 拒絕回答 2 0.2 缺值 

總計 442 100.0 100.0 

有效樣本  440    缺值樣本  2 

HINCOME「請問你每個月嘅家庭總收入大約有幾多呢？」̮ 1-6̯ 

頻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1. 104 10.4 11.2 

2. 183 18.2 19.6 

3. 184 18.4 19.8 

4. 212 21.1 22.7 

5. 126 12.6 13.5 

6. 35 3.5 3.8 

88. 88 8.8 9.5 

99. 拒絕回答 70 7.0 缺值 

總計 1003 100.0 100.0 

有效樣本  933   缺值樣本  70 



市民對置業態度意見調查 

13 

AGE「請問你屬於以下邊個年齡組別呢？」̮ 1-6̯ 

頻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1. 18 29 169 16.8 16.8 

2. 30 39 165 16.5 16.5 

3. 40 49 176 17.5 17.5 

4. 50 59 204 20.4 20.4 

5. 60 69 155 15.4 15.4 

6. 70 134 13.4 13.4 

總計 1003 100.0 100.0 

有效樣本  994    缺值樣本  12 

SEX  受訪者性別 

頻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1. 男 475 47.3 47.3 

2. 女 528 52.7 52.7 

總計 1003 100.0 100.0 

有效樣本  1003     缺值樣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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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有關調查資料加權的說明 

  為了調查資料更能反映香港人口分佈的真實情況，資料進行分析時都配以加權 

(weighting) 處理。加權因子主要按香港政府統計處公布的2017年年中18歲或以上性別及年

齡分佈 扣除外籍家庭傭工FDHs 為基礎，將調查中所得的有關分佈與人口統計的分佈

作比例性調整，以便使調查的性別及年齡分佈接近2017年年中人口的分佈。有關資料表列

如下： 

年齡組 2017年年中 

人口分佈 (%) 

電話調查(%) 加權因子 

男 

(A) 

女 

(B) 

男 

(C) 

女 

(D) 

男 

(AC) 

女 

(BD) 

18至29歲 8.42 8.4 8.37 7.88 1.00597372 1.06598985 

30至39歲 7.62 8.86 5.98 8.77 1.27424749 1.01026226 

40至49歲 7.82 9.69 9.07 9.67 0.86218302 1.00206825 

50至59歲 9.76 10.63 10.07 11.47 0.96921549 0.92676548 

60至69歲 7.66 7.78 7.18 8.57 1.06685237 0.90781797 

70歲或以上 6.05 7.3 5.18 7.78 1.16795367 0.9383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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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對郊野公園的觀感及發展郊野公園以增加土地

供應的意見」調查報告 

香港樹仁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系數據分析與民調研究中心 

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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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調查背景及目的 

自 2017年年中，香港特區政府有意就開發新土地以解決房屋問題這個議題納入
其政策議程，引起社會各界關注。2017 年 9 月 1 日，由行政長官委任的「土地
供應專責小組」(下稱「小組」) 正式開始運作。該小組的成立目的是「檢視和
評估其他土地供應選項並開展公眾參與活動，以推動公眾就不同選項的利弊和相

對優次進行討論。」1 小組終極目標，是建立社會共識，並擬訂概括綱領，就優
化整體土地供應策略及不同土地供應選項的優次提出建議，供政府進一步考慮。」
2

小組的成立為坊間稱為「土地大辯論」揭開序幕，其後相關官員及小組成員均提

出不同增加土地供應的可行方案，其中一個引起社會人士關注的是讓公眾人士討

論開發郊野公園生態價值較低的邊陲地帶。根據報道，小組於 12月 5日的會議
中曾經討論過開發郊野公園生態價值較低的邊陲地帶以增加土地供應的可能性3。

雖然這建議並非第一次由政府相關人士提出，但由專責處理土地供應的委員會提

出並討論，卻有一定含意。小組於 2018年 4月，小組就土地供應的討論提出諮
詢文件及開展一連串公眾諮詢活動，正式把開發郊野公園生態價值較低的邊陲地

帶作為解決長遠土地短缺問題的選項讓公眾討論。

是次調查的目的包括：

1. 了解香港市民使用郊野公園的程度，與及他們對郊野公園的評價；

2. 探討市民對郊野公園的貢獻，及社會普遍關於郊野公園的描述的看法；

3. 了解市民對政府考慮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的觀感。

1
摘錄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2017年 8月 29日發表，題為「『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員任命」
的新聞公報，請參閱 http://www.info.gov hk/gia/general/201708/29/P2017082900281.htm。 
2 同上。 
3 「郊野公園邊陲地建屋 黃遠輝：門檻非常高」，信報財經新聞網上即時新聞，2017年 12月 5
日，請參閱

http://www2.hkej.com/instantnews/current/article/1718248/%E9%83%8A%E9%87%8E%E5%85%AC
%E5%9C%92%E9%82%8A%E9%99%B2%E5%9C%B0%E5%BB%BA%E5%B1%8B+%E9%BB%
83%E9%81%A0%E8%BC%9D%3A%E9%96%80%E6%AA%BB%E9%9D%9E%E5%B8%B8%E9
%AB%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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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調查方法 

(i) 調查設計

今次調查於 2018年 4月 15日至 5月 2日，透過電話訪問來收集數據。所有訪問
是以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ATI system)協助進行。

