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已分析的網上媒體意見清單 

網誌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 2018-04-28 

(07:16) 

Kui 看世界 私宅供應量不增反減 

2 2018-04-28 

(09:18) 

頭條網 Blog City 開放性諮詢一大敗筆 

3 2018-04-28 

(14:39)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公私營發展農地惹官商勾結 黃澤

恩：唔鍾意可唔要  

4 2018-04-28 

(14:39)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前地政總署署長劉勵超：社會分

化 質疑能否達共識  

5 2018-04-28 

(14:39) 

Kui 看世界 黃遠輝：住大點要長遠才做到 

6 2018-04-28 

(14:39) 

Kui 看世界 黃遠輝指東京街綠置居售價未定 需視乎屆時市況

再商討  

7 2018-04-28 

(14:39) 

Kui 看世界 黃遠輝稱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諮詢報告將歸納大多

數意見  

8 2018-04-28 

(14:40) 

Kui 看世界 張建宗冀公眾心平氣和理性討論為解決土地供應

找出路  

9 2018-04-28 

(14:47) 

Kui 看世界 貨櫃碼頭上蓋建屋 規劃署前署長：涉冗長技術?

究 故不可取  

10 2018-04-28 

(14:47) 

Kui 看世界 黃遠輝指土地選項無「無痛」 冀持分者態度開放 

11 2018-04-28 

(14:47) 

Kui 看世界 黃遠輝：東京街綠置居售價待定 

12 2018-04-28 

(14:47) 

Kui 看世界 黃遠輝籲各持分者互相包容 張建宗冀公眾理性討

論  

13 2018-04-28 

(17:22)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指貨櫃碼頭建屋不協調 凌嘉勤：

填海是必然選項  

14 2018-04-28 

(17:22) 

Kui 看世界 黃遠輝：東京街綠置居延長公屋輪候 11 天 

15 2018-04-28 

(20:52) 

Kui 看世界 東京街項目轉綠置居出售 料延長公屋輪候時間約

11 日  

16 2018-04-29 

(10:59)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7 個團體到粉嶺高球場示威 籲政

府收回用地  

17 2018-04-29 

(10:59) 

Kui 看世界 高爾夫球場舉辦慈善活動 團體到場示威 

18 2018-04-29 Kui 看世界 多個團體到粉嶺高爾夫球場抗議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0:59) 

19 2018-04-29 

(12:59) 

Kui 看世界 回應取消單程證減土地需求建議 黃偉綸：忽略家

庭團聚  

20 2018-04-29 

(12:59) 

Kui 看世界 葉劉淑儀指土地供應諮詢未見成果已造成社會對

立  

21 2018-04-29 

(15:00)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團體斥住屋分配不均 黃遠輝：增

建須考慮交通基建  

22 2018-04-29 

(15:01)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發展局長指「取消單程證」論 忽

視港人家庭團聚需要  

23 2018-04-29 

(15:01)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黃偉綸冀收窄分歧 指取消單程證

忽略家庭團聚需要  

24 2018-04-29 

(15:01)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葉劉稱毋須公開諮詢 批未見成果

先釀社會對立  

25 2018-04-29 

(15:01) 

Kui 看世界 團體調查劏房租金指數按年升 4.5%  

26 2018-04-29 

(15:08) 

Kui 看世界 黃遠輝稱公私營合作發展土地是建議非結論  

27 2018-04-29 

(17:04) 

Kui 看世界 黃偉綸：取消單程證忽視家庭團聚  

28 2018-04-29 

(17:06)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未用《收地條例》收農地捱批 黃

遠輝：門檻很高  

29 2018-04-29 

(19:05) 

Kui 看世界 黃遠輝：1200 公頃短缺土地估算未計長者服務需

求  

30 2018-04-29 

(19:06) 

Kui 看世界 黃遠輝：小組對土地短缺非常上心 劏房環境成

覓地動力 

31 2018-04-29 

(19:06) 

Kui 看世界 市民倡用撥粉嶺高球場一半建公屋 黃遠輝：意見

中肯  

32 2018-04-29 

(19:07) 

Kui 看世界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建議政府增建過渡性房屋 

33 2018-04-29 

(20:48)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黃遠輝落區訪基層 強調從沒忘劏

房戶居住環境 

34 2018-04-29 

(20:48) 

Kui 看世界 土地供應小組成員探訪劏房戶 有居民埋怨租金昂

貴  

35 2018-04-29 

(20:49) 

Kui 看世界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探訪劏房住戶  

36 2018-04-29 

(20:49) 

Kui 看世界 環保觸覺：單程證配額減半 可紓緩覓地急切性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37 2018-04-29 

(20:49) 

Kui 看世界 黃遠輝：探訪劏房戶能親眼看到貼地居住環境問

題  

38 2018-04-30 

(00:51)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1 劏 13」 月租＄1900 劏房戶

呻 1 周捉 200 隻木蝨 

39 2018-04-30 

(00:51) 

Kui 看世界 土地供應小組探劏房戶 黃遠輝稱土地短缺水深

火熱 

40 2018-04-30 

(06:55 

am730 Blog 水深火熱  

41 2018-04-30 

(06:55) 

am730 Blog 土地解 港人之痛  

42 2018-04-30 

(06:55) 

am730 Blog 不同之收地及賠償  

43 2018-04-30 

(06:55) 

am730 Blog 偶像阿叻撐乜 golf？  

44 2018-04-30 

(10:07) 

頭條網 Blog City 新樓空置稅  

45 2018-04-30 

(10:55) 

Kui 看世界 香港高爾夫大聯盟憂一旦收回粉嶺場地將失去教

學機會  

46 2018-04-30 

(12:56) 

Kui 看世界 尹兆堅稱土地需求殷切 收回粉嶺高球用地具凌駕

性  

47 2018-04-30 

(12:56) 

Kui 看世界 大聯盟：收回粉嶺高球場建屋影響香港聲譽  

48 2018-04-30 

(12:56) 

Kui 看世界 尹兆堅：本港仍有其他高球場地 發展粉嶺場地影

響較小  

49 2018-04-30 

(14:57) 

Kui 看世界 大聯盟：政府可考慮接手營運粉嶺高球場  

50 2018-04-30 

(15:41) 

HKG 報 可用《收回土地條例》 收回發展商手上的農地

嗎？  

51 2018-04-30 

(20:05) 

零八憲章 多個團體再到高球場請願 促收回土地建屋  

52 2018-05-01 

(12:08) 

Kui 看世界 土地小組諮詢 施麗珊稱基層市民冀有快捷方法供

應土地  

53 2018-05-01 

(12:09) 

Kui 看世界 土地小組諮詢 朱凱廸建議將釋放軍營用地列作選

項  

54 2018-05-01 

(14:08) 

Kui 看世界 朱凱廸倡專責小組應加入發展解放軍軍營用地選

項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55 2018-05-01 

(20:41)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謝偉銓倡舊公屋外牆加建預製組

合屋 料 5 年提供 2 萬單位  

56 2018-05-01 

(23:09) 

草雲居 解決土地短缺問題：以城市規劃帶動收回囤積農

地  

57 2018-05-02 

(04:44) 

Kui 看世界 【新聞點評】單程證何妨打七折  

58 2018-05-02 

(06:45) 

Kui 看世界 管浩鳴倡重建舊校舍 上蓋起樓加快「上車」  

59 2018-05-02 

(06:45) 

Kui 看世界 謝偉銓倡公屋加建組合屋 提供二萬單位  

60 2018-05-02 

(06:45) 

Kui 看世界 收回高球場恐成國際笑話  

61 2018-05-02 

(07:13) 

am730 Blog 土地供應選項中 為何獨缺「重建」  

62 2018-05-02 

(08:47) 

Kui 看世界 棕地違規 3 年 105 宗定罪  

63 2018-05-02 

(08:47) 

Kui 看世界 朱凱廸倡軍事用地建屋  

64 2018-05-02 

(08:47) 

Kui 看世界 嶄新構思 舊公屋外牆加建組合屋  

65 2018-05-02 

(10:48)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倡額外撥 3500 公頃地建屋 施永

青：比例不算高  

66 2018-05-02 

(10:48) 

Kui 看世界 本土研究社黃肇鴻憂「土地大辯論」增加社會撕

裂  

67 2018-05-02 

(10:48) 

Kui 看世界 施永青認為有大量土地列作農地未有開發 規劃不

恰當  

68 2018-05-02 

(10:48)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公私營發展農地惹爭議 施永青：

官商各施其職  

69 2018-05-02 

(12:48) 

Kui 看世界 調查指四成幾受訪者贊成在維港以外填海  

70 2018-05-02 

(12:48) 

Kui 看世界 調查：四成半受訪市民贊成維港以外恢復大型填

海  

71 2018-05-02 

(14:49) 

Kui 看世界 黃元山：年紀較大人士因自身經驗對填海問題沒

太多困擾  

72 2018-05-02 

(14:49) 

Kui 看世界 被問對填海有強烈傾向 黃元山稱小組中立地收集

意見  

73 2018-05-02 Kui 看世界 社聯深水 組合屋 租戶須輪候公屋 3 年以上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1:07) 

74 2018-05-02 

(21:58) 

零八憲章 論中共土地邏輯財產權邏輯與政權邏輯之關係  

75 2018-05-03 

(05:10)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能解決房屋問題嗎？  

76 2018-05-03 

(07:23) 

am730 Blog 高爾夫球場只係 土地大辯論一部分  

77 2018-05-03 

(07:23) 

am730 Blog 土地問題(下)  

78 2018-05-03 

(07:23) 

am730 Blog 轉移視線  

79 2018-05-03 

(07:23) 

am730 Blog 房屋供應 公私各有角色  

80 2018-05-03 

(13:14) 

Kui 看世界 林鄭月娥指隨意運用土地收回條例或致土地無法

有效釋放  

81 2018-05-03 

(13:14) 

Kui 看世界 林鄭月娥稱政府無責任維護既得利益 只有公眾利

益  

82 2018-05-03 

(13:14) 

Kui 看世界 林鄭月娥：正研究一手樓住宅空置稅 沒研究資產

增值稅  

83 2018-05-03 

(13:15) 

Kui 看世界 林鄭月娥稱親自了解過閒置校舍但認為可作房屋

用途不多  

84 2018-05-03 

(13:15) 

Kui 看世界 林鄭月娥簡介工作進度指 250 項措施有 33 項已

落實  

85 2018-05-03 

(13:26) 

am730 Blog 以造地計劃來解決樓市升災？  

86 2018-05-03 

(13:26) 

am730 Blog 單程證入戶香港 銷售保險收入高  

87 2018-05-03 

(15:15) 

Kui 看世界 林鄭：公私營合作非向權貴跪低  

88 2018-05-03 

(15:15) 

Kui 看世界 對林鄭月娥未能承諾「向地產商說不」尹兆堅表

示失望  

89 2018-05-03 

(18:53) 

明報 Blog 住得迫 誰之過  

90 2018-05-03 

(20:33) 

Kui 看世界 東大嶼與新界北兩區可提供約 1700 公頃土地填

補短缺  

91 2018-05-03 

(20:33) 

Kui 看世界 市建局邀請發展商入標通州街/桂林街重建項目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92 2018-05-03 

(20:33) 

Kui 看世界 發展局指截至去年底私樓空置率 3.7%公屋低於

1%  

93 2018-05-04 

(06:38) 

Kui 看世界 發展局：短缺 1200 公頃土地屬最低估算  

94 2018-05-04 

(06:38) 

Kui 看世界 研一手樓徵空置稅 林鄭：房屋非用來囤積  

95 2018-05-04 

(07:35) 

am730 Blog 香港需要幾多個新的 1200 公頃  

96 2018-05-04 

(07:35) 

am730 Blog 牛熊大辯論  

97 2018-05-04 

(07:35) 

am730 Blog 土地大辯論該從何開始  

98 2018-05-04 

(08:38) 

Kui 看世界 中環出更：禁問高球場 梁君彥被批「父親上身」  

99 2018-05-04 

(11:37) 

am730 Blog 土地大辯論的背後  

100 2018-05-04 

(18:45) 

Kui 看世界 林鄭：土地辯論選項環保人士未必喜歡 「無選擇

能無痛」  

101 2018-05-04 

(18:45) 

Kui 看世界 選項未必獲環保界支持 林鄭月娥不認同和住屋問

題對立  

102 2018-05-06 

(08:08) 

Kui 看世界 陸宏廣倡建百層高摩天住宅  

103 2018-05-06 

(08:08) 

Kui 看世界 土地專組辦工作坊 區議員斥「說教式推銷」  

104 2018-05-06 

(08:08) 

Kui 看世界 獅子山上：官僚卸責側側膊  

105 2018-05-06 

(08:33) 

頭條網 Blog City  多勞多得、少勞係咪應少得呢？  

106 2018-05-06 

(14:08) 

Kui 看世界 馬時亨：倡延伸鐵路至貨櫃碼頭屬私人言論何來

利益衝突  

107 2018-05-06 

(14:08) 

Kui 看世界 團體關注寮屋區劏房、貨櫃屋及組合屋環境差  

108 2018-05-06 

(16:09)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香港願景倡設公私營合作管理局 

制定土地調整計劃  

109 2018-05-06 

(18:20) 

Kui 看世界 香港願景倡各地產商協商集合新界土地 政府毋須

收地  

110 2018-05-06 Kui 看世界 智庫倡設公私營合作統籌處 曾鈺成：地產商農地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8:21) 達 1000 公頃  

111 2018-05-06 

(18:23) 

Kui 看世界 香港願景建議由私人發起發展新界土地  

112 2018-05-06 

(19:26) 

Kui 看世界 曾鈺成冀外界不要動輒批評官商勾結  

113 2018-05-06 

(19:26) 

Kui 看世界 「香港願景」建議集合業權分散新界地 公私營合

作發展  

114 2018-05-06 

(19:27) 

Kui 看世界 香港願景倡成立管理局負責公私營合作發展土地  

115 2018-05-06 

(19:27) 

Kui 看世界 曾鈺成：具透明度就不存在官商勾結  

116 2018-05-06 

(21:27) 

Kui 看世界 智庫提私人集合業權分散新界地發展 政府可預留

公用地  

117 2018-05-06 

(21:28) 

Kui 看世界 工程師陸宏廣倡建摩天樓解屋荒 100 層可提供

8400 個單位  

118 2018-05-06 

(23:29) 

Kui 看世界 調查指寮屋劏屋人均居所面積比監獄獨立囚室更

細 

119 2018-05-07 

(05:32) 

Kui 看世界 香港願景倡設公私營合作管理局  

120 2018-05-07 

(06:09) 

am730 Blog 私人主導  

121 2018-05-07 

(06:09) 

am730 Blog 欠缺市區土地新供應 舊樓併購料持續  

122 2018-05-07 

(11:35) 

Kui 看世界 梁福元促政府以每方呎一千元收新界地 農地棕地

劃一  

123 2018-05-07 

(11:35) 

Kui 看世界 本土研究社促政府引用收地條例收回餘下 760 公

頃棕地  

124 2018-05-07 

(11:35) 

Kui 看世界 梁福元：公私營合作發展新界地不一定只與地產

商合作  

125 2018-05-07 

(11:35) 

Kui 看世界 不滿「麵粉」價厚此薄彼 梁福元促每呎 1000 元

收地  

126 2018-05-07 

(13:35) 

Kui 看世界 梁福元指收地價每呎千元 勉強可接受  

127 2018-05-07 

(18:24) 

HKG 報 規劃失誤 是土地短缺的主因  

128 2018-05-07 

(20:07) 

Kui 看世界 黃遠輝發文指社會應先討論增加土地供應 無麵粉

談麵包是本末倒置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29 2018-05-07 

(20:08) 

Kui 看世界 黃遠輝稱引用公權收地須小心 否則惹來冗長法律

訴訟  

130 2018-05-07 

(22:18) 

Kui 看世界 【一地兩檢】陳帆重申安排合憲合法 強調不存在

「割地」說法  

131 2018-05-08 

(08:17) 

Kui 看世界 名家筆陣：港可借鑑星洲房策  

132 2018-05-08 

(08:17) 

Kui 看世界 農地轉換效益大 地產股勢受惠  

133 2018-05-08 

(12:18)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倡私人合併發展農地 香港願景：

不解為何官商勾結  

134 2018-05-08 

(14:16) 

Kui 看世界 社聯倡南昌街建組合屋 當局冀民間力量助輪候公

屋市民  

135 2018-05-08 

(16:23) 

HKG 報 先棕地後綠地的發展次序對嗎？  

136 2018-05-08 

(17:09) 

生活易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考慮征收房產空置稅 

137 2018-05-08 

(20:02) 

Kui 看世界 深水 建組合屋提供 90 個單位 社聯：幫得一個

得一個  

138 2018-05-08 

(21:14) 

Kui 看世界 林鄭：土地選項 未必獲環保人士支持  

139 2018-05-08 

(23:43) 

港文集 【立場新聞】本土研究社：【拒收農地 ● 濫用私

營】好打得定村民好恰？  

140 2018-05-09 

(01:39) 

零八憲章 香港議員促特首嚮親共權貴地產商說 

141 2018-05-09 

(06:37) 

am730 Blog 住屋問題不單純是土地不足問題  

142 2018-05-09 

(06:37) 

am730 Blog 172 公頃土地大辯論  

143 2018-05-09 

(06:37) 

am730 Blog 土地大辯論(一)：高風險的公關騷  

144 2018-05-09 

(09:26) 

頭條網 Blog City 萬惡樓價高  

145 2018-05-09 

(10:09) 

Kui 看世界 社聯深水 擬建組合屋 最快明年第三季落成  

146 2018-05-09 

(15:43) 

HKG 報 高爾夫球場宜全用來建屋嗎？  

147 2018-05-09 Kui 看世界 公屋聯會與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會面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6:37) 

148 2018-05-09 

(16:37) 

Kui 看世界 公屋聯會晤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支持開發郊野公園

邊陲地  

149 2018-05-09 

(16:38) 

Kui 看世界 黃遠輝：有人入住不代表解決所有土地問題(第二

節)  

150 2018-05-09 

(21:08) 

Kui 看世界 李澤鉅認為現時政治環境下公私營合作發展農地

不易做到  

151 2018-05-10 

(05:41) 

Kui 看世界 團體向土地小組示威 促收回發展商土地建公房  

152 2018-05-10 

(05:50) 

Kui 看世界 李澤鉅：今日政治環境難公私營合作 新界農地發

展模式 遵從政府決定  

153 2018-05-10 

(05:56) 

Kui 看世界 團體請願促收回發展商農地建公屋  

154 2018-05-10 

(06:45) 

am730 Blog 土地大辯論(二)：不應否決收回農地  

155 2018-05-10 

(06:45) 

am730 Blog 冗餘才有助於土地的自然利用  

156 2018-05-10 

(09:18) 

頭條網 Blog City  高球場起樓  

157 2018-05-10 

(12:34) 

Kui 看世界 黃遠輝：發展粉嶺高球場會影響行政長官別墅  

158 2018-05-10 

(14:04) 

Kui 看世界 黃遠輝稱粉嶺高球場內有 3 座歷史建築 或面對

規劃限制  

159 2018-05-10 

(14:04) 

Kui 看世界 黃遠輝：特首別墅屬甲級建築一般不建議改動  

160 2018-05-10 

(18:22) 

Kui 看世界 團體及政黨請願促永久擱置馬料水填海計劃  

161 2018-05-10 

(21:02) 

Kui 看世界 黃偉綸指現金補助受清拆影響住戶並非用作買另

一層樓  

162 2018-05-11 

(12:09) 

am730 Blog 自我應驗的「不能置業難安居」  

163 2018-05-11 

(12:09) 

am730 Blog 土地大辯論(三)：關鍵是如何衡量公眾利益  

164 2018-05-11 

(15:11) 

Kui 看世界 議員促收回部分西九土地以公帑興建場館 政府有

保留  

165 2018-05-11 

(19:13) 

Kui 看世界 公屋輪候時間再延 尹兆堅指粉嶺高球場可紓緩土

地需求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66 2018-05-11 

(19:13) 

Kui 看世界 公屋聯會料公屋平均輪候時間有機會進一步延長

至 6 年  

167 2018-05-11 

(19:13) 

Kui 看世界 公屋輪候時間增至 5.1 年 黃遠輝：非常不理想料

惡化  

168 2018-05-11 

(19:13) 

Kui 看世界 譚文豪促善用收回土地條例 柯創盛指政府沒短期

方案  

169 2018-05-11 

(21:15) 

Kui 看世界 黃遠輝：冀找出「多管齊下」方案開闢土地  

170 2018-05-11 

(21:15) 

Kui 看世界 林鄭月娥稱公屋輪候時間惡化 房屋問題令人非常

焦慮  

171 2018-05-11 

(23:16) 

Kui 看世界 黃遠輝：公屋輪候 5.1 年極不理想 最快 5 年後才

有望改善  

172 2018-05-11 

(23:16) 

Kui 看世界 公屋輪候達 5.1 年 柯創盛指政府欠缺短期方案  

173 2018-05-11 

(23:16) 

Kui 看世界 公民黨促善用收回土地條例 解決公屋輪候時間趨

增  

174 2018-05-12 

(00:15) 

頭條網 Blog City  土地兵法之虛實篇 要解決問題還是解決民怨？  

175 2018-05-12 

(01:17) 

Kui 看世界 公屋輪候時間再延長 林鄭月娥冀土地選項得共識  

176 2018-05-12 

(01:17) 

Kui 看世界 輪候公屋時間增至 5.1 年 黃遠輝冀多管齊下開闢

土地  

177 2018-05-12 

(01:17) 

Kui 看世界 林鄭月娥承認公屋輪候延長令人擔心 籲社會就覓

地選項取共職  

178 2018-05-12 

(01:17) 

Kui 看世界 林鄭月娥：公屋輪候時間延長反映房屋問題令人

非常焦慮  

179 2018-05-12 

(11:21) 

Kui 看世界 劉業強認為發展棕地需顧及重置行業  

180 2018-05-12 

(11:21) 

Kui 看世界 王坤：土地小組工作如「刀仔鋸大樹」  

181 2018-05-12 

(11:21) 

Kui 看世界 工黨向黃遠輝請願倡丁屋截龍  

182 2018-05-12 

(11:21) 

Kui 看世界 蔡海偉：組合屋成本以千萬計 正物色私人捐款支

持  

183 2018-05-12 

(13:22) 

Kui 看世界 工黨：鄉村式發展土地佔用過半空置土地 促政府

為丁屋截龍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84 2018-05-12 

(13:22) 

Kui 看世界 劉業強：盼祖堂擁有的棕地為長遠擁有資產 促政

府考慮公私營合作  

185 2018-05-12 

(13:22) 

Kui 看世界 黃遠輝認為公屋輪候趨勢會持續惡化  

186 2018-05-12 

(13:22) 

Kui 看世界 黃遠輝冀公眾比較開發土地選項並作出取捨  

187 2018-05-12 

(13:22) 

Kui 看世界 王坤認為收農地遇不合作情況時可引法例  

188 2018-05-12 

(13:22) 

Kui 看世界 黃遠輝稱鄉村式地帶難以大規模建公屋  

189 2018-05-12 

(13:22) 

Kui 看世界 輪公屋時間增至 5.1 年 王坤：悲哀的數字  

190 2018-05-12 

(13:22) 

Kui 看世界 工黨倡丁屋截龍 促黃遠輝審視政策  

191 2018-05-12 

(15:23) 

Kui 看世界 黃遠輝：可預見未來公屋輪候時間會一直延長  

192 2018-05-12 

(15:24) 

Kui 看世界 王坤倡先將部分擬建私人住宅地改建公屋  

193 2018-05-12 

(15:24) 

Kui 看世界 公私營合作收農地遇障礙 王坤倡引用「尚方寶

劍」收地  

194 2018-05-12 

(17:24)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土地小組提郊野公園建屋 黃大仙

街坊斥無良心  

195 2018-05-12 

(17:24) 

Kui 看世界 基層團體請願不滿土地小組建議  

196 2018-05-12 

(17:24) 

Kui 看世界 黃遠輝冀當局進一步說明開發鄉郊邊陲細節  

197 2018-05-12 

(17:25)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輪候公屋要等 5.1 年好嚴重？ 黃

遠輝：持續惡化  

198 2018-05-12 

(17:25) 

Kui 看世界 劉業強不認同公私營合作屬「官鄉勾結」  

199 2018-05-12 

(17:25) 

Kui 看世界 上樓等 5.1 年 黃遠輝料輪候時間一直延長  

200 2018-05-12 

(19:12) 

Lisa's Investment 

Talk 

香港樓價超誇張 市民置業夢難圓  

201 2018-05-12 

(20:55) 

Kui 看世界 土地小組工作坊 區議員倡內河碼頭建人才宿舍  

202 2018-05-13 Kui 看世界 劉業強倡村地外建丁屋高樓 黃遠輝：鄉村地零散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00:57) 難建公屋  

203 2018-05-13 

(15:04) 

Kui 看世界 鄔滿海稱未來重點發展資助長者屋 冀雋悅作示範

作用  

204 2018-05-13 

(17:05) 

Kui 看世界 李慧 稱應優先開發面積大而影響小土地  

205 2018-05-13 

(20:43) 

Kui 看世界 極危禾花雀數量大減 黃錦星：保育高生態價值鄉

郊地區  

206 2018-05-13 

(22:43) 

Kui 看世界 鄔滿海稱公私營合作是雙贏 最重要確保不傾斜地

產商  

207 2018-05-14 

(06:57) 

am730 Blog 沒有填海，香港有今天嗎？  

208 2018-05-14 

(06:57) 

am730 Blog 摩天巨獸  

209 2018-05-14 

(08:48) 

Kui 看世界 市區潛力用地僅 14 幅  

210 2018-05-14 

(08:49) 

Kui 看世界 百幅空置官地值 380 億  

211 2018-05-14 

(18:35) 

HKG 報 土地兵法之再論虛實揭穿朱凱廸的虛假正義  

212 2018-05-15 

(13:11) 

am730 Blog 點解要搞組合屋？  

213 2018-05-15 

(19:16) 

Kui 看世界 一批輪候公屋人士促優先處理獨居非長者單身者

住屋需求  

214 2018-05-15 

(21:42) 

Kui 看世界 黃遠輝不認同前官員為個別土地供應選項「造

勢」  

215 2018-05-16 

(11:49) 

Kui 看世界 社協倡由政府主導於空置地建過渡性房屋  

216 2018-05-16 

(13:50) 

Kui 看世界 輪候公屋越等越長 社協倡政府空置地建過渡房屋  

217 2018-05-16 

(16:05) 

Kui 看世界 苦等公屋 8 年獲派凶宅 三口家稱拒絕後房署放

慢手腳  

218 2018-05-16 

(16:16) 

HKG 報 不增加土地亦可增加樓宇供應  

219 2018-05-17 

(08:38) 

am730 Blog 粉嶺高球場是老海鮮禁臠收回更有利吸引富人  

220 2018-05-17 

(08:54) 

am730 Blog 丁屋高層化 可提升用地效益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21 2018-05-17 

(09:35) 

Kui 看世界 團體：未來輪公屋等 6 年唔詫異  

222 2018-05-18 

(07:23) 

Kui 看世界 地王凸顯房策拙 改變思維謀出路  

223 2018-05-18 

(07:24) 

Kui 看世界 舊 重建一味拖 港府無能居民怨  

224 2018-05-18 

(07:36) 

am730 Blog 是「自住需要」也是「投資保值」  

225 2018-05-19 

(15:29) 

Kui 看世界 團體向特首請願 要求安置土瓜灣重建項目影響店

舖租戶  

226 2018-05-19 

(17:30) 

Kui 看世界 土瓜灣重建戶請願 促林鄭責成發展局妥善安置  

227 2018-05-19 

(19:07) 

HKG 報 我對土地供應的 3 點建議  

228 2018-05-19 

(19:07) 

HKG 報 土地兵法之詭道篇為何泛民總是針對高爾夫球

場？  

229 2018-05-19 

(20:03)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劉小麗：發展為安居樂業  團體

倡政府部門遷北區  

230 2018-05-21 

(06:07) 

am730 Blog 利用大灣區解決香港土地問題  

231 2018-05-21 

(06:07) 

am730 Blog 社會大辯論 政府作取捨  

232 2018-05-22 

(19:59) 

黃世澤的筆記簿 阿叻 真係叻，幫粉嶺高球會倒米都得  

233 2018-05-23 

(06:29) 

am730 Blog 土地大辯論(四)： 發展棕地只在政府決心  

234 2018-05-23 

(06:29) 

am730 Blog 在土地問題上要妥協幾多？ 妥協到幾時？  

235 2018-05-23 

(06:29) 

am730 Blog 誰勾結土地霸權 撐起高地價政策？  

236 2018-05-24 

(06:41) 

am730 Blog 周顯大師痛斥姚松炎的土地歪論  

237 2018-05-24 

(06:41) 

am730 Blog 難逃一剷  

238 2018-05-25 

(06:49) 

am730 Blog 啟德小辯論  

239 2018-05-25 am730 Blog 《 收回土地條例》 是土改的尚方寶劍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06:49) 

240 2018-05-25 

(06:49) 

am730 Blog 樓價高只因剛性需求？  

241 2018-05-25 

(06:49) 

am730 Blog 收地起公屋 只會創造更多劏房  

242 2018-05-26 

(06:56) 

Kui 看世界 團體憂覓地小組問卷有填海前設  

243 2018-05-26 

(06:56) 

Kui 看世界 民間抨土地諮詢誇大缺地 抱既定立場 1200 公頃

未解釋用途  

244 2018-05-26 

(10:57) 

Kui 看世界 羅致光稱爭取改裝空置校舍 寸土必爭建安老院舍  

245 2018-05-26 

(12:58) 

Kui 看世界 土地專責小組巡迴展覽 有團體抗議反對馬料水填

海  

246 2018-05-26 

(12:58)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商場擺展問卷收意見 工黨反對馬

料水填海  

247 2018-05-26 

(12:58) 

Kui 看世界 土地專責小組問卷列 10 選項 以滿足千二公頃土

地短缺  

248 2018-05-26 

(12:58) 

Kui 看世界 安老院舍最低人均面積若增至 9.5 米 羅致光料會

引發倒閉潮  

249 2018-05-26 

(14:59)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小組辦首場展覽 工黨到場示威反

對馬料水填海  

250 2018-05-26 

(14:59) 

Kui 看世界 土地供應諮詢第二階段 市民可填問卷選土地供應

組合  

251 2018-05-26 

(14:59) 

Kui 看世界 土地供應大辯論展開次階段公眾諮詢  

252 2018-05-26 

(17:00) 

Kui 看世界 回應土地短缺千二公頃 黃遠輝：除建屋還需基建

配套  

253 2018-05-26 

(17:01) 

Kui 看世界 土地供應次階段諮詢 擺放問卷列供應選項  

254 2018-05-26 

(17:03)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安居廿年 戴先生：部分馬鞍山也

填海得來  

255 2018-05-26 

(19:01) 

Kui 看世界 土地專責小組辦巡迴展覽 有市民認為問卷選項限

制選擇  

256 2018-05-26 

(19:01) 

Kui 看世界 土地諮詢網上問卷下月供填寫 黃遠輝未撰報告  

257 2018-05-26 

(19:01)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問卷印編號 黃遠輝：拿回家慢慢

填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58 2018-05-26 

(20:26)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 有市民支持粉嶺高爾夫球場建屋  

259 2018-05-27 

(08:32) 

Kui 看世界 土地小組派問卷 市民指內容欠具體  

260 2018-05-28 

(07:18) 

am730 Blog 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如整個荃灣？  

261 2018-05-28 

(12:50)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每日收 100 張問卷 黃遠輝：與

預期相若  

262 2018-05-28 

(12:50) 

Kui 看世界 短中期選項棕地使用率被指偏低 黃遠輝指數字合

理  

263 2018-05-28 

(12:50) 

Kui 看世界 黃遠輝：土地諮詢展覽點每日平均收 100 份問卷  

264 2018-05-28 

(14:50) 

Kui 看世界 問卷被指有傾向誘選填海 黃遠輝指選項合理進取  

265 2018-05-30 

(06:54) 

am730 Blog 阿叻班窮人 cheap 精朋友 死霸高球場尋租  

266 2018-05-31 

(09:38) 

Kui 看世界 鄔滿海：社會應考慮可否將郊野公園生態價值低

用地建屋  

267 2018-05-31 

(09:38) 

Kui 看世界 鄔滿海稱政府可成立委員會推行公私營合作處理

土地分配  

268 2018-06-01 

(07:12) 

am730 Blog 市民對政府房屋政策意向的不信任  

269 2018-06-01 

(07:40) 

Kui 看世界 政情：土地諮詢問卷錯電話 打攪園境師  

270 2018-06-02 

(13:43) 

Kui 看世界 黃遠輝認為土地供應諮詢問卷收回反應不錯  

271 2018-06-02 

(17:45) 

Kui 看世界 黃偉綸：土地收回條例不應隨便用於私人土地  

272 2018-06-02 

(17:45)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諮詢問卷爭議多 黃遠輝表明無意

修改 

273 2018-06-02 

(20:17) 

Kui 看世界 土地諮詢問卷被指有爭議 黃遠輝：市民填寫沒大

困難  

274 2018-06-02 

(20:17) 

Kui 看世界 黃偉綸：對土地諮詢沒框架結論  

275 2018-06-02 

(22:25) 

Kui 看世界 黃偉綸鼓勵市民續就土地諮詢發表意見  

276 2018-06-04 HKG 報 土地辯論 禍害深重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00:26) 

277 2018-06-04 

(07:46) 

am730 Blog 囤積居奇？  

278 2018-06-05 

(08:05) 

Kui 看世界 據報政府要求港鐵將上蓋項目發展公屋  

279 2018-06-05 

(12:01) 

am730 Blog 善用閒置土地減社會成本  

280 2018-06-05 

(17:55) 

HKG 報 土地供應與緩解措施不可偏廢  

281 2018-06-05 

(20:06) 

Kui 看世界 黃遠輝：收到建議在內地設「飛地」 興建公屋或

院舍安置港人  

282 2018-06-05 

(22:18) 

Kui 看世界 黃遠輝稱土地供應小組收到的建議部分「跳出香

港範圍」  

283 2018-06-05 

(22:18) 

Kui 看世界 政府稱對利用部分小蠔灣用地作公營房屋發展持

開放態度  

284 2018-06-06 

(06:10) 

am730 Blog 政府態度助長樓價飆升  

285 2018-06-07 

(06:21) 

am730 Blog 收空置稅 

286 2018-06-07 

(12:43) 

Kui 看世界 土地諮詢今起推網上問卷 附短片介紹背景  

287 2018-06-07 

(12:43) 

Kui 看世界 土地諮詢委港大識別網上異常數目問卷 

288 2018-06-07 

(14:44) 

Kui 看世界 尹兆堅質疑土地諮詢網上問卷具引導性 

289 2018-06-07 

(14:44) 

Kui 看世界 土供小組展開網上諮詢 尹兆堅批有引導性 

290 2018-06-08 

(05:23) 

Kui 看世界 高球會人海戰術填問卷 

291 2018-06-08 

(06:32) 

am730 Blog 房屋土地決策能過民意關嗎 

292 2018-06-08 

(06:32) 

am730 Blog 樓價飆升政府不應坐視不理 

293 2018-06-08 

(06:34) 

am730 Blog 為經濟犧牲居住 抑或為居住犧牲經濟？ 

294 2018-06-08 

(13:28) 

Kui 看世界 土地諮詢被質疑篤數 黃遠輝研推兩招補鑊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95 2018-06-08 

(15:35) 

HKG 報 空置稅會有效嗎？ 

296 2018-06-08 

(20:57) 

Kui 看世界 消息指空置稅適用於不同面積單位 測量師料地價

受壓  

297 2018-06-08 

(20:58) 

Kui 看世界 房委會舉行大會 有委員建議政府多撥土地建公屋 

298 2018-06-09 

(11:04) 

Kui 看世界 蔡海偉倡設 10 億元社會房屋基金 支持過渡性房

屋 

299 2018-06-09 

(15:06) 

Kui 看世界 社聯：正研究兩幅政府閒置土地建屋 

300 2018-06-10 

(06:17) 

Kui 看世界 團體斥土地大辯論假諮詢 

301 2018-06-10 

(14:20) 

Kui 看世界 關注 N 無團體：政府應善用閒置地建過渡房屋 

302 2018-06-10 

(14:21) 

Kui 看世界 團體估計發展深水址兩閒置地可提供 1700 過渡

性單位 

303 2018-06-10 

(16:21) 

Kui 看世界 劏房戶關注組織促覓地建組合屋 

304 2018-06-10 

(16:22) 

Kui 看世界 組織倡建過渡性房屋舒緩基層需要 劏房戶：現時

洗衣機都放唔落 

305 2018-06-11 

(07:16) 

Kui 看世界 吳祖南︰港沒條件停止填海 

306 2018-06-11 

(19:50) 