調查的所有樣本由一個電話號碼庫中抽出，這個號碼庫由兩部份組成，分別為家

用固網電話號碼及個人流動電話號碼。家用固網電話以香港電訊公司的住宅電話

簿中所有提供的有效電話號碼作基礎，先刪除電話號碼最後兩個數位，再刪除重

複號碼，並以 00-99取代，再把號碼的次序隨機排列。這個做法可以產生電話簿
中已載列的有效號碼及未載列但可能有的有效號碼，確保抽樣時可以覆蓋大多數

本港住戶。個人流動電話號碼則以通訊事務管理處提供的流動電話頻寛中，用作

電訊商撥作個人流動電話客戶使用的頻寛作為基礎。

電話訪問進行時，電腦系統會於號碼庫中，隨機抽出一個電話號碼。訪問員在正

式進行問卷調查前，會先確認被接觸者為今次調查的合資格受訪者，並確保該人

士明白調查目的後，得到批准後才進行訪問。

(ii) 目標對象
本港 18歲或以上，操流利廣東話的永久居民。

(iii) 問卷設計

是次調查的問卷主要由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數據分析與民調研究中心

設計，並得到委託機構通過使用。問卷由四部份組成，第一部份旨在了解受訪者

使用郊野公園的現況及使用郊野公園後的感受；第二部份要求受訪者評估郊野公

園的貢獻及量度他們有多同意社會普遍關於郊野公園的描述；第三部份則問及受

訪者對政府建議開發郊野公園以增加土地供應的態度；第四部份主要收集受訪者

的個人資料。 

完整問卷請參閱附錄一。 

(iv) 問卷測試

調查正式進行前，研究團隊以目標性抽樣方式，訪問了 10位符合目標對象條件
的人士，藉以為問卷設計進行測試，目的是找出問卷進行時可能出現的問題，及

設計問卷時可能被忽略的重要事項/範疇。測試所得結果並不包括在用作分析、

正式調查所得的數據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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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回應率及誤差率

是次調查成功接觸 2,425個目標對象，最後成功訪問 1,008個受訪者，回應率為
41.6%。 

在 95%置信水平下，誤差率為+ 3%。 

(vi) 數據處理及分析
從今次調查所得數據，均以軟件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 (SPSS) 進
行單變項及雙變項數據分析。

為了讓數據較接近反映真實狀況，今次調查以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資料作基礎，
把原始數據中年齡組別及性別比例作加權處理4。 

(vi) 可能影響結果的因素
4月 26日，即數據收集期間，特區政府公佈就長遠土地供應提出諮詢文件，並
進行一連串公眾諮詢活動，就著不同的可能性在社會進行廣泛討論。相關報道及

活動有可能令受訪者短時間內特別關注相關議題討論，亦可能因而左右受訪者對

關於開發郊野公園土地的取態。

4
關於 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數據示，請參閱 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tc/index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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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受訪者的人口變項資料 

今次調查中，受訪者提供了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個人每月收入的相關資料。

經過加權處理後，男性受訪者佔 47.4%，女性受訪者則佔 52.6%。 

圖一 性別

較多受訪者為 18-30歲，佔 25.5%，其次為 31-40歲，佔 21.3%，41-50歲的亦有
19%，而 60歲以上的則有 17.9%。 

圖二 年齡

女 
52.6% 

男 
47.4% 

18-25歲
16.2%

26-30歲
9.3%

31-35歲
10.1%

36-40歲
11.2%41-45歲

9.2%

46-50歲
9.8%

51-55歲
11.8%

56-60歲
4.4%

61-65歲
9.2%

65歲以上 
8.7% 

N=1,008 

N=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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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你去郊野公園主要從事哪些活動？ 

對於郊野公園最吸引之處（圖四），超過一半受訪者認為是「空氣清新」(57.8%)
及「風景優美」(54%)，表示郊野公園提供機會讓市民遠離繁囂及不用花費就可
接觸大自然的，分別有 35.5%及 29.4%。 

圖四 郊野公園的哪些元素最吸引你？ 

受訪者對使用郊野公園的觀感亦可從他們的用後感反映（表一）。有超過 8成受
訪者均認為「心情舒暢」(97%)、「寧靜放鬆」(94.4%)、「精神爽利」(88.5%)和「自
由自在」(87.1%) 能貼切或非常貼切地形容他們使用郊野公園後的感受。除了以
上的形容，受訪者亦有提出其他貼切形容他們使用郊野公園後的感受，當中大多

的感受均為正面，例如心曠神怡、身心舒暢、洗滌心靈、能有效減壓等 5。 

5
受訪者表達其他使用郊野公園後的感受，詳列於附錄二。

70.2% 

56% 

4.6% 

1.2% 

體育運動

郊遊

考察 / 研究 

其他

57.8% 

54% 

35.5% 

29.4% 

15.7% 

6.4% 

空氣清新

風景優美

遠離繁囂 / 環境寧靜 

不用花費就可接觸大自然

設施完善

其他

N=899

N=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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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郊野公園的貢獻及價值的態度 
當被問到郊野公園在各方面的貢獻（表二），受訪者的態度傾向正面。多於 8成
受訪者表示郊野公園在「提供免費康樂活動空間及設施」（91.8%）、「讓市民舒展
身心，改善身體和精神健康」（89.7%）及「讓市民接觸和認識大自然」（87.2%）
的貢獻大或非常大，而認為在「保育自然生態」有大或非常大貢獻的亦有 72.5%。
然而，認為郊野公園在「發展生態旅遊，令香港旅遊業多元化」及「提升香港國

際形象」有大或非常大貢獻的分別只有 52%及 45.9%。 

表二 你認為郊野公園對於以下各方面有多大貢獻？

非常大 大 小 非常小 無意見/ 
不知道

提供免費康樂活

動空間及設施

28.3% 53.5% 13.8% 1.7% 2.7% 

讓市民舒展身

心，改善身體和

精神健康

32.6% 57.1% 8.1% 0.8% 1.4% 

讓市民接觸和認

識大自然

34.2% 53% 9.9% 1.2% 1.7% 

保育自然生態 27.7% 44.8% 22.4% 2.3% 2.8% 
發展生態旅遊，

令香港旅遊業多

元化

9.7% 42.3% 36.7% 8% 3.3% 

提升香港國際形

象

9.5% 36.4% 38.4% 11.7% 4% 

N=1,008 

從(表三)所示，受訪者傾向同意郊野公園有一定的存在價值，亦傾向反對近日社
會上關於郊野公園妨礙有效使用土地的論述。很大比例的受訪者皆同意或非常同

意郊野公園「能作為遠離緊張的都市生活，讓都市人歇息的空間」（95.3%）、「是
香港的珍貴資產」（91.6%）及「令香港更美更有特色」（84.8%）。反之，受訪者
傾向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郊野公園妨礙經濟發展」（84.5%）及「現時郊野公園
所佔的土地面積比例，對長遠土地規劃有影響」（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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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你有幾同意以下關於郊野公園的描述？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無意見/ 
不知道

郊野公園是香港的

珍貴資產

35.1% 56.5% 6.4% 1% 0.9% 

郊野公園令香港更

美更有特色

25.1% 59.7% 12% 0.5% 2.7% 

郊野公園能作為遠

離緊張的都市生

活，讓都市人歇息

的空間

39.8% 55.5% 4% 0.1% 0.6% 

郊野公園妨礙經濟

發展

1.4% 10.4% 58.4% 26.1% 3.6% 

現時郊野公園所佔

的土地面積比例，

對長遠土地規劃有

影響

4.1% 27.2% 45.4% 14.9% 8.4% 

N=1,008 

總的來說，受訪者傾向認為保護郊野公園免受發展破壞是十分重要，以 1分代表
十分不重要，10分代表十分重要，平均分為 7.96分7。從表四及表五的雙變項分

析顯示8，受訪者對保護郊野公園免受發展破壞的重要性，跟其年齡及教育程度

有關聯。數據顯示，越年輕的受訪者越傾向認為保護郊野公園免受發展破壞重要；

而教育程度越高的受訪者越傾向認同保護郊野公園免受發展破壞重要。

7
受訪者以 1-10分作評分，1分為十分不重要，10分為十分重要。表示沒意見或不知道的，並不
包括在平均分的計算內。
8
今次調查使用相關分析(correlation test)作雙變項分析，表中的 r為相關系數，其絕對數值越接

近 1，即表示兩個變項的關係越強。P值用作量度結果的可信度，P值越少，即結果越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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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i) 受訪者對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以增加土地供應持正面態度的立場 

相反，認為「不可接受」、「感到疑慮」或其他傾向負面態度的受訪者(圖七)，分
別有 28.2%、21.9%及 3.7%。究其原因(圖八(ii))，是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破
壞環境生態，後果不可逆轉」（45.9%）、「擔心開壞先例，日後郊野公園可能不斷
被蠶食」（42.1%）及「香港還有其他土地供應選項」（42.1%），而認為「發展郊
野公園違反保育天然資源的大原則」的則有 25.6%。 

圖八(ii) 受訪者對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以增加土地供應持負面態度的立場 

55.4% 

51.7% 

17.3% 

10.6% 

5.5% 

滿足市民住屋需求

香港缺乏土地

郊野公園邊陲地生態價值低

郊野公園佔全港土地的面積比例太多

其他

45.9% 

42.1% 

42.1% 

25.6% 

13.5% 

破壞環境生態，後果不可逆轉

擔心開壞先例，日後郊野公園可能不斷被

蠶食

香港還有其他土地供應選項

發展郊野公園違反保育天然資源的大原則

其他

N=542

N=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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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發展郊野公園的邊陲土地以增加土地供應的同意度與年齡的關係

小學程度或以下 中學程度 大專/大學 碩士或以上 總計

1-3分 2.4% 32.8% 54.9% 9.9% 100% 
4-6分 6.6% 37% 51.2% 5.2% 100% 
7-10分 6% 42.3% 43.2% 8.5% 100% 
r= - 0.115, p=0.002

（4）總結
根據調查數據，是次調查對受訪者關於郊野公園的觀感及發展郊野公園的邊陲土

地以增加土地供應的態度有以下結論： 

1. 受訪者認為郊野公園有許多吸引之處，為他們帶來「心情舒暢」、「精神爽利」、

「寧靜放鬆」等效果，反映受訪者傾向十分喜歡使用郊野公園；

2. 受訪者傾向認同郊野公園在「提供免費康樂活動空間及設施」、「讓市民舒展身心，

改善身體和精神健康」「讓市民接觸和認識大自然」等貢獻。值得一提的是，受訪

者認為「發展生態旅遊，令香港旅遊業多元化」及「提升香港國際形象」方面的貢

獻不大，這或許是因為政府過去未能有效在這兩方面發展郊野公園的潛力有關，而

非受訪者認為郊野公園在相關方面貢獻不大；

3. 受訪者傾向認同郊野公園「是香港的珍貴資產」、「能作為遠離緊張的都市生活，

讓都市人歇息的空間」等觀點，而不認同「妨礙經濟發展」及「對長遠土地規劃有

影響」的論述；

4. 越年輕及教育程度越高的受訪者，越傾向認同郊野公園的重要性及反對發展郊野公

園的邊陲土地以增加土地供應；

5. 最後，雖然較多受訪者對發展郊野公園的邊陲土地以增加土地供應的態度持負面態

度，然而他們在這個議題的立場分歧較大。故此，社會需要對相關選項有更謹慎及

批判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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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完整問卷 

公眾對郊野公園的觀感及發展郊野公園以增加土地供應的意見 

你好，我係香港樹仁大學的學生，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數據分析與民調

研究中心現正進行一項意見調查，目的是了解港人對郊野公園的貢獻及對發展郊

野公園以增加土地供應的取態。今次意見調查所得資料純粹用作統計分析，個人

資料將絕對保密，研究完成後所有問卷將會銷毀。誠意邀請閣下花約數分鐘完成

以下問卷。如對本調查/問卷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 2804 8570與調查負責人尹國
輝先生聯絡。謝謝。

篩選問題：

請問你是否 18歲或以上香港居民？ 
是 (邀請進行調查) 
否 (邀請住戶其他 18歲或以上香港居民進行調查。如果沒有合適受訪者，則中
斷訪問) 

主問題：

1. 你有沒有使用過郊野公園？(包括行山、晨運、燒烤等)
a. 有

b. 沒有

(如選答「有」，續答第 2條；如選答「沒有」，轉第 7條) 