Kui 看世界 黃遠輝承認新一期居屋申請表數量有錯 

307 2018-06-12 

(05:55) 

Kui 看世界 專業議政撐差餉方式徵空置稅 

308 2018-06-12 

(07:21) 

am730 Blog 建議政府大幅增加首置單位 

309 2018-06-12 

(10:26) 

黃元山  樓價高唔係土地問題？ 

310 2018-06-12 

(11:27) 

am730 Blog 談談「社會房屋基金」 

311 2018-06-12 

(20:16) 

Kui 看世界 黃遠輝：無法杜絕刻意製造民意 難忘老夫婦為兒

女未來填問卷 

312 2018-06-13 

(07:37) 

am730 Blog 土地大辯論(五)：重新諮詢填海方案無意義  

313 2018-06-13 am730 Blog 土地大辯論為何難以辯出政府的期望？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07:37) 

314 2018-06-13 

(12:25) 

Kui 看世界 被質疑「土地大辯論」卸責 林鄭：治本方法是土

地供應 

315 2018-06-13 

(12:25) 

Kui 看世界 林鄭月娥：房屋問題重中之重 增加土地供應才治

本 

316 2018-06-13 

(14:26) 

Kui 看世界 政府研短期方案發展迪士尼二期土地 

317 2018-06-13 

(16:27) 

Kui 看世界 施永青：同意要多興建公屋 但更應令市民能買私

樓 (第二節) 

318 2018-06-14 

(04:27) 

Real Forum 土地大辯論(五)：重新諮詢填海方案無意義 

319 2018-06-14 

(04:27) 

Real Forum 土地大辯論為何難以辯出政府的期望？ 

320 2018-06-14 

(12:53) 

放紙鳶的牛丸 東大嶼都會填海 董建華基金開價「翻一番」  

321 2018-06-14 

(14:28) 

香港高登 討論下個土地假咨詢  

322 2018-06-16 

(15:42) 

HKG 報 空置稅與額外印花稅現矛盾 

323 2018-06-16 

(16:45) 

Kui 看世界 團體在土地公眾論壇請願 反對公私合營建屋 

324 2018-06-16 

(16:45) 

Kui 看世界 土地供應小組舉行首場公眾論壇 多名示威者高叫

口號  

325 2018-06-16 

(16:46)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公眾論壇上喊口號 保安抬示威者

出場外 

326 2018-06-16 

(18:46) 

Kui 看世界 澤恩：土地供應諮詢報告將提及有關控制人口

意見 

327 2018-06-16 

(18:46) 

Kui 看世界 周諾恆被趕離土地供應小組論壇 批評「假諮詢」 

328 2018-06-16 

(18:46) 

Kui 看世界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舉辦首場公眾論壇 

329 2018-06-16 

(20:11)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高球會多名顧問反對發展 黃遠

輝：不會令討論有前設 

330 2018-06-16 

(20:11) 

Kui 看世界 土地供應諮詢首場公眾論壇 多名示威者被驅逐離

場 

331 2018-06-16 

(20:11) 

Kui 看世界 黃遠輝：理解部分人意見強烈但不代表不用聽他

人意見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332 2018-06-16 

(22:17) 

Kui 看世界 土地諮詢首場論壇 有市民要求政府控制外來人口 

333 2018-06-16 

(22:17) 

Kui 看世界 黃遠輝指小組總結土地諮詢意見時會質量並重  

334 2018-06-17 

(08:17) 

Kui 看世界 覓地專組首場公眾論壇 高球界冀保留粉嶺場 

335 2018-06-18 

(08:54) 

Kui 看世界 韋：覓地選項須有具體選址 可研作土儲  

336 2018-06-19 

(06:36) 

am730 Blog 土地大辯論是否 「官商勾結」「地產霸權」 

337 2018-06-19 

(06:36) 

am730 Blog 公屋供應會否影響私樓樓價？ 

338 2018-06-19 

(09:26) 

HKG 報 安得廣廈千萬間 

339 2018-06-19 

(14:20) 

Kui 看世界 橫洲村民不滿新補償安置方案 議員質疑為何不棕

地先行 

340 2018-06-20 

(06:47) 

am730 Blog 土地大辯論(六)：郊野公園建屋製造階級矛盾 

341 2018-06-20 

(19:11) 

Kui 看世界 陳帆稱若貿然更改公私營房屋比例或會發放錯誤

訊息 

342 2018-06-20 

(19:11) 

Kui 看世界 黃遠輝撰文談土地小組公眾論壇 促持份者聆聽不

同意見  

343 2018-06-21 

(06:55) 

am730 Blog 土地大辯論(七)： 高球場兩個解決方案 

344 2018-06-22 

(07:13) 

am730 Blog 傲慢面對民意，何以諮詢？ 

345 2018-06-22 

(07:13) 

am730 Blog 對土地收回條例的邏輯一致性 

346 2018-06-25 

(14:59)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專訪】李森：《收回土地條例》才

避免官商勾結質疑 

347 2018-06-29 

(13:31) 

Kui 看世界 尹兆堅同意多撥土地解決公營房屋供應緊張  

348 2018-06-29 

(20:08) 

Kui 看世界 政府改撥 9 幅土地作公營房屋 料提供 1 萬 6 百

單位 

349 2018-06-29 

(20:08) 

Kui 看世界 【新房策】政府改撥 9 幅土地發展公營房屋 料

提供逾 1 萬單位  

350 2018-06-29 Kui 看世界 9 幅用地改作發展公營房屋 特首稱對供應定會有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2:23) 點幫助  

351 2018-06-30 

(00:10) 

Kui 看世界 【新房策】黃遠輝指委員同意重新定價 郭偉強憂

競爭更激烈  

352 2018-06-30 

(00:10) 

Kui 看世界 【新房策】民建聯稱有助穩定樓價 柯創盛擔心居

屋土地供應  

353 2018-06-30 

(00:11) 

Kui 看世界 黃遠輝：委員大致同意調低居屋售價後收緊轉售

限制  

354 2018-06-30 

(12:16) 

Kui 看世界 陳帆稱政策非針對壓抑樓價 冀市民聚焦討論土地

供應  

355 2018-07-01 

(11:08) 

Kui 看世界 黃國健指房屋土地問題不及時解決將變政治問題  

356 2018-07-01 

(13:09) 

Kui 看世界 林鄭月娥稱十月施政報告公布增加土地方案  

357 2018-07-01 

(15:10) 

Kui 看世界 林鄭直言：增土地供應唯有填海  

358 2018-07-01 

(19:11) 

Kui 看世界 林鄭月娥：增加土地供應 大膽說也要「靠填海」  

359 2018-07-01 

(21:45) 

Kui 看世界 團體稱林鄭月娥有個人偏好提填海 土地諮詢失意

義  

360 2018-07-02 

(11:53) 

Kui 看世界 陳帆撐填海 範圍或較沙田新市鎮大  

361 2018-07-02 

(11:53) 

Kui 看世界 陳帆：倘填海造地範圍將比沙田新市鎮更大  

362 2018-07-02 

(11:53) 

Kui 看世界 陳帆：政府非不尊重土供小組諮詢工作  

363 2018-07-02 

(13:58) 

Kui 看世界 平衡住屋及環境 黃錦星：填海避開生態敏感區  

364 2018-07-02 

(13:59) 

Kui 看世界 黃錦星強調應盡量避免在生態敏感地方填海  

365 2018-07-02 

(14:00) 

Kui 看世界 【林鄭新房策】黃錦星：平衡填海工程與海洋生

態存在挑戰  

366 2018-07-02 

(15:56) 

Kui 看世界 陳帆：倘填海範圍比沙田新市鎮大  

367 2018-07-02 

(20:19) 

Kui 看世界 陳帆回應特首填海言論 稱政府須同時規劃未來工

作  

368 2018-07-03 

(06:01) 

Kui 看世界 林鄭率先表態 支持填海增土地 倘掌握未來供應 

公私樓六四比可變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369 2018-07-03 

(08:02) 

Kui 看世界 陳帆硬銷填海範圍大過沙田  

370 2018-07-03 

(11:57) 

Kui 看世界 林鄭月娥﹕即使未來填海 選址相信是維港以外海

域 

371 2018-07-03 

(11:57) 

Kui 看世界 指未來再發生騷亂機會不大 田北俊倡釋軍事用地

建屋  

372 2018-07-03 

(11:58) 

Kui 看世界 指香港大部分土地由填海而來 林鄭：第二份施政

報告不能「交白卷」 

373 2018-07-03 

(13:59) 

Kui 看世界 林鄭月娥稱特首及主事官員不可和不應迴避土地

供應迫切  

374 2018-07-03 

(16:00) 

Kui 看世界 調查指七成人認為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諮詢只著重

土地開發  

375 2018-07-03 

(16:00) 

Kui 看世界 環保觸覺憂填海破壞環境生態  

376 2018-07-03 

(20:01) 

Kui 看世界 黃偉綸：填海研究 不會與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工作

有矛盾  

377 2018-07-03 

(22:17) 

Kui 看世界 調查指三成人同意填海短期內有效  

378 2018-07-04 

(15:33) 

Kui 看世界 林鄭月娥稱發展棕地不易需覓地承接原本經濟活

動  

379 2018-07-04 

(17:34) 

Kui 看世界 硬銷填海林鄭補鑊 澄清非唯一土地供應來源 

380 2018-07-05 

(09:42) 

Kui 看世界 黃遠輝稱特首意見不能凌駕專責小組報告  

381 2018-07-05 

(13:24) 

Kui 看世界 黃遠輝稱土地不足下 須小心處理改變公私營房屋

比例  

382 2018-07-05 

(13:24) 

Kui 看世界 黃遠輝：特首意見不可能凌駕土地小組報告  

383 2018-07-06 

(05:31) 

Kui 看世界 周明權力撐貨櫃碼頭上蓋建屋  

384 2018-07-06 

(05:31) 

Kui 看世界 黃遠輝：9 月難有土地辯論數據  

385 2018-07-06 

(07:33) 

Kui 看世界 坦言集：支持填海另有所圖？  

386 2018-07-07 

(16:46) 

Kui 看世界 團體稱不應以房屋需要做藉口填海及發展郊野公

園邊陲地  

387 2018-07-07 Kui 看世界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論壇 多個政團到場請願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8:47) 

388 2018-07-07 

(20:47) 

Kui 看世界 團體質疑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諮詢有前設  

389 2018-07-07 

(20:48) 

Kui 看世界 黃遠輝強調土地小組不會淩駕社會多數意見 如有

大方向或能 9 月交報告  

390 2018-07-08 

(00:50) 

Kui 看世界 黃澤恩指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不會以特首喜好寫報

告  

391 2018-07-08 

(06:53)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演混亂 小組稱非常尊重民意  

392 2018-07-08 

(06:53)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 鄉郊用地社會各界關注  

393 2018-07-08 

(10:55) 

Kui 看世界 尹兆堅：林鄭高調支持填海造地凌駕土地小組  

394 2018-07-08 

(16:45) 

HKG 報 歡迎政府的房屋政策新措施  

395 2018-07-08 

(18:51) 

Kui 看世界 有建造業人士指香港錯失填海資源 有人倡填平吐

露港  

396 2018-07-08 

(18:51) 

Kui 看世界 黃遠輝：9 月初整合土地諮詢公眾意見與特首分

享  

397 2018-07-08 

(20:52) 

Kui 看世界 黃遠輝：不能因土地短缺繞過諮詢和環評  

398 2018-07-08 

(20:52) 

Kui 看世界 黃遠輝：填海審批須跟從嚴格程序 即使加快需時

10 年  

399 2018-07-08 

(20:52) 

Kui 看世界 回應加快研究填海建議 黃遠輝：不能繞過程序  

400 2018-07-08 

(22:53) 

Kui 看世界 建造業議會辦土地諮詢會 業界多支持填海  

401 2018-07-08 

(22:53) 

Kui 看世界 建造業撐填海造地 從業員：可填平整個吐露港  

402 2018-07-09 

(04:55) 

Kui 看世界 建造業挺填海 促加快審批  

403 2018-07-09 

(04:55) 

Kui 看世界 陳家強：大嶼山港島之間填合適  

404 2018-07-10 

(09:56) 

Kui 看世界 陳智思稱非反對收回粉嶺高球場建屋 但稱或引法

律爭議  

405 2018-07-10 

(14:01) 

Kui 看世界 陳智思稱靠粉嶺高球場建屋可悲 指 23 條立法時

機未到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406 2018-07-11 

(00:05) 

Kui 看世界 陳智思：如以粉嶺高球場建屋會好可悲  

407 2018-07-11 

(06:43) 

am730 Blog 填海破壞水路 不如填出郊野公園  

408 2018-07-11 

(14:45) 

am730 Blog 增加土地供應 視乎政府魄力  

409 2018-07-12 

(13:28) 

Kui 看世界 被問會否就丁權截龍 林鄭月娥：現在未到適當時

候處理  

410 2018-07-12 

(17:07) 

Kui 看世界 環團聯合聲明 拒絕與房協就發展郊野公園邊陲會

面  

411 2018-07-12 

(18:09) 

Lisa's Investment 

Talk 

香港無土地 ?  

412 2018-07-12 

(21:08) 

Kui 看世界 房協研發展郊野公園邊陲 18 個環保團體聯署反

對  

413 2018-07-12 

(21:08) 

Kui 看世界 就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約見環團 房協稱非正式

諮詢  

414 2018-07-12 

(21:08) 

Kui 看世界 政府重申軍事用地用於防務並無閒置亦無計劃更

改用途  

415 2018-07-13 

(13:16) 

am730 Blog 土地供應的第 19 個選項  

416 2018-07-14 

(11:20) 

Kui 看世界 解決房屋問題無可避免要在維港以外大規模填海  

417 2018-07-14 

(11:20) 

Kui 看世界 陳茂波：增土地供應難免填海  

418 2018-07-14 

(14:49) 

Kui 看世界 陳茂波：維港以外大規模填海無可避免 冀市民盡

快決定  

419 2018-07-15 

(08:59) 

Kui 看世界 政情：公民講場：陳茂波續干預土地諮詢力推填

海造地  

420 2018-07-15 

(08:59) 

Kui 看世界 辯論未完急填海  遠水豈能救近火  

421 2018-07-15 

(13:36)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張炳良：不會過份樂觀社會可達

成共識  

422 2018-07-16 

(05:44) 

Kui 看世界 房屋新措施不鼓勵炒賣  

423 2018-07-17 

(13:14) 

HKG 報 港深高球場不一樣的命運 

424 2018-07-18 Kui 看世界 黃遠輝建議下期居屋才檢討收緊轉售限制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01:28) 

425 2018-07-18 

(01:28) 

Kui 看世界 黃遠輝稱房委會委員冀下期居屋檢視能否進一步

收緊轉售  

426 2018-07-18 

(08:00) 

am730 Blog 限制外人買樓：概念正確，作用太小  

427 2018-07-18 

(11:33) 

Kui 看世界 黃遠輝﹕如將居屋與私人市場分割或影響公屋流

轉  

428 2018-07-18 

(11:33) 

Kui 看世界 黃遠輝冀明年進一步收緊居屋轉售限制  

429 2018-07-18 

(12:00) 

am730 Blog 土地大辯論抓不到市民癢處  

430 2018-07-19 

(06:10) 

am730 Blog 政府宜重新檢視首置計劃 

431 2018-07-20 

(19:29) 

Kui 看世界 發展郊園邊陲另覓地補償 被批破壞生態禍端  

432 2018-07-21 

(11:47)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特首提填海 黃遠輝：就算填海 

不可以是唯一方案  

433 2018-07-21 

(11:47) 

Kui 看世界 土地供應諮詢期逾半 黃遠輝：不會作中期總結 

434 2018-07-21 

(13:49) 

Kui 看世界 填海遠水難救近火 黃遠輝：林鄭有個人看法很正

常  

435 2018-07-21 

(13:49) 

Kui 看世界 黃遠輝：擬 9 月初向特首提交土地諮詢宏觀方向  

436 2018-07-21 

(13:49) 

Kui 看世界 黃遠輝稱 9 月初開會 檢視能否得出較清晰土地

意見 

437 2018-07-22 

(11:42) 

Kui 看世界 郭偉強：居屋轉售限制不夠嚴格 

438 2018-07-23 

(06:59) 

am730 Blog 香港要幾多住宅用地？ 

439 2018-07-24 

(18:51) 

Kui 看世界 黃遠輝指若填海會建議政府補償漁民 

440 2018-07-24 

(18:52)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漁民團體與黃遠輝會晤 稱若填海

冀設立基金顧及業界發展  

441 2018-07-25 

(06:58) 

Kui 看世界 漁業團體憂填海影響生計 

442 2018-07-25 

(22:17) 

Kui 看世界 房策失敗樓價失控 議員促收緊資助房屋轉讓限制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443 2018-07-26 

(18:20) 

Kui 看世界 鄉議局劉業強視察洪水橋棕地作業情況 

444 2018-07-26 

(20:18) 

Kui 看世界 陳松青：私人土地要基於公共理由並經審批才可

進行收回  

445 2018-07-28 

(16:41)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土地小組第 3 場論壇 龍鼓灘村

民反對填海  

446 2018-07-28 

(16:41) 

Kui 看世界 土地公眾論壇 市民反對填海  

447 2018-07-28 

(16:41) 

Kui 看世界 多名議員及團體促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  

448 2018-07-28 

(16:41)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公眾論壇遇示威 團體要求改善社

福規劃  

449 2018-07-28 

(16:41) 

Kui 看世界 土地供應小組舉行公眾論壇 龍鼓灘村民到場請願

遞信  

450 2018-07-28 

(16:41) 

Kui 看世界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再舉行公眾論壇  

451 2018-07-28 

(18:42)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黃澤恩承認發展新界西致污染 龍

鼓灘填海會改善環境  

452 2018-07-28 

(20:43) 

Kui 看世界 黃遠輝稱不能單憑高爾夫球場土地解決公營房屋

問題  

453 2018-07-28 

(20:43) 

Kui 看世界 土地公眾論壇 有市民反對公私營合作  

454 2018-07-28 

(22:44) 

Kui 看世界 黃遠輝承認公屋供應落後長遠房屋策略目標  

455 2018-07-29 

(12:51) 

Kui 看世界 黃偉綸化身主持考驗小學生本港規劃常識 強調土

地運用須力求平衡  

456 2018-07-30 

(13:04) 

Kui 看世界 黃遠輝料白居二攪珠未必影響二手居屋成交  

457 2018-07-30 

(15:05) 

Kui 看世界 港大學者料逾 4 千公頃新界土地潛力未被釋放  

458 2018-07-30 

(15:07) 

Kui 看世界 棕地是否土地供應好選擇（三）  

459 2018-07-30 

(17:42)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遠水救近火 港大學者倡引入「土

地債券」  

460 2018-07-31 

(00:17) 

Kui 看世界 港大倡新界潛力未釋土地持有人自願交業權建公

屋換權益  

461 2018-07-31 Kui 看世界 陳啟宗：香港須填海解決土地供應短缺問題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03:27) 

462 2018-07-31 

(03:31) 

Kui 看世界 港大學者倡土地債券發展新界農地  

463 2018-07-31 

(11:15) 

Kui 看世界 學者建議引入土地債券加快土地流轉 稱政府不會

蝕本  

464 2018-07-31 

(13:15) 

Kui 看世界 學者倡引入土地債券及區劃重整 加快發展新界私

人地  

465 2018-07-31 

(15:16) 

Kui 看世界 指港人須享用郊野公園 劏房戶：土地分配要公義  

466 2018-07-31 

(15:16) 

Kui 看世界 港大研究團隊稱香港仍可在屯門青衣重開石礦場  

467 2018-07-31 

(21:20) 

Kui 看世界 張建宗深水 落區 多個政黨請願  

468 2018-08-01 

(05:23) 

Kui 看世界 團體：發展三分一棕地可容納 23 萬人  

469 2018-08-01 

(06:42) 

Kui 看世界 am730 土地小辯論 施永青徐家健關焯照蔡宏興

同台交鋒  

470 2018-08-01 

(07:24) 

Kui 看世界 港大倡「土地債券」鄉局執委指難實行  

471 2018-08-01 

(13:27) 

Kui 看世界 公私營可如何合作釋放新界土地（二）  

472 2018-08-01 

(15:28) 

Kui 看世界 民主思路建議在東大嶼山填海  

473 2018-08-01 

(15:28) 

Kui 看世界 新民黨倡向中央申請大嶼山以西非本港水域填海  

474 2018-08-01 

(17:30) 

Kui 看世界 對土地小組報告感失望 民主思路倡公私建屋七三

比  

475 2018-08-01 

(19:31) 

Kui 看世界 葉劉：支持填海及公私營合作增土地供應  

476 2018-08-02 

(11:38) 

Kui 看世界 李子榮反對馬料水填海 麥嘉晉指馬料水生態影響

略低  

477 2018-08-02 

(15:40) 

Kui 看世界 觀鳥會指本港土地規劃制度未能保護有保育價值

土地  

478 2018-08-03 

(17:53) 

Kui 看世界 房協漁光村過渡性房屋超額申請逾 5 倍  

479 2018-08-03 

(19:55) 

Kui 看世界 漁光村過度房屋計劃截至下午接獲逾 1300 份申

請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480 2018-08-04 

(12:02) 

Kui 看世界 議員促政府積極造地  

481 2018-08-04 

(16:04) 

Kui 看世界 有議員建議造地方案  

482 2018-08-04 

(22:17) 

Kui 看世界 張炳良：增加土地建屋不能單靠填海  

483 2018-08-06 

(22:30) 

Kui 看世界 環保觸覺：政府對東大嶼填海投資過高  

484 2018-08-07 

(12:36) 

Kui 看世界 團結基金指大部分供應選項無助解決土地問題 發

展棕地或扼殺工業  

485 2018-08-07 

(12:36) 

Kui 看世界 團結香港基金倡東大嶼山填海 提供 25 至 40 萬

單位  

486 2018-08-07 

(12:36) 

Kui 看世界 智庫倡強化東大嶼填海建議  

487 2018-08-07 

(14:37) 

Kui 看世界 調查指近半數人贊成維港以外填海 建大型新市鎮  

488 2018-08-07 

(14:37) 

Kui 看世界 團結香港基金：政府填海方案保守  

489 2018-08-07 

(14:37) 

Kui 看世界 團結香港基金稱填海造地 呎價不比其他土地供應

選項貴  

490 2018-08-07 

(14:37) 

Kui 看世界 團結香港基金倡東大嶼填海 2200 公頃  

491 2018-08-07 

(16:39) 

Kui 看世界 社區組織協會要求政府增加土地作幼兒教育  

492 2018-08-07 

(18:40) 

Kui 看世界 董建華稱土地不足嚴重影響民生 籲各界求同存異  

493 2018-08-07 

(20:40) 

Kui 看世界 黃遠輝：團結香港基金建議填海規模 令規劃更有

彈性  

494 2018-08-07 

(20:41) 

Kui 看世界 陳智思冀政府支持填海強化方案  

495 2018-08-07 

(22:41) 

Kui 看世界 團結香港基金不願評估填海建議方案總成本  

496 2018-08-08 

(00:42) 

Kui 看世界 黃遠輝稱社會漸認同土地小組接觸公眾做到既深

且廣  

497 2018-08-08 

(08:46) 

Kui 看世界 政情：公民講場：胡應湘：填海想要快吹雞唔好

遲  

498 2018-08-08 Kui 看世界 環團晤政府反對填海 斥建東大嶼孤島漠視造價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7:04) 

499 2018-08-09 

(12:25) 

中環街市 填海並不是話填就填  

500 2018-08-09 

(21:21) 

港文集 【蘋果日報】完結香港基金 

501 2018-08-10 

(07:09) 

Kui 看世界 雪地鴻爪：土地問題不難解決  

502 2018-08-10 

(19:15) 

Kui 看世界 公屋平均輪候時間為 5.3 年  

503 2018-08-11 

(11:23) 

Kui 看世界 黃元山指大嶼山東部水域填海已屬最環保方案  

504 2018-08-11 

(11:40) 

吳國昌 吳國昌質詢促交代人工島建中途倉時間表  原誤

擬放置危險品閒地應諮詢民意建社區設施  

505 2018-08-11 

(13:24) 

Kui 看世界 力撐填海 黃元山：不能羨慕新加坡「組屋」卻反

對造地  

506 2018-08-11 

(17:26) 

Kui 看世界 團結基金指填海成本或低過收回農地  

507 2018-08-11 

(17:26) 

Kui 看世界 黃遠輝：維持公私營六四比免租金升  

508 2018-08-11 

(19:27) 

Kui 看世界 市民望增公營房屋比例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

遠輝：或令樓價租金升劏房戶百上加斤  

509 2018-08-11 

(19:28) 

Kui 看世界 黃遠輝：提高公屋比例或會推高租金 劏房戶百上

加斤  

510 2018-08-12 

(07:34) 

Kui 看世界 坦言集：香港海域外填海  

511 2018-08-13 

(05:32) 

草雲居 填海造地是恐龍概念，違反中央治國新理念  

512 2018-08-14 

(06:54) 

港文集 【立場新聞】林超英：填海造地是恐龍概念，違

反中央治國新理念 

513 2018-08-16 

(06:11) 

am730 Blog 土地小辯論後的大方向  

514 2018-08-17 

(14:35) 

Kui 看世界 最嚴格的圍填海管控措施在天津實施！堅決禁止

填海造地  

515 2018-08-17 

(18:37) 

Kui 看世界 鄉議局倡發展丁廈 支持政府填海  

516 2018-08-17 

(18:37) 

Kui 看世界 鄉議局與林鄭會面 支持填海重置堆填區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517 2018-08-17 

(20:38) 

Kui 看世界 青協活動討論土地諮詢 部分青年對填海方案認知

不足  

518 2018-08-18 

(00:40) 

Kui 看世界 林鄭：幫助置業政策恐令市民「入錯市」  

519 2018-08-18 

(00:41) 

Kui 看世界 林鄭月娥稱本屆政府在房屋問題上走新加坡模式  

520 2018-08-18 

(00:41) 

Kui 看世界 鄉議局對「丁廈」概念持開放態度  

521 2018-08-18 

(00:41) 

Kui 看世界 林鄭不同意削減單程證配額  

522 2018-08-18 

(06:43) 

Kui 看世界 賄村代表建丁屋 發展商判監  

523 2018-08-18 

(16:05) 

HKG 報 供應短缺中區甲廈追落後  

524 2018-08-18 

(18:48) 

Kui 看世界 土地辯論爭議不絕 發展棕地郊園各持理據  

525 2018-08-18 

(20:49) 

Kui 看世界 黃遠輝：不一定以發展郊野公園為必然選項  

526 2018-08-18 

(20:49) 

Kui 看世界 黃遠輝指若社會不支持 料郊野公園邊陲用地研究

會停止  

527 2018-08-18 

(22:50) 

Kui 看世界 黃遠輝：如社會多數人不支持郊野邊陲建屋 料房

協考慮停止研究  

528 2018-08-19 

(12:58)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林奮強批港人對覓地不上心 猶如

救火堅持用蒸餾水  

529 2018-08-19 

(12:58) 

Kui 看世界 林奮強：土地短缺達臨界點  

530 2018-08-19 

(16:15) 

HKG 報 說香港房屋問題︰政府政策引領社會價值  

531 2018-08-19 

(19:00) 

Kui 看世界 7 成受訪市民支持限制轉售對象 智庫倡分割資助

房屋與私樓市場  

532 2018-08-19 

(19:00) 

Kui 看世界 智庫倡增公營房屋人口比例 居屋與私樓市場分割  

533 2018-08-19 

(19:00) 

Kui 看世界 調查發現近 6 成人支持首置盤以市民收入作為售

價指標  

534 2018-08-19 

(19:37) 

港文集 周日話題：新加坡高明填海法 

535 2018-08-20 am730 Blog 回林超英：中央政府是反對填海嗎？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07:27) 

536 2018-08-21 

(07:41) 

am730 Blog 公私營合作不會較收地容易  

537 2018-08-21 

(13:49) 

am730 Blog 葵青貨櫃碼頭 : 你要知道的 10 件事  

538 2018-08-21 

(15:22) 

Kui 看世界 智庫組織倡資助房屋與市價脫  限制外人購買  

539 2018-08-21 

(16:38) 

HKG 報 公私營房屋的合理比例  

540 2018-08-21 

(17:23) 

Kui 看世界 公共專業聯盟倡建「外港人工島」 重置葵涌貨櫃

碼頭粉嶺高球場  

541 2018-08-21 

(23:27) 

Kui 看世界 團體提出「一島二市」方案 重置貨櫃碼頭及高球

場  

542 2018-08-22 

(05:29) 

Kui 看世界 嘉里無意加快推盤避空置稅  

543 2018-08-22 

(06:03) 

am730 Blog 為何「填海必要論」難令人信服？  

544 2018-08-22 

(07:31) 

Kui 看世界 團體提「一島二市」容納 83 萬人  

545 2018-08-22 

(12:09) 

am730 Blog 香港真的需要土地大辯論嗎？ 

546 2018-08-22 

(13:34) 

Kui 看世界 盧偉國：填海土地現沉降屬正常 數字影響樓價說

法是過慮 (第一節)  

547 2018-08-22 

(15:35) 

Kui 看世界 四個專業學會倡建立土地儲備應付長遠發展  

548 2018-08-23 

(06:23) 

Kui 看世界 輪公屋令人氣餒  

549 2018-08-23 

(17:57) 

Kui 看世界 黃遠輝：不增土地供應調整公私營房屋比例只是

零和遊戲  

550 2018-08-24 

(06:32) 

am730 Blog 填海與全面發展棕地  

551 2018-08-24 

(10:11) 

Kui 看世界 消息：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諮詢期完結前向特首交

中期報告  

552 2018-08-24 

(12:09) 

Kui 看世界 有沙田區議員計劃動議反對馬料水填海  

553 2018-08-24 

(18:17) 

Kui 看世界 智庫提出擴大中部水域填海規模 學者：應發展新

界棕地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554 2018-08-24 

(18:18) 

Kui 看世界 環保觸覺指土地小組如向特首交中期報告將對諮

詢不公  

555 2018-08-24 

(20:16) 

Kui 看世界 區議員引述黃偉綸稱 政府就馬料水填海計劃暫未

有定案  

556 2018-08-25 

(08:17) 

Kui 看世界 發展商擁農地近 1 億方呎 黃遠輝倡獨立處理公

私營合作  

557 2018-08-25 

(14:20) 

Kui 看世界 朱凱廸指公私營合作如同「盲婚啞嫁」 黃遠輝不

認同  

558 2018-08-25 

(18:22) 

Kui 看世界 有團體批政府建議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559 2018-08-25 

(18:22) 

Kui 看世界 黃遠輝不同意土地供應諮詢「廢」 稱智慧在民間  

560 2018-08-25 

(18:23) 

Kui 看世界 指土地收回條例有限制 黃遠輝：須確保屬公共用

途  

561 2018-08-25 

(20:24)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黃遠輝否認是假諮詢 稱林鄭「填

海無可避免」論僅個人意見  

562 2018-08-25 

(20:24) 

Kui 看世界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最後一場公眾論壇 多名市民反

對填海  

563 2018-08-25 

(22:25) 

Kui 看世界 有市民要求政府收回粉嶺高球場發展公屋  

564 2018-08-26 

(08:29) 

Kui 看世界 政情：公民講場：公私營合作似盲婚啞嫁 朱凱廸

教人「分妻」  

565 2018-08-26 

(16:35)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團體趁同樂日到粉嶺高球場示威 

促政府收回建公屋  

566 2018-08-26 

(18:35) 

Kui 看世界 關注青年住屋聯席倡恢復首置貸款 嘆房屋問題困

擾青年向上流動  

567 2018-08-27 

(02:05) 

Money 18 土地發展應兼顧短中長期  

568 2018-08-27 

(06:47) 

Kui 看世界 環團反填海 倡規劃海洋空間  

569 2018-08-27 

(07:34) 

am730 Blog am730 土地小辯論第二回 周四舉行  

570 2018-08-27 

(08:52) 

Kui 看世界 坦言集：域外填海 擴大發展  

571 2018-08-27 

(08:52) 

Kui 看世界 雪地鴻爪：高球場原罪 

572 2018-08-27 Kui 看世界 龍鼓灘村民憂填海加劇環境污染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0:48) 

573 2018-08-28 

(07:18) 

Kui 看世界 坦言集：填海建智慧城市  

574 2018-08-29 

(03:08) 

草雲居 宏觀看人工島 - 只輸不贏的世紀大賭博  

575 2018-08-29 

(08:18) 

am730 Blog 除了棕地 其他土地又如何？  

576 2018-08-29 

(13:45)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伍華強倡 2047 年後不續租農地 

首階段高於市價收地  

577 2018-08-29 

(21:48) 

Kui 看世界 房協下月初公布免補地價分租細節  

578 2018-08-30 

(05:52) 

Kui 看世界 智庫倡提高新界地積比 睇齊市區 施永青促分割

公私樓市場 居屋改輪候制  

579 2018-08-30 

(10:03) 

Kui 看世界 鄔滿海卸任 撐東大嶼填海  

580 2018-08-30 

(10:04) 

Kui 看世界 規劃署前高官轟填海及發展郊園「雙輸」  

581 2018-08-30 

(10:04) 

Kui 看世界 團體倡「浮動城市」作過渡性房屋  

582 2018-08-30 

(10:08) 

Kui 看世界 鄔滿海稱建屋土地不足 憂大辯論能否達成共識  

583 2018-08-30 

(12:02) 

Kui 看世界 鄔滿海稱正研究用部分生態價值降低邊陲地建屋  

584 2018-08-30 

(14:04) 

Kui 看世界 鄔滿海認為放寬地積比率能在短期內增加房屋供

應  

585 2018-09-01 

(18:31)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黃遠輝：本月下旬向特首提交初

步觀察報告  

586 2018-09-01 

(20:33)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林超英指開發郊野公園為「思想

癌細胞」 籲發聲要求保護  

587 2018-09-02 

(00:48) 

草雲居 不厭其煩談郊野公園 – 愛護郊野公園的朋友請

即行動  

588 2018-09-02 

(10:41) 

Kui 看世界 陳智思稱東大嶼填海建議為年輕人提供置業希望  

589 2018-09-02 

(12:43) 

Kui 看世界 陳智思：填海用地可避免爭議  

590 2018-09-02 

(14:48) 

Kui 看世界 撐東大嶼填海計劃 陳智思：給年輕人置業及組織

家庭希望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591 2018-09-02 

(14:48) 

Kui 看世界 撐擴大東大嶼填海 陳智思：政府直接決定土地用

途  

592 2018-09-02 

(14:48) 

Kui 看世界 黃遠輝料本月底向特首提供土地諮詢初步觀察報

告  

593 2018-09-02 

(14:48) 

Kui 看世界 陳智思：高球場建屋無助解困籲開放使用  

594 2018-09-02 

(16:49) 

Kui 看世界 黃遠輝：發展棕地及填海反對較少  

595 2018-09-03 

(01:04) 

Kui 看世界 陳智思認同東大嶼填海 反對發展郊野公園邊陲  

596 2018-09-03 

(07:06) 

Kui 看世界 陳智思：填海助增公屋供應  

597 2018-09-03 

(19:13) 

Kui 看世界 發展局稱研究欣澳填海 一併考慮毗鄰空置地用途  

598 2018-09-04 

(01:19) 

草雲居 土地：價值？價錢？  

599 2018-09-04 

(11:15) 

am730 Blog 土地辯論中的基層住屋需要  

600 2018-09-04 

(13:25) 

Kui 看世界 黃遠輝：長者不希望安老院舍建於郊野公園邊陲

地帶  

601 2018-09-05 

(07:31) 

am730 Blog 「土地公義」只是子虛烏有嗎？  

602 2018-09-05 

(09:43) 

Kui 看世界 鄔滿海明卸任房協主席 稱會否擔任公職視乎情況

而定  

603 2018-09-06 

(20:18) 

Kui 看世界 沙田區議會發展及房屋委員會 一致反對馬料水填

海計劃  

604 2018-09-06 

(22:31) 

Kui 看世界 發展局回應沙田區議會委員會 指馬料水填海尚未

落實  

605 2018-09-07 

(00:16) 

Kui 看世界 古諮會交評審小組檢視粉嶺高爾夫球場是否值得

整體評級  

606 2018-09-07 

(06:12) 

am730 Blog 民間土地講座 曾鈺成出席聽民意  

607 2018-09-07 

(07:50) 

港文集 【獨立媒體】李偉才：東大嶼宏圖的氣候隱患 

608 2018-09-08 

(10:32) 

Kui 看世界 黃遠輝料土地初步觀察結果包括棕地及高球場  

609 2018-09-08 HKG 報 全面諮詢仍乏共識 土地短缺如何突破？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7:50) 

610 2018-09-08 

(18:38) 

Kui 看世界 黃遠輝：土地供應需分不同時段 滿足今天與未來

需求  

611 2018-09-08 

(20:40)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公私營合作 曾鈺成倡收新界農地 

一半建公屋  

612 2018-09-08 

(20:40) 

Kui 看世界 曾鈺成：新土地供應上承諾公屋比例助爭民意  

613 2018-09-09 

(04:05 

lydiawong  【你我的香港 Our Hong Kong Forum】上樓難?