2. 你平均一個月使用多少次郊野公園？
a. 少於 1次

b. 1-5次

c. 6-10次

d. 11-15次

e. 16-20次

f. 21-25次

g. 26-30次

h. 每日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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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郊野公園的哪些元素最吸引你？(可選多項)
a. 空氣清新

b. 風景優美

c. 不用花費就可接觸大自然

d. 遠離繁囂 / 環境寧靜
e. 設施完善

f. 其他：＿＿＿＿＿＿＿＿

4. 你去郊野公園主要從事哪些活動？ (可選多項)
a. 體育運動（例如：遠足、行山、跑步、越野單車）

b. 郊遊（例如：露營、燒烤、野餐）

c. 考察 / 研究（例如：生態攝影、生態普查）
d. 其他：＿＿＿＿＿＿＿＿

5a. 以下各項有幾貼切形容你使用郊野公園之後的感受？ 
非常貼切 貼切 不貼切 非常不貼切 無意見/ 

不知道

心情舒暢 □ □ □ □ □ 
寧靜放鬆 □ □ □ □ □ 
精神爽利 □ □ □ □ □ 
自由自在 □ □ □ □ □ 
生活充實 □ □ □ □ □ 

5b. 有沒有其他貼切的形容詞來形容你使用郊野公園之後的感受？ 
_________ 

6. 整體來說，你有多喜歡使用郊野公園？
以 1-10分評分，1分為十分不喜歡，10分為十分喜歡
_______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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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認為郊野公園對於以下各方面有多大貢獻？
非常大 大 小 非常小 無意見/ 

不知道

提供免費康樂活

動空間及設施

□ □ □ □ □ 

讓市民舒展身

心，改善身體和

精神健康

□ □ □ □ □ 

讓市民接觸和認

識大自然

□ □ □ □ □ 

保育自然生態 □ □ □ □ □ 
發展生態旅遊，

令香港旅遊業多

元化

□ □ □ □ □ 

提升香港國際形

象

□ □ □ □ □ 

8. 你有幾同意以下關於郊野公園的描述？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無意見/

不知道

郊野公園是香港的

珍貴資產

□ □ □ □ □ 

郊野公園令香港更

美更有特色

□ □ □ □ □ 

郊野公園能作為遠

離緊張的都市生

活，讓都市人歇息

的空間

□ □ □ □ □ 

郊野公園妨礙經濟

發展

□ □ □ □ □ 

現時郊野公園所佔

的土地面積比例，

對長遠土地規劃有

影響

□ □ □ □ □ 

9. 你認為保護郊野公園免受發展破壞，有幾重要？
以 1-10分評分，1分為十分不重要，10分為十分重要
_______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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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員先向受訪者讀出以下背景資料，才續問以下問題) 
特區政府將就土地供應進行公眾諮詢，預期會就由早前政府委任的土地供應專責

小組提出、發展郊野公園生態價值較低的邊陲地帶，以增加土地供應的建議進行

討論。

10. 以下那一個最貼切形容你對政府考慮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的看法？
a. 可以接受

b. 值得考慮

c. 感到疑慮

d. 不可接受

e.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

(訪問員因應受訪者選項而選答 11a或 11b)

(如選答 a-b, 則跳答 11a; 如選答 c-d，則作答 11b) 

11a. 你認為有關意見「可以接受/值得考慮/其他正面看法」的原因是甚麼？ 
a. 香港缺乏土地

b. 滿足市民住屋需求

c. 郊野公園佔全港土地的面積比例太多

d. 郊野公園邊陲地生態價值低

e. 其他：＿＿＿＿＿＿＿＿＿＿

11b. 你對有關意見「感到疑慮/不可接受/其他負面看法」的原因是甚麼？ 
a. 擔心開壞先例，日後郊野公園可能不斷被蠶食

b. 破壞環境生態，後果不可逆轉

c. 發展郊野公園違反保育天然資源的大原則

d. 香港還有其他土地供應選項

e. 其他：＿＿＿＿＿＿＿＿＿＿＿＿＿＿＿

12. 整體來說，你有多同意發展郊野公園的邊陲土地以增加土地供應？
以 1-10分評分，1分為十分不同意，10分為十分同意
_______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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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P1. 性別 
a. 男

b. 女

P2. 年齡 
a. 18-25歲
b. 26-30歲
c. 31-35歲
d. 36-40歲
e. 41-45歲

P3. 教育程度 
a. 小學程度或以下

b. 中學程度

c. 大專/大學
d. 碩士或以上

P4. 收入 
a. $4,000以下
b. $4,000-5,999
c. $6,000-7,999
d. $8,000-9,999
e. $10,000-14,999
f. $15,000-19,999
g. $20,000-24,999
h. $25,000-29,999
i. $30,000-39,999
j. $40,000-49,999
k. $50,000及以上

-- 問卷完，謝謝你的參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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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受訪者認為貼切形容使用郊野公園後的感受 

不可缺少 自由 消除煩惱 開心快樂好玩 

不想再去 每況愈下 消遣時間 開心舒服 

心花怒放 沒有 疲倦 沒有公

廁 

開心暢快 

心情放鬆 沒有特別 能產生正面情

緒 

開朗 

心情開心 身心疲倦 配套完善 寧靜 

心情開朗，放鬆心情 身心舒暢 健康 寧靜優美 

心情輕鬆 身心輸暢 清新 對身體健康 

心境平靜 身體健康 清新舒適 精力充沛,舒緩

壓力 

心曠神怡 享受 鳥語花香 精神左 

心曠神怡 享受生活 愉快 精神奕奕 

方便使用 和大自然接近 愉快舒服 精神爽利 

令人有充

勁,REFRESH 

放鬆 愉快舒暢 輕鬆 

充滿活力 放鬆 心情開

朗 

減輕壓力 輕鬆自在 

平靜 放鬆心情 減壓 遠離人煙 

共聚天輪 放鬆自己 舒服、開懷 遠離煩囂 

地球瑰寶 欣賞 舒展身心 增廣見聞 

多昆蟲 空氣情新 舒暢 適合全家大小 

多樹木 空氣清新 舒暢開心 興高釆烈 

好多人 很感恩有環境

優美的郊野公

園 

舒緩壓力 親切 

好多人和垃圾 很遠 豁然開朗 環境有時會被

破壞 

有很大空間 很擠迫 開心 環境優美 

有滿足感 洗滌心靈 開心、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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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受訪者對政府考慮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方案提供的其他正面、負面或