覓地慌?為港增房闢地?專家有計??  

614 2018-09-09 

(12:52) 

Kui 看世界 資助屋售價與私樓脫  林鄭：買得起、供得起 

615 2018-09-09 

(12:53) 

Kui 看世界 林鄭月娥：無麵粉做不到麵包 只要有土地政府願

建屋  

616 2018-09-09 

(12:53) 

Kui 看世界 回應本港以外海域填海 特首：問題應由香港自己

解決  

617 2018-09-09 

(12:53) 

Kui 看世界 韋志成稱重建觀塘市中心 盡量公平處理業權地契

問題  

618 2018-09-09 

(14:53) 

Kui 看世界 林鄭稱房屋及土地問題是重中之重  

619 2018-09-09 

(14:53) 

Kui 看世界 韋志成冀盡早解決觀塘重建搬遷問題  

620 2018-09-09 

(16:15) 

HKG 報 發展大嶼山成融入大灣區門戶  

621 2018-09-09 

(16:54) 

Kui 看世界 【施政報告】林鄭：冇麵粉整唔到麵包 市民傾向

發展棕地、填海  

622 2018-09-09 

(18:58) 

Kui 看世界 黃遠輝：填海土地未必全數建公營房屋  

623 2018-09-09 

(20:58) 

Kui 看世界 林鄭月娥：只要有土地政府願意多建出售房屋  

624 2018-09-09 

(20:58) 

Kui 看世界 黃遠輝稱填海造地需時至少 15 年 不會是唯一方

案  

625 2018-09-09 

(20:58) 

Kui 看世界 林鄭月娥：只要有地願多建市民買得起供得起的

出售房屋  

626 2018-09-09 

(20:58) 

Kui 看世界 黃遠輝：填海需時長非土地供應唯一方案  

627 2018-09-10 

(21:10) 

Kui 看世界 土地諮詢將結束 團體周六遊行促收回高球場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628 2018-09-10 

(23:33) 

草雲居 巨型人工島： 不需要，花錢超負苛，風險受不了  

629 2018-09-11 

(13:19) 

am730 Blog 土地選項求同存異  

630 2018-09-11 

(13:59) 

Kui 看世界 學者支持古諮會為粉嶺高爾夫球場評級  

631 2018-09-11 

(14:00) 

Kui 看世界 林鄭月娥：施政報告將談及房屋及土地供應問題  

632 2018-09-12 

(07:30) 

am730 Blog 住宅以外的土地供應短缺才令人髮指！  

633 2018-09-12 

(07:51) 

港文集 【立場新聞】譚凱邦：22 位人大代表曾聯署 包

括鄭耀棠 要求參與單程證審批權 

634 2018-09-13 

(00:01) 

Kui 看世界 黃遠輝：如政府執行某些選項時與報告不同將欠

社會解釋  

635 2018-09-13 

(00:01) 

Kui 看世界 報道指政府傾向不收回高球場建屋 發展局稱不會

評論  

636 2018-09-13 

(00:01) 

Kui 看世界 有報道指政府傾向不發展高球場 張建宗：很多都

是揣測  

637 2018-09-13 

(20:11) 

Kui 看世界 新地對土地大辯論增加供應方法持開放態度  

638 2018-09-14 

(06:01) 

am730 Blog 粉嶺高球場土地象徵了甚麼？  

639 2018-09-14 

(12:21) 

Kui 看世界 林正財稱或需 2400 公頃土地應對包括人口老化

等問題  

640 2018-09-15 

(16:33)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反對遷貨櫃碼頭 海港運輸業總工

會指不符經濟效益  

641 2018-09-16 

(06:39) 

Kui 看世界 覓地專組月底交初步觀察意見  

642 2018-09-16 

(06:39) 

Kui 看世界 學者倡引入土地債券 加快釋放新界地皮  

643 2018-09-16 

(08:40) 

Kui 看世界 土地辯論意見多 最怕又係走過場  

644 2018-09-17 

(06:49) 

am730 Blog 真假民意  

645 2018-09-17 

(17:09) 

HKG 報 棕地的社會需要不能抹殺  

646 2018-09-18 Kui 看世界 本土研究社報告指逾 300 公頃官地未有善用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5:18) 

647 2018-09-18 

(23:10) 

Kui 看世界 測量師學會支持填海建人工島  

648 2018-09-18 

(23:11) 

Kui 看世界 本土研究社揭全港逾 300 公頃官地未善用 可建 9

萬房屋安置 20 萬居民  

649 2018-09-19 

(11:17) 

Kui 看世界 有關注組質疑土地大辯論選項背後致基層慘況被

利用  

650 2018-09-19 

(11:17) 

Kui 看世界 本土研究社估計全港有約三百公頃官地未被善用  

651 2018-09-19 

(15:20) 

Kui 看世界 黃偉綸料東大嶼都會填海成本或逾萬元一呎  

652 2018-09-19 

(17:23) 

Kui 看世界 黃偉綸稱當局會檢視能否提前處理棕地問題  

653 2018-09-19 

(17:23) 

Kui 看世界 東大嶼都會海域造地每方呎約 1300 至 1500 元  

654 2018-09-19 

(19:23) 

Kui 看世界 招國偉：冀《施政報告》將公私營房屋比調至

7:3 考慮過渡性房屋和租津  

655 2018-09-19 

(21:23) 

Kui 看世界 黃偉綸稱要研究若增加發展棕地 新界能否承受更

多人口  

656 2018-09-19 

(21:23) 

Kui 看世界 黃傑龍：難料多少業主參與未補價房協單位出租

計劃  

657 2018-09-20 

(13:31) 

Kui 看世界 智經倡引入土地儲備機制及建立土地資料庫  

658 2018-09-20 

(15:32) 

Kui 看世界 智經研究中心建議完善規劃及土地行政政策  

659 2018-09-20 

(15:32) 

Kui 看世界 智經倡設土地儲備系統及早搬多償機制  

660 2018-09-20 

(17:34) 

Kui 看世界 新民黨建議政府向中央申請在鄰近大嶼南內地水

域填海  

661 2018-09-20 

(19:34) 

Kui 看世界 調查指逾半受訪者支持維港近岸填海及發展東大

嶼都會  

662 2018-09-20 

(19:35) 

曾鈺成博客  真假民意  

663 2018-09-20 

(21:43) 

Kui 看世界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開會討論初步觀察報告  

664 2018-09-21 

(05:39) 

Kui 看世界 智經倡徵地設「早搬多償津貼」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665 2018-09-21 

(07:48) 

am730 Blog 住屋權受侵蝕 土地公義不彰  

666 2018-09-21 

(15:44) 

Kui 看世界 團體政總外請願 要求建立恆常土地儲備  

667 2018-09-21 

(23:48) 

Kui 看世界 公民黨就土地供應規劃提四大倡議 包括為丁屋截

龍  

668 2018-09-21 

(23:49) 

Kui 看世界 公民黨約見黃遠輝 倡丁屋截龍及優先釋放粉嶺高

爾夫球場  

669 2018-09-22 

(09:55) 

Kui 看世界 前規劃署助理署長伍華強批評土地諮詢拙劣 

670 2018-09-22 

(09:55) 

Kui 看世界 黃遠輝稱下周向特首提交報告並公開文件 將設 5

個選項  

671 2018-09-22 

(11:56) 

Kui 看世界 林超英指海中心填海興建人工島建議「逆天行

道」  

672 2018-09-22 

(11:56) 

Kui 看世界 前規劃署官員倡政府宣布 2047 年不續租農地自

動收回  

673 2018-09-22 

(13:58) 

Kui 看世界 黃遠輝：土地諮詢 5 選項納初步報告 前官員指

諮詢拙劣  

674 2018-09-22 

(13:58) 

Kui 看世界 林超英：填海建人工島「逆天行道」 

675 2018-09-22 

(18:00) 

Kui 看世界 蘇偉文：香港填海步伐緩慢 需面對現實事不避難  

676 2018-09-22 

(18:00) 

Kui 看世界 黃遠輝：提交特首土地供應初步觀察 冀周一公開

報告  

677 2018-09-22 

(20:02)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蘇偉文：本港一直以填海為增加

土地主要來源 市民需面對現實  

678 2018-09-22 

(20:02)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黃遠輝：已有初期報告草稿 現階

段難量化意見  

679 2018-09-22 

(20:02) 

Kui 看世界 被批諮詢「拙劣」 黃遠輝重申諮詢廣泛市民認真

參與  

680 2018-09-22 

(22:17)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黃遠輝：任何官員傾向不應影響

諮詢結果  

681 2018-09-23 

(00:05) 

Kui 看世界 蘇偉文：多個增加土地選項仍未能達成共識  

682 2018-09-23 

(10:09) 

Kui 看世界 鄭耀棠倡中央撥地香港建新市鎮  

683 2018-09-23 Kui 看世界 團體發起遊行不滿土地諮詢黑箱作業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6:15) 

684 2018-09-23 

(18:17) 

Kui 看世界 團體遊行抗議土地政策不公 有劏房戶及中學生參

與  

685 2018-09-23 

(18:18) 

Kui 看世界 陳茂波：主流支持填海 如克服技術問題立會不敢

不批錢  

686 2018-09-23 

(20:13) 

Kui 看世界 團體遊行促政府增加公營房屋比例  

687 2018-09-24 

(14:30) 

Kui 看世界 逾半受訪者支持發展「飛地」 近 6 成人同意維

港以外填海  

688 2018-09-24 

(18:34) 

Kui 看世界 土地小組：棕地發展有空間加快 發展高球場意見

兩極  

689 2018-09-24 

(18:34)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初步報告指棕地發展獲多數支持 

發展高球場意見兩極  

690 2018-09-24 

(18:35) 

Kui 看世界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向特首交初步觀察 提及 5 個

土地選項  

691 2018-09-24 

(20:34) 

Kui 看世界 黃遠輝：交特首初步觀察揉合所見所聞不包量化

數據  

692 2018-09-24 

(20:35) 

Kui 看世界 專責小組「初步觀察」指馬料水填海反對聲音較

大  

693 2018-09-24 

(20:35)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綠色和平質疑初步報告篩選支持

開發郊野基層民意  

694 2018-09-24 

(20:35) 

Kui 看世界 土地供應小組提 5 個選項 有意見質疑有否聽民

意  

695 2018-09-24 

(22:36) 

Kui 看世界 土地供應小組未有就發展粉嶺高球場提出結論  

696 2018-09-25 

(06:40) 

Kui 看世界 船廠霸官地分租牟暴利 海事處 10 年唔執法  

697 2018-09-25 

(10:45) 

Kui 看世界 黃遠輝料施政報告不會就土地選項逐個講  

698 2018-09-25 

(10:45) 

Kui 看世界 黃遠輝：土地小組初步觀察助施政報告適度落墨  

699 2018-09-25 

(12:47) 

Kui 看世界 黃遠輝：處理土地諮詢過程不感委屈  

700 2018-09-25 

(12:47) 

Kui 看世界 黃遠輝：發展粉嶺高爾夫球場意見「兩極化」  

701 2018-09-25 

(14:47) 

Kui 看世界 工聯會倡龍鼓灘重置棕地作業者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702 2018-09-25 

(14:47) 

Kui 看世界 黃遠輝：初步觀察未能量化正反意見  

703 2018-09-25 

(16:49) 

Kui 看世界 民建聯倡向粵城市租地建屋予港人居住  

704 2018-09-25 

(20:50) 

Kui 看世界 劏房戶指未能受惠土地辯論 逾九成撐建過渡房  

705 2018-09-25 

(20:50) 

Kui 看世界 民建聯稱發展農地應先提升交通負載  

706 2018-09-25 

(20:52) 

Kui 看世界 調查稱近 8 成基層住戶受訪者支持發展棕地  

707 2018-09-25 

(22:51) 

Kui 看世界 調查稱近 8 成基層住戶支持發展棕地 社協促增

建過渡房屋  

708 2018-09-26 

(10:57) 

Kui 看世界 工聯會：支持收回粉嶺高球場 民建聯：需研究交

通配套  

709 2018-09-26 

(12:57) 

Kui 看世界 有民間團體倡優先發展棕地 對東大嶼填海有保留  

710 2018-09-26 

(12:57)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諮詢期結束 有團體指政府就填海有預

設立場  

711 2018-09-26 

(14:59) 

Kui 看世界 【土地大辯論】麥美娟支持收回粉嶺高球場 劉國

勳：北區市民對收回有保留倡研交通配套  

712 2018-09-26 

(19:01) 

Kui 看世界 商會指公私合作發展農地有利 有團體擔心政府失

主導權  

713 2018-09-26 

(21:02) 

Kui 看世界 土地供應諮詢結束收 2 萬問卷 黃遠輝稱足反映

社會意見  

 

 

  



論壇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 2018-04-28 

(04:48) 

謎米香港論壇 【土地大辯論】工黨成員被叉頸撻落地阿叔涉傷

人被捕 

2 2018-04-28 

(07:15) 

香港交通資訊網論壇 貨櫃碼頭建屋港鐵願延線配合 

3 2018-04-28 

(14:25) 

uwants.com 樓價升！升！升！香港「官為」「人為」缺地 

4 2018-04-28 

(14:34)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小組列 18 選項諮詢公眾五個月 

5 2018-04-28 

(14:45) 

LIHKG 建議高爾夫球場剷走既都係無賴！ 

6 2018-04-28 

(15:0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路有凍死骨 

7 2018-04-28 

(15:0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絕望真相加息加速樓價升 

8 2018-04-28 

(15:25) 

LIHKG 同住公屋兄長結婚弟憂被逼遷 

9 2018-04-28 

(16:0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辯論】示威遭叉頸撻落地！疑高球聯盟

友突襲工黨 

10 2018-04-28 

(16:0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啟德地買少見少 

11 2018-04-28 

(16:0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大家一起參與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眾諮詢 

12 2018-04-28 

(16:17) 

LIHKG 土地大辯論開始! 

13 2018-04-28 

(17:38) 

uwants.com 太傻太天真 ！出路在「五十年不變」之後！香

港有七百幾萬人 

14 2018-04-28 

(17:49) 

LIHKG 大聯盟：勿將房屋與高球對立 

15 2018-04-28 

(17:49) 

LIHKG 「有圖」以前居屋 vs 依家居公屋 

16 2018-04-28 

(19:19) 

LIHKG [林早洩老闆]土地大辯論洗千萬 Fevaworks 獲批

$355 萬 

17 2018-04-28 

(19:19) 

LIHKG [推到完場]新聞透視:土地大辯論 

18 2018-04-28 香港討論區- "住得細"源於"造得少"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9:49) discuss.com.hk 

19 2018-04-28 

(20:00) 

香港高登 【理性討論】土地供應建議 

20 2018-04-28 

(21:5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四大地產商擁千公頃農地尹兆堅批公私營合作建

屋或淪官商勾結 

21 2018-04-28 

(22:39) 

review33.com 赴粉嶺高球場示威工黨成員被叉頸撻落地 

22 2018-04-29 

(00:06) 

香港高登 團體追悼「公屋之父」鄔勵德孫兒銘記教誨：人

人應享尊嚴 

23 2018-04-29 

(00:38) 

uwants.com 土地大辯論展開，拆解 5 大荒謬位 

24 2018-04-29 

(07:28) 

LIHKG 每年至少 54,750 個新移民，新樓未來四年只得

9.7 萬夥！ 

25 2018-04-29 

(08:5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樓價高企，政府責無旁貸，大眾市民敢問政府何

時悉放 2 手供應！ 

26 2018-04-29 

(11:08)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點解荃?去三聖鐵路不開發？ 

27 2018-04-29 

(12:00) 

LIHKG 前規劃署長淩嘉勤指高球場有歷史文化意義 

28 2018-04-29 

(12:2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辯論】工黨成員被叉頸撻落地高爾夫大

聯盟否認施襲者是成員 

29 2018-04-29 

(12:29) 

香港高登 陳雲：邱騰華為香港出頭的錯誤做法分分鐘害死

香港 

30 2018-04-29 

(12:5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針對香港人口爆炸 

31 2018-04-29 

(13:18)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珠海建立香港城，助港人置業 

32 2018-04-29 

(13:2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今起「大辯論」5 個月指 01 年起填海大減窒礙供

應土地小組料缺地遠超 1200 公頃 

33 2018-04-29 

(13:2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預告 8 年土地荒公屋輪候再拖長 

34 2018-04-29 

(13:2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地鐵正進行在廣東覓地興建香港城 

35 2018-04-29 

(13:31) 

LIHKG 我好鍾意行山，如果你發展郊野公園 

36 2018-04-29 

(13:43) 

公仔箱論壇 多少年後香港可以無人住劏房？（陳紹銘）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37 2018-04-29 

(13:5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今日信報--圍繞粉嶺高球場可建 10 萬夥住宅 

38 2018-04-29 

(15:36) 

香港高登 土地供應】黃偉綸撐單程證計劃若取消 

39 2018-04-29 

(17:2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多圖】粉嶺高球場搞慈善跑工黨社民連等請願

促收球場建屋 

40 2018-04-29 

(21:0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辯論】葉劉稱毋須公開諮詢批未見成果

先釀社會對立 

41 2018-04-29 

(21:0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有線寬頻 i-CABLE：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深水埗探

劏房戶 

42 2018-04-29 

(21:06) 

LIHKG 劏房租金升人均面積只等於兵乓球枱？ 住戶：

惡臭、隨時被電死 

43 2018-04-29 

(22:18)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大喜訊：香港住屋問題終於有方法解決了！?? 

44 2018-04-29 

(22:4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見到個 fd 上左公屋，就覺得自己好傻... 

45 2018-04-29 

(23:0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辯論】7 個團體到粉嶺高球場示威籲政

府收回用地 

46 2018-04-29 

(23:12) 

謎米香港論壇 【土地大辯論】免費教波爭民意？高球界組大聯

盟：每個... 

47 2018-04-29 

(23:44)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致洪水橋既住戶 

48 2018-04-30 

(00:0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工黨粉嶺高球場請願一成員疑受襲 

49 2018-04-30 

(00:08) 

LIHKG 根本唔只每日 150 人情況比你想像中嚴重 

50 2018-04-30 

(00:1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辯論】工黨成員粉嶺高球場示威被叉頸

撻落地 

51 2018-04-30 

(01:43) 

LIHKG 唔該唔好再將填海同單程證對立 

52 2018-04-30 

(03:12) 

香港交通資訊網論壇 貨櫃碼頭建屋港鐵願延線配合 

53 2018-04-30 

(06:10) 

信報論壇 專責小組巡劏房加油覓地為基層 

54 2018-04-30 

(08:4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指粉嶺高球場具保育價值淩嘉勤：填海是必然選

項-雅虎香港新聞 

55 2018-04-30 公眾投資 168 綜合論 未來香港土地供應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08:54) 壇 

56 2018-04-30 

(09:0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供應】細個常瞓籠屋黃遠輝嘆劏房居住環

境 50 幾年不變 

57 2018-04-30 

(09:3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荒公屋輪候勢超 4.7 年 

58 2018-04-30 

(10:08)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馬時亨倡貨櫃碼頭建屋另稱港鐵正在廣東覓地建

「香港城」 

59 2018-04-30 

(10:47) 

LIHKG 土地小組首落區訪基層劏房租客贈木蝨訴苦 

60 2018-04-30 

(12:48)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樓市專家】邵志堯：供應不足，應由 2002 年

的「樓市辟穀」說起 

61 2018-04-30 

(13:10) 

香港高登 香港共居模式可唔可行 

62 2018-04-30 

(15:20) 

LIHKG 眾說「土地大辯論」－黃遠輝口中的「沒有前

設」 

63 2018-04-30 

(15:44) 

香港高登 [Land_is_king 請入]要解決香港土地問題就要實

踐陳雲「香港大城邦」計劃 

64 2018-04-30 

(15:44) 

香港高登 馬時亨倡港青內地置業預言高鐵西九站軌道 10

年後不敷應用 

65 2018-04-30 

(15:5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香港土地和房屋發展的開放性諮詢一大敗筆 

66 2018-04-30 

(20:48)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香港不是沒有土地，只是沒有共識 

67 2018-04-30 

(21:2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黃遠輝出席論壇遭爆粗辱罵 

68 2018-04-30 

(22:54) 

LIHKG 馬時亨：青年可考慮大灣區買樓，坐高鐵香港返

工！ 

69 2018-05-01 

(00:0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國際人均居住面積 

70 2018-05-01 

(00:3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倡青年住大灣區香港返工馬時亨：不錯生活模式 

71 2018-05-01 

(01:02) 

香港高登 供應增加不是給你住人均居住面積香港廿年已增

四成 

72 2018-05-01 

(02:30) 

謎米香港論壇 土地短缺，其實是「偽命題」，老共想放心得到香

港 

73 2018-05-01 

(04:07) 

Real Forum 何濼生﹕解決土地短缺問題從公眾利益出發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74 2018-05-01 

(04:07) 

Real Forum 土地解港人之痛 

75 2018-05-01 

(06:32) 

LIHKG 政府如果真係要填海，政府幾時有理過反對意

見？ 

76 2018-05-01 

(09:38) 

公仔箱論壇 對單程證審批權的意見 

77 2018-05-01 

(11:53) 

香港高登 建議設立「港人港郊」 

78 2018-05-01 

(12:5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馬時亨倡貨櫃碼頭建屋另稱港鐵正在廣東覓地建

「香港城」 

79 2018-05-01 

(17:02) 

香港高登 【土地大辯論】朱凱廸倡軍營作第 19 選項「反

映中央對香港的愛」 

80 2018-05-01 

(17:3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多圖】粉嶺高球場搞慈善跑工黨社民連等請願

促收球場建屋 

81 2018-05-02 

(00:17) 

香港高登 【土地供應】朱凱廸建議增軍營作選項：反映中

央對港的愛 

82 2018-05-02 

(01:1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辯論】基層團體倡收回高球場引述劏房

戶：我想交佢個租 

83 2018-05-02 

(02:20) 

香港高登 [上車機會]馬時亨:港鐵將在內地建「香港城」 

84 2018-05-02 

(03:35) 

信報論壇 真正土地使用毋須辯論 

85 2018-05-02 

(05:05) 

信報論壇 高端階級佔盡便宜高球土地興建住宅 

86 2018-05-02 

(05:05) 

信報論壇 倡舊公屋外掛單位房委成員有保留 

87 2018-05-02 

(05:05) 

信報論壇 單程證何妨打七折 

88 2018-05-02 

(05:05) 

信報論壇 人口大挪移 

89 2018-05-02 

(06:34) 

uwants.com 土地大辯論展開，拆解 5 大荒謬位 

90 2018-05-02 

(06:36) 

信報論壇 港不缺地缺願景新界利益難撼動 

91 2018-05-02 

(11:4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唔通等到樓價創新低先來供應咩 

92 2018-05-02 香港討論區- 香港地少人多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3:24) discuss.com.hk 

93 2018-05-02 

(18:18)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團體揭政府逾 10 公頃丁屋地可即用 

94 2018-05-02 

(18:19) 

香港高登 <聖公會發達啦>管浩嗚妙計-學校上可蓋住宅大樓 

95 2018-05-02 

(18:19) 

香港高登 綠色和平 FB 出 POST 粉嶺高球會可以起 12 條

水泉澳村被狂轟益新移民 

96 2018-05-02 

(21:55) 

香港高登 其實本土派應以保衛郊野公園為名發起新一波驅

蝗 

97 2018-05-03 

(00:08)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辯論】工黨成員粉嶺高球場示威被叉頸

撻落地 

98 2018-05-03 

(00:30) 

親子王國 覓地起樓，40 年前的經驗可以借鏡 

99 2018-05-03 

(00:4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民調指四成半市民贊成維港外填海 

100 2018-05-03 

(01:05) 

uwants.com 指粉嶺高球場可起 12 條水泉澳 綠色和平遭市民

洗版：寧願揀球場 

101 2018-05-03 

(01:4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新招增公屋供應謝偉銓倡建掛單式組合屋 

102 2018-05-03 

(04:35) 

Real Forum 土地供應選項中為何獨缺「重建」 

103 2018-05-03 

(05:19) 

信報論壇 問卷多贊成填海環團望聽反對聲 

104 2018-05-03 

(05:35) 

公仔箱論壇 土地諮詢「兩個保守」不利大刀闊斧覓地 

105 2018-05-03 

(07:36) 

Real Forum 立法會議員謝偉銓：獨立機構批農地增供應最有

效 

106 2018-05-03 

(08:0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強烈要求起 80 至 100 呎房屋幫市民上車 

107 2018-05-03 

(08:29) 

LIHKG 林鄭又贏，一場土地大辯論，又成功分化保育撚

同支持開山填海起屋撚 

108 2018-05-03 

(08:38) 

公仔箱論壇 77%港人感「住得逼」近半贊成填海建市鎮 

109 2018-05-03 

(10:04) 

親子王國 唔明成日話冇地，但見周圍都起緊私樓 

110 2018-05-03 

(11:32) 

LIHKG 取消單程證解房屋問題？曾鈺成反問：會比覓地

建屋更易嗎？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11 2018-05-03 

(11:33) 

LIHKG 管浩鳴：收回高球場恐成國際笑話倡於重建學校

上蓋建屋聖公會校舍可改建 

112 2018-05-03 

(13:35) 

謎米香港論壇 盧 ：樓市扭曲是土地短缺根源 

113 2018-05-03 

(14:33) 

LIHKG 點解仲有人覺得不斷填海起樓可以解決香港房屋

問題 

114 2018-05-03 

(17:29) 

香港高登 林鄭以灣仔警署為例憂慮收回農地引致漫長司法

覆核 

115 2018-05-03 

(18:0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辯論】7 個團體到粉嶺高球場示威籲政

府收回用地 

116 2018-05-03 

(18:31) 

香港高登 有冇人記得陶傑係電台講應該收高爾夫球場來起

樓？ 

117 2018-05-03 

(20:2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辯論】工黨成員被叉頸撻落地高爾夫大

聯盟否認施襲者是成員 

118 2018-05-03 

(21:09) 

謎米香港論壇 黎則奮-土地大辯論是偽命題 

119 2018-05-03 

(21:10) 

謎米香港論壇 譚凱邦-不能迴避外來人口問題 

120 2018-05-03 

(23:4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香港土地問題,大家覺除了貨櫃碼頭同高爾夫球場

外,有什麼地可用 

121 2018-05-03 

(23:53) 

uwants.com 香港天天為土地而爭拗，要移山填海，鏟除郊外

樹林，破壞生態環境，罪魁禍首，是移民湧入香

港太多所致。 

122 2018-05-03 

(23:54) 

uwants.com 填海起新市鎮?民意反應兩極！ 

123 2018-05-04 

(00:5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村屋仲未能張顯到其真正的價值 

124 2018-05-04 

(08:0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供應】細個常 籠屋黃遠輝嘆劏房居住環

境 50 幾年不變 

125 2018-05-04 

(11:3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答問大會】林鄭：研向空置一手單位徵空置稅 

126 2018-05-04 

(12:1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房屋供應大落後港難置業跨境居住成出路 

127 2018-05-05 

(00:1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建議租置公屋/居屋免補地價出租，增加市場單位

數目 

128 2018-05-05 

(03:01)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林鄭指正研究一手住宅單位空置稅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29 2018-05-05 

(13:17) 

香港高登 【土地大辯論】一人一信要求終止丁屋政策、認

可殯葬區 

130 2018-05-05 

(14:20) 

香港高登 [Land_is_king 請入]要解決香港土地問題就要實

踐陳雲「香港大城邦」計劃 

131 2018-05-05 

(21:03) 

香港高登 解決土地缺乏回應人口需求只有一法就係搶中國

人土地 

132 2018-05-05 

(22:16) 

香港高登 [上車機會]馬時亨:港鐵將在內地建「香港城」 

133 2018-05-06 

(00:09) 

香港高登 鄉事派倡出地建公屋事後分三成 

134 2018-05-06 

(02:13) 

香港高登 林鄭月娥：正研究就空置一手單位徵收空置稅 

135 2018-05-06 

(11:2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馬時亨叫人內地置業 高鐵返工 真心弱智 

136 2018-05-06 

(12:23) 

LIHKG 梁振英強調成功打擊炒樓「房屋供不應求近尾

聲」 

137 2018-05-06 

(16:0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話樓價達到瘋狂程度，不如話香港人口多同埋話

香港缺樓住的情況達到瘋狂程度好過啦！ 

138 2018-05-06 

(16:39) 

香港高登 再提內地設「香港城」馬時亨：「成個國家都係你

機會」 

139 2018-05-06 

(17:26) 

Real Forum 陸振球：政府應考慮遞增式新盤空置稅 

140 2018-05-06 

(20:16) 

香港高登 曾鈺成：具透明度就不存在官商勾結 

141 2018-05-07 

(08:08) 

公仔箱論壇 土地辯論現世代鴻溝年輕一代失願景堪憂 

142 2018-05-07 

(08:4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無買到樓人仕-政府要付責任 

143 2018-05-07 

(09:40) 

香港高登 豬欄屋劏房住客 2,500 元租 50 呎議員：基層越

住越險越閉翳 

144 2018-05-07 

(11:01)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人口增長因素對現時樓市的影響 

145 2018-05-07 

(14:08)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辯論】梁福元倡政府劃一價格收地建議

每平方呎 1000 元 

146 2018-05-07 

(16:1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09 年，特首已叫人買遠 d,同細 d,不要太揀擇 

147 2018-05-07 香港討論區- 黃遠輝：港引用公權徵私人地或惹法律訴訟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2:50) discuss.com.hk 

148 2018-05-08 

(05:00) 

信報論壇 梁福元叫價收地不代表鄉議局 

149 2018-05-08 

(05:44) 

謎米香港論壇 阮穎嫻：土地大辯論：林鄭的底牌 

150 2018-05-08 

(05:44) 

謎米香港論壇 劉進圖：覓地建豪宅與公眾何干？ 

151 2018-05-08 

(08:19) 

公仔箱論壇 官商勾結須嚴防因噎廢食沒必要 

152 2018-05-08 

(12:46) 

LIHKG 港人住屋悲歌豬欄劏房 50 平方呎月租$2500 細

過囚室 

153 2018-05-08 

(14:05) 

信報論壇 利用換地政策以保存高爾夫球場完整 

154 2018-05-08 

(17:5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林鄭月娥：不能隨意引用條例收回土地 

155 2018-05-08 

(22:5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樓價不跌之謎 

156 2018-05-08 

(23:02) 

review33.com 153 呎劏房的悲哀 

157 2018-05-09 

(00:16) 

公仔箱論壇 林鄭：土地選項未必獲環保人士支持 

158 2018-05-09 

(00:2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單身者排公屋要等 32 年議員轟房署設配額制 

159 2018-05-09 

(04:35) 

Real Forum 先棕地後綠地的發展次序對嗎？ 

160 2018-05-09 

(05:17) 

信報論壇 空置稅是對政府的考驗 

161 2018-05-09 

(10:2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幾十尺豪宅價劏房係香港最大恥辱 

162 2018-05-09 

(11:39) 

LIHKG 本土研究社:連起乜都唔知盲目 地先係本末倒置 

163 2018-05-09 

(11:42) 

親子王國 倡政府 2047 年前,收二千公頃農地,每呎一千. 

164 2018-05-09 

(15:45) 

香港高登 而家電視係咁洗腦"唔夠地方住係因為近年無發展

新巿鎮" 

165 2018-05-09 

(16:1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斥 18 土地選項屬煙幕朱凱廸倡軍營用地建屋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66 2018-05-10 

(01:00) 

香港高登 由地積比率看人口問題 

167 2018-05-10 

(01:31) 

香港高登 原來香港政府真係收埋咁拎多地唔起公屋 

168 2018-05-10 

(03:11)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共二千公頃倡政府收地梁福元開天索價祖堂地賣

一千蚊呎「唔係滿意，無奈 咋」 

169 2018-05-10 

(04:44) 

Real Forum 住屋問題不單純是土地不足問題 

170 2018-05-10 

(04:44) 

Real Forum 高爾夫球場宜全用來建屋嗎？ 

171 2018-05-10 

(09:13) 

信報論壇 開徵空置稅隨時弄巧成拙 

172 2018-05-10 

(11:0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豬欄改建月租逾$3500 寮屋劏房細過獨立囚室 

173 2018-05-10 

(12:08)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點解香港只有 7%土地俾人居住呢？ 

174 2018-05-10 

(15:3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城規會商綠化地建屋環團憂土沉香破壞後難補償 

175 2018-05-10 

(15:4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辯論】綠色和平意見書被指偷換概念選

項無開發郊野公園 

176 2018-05-10 

(21:32) 

uwants.com 【土地大辯論】土地小組收綠色和平逾八千聯署

信恐「另類處理」 

177 2018-05-10 

(22:33) 

謎米香港論壇 撐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公屋聯會主席：虛無縹緲世

外桃源... 

178 2018-05-10 

(23:45) 

review33.com 高球場建屋最符合社會效益 

179 2018-05-11 

(07:29) 

Real Forum 土地大辯論(二)：不應否決收回農地 

180 2018-05-11 

(13:55) 

信報論壇 土地大辯論還是大便論? 

181 2018-05-11 

(16:24)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政府推新寮屋收地賠償額受影響村民不收貨：不

如我畀你 120 萬？ 

182 2018-05-11 

(16:26) 

LIHKG 東北收地賠償港府加碼 2.4 億元 

183 2018-05-11 

(20:21)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公屋輪候時間再延長最新達 5.1 年 

184 2018-05-12 Real Forum 自我應驗的「不能置業難安居」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04:16) 

185 2018-05-12 

(08:48) 

LIHKG 公屋輪候時間新高林鄭：公屋有供不應求情況 

186 2018-05-12 

(11:44)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湯文亮：政府是可以收回土地 

187 2018-05-12 

(12:2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一個粉嶺高爾夫球場．．可以解決５—６年公屋

問題 

188 2018-05-12 

(15:29) 

香港高登 輪公屋等 5.1 年 18 載新高 

189 2018-05-12 

(15:4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黃遠輝稱鄉村式地帶難以大規模建公屋 

190 2018-05-12 

(16:20) 

謎米香港論壇 土地短缺辯論只是一場幌子?項早在林鄭心中有

定案 

191 2018-05-12 

(21:28)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四大地產商擁千公頃農地尹兆堅批公私營合作建

屋或淪官商勾結 

192 2018-05-12 

(21:4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上樓無期劏房戶年輕人感徬徨 

193 2018-05-13 

(03:3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黃遠輝稱鄉村式地帶難以大規模建公屋 

194 2018-05-13 

(08:34) 

香港高登 未來 5 年年均僅供 2.3 萬夥輪公屋更漫長 

195 2018-05-13 

(10:26) 

信報論壇 公屋愈排愈長無助加速覓地 

196 2018-05-13 

(11:3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黃遠輝認為公屋輪候趨勢會持續惡化 

197 2018-05-13 

(15:4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其實大家對樓市長期有咩睇法？ 

198 2018-05-13 

(16:33) 

LIHKG 劉業強倡天平山村地建公屋撐公私營合作反對發

展高球場 

199 2018-05-13 

(18:23) 

香港高登 覺唔覺哩排成日吹穀係貨櫃碼頭上面起樓，真正

目的係廢 個碼頭 

200 2018-05-13 

(22:4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劏的誘惑 

201 2018-05-14 

(03:24) 

公眾投資 168 綜合論

壇 

政府如何拖慢房屋供應？ 

202 2018-05-14 

(04:37) 

信報論壇 三代署長唱淡棕地環團斥監管未盡責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03 2018-05-14 

(09:58) 

uwants.com 【即時文摘】公屋究竟去哪兒了？ 

204 2018-05-14 

(12:18) 

公仔箱論壇 加快收地成急務補償安排須合度 

205 2018-05-14 

(16:56) 

LIHKG 本土研 【土地大辯論】三個前規劃署高官出黎

spin,俾佢 贏 ，香港人真係輸一世！ 

206 2018-05-15 

(02:1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唔使補地價都可以放租？為左增加供應，幾時工

廈可住？ 

207 2018-05-15 

(08:3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政府根本唔會畀樓價大跌！ 

208 2018-05-15 

(10:2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黃絲們知唔知，其實新加坡既整體人口密度比香

港仲高,但係人地卻住得更寬敞 

209 2018-05-15 

(11:4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辯論．懶人包】一文睇曬土地供應方案

優缺點 

210 2018-05-15 

(12:1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收回閒置軍營興建公營房屋 

211 2018-05-15 

(13:2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理性討論】土地供應政策何去何從 

212 2018-05-15 

(15:14)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私樓業主非常支持打擊濫用公屋 

213 2018-05-15 

(17:2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朱凱廸倡專責小組應加入發展解放軍軍營用地選

項 

214 2018-05-16 

(05:16) 

Real Forum 填海必然破壞自然環境關鍵是人類願作多大犧牲 

215 2018-05-16 

(12:5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投稿】十年單程證數據分析 

216 2018-05-16 

(17:26) 

LIHKG 【土地大辯論．專訪】地理學者鄧永成：樓價不

是土地供應問題 

217 2018-05-16 

(19:5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香港已達人口容納上限 

218 2018-05-17 

(11:5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香港房價崩盤時 

219 2018-05-18 

(01:03) 

信報論壇 撥地增建公屋應最先考慮 

220 2018-05-18 

(01:14) 

香港高登 指無填海惡化港人居住環境施永青：稀有物種數

量少存亡影響有限 

221 2018-05-18 香港討論區- 【土地大搜查】不理體育界反對城規會准傑志中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08:54) discuss.com.hk 心旁插針建居屋 

222 2018-05-19 

(01:41)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樓價與土地供應無關浸大地理系教授：貴，係因

為有唔少人根本唔想個市跌 

223 2018-05-19 

(12:5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層樓升幅等如我廿年人工 

224 2018-05-19 

(14:24) 

uwants.com 教林鄭一招可以使全港九成人同意於郊野公 起? 