中性立場 

正面 負面 中性

支持 人太多問題,新移民太多,
發展土地不能解決問題

OK啦 

必然要發展 不切實際、荒謬 一半一半

非常同意 不支持 一般同意

香港土地供應不足,但建
議先發展棕地。

不可接受、非常愚蠢 不清楚, 有保留 

幾好 不合理 中立

郊野公園都唔係成日有

人去

不是唯一的方法 中立，對此議題沒有太多

理解

不能理解政府想法 冇意見

主要在於有其他土地供

應的現況有所失衡(如發
展商囤地)，不一定需要從
郊野公園入? 

好難選擇, 兩邊都想有 

用邊陲地帶建屋治標不

治本，無法根治土地短缺

問題

如果真係有呢個需要就

冇辦法

因為不一定要發展郊野

公園

如果逼不得已就可以考

慮,但最好唔 
有更好選擇 eg粉嶺 兩樣都需要

有其他的方法去發展土

地, 不一定是郊野公園 
郊野公園及發展同樣重

要

抗拒 根據影響性而定

怕官商勾結 都可接受

非常不接受 無任何想法，未曾對事件

有所關注。

非常不贊成 無所謂

城市規劃差 無特別看法

政府係痴線 無意見

是否一定要發展郊野公

園? 
發展是沒有問題

要留番d地俾市民活動及
享受

發展邊陲地帶對自然生

態影響唔大，

郊外已經少,少了休憩活 視乎前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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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身體會差 
郊野公園本身已經少, 不
可以再拿來發展

對這個題目沒有 idea 

唔好

無人使用，不代表不需

要。舊區重建都好重要，

會減少了可以放鬆的地

方

擔心無哂啲郊野公園

應諮詢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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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受訪者對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以增加土地供應持正面或負面的原因

正面 負面 

唔用邊陲地帶只會浪費土地 1. 發展後令生活環境更逼

2. 減少康樂用地

不一定建屋，可以建設保育設施 較關心公眾還是地產商得益最大 

不會影響生態 香港市民需要郊野公園作調劑及康樂

用途，而且發展郊野公園會破壞周邊環

境 

可以發展郊野公園，但大前題政府要將

保育生態及住屋之間取捨 

香港已經無咩郊野公園啦 

可以善用土地資源 邊陲地帶的面積不大，唔能夠解決房屋

需求 

可以善用土地資源,民生較郊野公園重

要 

政府提供的資料不足 

可用作公屋、不應作商業用途 人口太多，起幾多樓都無用 

可彈性處理，不一定完全不可開發郊野

公園 

人口爆燈才是根源，而非從郊野公園土

地入手 

平衡雙方需要 土地問題與郊野公園無關 

在邊陲地區建屋要是公屋 土地被富商霸佔，應用於建房 

在邊陲地帶應建公屋、應保留生態價值

較高的地方 

不相信政府 

多啲人住近郊野公園，可以親近大自

然，空氣好，長命幾年 

不相信政府政策，因過往的政策不符市

民期望 

如有必要則可開發 不相信政府會用得其所 

如邊陲地帶是空地、無動植物，則可發

展。 

不相信香港沒有其他土地可發展 

有比例地發展即可 欠缺詳細資料,如土地用途 

有逼切性 外國人好欣賞郊野公園，是香港的特

色，如以郊野公園入手，會令香港失去

其中一特色，要開發土地，可由其他方

面入手。 

房屋問題比郊野公園重要 市民少了一個接觸大自然的機會，郊野

公園一向處於偏僻位置，交通不便，發

展來都無用 

保育不太重要 未必須用此地 

政府有政府的規劃、相信政府 未到最後一刻要用郊野公園 

政府需要平衡市民住屋需求與生態保 生活壓力大，無放鬆空間，郊野公園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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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重要港人的休息土地。同時要顧及其他

生物的生存權利，以及從人口政策入

手，因現香港人口十分稠密，要著重改

善移民政策，並非從郊野公園解決根本

問題。 

要取捨，開發郊野公園比重建快 生態環境比建房更重要，填海會更好 

要進行多方面評估，確認生態價值及使

用量，才可以改變 

用高爾夫球場建屋更能解決房屋短缺

問題 

郊野公園使用率低、配合香港發展 休憩地方減少 

香港人對住屋需求大 因郊野公園應是讓人放鬆、不應作其他

用途 

香港土地供應有限,所以值得考慮, 但

同時亦考慮到發展邊陲地 

因移民政策而造成 

能解決長遠需要 在民生的層面面言，的確發展邊陲地帶

建屋能增加房屋供應。然而，明白會對

環境受到破壞。 

荒置土地值得好好利用 好多細節都不清楚 

這些地方屬「被棄置」地帶，不發展，

留來也沒有用 

如果香港政府發展邊陲地帶可能會令

郊野公園越來越小，政府當土地供應不

足時便會不斷減少郊野公園用地，這是

一個治標不治本的方法 

發展生態價值較低的邊陲地帶不破壞

郊野公園整體利益, 但發展 

如果發展郊野公園，需要接著發展配套

設施。而且對土地用途感到疑慮 

發展郊野公園可靈活運用土地，提高土

地效率 

考慮到居住環境問題,郊野公園邊陲地

帶太山旮旯, 那裡欠缺健全配套,如交

通配套. 

發展郊野公園生態價值較低的邊陲地

可以作為其中一個增加土地 

每個地帶都有其價值, 只是重要和不重

要之分. 