225 2018-05-19 

(23:2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港珠澳大橋開後，香港貨櫃場需求可否減少，從

而釋出土地？ 

226 2018-05-20 

(08:1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舊 重建一味拖港府無能居民怨 

227 2018-05-21 

(07:29) 

香港高登 其實點解唔係新田開辟新市鎮? 

228 2018-05-21 

(08:54)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港人蝸居悲歌老人院長者 窗臺人均空間＝1.5 張

乒乓波  

229 2018-05-22 

(05:20) 

Real Forum 利用大灣區解決香港土地問題 

230 2018-05-22 

(16:33) 

香港高登 王永平倡單程證配額削半鼓勵北上團聚大灣區建

「香港城」 

231 2018-05-22 

(17:11)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為上樓唔要份工】苦等四年公屋仍無期港妻：

唔通要失業等上樓 

232 2018-05-22 

(18:0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林鄭指公屋輪候時間增顯土地不足 

233 2018-05-22 

(23:18) 

LIHKG 職業高爾夫球協會名譽會長：全港 17 萬高球從

業員反對派阻地球轉政府應強勢棄諮詢填海起樓

港人要接受高地價 

234 2018-05-22 

(23:39) 

review33.com 阿叻稱全港有 17 萬高球從業員舌戰陳淑莊反對

收回高球場[Daddy^k] 

235 2018-05-22 

(23:47) 

香港高登 停新移民,停起私樓,禁炒樓,高爾夫場起樓咪解決

問題 

236 2018-05-23 

(01:08) 

LIHKG 點樣先可以短期內增加樓宇供應？ 

237 2018-05-23 

(01:09) 

謎米香港論壇 阿叻撐保留高球場： 香港住應接受高地價毋須

事事諮詢 

238 2018-05-23 

(01:2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樓價有排升 

239 2018-05-23 香港高登 高登仔說:不斷放人落 ,擺明要溝淡香港人?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09:05) 

240 2018-05-23 

(09:28) 

香港高登 阿叻：高球場列土地選項「傻 」 

241 2018-05-23 

(09:28) 

香港高登 住公營屋人口比例,梁錦松倡增至六成 

242 2018-05-23 

(10:08) 

LIHKG 【睇埋留言】香港「水管屋」柒出國際 

243 2018-05-24 

(01:3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陳百祥反對收回高球場稱非有錢人活動「800 蚊

一次咋」 

244 2018-05-24 

(03:59) 

信報論壇 荷蘭叻甘當高球場爛頭卒 

245 2018-05-24 

(07:4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辯論】同場對撼秒殺陳淑莊網民讚爆：

叻哥簡單兩句 KO 歪理律師！ 

246 2018-05-25 

(04:31) 

Real Forum 周顯大師痛斥姚松炎的土地歪論 

247 2018-05-25 

(07:0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巿民應該反向收政府閒置稅]政府有大量地皮，

自己就唧牙膏式來招標賣地! 

248 2018-05-25 

(09:1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陳百祥：高球場建屋致 17 萬人失業 

249 2018-05-26 

(07:56) 

一世一香港討論區 本土研究社質疑政府有意「做大數」誤導公眾！

強調：「現有土儲及棕地已可解決香港最急切的土

地問題，甚至足夠有餘！」 

250 2018-05-26 

(13:0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點解香港唔建海水化淡廠？ 

251 2018-05-26 

(13:3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佐敦天價劏房】劏房都租 1 萬港女鬧爆：謀取

暴利收貴租 

252 2018-05-26 

(16:43) 

LIHKG 質疑高估康樂用地面積 

253 2018-05-26 

(18:17) 

親子王國 其實而家樓價永無止咁升 

254 2018-05-27 

(09:22) 

LIHKG 馬鞍山居民反對馬鞍山填海影響環境（係樓

價）?? 

255 2018-05-27 

(12:25) 

LIHKG 問卷難表達個別填海選址意見黃遠輝：選址已諮

詢 

256 2018-05-27 

(15:1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諮詢繼續推動樓市 gogogo 

257 2018-05-27 LIHKG 香港政府絕對有方法係唔觸怒中國下控制新移民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3:04) 數量 

258 2018-05-27 

(23:4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梁錦松:本港長遠需要 1000 萬以上人口 

259 2018-05-28 

(09:3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辯論】曾鈺成：林鄭一聲令下剷粉嶺高

球場，民望立即登天 

260 2018-05-28 

(09:40) 

LIHKG 市民倡填海闢地多招建屋 

261 2018-05-28 

(14:1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市民斥問卷無得揀收回高球場 

262 2018-05-28 

(15:2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為何香港無限制境外人士買樓措施？ 

263 2018-05-29 

(04:16) 

Real Forum 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如整個荃灣？ 

264 2018-05-29 

(06:08) 

香港高登 點解香港無限制境外人士買樓措施？ 

265 2018-05-29 

(08:2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777vs689 的土地政策 

266 2018-05-30 

(06:26) 

信報論壇 公營房屋、房屋階梯與公眾利益 

267 2018-05-30 

(07:4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大家讚唔讚成收回沙田馬場起樓，同時上呈中央

租借邊境地起新馬場 

268 2018-05-30 

(10:24)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沙田-土地用途海報-土地大辨論? 

269 2018-05-31 

(02:28)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名家搶先睇】香港土地問題已屆臨界點（地產

小子） 

270 2018-05-31 

(05:10) 

Real Forum 周顯﹕說供應增不會推跌樓價如呃鬼食豆腐 

271 2018-05-31 

(08:16) 

Real Forum 市建局韋志成：增地選項先工程研究加快供應 

272 2018-05-31 

(08:5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香港應該拆除所有丁屋用黎起公屋 

273 2018-06-01 

(00:0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反政府反對發展有市鎮 

274 2018-06-01 

(03:28)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阿叻真係白癡 

275 2018-06-01 

(08:28) 

LIHKG 【5 毛退散】只有人口問題沒有土地問題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76 2018-06-02 

(00:48) 

LIHKG [土地大辯論]本土研究社出左本《好誠實研究》 

277 2018-06-02 

(02:4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辯論】收回土地條例常出鞘發展局「被

迫」狠摑林鄭月娥 

278 2018-06-02 

(21:08)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辯論】曾鈺成：林鄭一聲令下剷粉嶺高

球場，民望立即登天 

279 2018-06-03 

(15:02) 

信報論壇 土地諮詢難為了建制派 

280 2018-06-03 

(16:3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高地價政策係高樓價始作俑者 

281 2018-06-03 

(21:14)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問題解決 

282 2018-06-04 

(00:15) 

香港高登 [Land_is_king 請入]要解決香港土地問題就要實

踐陳雲「香港大城邦」計劃 

283 2018-06-04 

(07:4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奇想:如果將現時所有 大陸落黎香港既人搬返上

大陸,香港會唔會吉左好多公屋/地出黎? 

284 2018-06-05 

(09:11)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香港呢幾年樓價係香港史上最癡線的時間！ 

285 2018-06-05 

(19:5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66molamola]香港政府要求港鐵上蓋項目起公屋 

286 2018-06-05 

(20:0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如果推租金管制樓市會點呢！？ 

287 2018-06-06 

(01:1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空置稅補補飛 

288 2018-06-06 

(03:33) 

大眾論壇 鐵路上蓋或建公營房屋傳公私營住宅比例未定 

289 2018-06-06 

(08:20) 

數碼天地論壇 半數市民拒郊野公園建屋 

290 2018-06-06 

(09:53) 

謎米香港論壇 利世民-土地辯論終將撕裂香港 

291 2018-06-07 

(00:48)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郊園邊陲建屋近半市民反對團體倡先用棕地 

292 2018-06-07 

(02:5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高樓價既根源=每日 150 單程證 

293 2018-06-07 

(05:31) 

Real Forum 問卷調查可以為覓地策略建立共識嗎？ 

294 2018-06-07 香港討論區- 買唔到樓 10 個原因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0:30) discuss.com.hk 

295 2018-06-07 

(13:39) 

香港高登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網上問卷 

296 2018-06-07 

(14:41)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諮詢今起推網上問卷附短片介紹背景-雅虎香

港新聞 

297 2018-06-07 

(19:09) 

LIHKG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個問卷應該點填好?有邊 d 係

唔應該剔? 

298 2018-06-07 

(23:42) 

LIHKG 其實同地產商公私合作用農地起樓有咩問題？ 

299 2018-06-08 

(01:16) 

LIHKG 土地供應問卷只有揀選全部項目先詢問是否確認

提交 

300 2018-06-08 

(10:27) 

香港高登 [哇,我懂了]------不同電話卡有不同 IP 位址 

301 2018-06-08 

(11:1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獨家】土地大辯論網上問卷同一 IP 可「密密

填」記者揭漏洞半小時交六次 

302 2018-06-08 

(12:2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辯論？】深圳擬 2035 年前新建 170 萬

套住房保障房佔 6 成！ 

303 2018-06-08 

(13:4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香港是地球的一點，填海僅滄海一粟，房屋配置

容後議。 

304 2018-06-08 

(14:1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巴士的點評——不想住得遠、貴、細？填海吧！ 

305 2018-06-08 

(14:53) 

LIHKG 高球會人海戰術填問卷 

306 2018-06-08 

(16:2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萬惡之源？單程證的迷思（文：何喜華） 

307 2018-06-08 

(17:06) 

review33.com 政府又出招啦，希望今次有效 

308 2018-06-08 

(19:23) 

Yahoo! 知識 土地合併需要多久時間? 

309 2018-06-08 

(19:3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辯論】尹兆堅：有人取多份諮詢問卷或

涉「炸」民意黃遠輝：擬往後每人限取一兩份 

310 2018-06-08 

(21:03) 

LIHKG 話要鏟平郊野公園一定係五毛 

311 2018-06-08 

(21:48) 

香港高登 討論下個土地假諮詢 

312 2018-06-08 

(23:59) 

LIHKG 本土研：政府搞公私合營，目的係發明另一個制

度繞過城規會、幫地產商釋放土地收益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313 2018-06-08 

(23:59) 

香港交通資訊網論壇 人口趨勢預視未來 RPP 贏家 

314 2018-06-09 

(04:27) 

Real Forum 房屋土地決策能過民意關嗎？ 

315 2018-06-09 

(11:08) 

香港高登 「開發郊野公園」家園樹木被砍猩猩單挑挖泥機 

316 2018-06-09 

(12:1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市民斥問卷無得揀收回高球場 

317 2018-06-09 

(15:16) 

香港高登 公屋增供應會否令樓價下調？陳帆：以我的智

慧，處理不到 

318 2018-06-09 

(19:5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郊野公園土地開發 

319 2018-06-10 

(12:5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港鐵上蓋不宜建公屋 

320 2018-06-10 

(13:48)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瓜灣新增 61 個共用房屋單位 

321 2018-06-10 

(15:53) 

uwants.com 香港現有 9000 個空置單位唔去理,走去填淡水

湖、毀滅邊境高爾夫球場 

322 2018-06-11 

(10:5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劏房一家四口擠碌架牀父憂樓下足浴店影響兒子

成長 

323 2018-06-11 

(12:2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無大型重建 可惜 

324 2018-06-11 

(20:44)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轉載]倡建掛單式組合屋謝偉銓指政府反應正面 

325 2018-06-11 

(21:0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指棕地高球場夠起樓環團反對填海開發郊園 

326 2018-06-12 

(05:2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房屋供應不足 其中一大原因 

327 2018-06-12 

(12:54) 

香港交通資訊網論壇 N 無人士要求用九巴廠建臨時房屋 

328 2018-06-12 

(20:21) 

信報論壇 空置稅姿勢重於實際 

329 2018-06-13 

(07:20) 

一世一香港討論區 淋病謊話連篇拒絕動用土地收回條例向四大地產

商開刀！由得 草根階層繼續住劏房！但係佢個

夥記發展局局長卻招認：已經動用過 154 次！8

宗反對 9 日攪掂！ 

330 2018-06-13 香港討論區- 壓炒風和治理儲有大量單位的做法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08:16) discuss.com.hk 

331 2018-06-13 

(08:29) 

一世一香港討論區 比荃灣更大的粉嶺高爾夫球場？特區政府情願一

千蚊租比有 2498 個富貴會員的高球會？都唔肯

收番 起公屋！由得草根人士月月幾千蚊住劏

房？呢個政府為誰服務已經清楚曬啦！ 

332 2018-06-13 

(13:38)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墳場加上蓋起公屋 

333 2018-06-14 

(00:03) 

香港高登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眾諮詢問卷出爐！！！快

入黎填！！！ 

334 2018-06-14 

(04:27) 

Real Forum 土地大辯論(五)：重新諮詢填海方案無意義 

335 2018-06-14 

(04:27) 

Real Forum 土地大辯論為何難以辯出政府的期望？ 

336 2018-06-14 

(12:53) 

香港高登 東大嶼都會填海董建華基金開價「翻一番」 

337 2018-06-14 

(14:3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再提內地設「香港城」馬時亨：年輕人無法負擔

香港樓價 

338 2018-06-15 

(01:26) 

信報論壇 大量土地閒置,何需「大辯論」 

339 2018-06-15 

(04:42) 

Real Forum 利用海綿型設計來發展棕地？ 

340 2018-06-15 

(05:20) 

review33.com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眾諮詢問卷 

341 2018-06-15 

(07:43) 

LIHKG 被質疑「整色整水」籲議員勿說風涼話徵一手樓

空置稅林鄭稱月內上馬 

342 2018-06-15 

(13:44) 

LIHKG 政府並不能用土地收回條收發展商地 

343 2018-06-15 

(13:45) 

LIHKG 新市鎮,填海,土地 

344 2018-06-15 

(16:51) 

LIHKG 話供應不足對樓價有好大影響既,睇睇呢篇野 

345 2018-06-16 

(11:06) 

LIHKG 無聊講下本土研究社 主張有幾荒謬 

346 2018-06-16 

(15:32) 

LIHKG 環保觸覺：輸入專才加劇房屋壓力應削減人數以

長遠應對土地及居住問題 

347 2018-06-16 

(19:31)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小組公眾論壇爆混亂泛民團體叫囂被逐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348 2018-06-17 

(09:44) 

LIHKG 因應土地問題，香港點解唔建造全球首個「天空

之城」？ 

349 2018-06-17 

(12:49) 

LIHKG 團體抗議假諮詢遭抬離場土地論壇高球場顧問群

起護主 

350 2018-06-17 

(17:0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香港仲有邊度可以填海 

351 2018-06-17 

(21:24) 

香港高登 李本瀅:政府沒有告訴我們的 

352 2018-06-18 

(09:29) 

親子王國 土地大辯論 

353 2018-06-18 

(15:4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房策失敗，迫死真香港人 

354 2018-06-18 

(17:34) 

LIHKG 屌你老母駛唔駛咁多郊野公園，死籠屋港喱，郊

你老母... 

355 2018-06-18 

(21:4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辯論】慳電費酷熱開窗瞓劏房戶踩死老

鼠嚇到睇精神科 

356 2018-06-18 

(23:36) 

LIHKG 一邊話冇地，一邊? 政府拒建臨時房屋迪士尼

二期 60 公頃地變鮮花主題公園 

357 2018-06-18 

(23:42) 

謎米香港論壇 (RTHK)鏗鏘集 2018-06-18 

358 2018-06-19 

(12:08)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老娘希望拆左政府總部改起海景公屋 

359 2018-06-19 

(15:21) 

香港高登 [大辯論觸發樓價又升]愈辯論愈心寒先買樓為上 

360 2018-06-20 

(04:28) 

Real Forum 土地大辯論是否「官商勾結」「地產霸權」 

361 2018-06-20 

(11:3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香港既房屋政策幾時先識反醒？ 

362 2018-06-21 

(04:42) 

Real Forum 土地大辯論(六)：郊野公園建屋製造階級矛盾 

363 2018-06-21 

(09:44)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政府拒建臨時房屋迪士尼二期 60 公頃地變鮮花

主題公園 

364 2018-06-22 

(04:57) 

Real Forum 土地大辯論(七)：高球場兩個解決方案 

365 2018-06-23 

(01:13) 

香港高登 迪士尼二期土地擬建鮮花公園尹兆堅斥何不建組

合屋 

366 2018-06-23 香港討論區- 黃遠輝出席論壇遭爆粗辱罵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01:14) discuss.com.hk 

367 2018-06-23 

(03:4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辯論】男友無錢住深水埗劏房女網民感

無將來問應否分手 

368 2018-06-23 

(05:13) 

Real Forum 傲慢面對民意，何以諮詢？ 

369 2018-06-23 

(05:13) 

Real Forum 對土地收回條例的邏輯一致性 

370 2018-06-24 

(10:14) 

公眾投資 168 綜合論

壇 

未來香港土地供應 

371 2018-06-25 

(14:41)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全港最大業主—政府 

372 2018-06-25 

(16:51)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短片】梁振英：若當年堅持八萬五今日無房屋

問題 

373 2018-06-26 

(01:1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鍾意行山既你地,贊唔贊成政府發展郊野公園? 