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作住宅用途可

達到雙贏局面 

沒有界限地使用郊野公園土地 

發展需要平衡 兩者無關係, 

邊陲地帶相對對環境破壞較低，若能在

保育發展取得平衡點就可以 

房屋問題源於人口政策，非土地政策，

不應使用郊野公園土地 

視乎用來建公屋還是私人樓宇,, 贊成

用來建公屋 

保育郊野公園比較重要 

較少使用郊野公園邊陲地，視乎發展選

址及規模 

城市規劃差 

運用適當比例及面積發展都可以 城市發展已十分擠逼，不應開發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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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郊野公園影響較少 政府少些官商勾結 

認為可以發展生態價值較低的地方，市

民的住屋求需求才是首要 

政府未有詳細、確實的方案和發展方

向。邊陲地帶亦有生物價值。郊野公園

和市區相距近，吸引外國遊客，增加競

爭力。若在邊陲地帶建安老院，不方便

人們探視。 

樓價太高，後生仍然上唔到樓 政府應善用土地，不應胡亂開發郊野公

園 

憑感覺 要看看發展的程度會否破壞自然生態 

邊陲土地可供發展 要留番 d地俾市民活動及享受 

要控制來港人口，而非用郊野公園用地

增加土地供應 

郊野公園土地已經好少, 再發展會變死

城 

郊野公園土地比例已經不多 

郊野公園地方太少了, 高樓太多 

郊野公園地方偏遠，應考慮市區重建 

郊野公園地起公屋最後會都係比大陸

人住,私樓又比大陸人炒 

郊野公園好應該要留返到郊野公園,難

得既大自然,不可以白白浪費 

郊野公園好寶貴 

郊野公園具保留價值 

郊野公園和土地供應兩者沒有關係,用

不著發展郊野公園 

郊野公園是市民大眾的珍貴資產,發展

後市民便會少了可以休憩的空間 

郊野公園是珍貴資產，不可破壞 

郊野用地不足 

香港已經用了很多地方來起樓 

香港已經很少綠化地帶，再發展就會無

埋 

香港已經很多城市部份，再減少一些綠

化地帶，會令都都市人的生活更壓抑和

緊張 

香港太多石屎森林，欠缺綠化地 

香港可以玩下休息下既地方已經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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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尚有好多其他空置用地， 

香港的郊野公園本身已經好少 

香港的郊野公園好少,空氣又差,不可能

用來發展 

香港政府應保得平均不應破壞生態環

境 

剝削市民休憩空間 

原本郊野公園的面積已經不足夠，還要

拿部份土地去發展，絕對不合理 

唔知邊陲地帶有幾大 

效野公園面積只可增加、不應減少。 

根本無正視人口增加源頭，減少內地新

移民，已可。 

做法很「低能」，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

帶這個提議不是知識分子想出來的答

案。 

混淆視聽 

現時郊野公園面積不足 

減少市民接觸大自然的機會 

減少移民就可以 

發展?香港人去邊度散心 

發展土地有很多考慮因素,不應該只是

考慮生態價值 

發展用途將會建豪宅，對整體土地供應

幫助不大 

發展郊野公園的土地會令香港失去本

身有的特色。 

發展邊陲地帶會阻礙宜家用緊既人 

開發邊陲地帶未必解決到住屋問題 

感到疑慮的原因是不清楚邊陲地帶的

定義， 假如不影響到動物的棲息生活

就可以發展。 

會過度發展 

對生態價值低的界定感到疑慮 

盡量叉香港只有有限邊, 不可持續發展 

綠化城市有必要存在 

認為發展郊野公園建屋，被人以「炒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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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目的 

需保留郊野公園，以免影響市民精神健

康 

需保留郊野公園，保障市民精神健康 

需要公民教育郊野公園的重要性 

影響自然環境 

憂慮有官商勾結的情況 

擔心土地會用來發展私人物業, 讓有錢

人炒,令到樓價更高 

擔心不方便，例如交通方面和配套 

擔心日後失去郊野公園用地 

擔心失去舒展身心和遠離市區的地方 

擔心政府用這些土地作商業用途，如賣

地、取大眾資源，卻非用於大眾。 

擔心政府做法未能貼合民意 

擔心開發只顧發展商利益，怕有官商勾

結 

擔憂環保人士的意見未能在咨詢中被

採納/受到關注 

應先發展粉嶺高爾夫球場 

應選舊樓、工廈發展 

舊區重建 

舊區重建都是一個選擇。收緊輸入人口

都是減少人口增長，緩和土地問題。炒

樓問題。 

難以定義生態價值 

覺得政府都係得個講字,不會成功的 



即時發佈 

新聞稿 

房屋問題與郊野不對立 

26 個基層與環保團體促請政府善用土地改善房策  保衛郊野 

2018 年 7 月 16 日，香港 13 個關注基層團體與 13 個環保團體（詳見附表）首次發表聯合聲明，並

拉起「住屋郊野不對立」的橫額，指出保衛郊野公園與解決基層住屋需求並非對立，質疑政府刻意

製造「敵我對立」，掩飾長期以來在土地規劃和房屋問題的不公。 

自從前特首梁振英委託房協研究兩幅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建公屋，社會爭議持續。然而，關注基層團

體認為，土地供應並非住屋問題的唯一成因，土地和房屋資源分配不公的影響更為深遠。政府將矛

頭指向郊野公園邊陲地帶是轉移視線，而且發展需時 15 至 18 年，未能在短期內縮短公屋輪候時間。 

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成員丘梓蕙說：「政府一直漠視土地規劃及房屋不公問題，包括少數人佔用面

積遼闊的粉嶺高爾夫球場、公私營房屋供應比例遠低於六比四的政策目標、租務管制撤銷後租金節

節上升等，近年卻忽然打著為基層的旗號鼓吹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表現虛偽。」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組織幹事任真則指出，守護郊野亦是重要價值，政府不應誤導公眾以為社會只剩

下房屋需求。她續說：「郊野公園除了保育自然生態，亦為所有市民，不論貧富，免費提供舒展身

心的空間和設施。」 

環保組織強調，自然生態一旦受到破壞，後果不可逆轉，因此政府必須謹慎，優先使用其他土地建

屋，而非輕率地開壞先例，發展受法例嚴格保護的郊野公園。 

綠色和平項目主任朱江說：「住屋與郊野同樣是市民生活質素的重要元素，兩者並非對立，而且政

府估算未來八年只欠缺 49 公頃公營房用地，單是 723 公頃未被納入規劃的棕地及部分粉嶺高球場用

地已能解決問題。」 

根據綠色和平早前委託樹仁大學進行的調查顯示，一半受訪者認為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不可接受，

或對建議感到疑慮，顯示方案未能得到大部分市民支持。 

團體引述聯合國有關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文件《21 世紀議程》，指出享有適當住屋是基本人權，政府

應在不破壞環境情況下規劃土地。聯合國在 2016 年底採納的《新城市議程》也重申，所有人應享有

適當住屋權，但要透過可持續的土地使用模式，保護重要和脆弱的生態環境。因此，關注基層團體

與環保組織一起促請政府，積極考慮以下建議： 

善用土地資源 

● 優先規劃棕地、粉嶺高爾夫球場及閒置土地興建公營房屋

● 將部份市區重建土地興建公營房屋



● 善用政府閒置土地、建築物及校舍興建過渡性房屋

● 停止考慮發展郊野公園及其邊陲地帶，保護天然資源

● 有關維港以外填海，政府必明確列出選址和提供詳細資料，包括填海的準則，生態價值評估

及發展藍圖，並解釋為何在有其他可優先發展的土地滿足房屋需求的情況下，仍要選擇填海

改善房屋政策 

● 重設租務管制，限制租金升幅、保障租住權，平衡業主及租客的權益

● 推出租金津貼，為輪候公屋三年或以上的申請人提供租金津貼，數額為公屋每月租金與私人

房屋市場每月租金的差額

● 除了訂立一手物業空置稅，亦應對二手物業實行相同措施，避免業主及地產商囤積居奇

聯署團體（排名不分先後） 

關注基層團體：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關注基層住屋聯席、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全港劏房居民大聯盟、 

荃民蝸居急切上樓大聯盟、荃灣舊區租客行動、觀塘劏房居民關注組、觀塘無奈苦等公屋街坊會、

街坊安居關注小組 (深水埗)、土瓜灣基層住屋組、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屯門基層住屋組、大角咀劏

房關注組 

環保團體： 

綠色和平、長春社、綠惜地球、綠色力量、香港觀鳥會、綠領行動、創建香港、香港海豚保育學會、

香港自然探索學會、大嶼山愛護水牛協會、土地正義聯盟、鄉郊基金、自然生態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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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Sir, 

Submission on “Land for Hong Kong, Our Home, Our Say!’ 

The Hong Kong Wetlands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 is a newly-established, non-

government organisation and our aim is to promote wetlands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We refer to the “Land for Hong Kong, Our Home, Our 

Say!” public engagement document and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views here. 

Hong Kong is facing an imminent, acute housing shortage and more affordable flats 

should be built for the needy in a timely manner. Hence, focus should be put on 

those short-medium term options that can provide large number of housing 

effectively. We think brownfield sites, Deep Bay Wetland Buffer Area (WBA) and the 

neighbouring areas will provide sufficient additional land to help meet the housing 

demand and there is no need to develop our Country Parks or large-scale 

reclamations.  

The WBA provides buffer to the internationally important Deep Bay wetlands 

ecosystem and developments within can be a sensitive issue. Here, we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make future developments in WBA will also result in 

improved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Deep Bay wetlands, thus attaining 

a triple-win for the society, land-owner and the biodiversity.   

45456



Option 5.1 Developing Brownfield Sites 

Hong Kong Wetlands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 believes that large areas of 

brownfield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should be prioritized for housing development 

and wholeheartedly support this. This would not only increase the housing supply, 

but also improve the rural environment. A fair compensation/relocation mechanism 

needs to be formulated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ject new brownfield 

applications and strengthen enforcement to prevent their expansion into new areas. 

Option 5.2 Tapping into the Private Agricultural Land Reserve in the New Territories 

We share the concerns expressed in the public engagement document that PPP 

arrangement may affect the local agricultural industry and may pose threats to high 

ecological value areas.  

In fact, many of the fish ponds and wetlands in the Deep Bay area are private 

farmland. Within the Mai Po and Inner Deep Bay Ramsar Site and the adjacent 

Wetland Conservation Area (WCA), there are large areas of private fish ponds and 

four of them totaling over 400 ha are zoned as Other Specified Uses annotate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o include Wetland Enhancement Area (OU(CDWEA)). 

One notable case is the controversial Nam Sang Wai proposed development. If 

approved, substantial fish ponds and wetlands will be lost in the WCA zone and it 

faces many objections.  

Moreover, some fish ponds have been abandoned for some years and are being 

invaded by vegetation including the exotic invasive Typha angustifolia (Photo 1). One 

such area is the fish ponds between Fairview Park and Palm Springs in the WCA that 

occupies around 30 ha which have not been managed for many years. Some of the 

“ponds” are now overgrown with vegetation and even trees (Photo 2) and will turn 

into terrestrial habitats if unchecked. As pointed out by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Study on the Ecological Value of Fish Ponds in Deep Bay Area”, the high numbers of 

fish-eating water birds foraging in fish ponds is largely due to (1) the stocking of fish 

and (2) the drain down of ponds during fish harvest that makes abundant preys 

available. These two contributing factors are absent in abandoned ponds. Hence, 

there is a strong need to manage these to boost their ecological value and to 

maintain the Deep Bay wetland ecosystem. Moreover, abandoned ponds in the WCA 

are susceptible to destructive pond filling activities1 (Photo 3) which seriously 

undermine the wetland conservation function. 

1 Inner Deep Bay Unauthorized Development Report (2017) WWF-Hong Kong, Hong Kong. 



In the outer Wetland Buffer Area (WBA), there are about 80 ha already approved for 

low density development (some with plot ratio as low as 0.2 or 0.4) and the land 

formation has started at Wo Shang Wai. In line with the TPB Guidelines and to 

protect the Deep Bay wetland ecosystem, there is a condition of wetland 

mitigation/compensation attached to the approval of many of these developments. 

As a result, increasing number of small wetland reserves will be established next to 

or even surrounded by developments across the WBA. These small, piecemeal 

wetlands will each have their own management plan and management team. This 

arrangement suffers from not efficient in resource use and not effective in realizing 

the conservation potential when compared with large continuous managed 

wetlands.

There is an additional 160 ha under development zoning such as Residential (R), 

Industrial (I),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rea (CDA), Open Storage (OS), 

Recreation (REC), Other Specified Uses annotate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o 

include Wetland Restoration Area OU(CDWRA) and OU(CDWEA) in the WBA. On top 

of these, there are also over 15 ha of open storage and workshops, i.e. brownfield 

sites, the development of which is deemed the first priority by Green Groups and is 

one of land supply option (Option 5.1).

The above situation is not ideal for the long-term conservation of the globally 

important Deep Bay wetlands ecosystem and will get worse if left to continue its 

present course. For instance, a lot of fish pond farmers are over 60 years old and very 

few young people are willing to join the industry2, casting uncertainty on the long-

term sustainability of fish pond cultivation. Hence, we would like to make 

recommendations to improve the PPP scheme that will not only unlock private 

farmland to build more housing, but also to greatly enhance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Deep Bay wetlands. We believe this improved PPP scheme will 

become a triple-win mechanism and will be supported by the society. 

Recommendation 1 

Substantially increase the plot ratio of the developable land in WBA and use part of 

the revenue to support the active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of the abandoned 

and/or degraded fish ponds in WCA as mitigation/compensation. 

2 Mai Po Inner Deep Bay Ramsar Site Management Plan (2011)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HKSAR Government, Hong Kong. 



This will not only increase the supply of both private and affordable housing to help 

alleviate the housing shortage, it will also contribute to Hong Kong Biodiversity 

Strategy & Action Plan (BSAP) Action 2 to conserve the ecologically important 

habitats outside existing protected areas3 and help fulfill the planning intention of 

TPB Guidelines on development within Deep Bay.  

Active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of wetlands in Hong Kong and other places have 

been shown to be successful in increasing the biodiversity. Notable examples in Deep 

Bay are the management of Mai Po Nature Reserve, the Hong Kong Wetland Park 

and the Lok Ma Chau Spur Line mitigated wetlands. Hence,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the proper management of much larger areas of fish ponds in WCA as outlined above 

will more than compensate the negative ecological impacts from developments in 

WBA. 

Recommendation 2 

Transfer the development from the OU(CDWEA) zoned private fish ponds in WCA to 

the developable land in WBA and neighbouring areas, suitably increase the plot 

ratio, and use part of the revenue to support the active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of fish ponds concerned as mitigation/compensation.  

This will ensure large areas of fish ponds in WCA under active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and free up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OU(CDWEA) fish ponds 

in producing housing in nearby land of low ecological value in a timely manner. Again 

this will contribute to BSAP and fulfill the planning intention of TPB Guidelines on 

Deep Bay. 

Recommendation 3 

Formulate a holistic management plan for Deep Bay wetlands and set up an 

independent, statutory Conservation Trust into which land and funds made 

available to manage the wetlands can be vested.  

With a holistic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plan for Deep Bay wetlands, its 

biodiversity value can be further enhanced. The future ownership of the PPP private 

fish ponds needs to be resolved and the administer of the funding and the 

3 Hong Kong Biodiversity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2016-2021 (2016) Environment Bureau, HK SAR 

Government, Hong Kong 



management actions also need to be overseen by an institution. Examples from 

overseas can be drawn in which an independent, statutory trust is established 

specifically for these purposes.  

We believe the above recommendations will give the PPP scheme clear and 

significant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They will also help address 

the environmental concerns raised during the public engagement and the society will 

be more willing to embrace it. 

Similarly, when unlocking private farmland, a compensatory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conserve good-quality private agricultural land and ecologically 

important sites while the plot ratio is increased in unimportant sites. This will 

contribute towards the goals of the New Agricultural Policy and BSAP and will likely 

generate more support from the society. 

Medium-long term and conceptual options  

The above options together with those current land supply strategy and ongoing 

initiatives outlined in the document will considerably increase the land supply and 

additional housing units. In fac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as been putting a lot 

of effort in providing new flats and the number of units being built and planned 

amount to over 600,000, without counting the new land supply. This is nearly 25% 

more than the over 480,000 new households by 2049 forecasted by the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Moreover, the population is projected to decline gradually 

after 2043. Hence,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Parks should not a medium-to-

long term or conceptual options (Options 5.8 and 5.12). 

Reclamations will cause irreversible damage to our marine environment, the 

biodiversity and the fishery resources. Hence, these should only be carried out in 

sites with low ecological value and when the need is strong and clear. For the five 

near-shore sites listed, Siu Ho Wan and Lung Kwu Tan are close to known Chinese 

White Dolphin hotspot4 and probably of quite high ecological value. For the 

proposed East Lantau Metropolis, the need has to made clear and fully justified for 

such a big reclamation which will be completed around the time that the population 

starts to decline. 

We hope our views will be carefully considered by the Task Force and 

4 https://www.epd.gov.hk/.../advisory_council/files/ACE_Paper_3_2015.pdf 





Photo 1. Abandoned fish pond overgrown with the exotic weed Typha angustifolia. 

Photo 2. Vegetation and trees growing in abandoned fish ponds within WCA between 

Fairview Park and Palm Springs. 



Photo 3. Suspected pond filling within WCA near Lok Ma Ch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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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要求1,200公頃便可交差矣)。

本人重申反對東大嶼都會及所有填海計劃，因為只要特府只需要是不繼續顛覆 [集體中
央人民政府批地契], 就已經雙倍達標有2,666公頃的無契官地得已30年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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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s sincerely,

Peter Scott Smith
Hong Kong Permanent 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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