374 2018-06-27 

(09:01) 

信報論壇 如何增闢發展與住宅用地 

375 2018-06-27 

(22:54) 

LIHKG 土地革命先係港獨唯一出路！ 

376 2018-06-30 

(10:05) 

LIHKG 解決土地問題就要切斷丁權 

377 2018-06-30 

(12:45) 

香港高登 陳帆稱擬在停車場上提供過渡房屋正草擬荔枝角

區項目 

378 2018-07-01 

(14:56) 

謎米香港論壇 林鄭表示要靠填海增加土地供應 

379 2018-07-01 

(16:27) 

LIHKG [推廣填海]填海常識 

380 2018-07-02 

(01:22) 

香港高登 林鄭：個人撐填海社會不少人說最好 

381 2018-07-02 

(07:11)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林鄭 7.1 回歸場上表態撐填海才有足夠供應地起

樓！香港?價已見金頂！ 

382 2018-07-02 

(12:09) 

謎米香港論壇 陳帆指填海是為香港整體發展 

383 2018-07-02 

(16:5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林鄭表示要靠填海增加土地供應 

384 2018-07-02 

(20:11) 

LIHKG 填海定環保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385 2018-07-02 

(21:14) 

LIHKG 局長料填海面積起碼大過沙田 

386 2018-07-03 

(03:01) 

信報論壇 增加土地供應的弔詭 

387 2018-07-03 

(11:1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被指冇政治決心填海林鄭話土地供應議題不能迴

避 

388 2018-07-03 

(12:38)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原來增加土地供應仲有方法！ 

389 2018-07-03 

(13:2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從經濟角度拆解左翼土地大詭辯的「真相」 

390 2018-07-03 

(16:1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搵地起公屋 

391 2018-07-03 

(16:37) 

信報論壇 減價徵稅民怨稍紓填海造地望天打卦 

392 2018-07-03 

(20:01) 

LIHKG 土地大便論 

393 2018-07-04 

(01:18) 

香港高登 [樓市真相]林鄭講填海造地其實係比假希望你地 

394 2018-07-04 

(09:44)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填海 

395 2018-07-04 

(09:5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林鄭率先表態支持填海增土地 

396 2018-07-04 

(13:3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齊來反填海·反棕地·反開闢效野 

397 2018-07-04 

(13:3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誓死反對將軍事用地發展，興建房屋 

398 2018-07-04 

(14:11) 

LIHKG 陳劍青:林鄭輸打贏要土地大辯論已變得毫無意義 

399 2018-07-04 

(14:14) 

公仔箱論壇 填海靠決心須走出諮詢陷阱 

400 2018-07-04 

(17:16) 

LIHKG 打填海牌無非拖時間 

401 2018-07-04 

(23:5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填海造地會不會填荃灣西個海 

402 2018-07-04 

(23:5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陳帆指填海是為香港整體發展 

403 2018-07-05 香港高登 [新界東又升]陳帆:政府倘填海 1200 公頃規模較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00:02) 沙田市鎮更大 

404 2018-07-05 

(02:17) 

LIHKG 香港土地問題，根本就係一日 150 個 

405 2018-07-05 

(08:20) 

LIHKG 我想問林鄭：「有憐憫心，怎可以放任支那人湧

入，令香港人買不起樓呢？」 

406 2018-07-05 

(12:24) 

香港高登 黃遠輝指林鄭填海意見不會淩駕小組報告 

407 2018-07-05 

(12:34) 

uwants.com 林鄭爆響口要填海黃遠輝急補鑊:唔會淩駕公眾諮

詢 

408 2018-07-05 

(14:3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真的沒有土地嗎？ 

409 2018-07-05 

(18:5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香港仲有邊度可以填海 

410 2018-07-05 

(18:57) 

LIHKG 解決土地問題——填海 

411 2018-07-06 

(02:31) 

LIHKG 眾新聞土地大辯論大騷林鄭集監制導演一身 05-

July-2018 

412 2018-07-06 

(06:14)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現在填海?遲了,每天 150,十年後多幾十萬新移民,

怎填也死! 

413 2018-07-06 

(12:3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等填海有排，有冇諗過其他短期既房屋政策 

414 2018-07-06 

(12:3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政策分析】「大過沙田」的填海選址在哪？林鄭

7 年前已有計劃 

415 2018-07-06 

(14:40) 

LIHKG 地政前署長寸「濕碎論」令人驚訝娥特推填海為

土地小組倒米 

416 2018-07-06 

(14:42) 

LIHKG 林鄭倘硬推填海政府公信力盡失 

417 2018-07-07 

(01:17) 

公仔箱論壇 (翡翠台)《鏗鏘集》-土地大辯論[2018-05-21] 

418 2018-07-07 

(03:09) 

香港高登 東週刊︰收地難安置更難土地小組低估棕地問題

惹質疑 

419 2018-07-07 

(03:2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郊野公園土地開發 

420 2018-07-07 

(09:05) 

uwants.com 林鄭澄清填海非唯一方法增加土地 

421 2018-07-07 

(21:0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供應】「林鄭牌豉油」諷假諮詢小組副主席

自爆擁高球場會籍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422 2018-07-08 

(08:5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18 個土地供應選項，你有沒有其他意見? 

423 2018-07-08 

(12:16) 

公仔箱論壇 土地大辯論演混亂小組稱非常尊重民意 

424 2018-07-08 

(18:1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如果政府填海,你最想填邊度? 

425 2018-07-08 

(22:54)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田北俊：若軍事用地改建公營房屋港人開心 

426 2018-07-09 

(00:16) 

LIHKG [紅毛泥封西]有建造業人士指香港錯失填海資源

有人倡填平吐露港 

427 2018-07-09 

(01:29) 

信報論壇 來生不做香港人！來生已沒有香港！ 

428 2018-07-09 

(03:3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林鄭表態撐填海變相承認假諮詢陳帆：每個人都

有自己意見 

429 2018-07-09 

(04:49) 

謎米香港論壇 建造業諮詢幾乎一面倒支持填海 

430 2018-07-09 

(09:2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保護海洋，保護中華白海豚，反對填海 

431 2018-07-09 

(09:2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建造業撐填海造地從業員：可填平整個吐露港 

432 2018-07-09 

(16:3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林鄭話填海，範圍大過沙田 

433 2018-07-09 

(19:2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有線寬頻 i-CABLE：建造業諮詢幾乎一面倒支持

填海 

434 2018-07-09 

(22:4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林鄭指土地供應議題不能迴避 

435 2018-07-10 

(00:0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陳帆：倘填海造地範圍將比沙田新市鎮更大-

RT== 

436 2018-07-10 

(16:3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辯論：原來唔係淨係環保人仕反對填海的 

437 2018-07-11 

(08:18) 

LIHKG 【本土研究社好波！】全港相連棕土群達 1172

公頃，可建 84000 個單位 

438 2018-07-11 

(09:0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黃遠輝:"230 公頃作房屋用途就要用高球場"是迷

思 

439 2018-07-12 

(03:50) 

信報論壇 行會早對土地大辯論有保留 

440 2018-07-12 LIHKG [套丁 fatfat]過去 10 年建近萬間丁屋近半獲准撤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2:43) 轉讓限制可以隨時轉售 

441 2018-07-12 

(13:29) 

香港高登 尹兆堅去信習近平要求撥出解放軍用地予房屋用

途 

442 2018-07-12 

(14:40) 

Real Forum 增加土地供應視乎政府魄力 

443 2018-07-12 

(14:41) 

Real Forum 填海破壞水路不如填出郊野公園 

444 2018-07-12 

(15:10) 

香港高登 林鄭指應歡迎團聚人口所增房屋需求開發土地解

決 

445 2018-07-12 

(19:48)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不滿郊野公園建公屋環團拒出席房協諮詢會 

446 2018-07-12 

(22:4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一個方法立即解決住屋問題 

447 2018-07-13 

(01:4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無 新聞-港澳-尹兆堅去信習近平要求改劃部分軍

事用地作房屋用途 

448 2018-07-13 

(04:00) 

信報論壇 打高球付低鈔 

449 2018-07-13 

(08:1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填海跟時間競跑 

450 2018-07-13 

(08:57) 

謎米香港論壇 稱倘壓抑樓價辣招失效林鄭不排除推內地人限樓

令 

451 2018-07-13 

(11:4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尹兆堅去信習近平要求撥出軍用地予房屋用途 

452 2018-07-13 

(12:4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一招增加 3900 公頃土地，唔係冇人知，係冇人

肯做 

453 2018-07-13 

(15:0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究竟供樓供幾錢? 

454 2018-07-13 

(17:56) 

LIHKG 林鄭條撚屌又想偷偷地鬱尻郊野公園 

455 2018-07-13 

(20:56) 

LIHKG 香港最佳填海計劃 

456 2018-07-13 

(22:31) 

LIHKG 請問改丁屋宇政策可唔可行？ 

457 2018-07-14 

(00:21)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香港地小人多，如果將吐露港填海，會有幾大

鑊？ 

458 2018-07-14 

(01:14) 

信報論壇 點解單程證唔可以去大灣區團聚先？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459 2018-07-14 

(01:26) 

LIHKG 梁啟智：我的削減單程證建議 

460 2018-07-14 

(03:21) 

香港高登 陶傑：「郊野公園」不是一片「土地」，而是一片

「天地」。 

461 2018-07-14 

(09:31) 

香港高登 如果香港一早填海，新加坡根本就唔會超過香港 

462 2018-07-14 

(11:5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港府：要增加供應大規模填海無可避免 

463 2018-07-15 

(02:5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填海了，真正的土地 QE 來臨！ 

464 2018-07-15 

(11:04)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陳茂波：增土地供應難免填海 

465 2018-07-15 

(14:4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辯論】指回歸前施政較易張炳良：麥理

浩大規模起公屋，今天做不到 

466 2018-07-16 

(11:3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施永青：不認同人人有「天賦居住權」指必須付

錢換住屋權 

467 2018-07-16 

(16:4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普查龍鼓灘蝴蝶尋獲罕見物種團體憂填海損生態 

468 2018-07-16 

(21:5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點睇林鄭楝填海係撥火助燃,抑或係為樓市降溫? 

469 2018-07-17 

(00:31) 

信報論壇 擁有一條街，未必需要幾千億身家，有夢有團

火，就能成事 

470 2018-07-17 

(08:16) 

LIHKG 料 450 公頃私人農地可公私合營專組研「五五分

帳」 

471 2018-07-17 

(09:31)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陳茂波說增加土地供應填海無可避免 

472 2018-07-17 

(11:34)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白海豚點算?反對填海 

473 2018-07-18 

(03:0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有報道指，政府將要求港鐵公司(00066-HK)將上

蓋項目發展公營房屋。 

474 2018-07-18 

(10:4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粉嶺高球場練跑 

475 2018-07-19 

(04:08) 

信報論壇 土地辯論電話民調擬分析「住邊庶」 

476 2018-07-19 

(04:29) 

Real Forum 土地大辯論抓不到市民癢處 

477 2018-07-19 香港討論區- 基層環團聯合聲明反對郊野公園建屋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2:53) discuss.com.hk 

478 2018-07-19 

(14:0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中大研究指香港樓價脫離現實僅收入最高 15%家

庭買得起 

479 2018-07-19 

(20:4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最佳填海地點 

480 2018-07-20 

(06:0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香港政府?市辣招不辣，真要想其他政策措施 

481 2018-07-20 

(06:29) 

review33.com 香港 D 環保政策越來越擾民[matrixneo] 

482 2018-07-20 

(16:1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公私合營增地積比搵笨方案,地產商會否接受? 

483 2018-07-20 

(18:34) 

香港高登 香港政府我幫你地搵到地方可用黎填海 

484 2018-07-20 

(21:0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儲錢買樓 300 呎需唔使唔食 16 年 

485 2018-07-21 

(00:0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同我填 Q 哂 維港佢 

486 2018-07-22 

(04:02) 

LIHKG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問卷調查！ 

487 2018-07-23 

(00:45) 

信報論壇 而家開囗埋口叫真香港人走又歡迎新香港人落黎

難聽過粗口 

488 2018-07-23 

(15:01)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鏟維園起公屋，你估起到幾多公屋？ 

489 2018-07-24 

(00:09) 

香港高登 點解得我地香港人咁折墮要住係咁細 屋 

490 2018-07-24 

(12:03) 

LIHKG 公私合營示範:恒基同政府交換蕉坑土地 2 千平方

米換 9 千幾 

491 2018-07-24 

(15:11)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填海造地.起樓已經是 2047 之後 

492 2018-07-24 

(19:5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香港政府?無可避免要在維港以外合適地方大規

模填海。 

493 2018-07-25 

(09:15) 

LIHKG 黃遠輝講塞車遲到經歷籲勿忽略交通基建配套 

494 2018-07-25 

(13:1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政策分析】大嶼山小蠔灣填海計劃停滯不前只

因中華白海豚？ 

495 2018-07-26 

(08:35) 

公仔箱論壇 填海實難放棄紓減漁民影響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496 2018-07-26 

(12:57) 

香港高登 屋居都要過千萬一間，一直叫人唔買樓個班財演

正 HiHi 黎。 

497 2018-07-26 

(13:2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重建一定比填海造地快 

498 2018-07-26 

(21:1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真心請教，樓價幾時先可以好似 97 咁大跌？ 

499 2018-07-26 

(21:3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政府無地點解唔強徵地產商 d 農地？ 

500 2018-07-26 

(23:1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不能成業主的年青人.好可悲.,加上填海要 20 年以

上時間、悲爆！ 

501 2018-07-27 

(00:4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林鄭明目張膽官商勾結，利益輸送，送發展商 6

萬呎地，百億公帑 

502 2018-07-27 

(14:38)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辯論的盲點：近在眼前的 3900 公頃地 

503 2018-07-27 

(16:4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鍾意行山既你地,贊唔贊成政府發展郊野公園? 

504 2018-07-27 

(18:04) 

香港高登 政府考慮新居屋禁售期延至 10 年 

505 2018-07-28 

(10:09) 

香港高登 新居屋禁售期擬五年增至十年政黨晤林鄭爭取收

緊限制 

506 2018-07-28 

(11:58)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林鄭 3 招將會推出，居屋以市價 5 折出售，將購

買力由私樓推回資助房屋 

507 2018-07-28 

(13:04)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未來五年公營房屋荒 2022 年居屋僅 1500 個 

508 2018-07-28 

(15:1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點解墳場上不可以起公屋？ 

509 2018-07-28 

(17:1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點解咁少死人住咁大塊地，生人要人疊人？ 

510 2018-07-28 

(23:10) 

謎米香港論壇 【土地供應】市民反填海黃遠輝：每增加 1 人口

需 11 平方米. 

511 2018-07-29 

(00:31)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黃遠輝：五年內約十萬個公屋供應料輪候時間仍

會增長 

512 2018-07-29 

(13:51) 

公仔箱論壇 黃偉綸化身主持考驗小學生本港規劃常識強調土

地運用須力求平衡 

513 2018-07-29 

(21:14)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黃遠輝：唔增供地樓價會更癲 

514 2018-07-30 信報論壇 新加坡可以香港卻不可以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04:06) 

515 2018-07-30 

(09:33) 

公仔箱論壇 劏盤無極限港人「縮」命難違？ 

516 2018-07-30 

(16:51) 

LIHKG 我要屌曬所有環保撚 老母！ 

517 2018-07-31 

(03:0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便論 

518 2018-07-31 

(06:36) 

香港高登 其實香港人都幾霸道，唔比掂鄉郊，唔比填海，

但要大規模起屋 

519 2018-07-31 

(06:44)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多個團體促政府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劉小麗批政

府只向權貴交代 

520 2018-07-31 

(07:58)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和諧與德政之脫 價&增加土地供應(高球場/填

海...)vs 火燒連環船之再按風暴 

521 2018-07-31 

(09:11)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港大倡「土地債券」可自由買賣不擔心推高樓價 

522 2018-07-31 

(11:4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辯論】市民論壇上倡禁炒賣房屋、徵增

值稅團體續示威促收高球場反填海 

523 2018-07-31 

(12:32) 

LIHKG 公屋大錯配先搞到香港交通大混亂,無野做既綜援

家庭住市區,有野做既家庭反而要住北區 

524 2018-07-31 

(17:5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長洲南擬填海造島香港「後花園」變「雜物

房」？ 

525 2018-07-31 

(21:5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房策失敗，迫死香港人 

526 2018-08-01 

(00:31)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黃遠輝稱不能單憑高爾夫球場土地解決公營房屋

問題 

527 2018-08-01 

(00:31)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香港土地問題解決之處 

528 2018-08-01 

(03:01)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港大倡「土地債券」可自由買賣不擔心推高樓價 

529 2018-08-01 

(12:50) 

LIHKG 見林鄭即撐填海民建聯捱轟 

530 2018-08-01 

(15:09) 

香港高登 葉劉建議大嶼山以西填海再搬遷貨櫃碼頭釋放土

地起樓 

531 2018-08-01 

(16:15) 

香港高登 新民黨與林鄭會面倡仿澳門在港以外水域填海 

532 2018-08-01 

(16:47) 

uwants.com 葉劉想害死香港建議政府請求 批准在大嶼山以

西填海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533 2018-08-01 

(17:28) 

LIHKG 【要填就填支那個海？】政黨建議向中央申請在

大嶼山以西支那水域填海 

534 2018-08-01 

(18:34) 

香港高登 民建聯倡租大灣區地建香港村研大面積填海選址 

535 2018-08-01 

(20:1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便論可以消除利益分歧？ 

536 2018-08-01 

(21:2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新民黨倡仿澳內地水域填海發展 

537 2018-08-01 

(21:34)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新民黨撐分拆運房局倡借內地水域填海造地 

538 2018-08-01 

(21:55) 

LIHKG 忽發奇想 丁權只傳男丁，竟然係咁 

539 2018-08-02 

(00:56) 

LIHKG 團體：發展三分一棕地可容納 23 萬人 

540 2018-08-02 

(02:27) 

LIHKG [集氣]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眾問卷調查就黎

Deadline 快 入去比意見!!! 

541 2018-08-02 

(02:44)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黃遠輝稱不能單憑高爾夫球場土地解決公營房屋

問題 

542 2018-08-02 

(04:49) 

信報論壇 土地小組被轟政府在哪兒? 

543 2018-08-02 

(05:31) 

Real Forum am730 土地小辯論施永青徐家健關焯照蔡宏興同

台交鋒 

544 2018-08-02 

(09:20) 

香港高登 D 環保拎真係癡線 

545 2018-08-02 

(12:0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沙田區議員贊成填海造地但反對選址馬料水 

546 2018-08-02 

(14:14)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填海跟時間競跑 

547 2018-08-02 

(19:2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觀鳥會指本港土地規劃制度未能保護有保育價值

土地 

548 2018-08-03 

(01:2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香港有好多離島。可唔可以填成一片陸地呢? 

549 2018-08-03 

(02:42) 

LIHKG 香港要 1000 萬人口？（文：陳景祥） 

550 2018-08-03 

(04:07) 

信報論壇 土地辯論猶如便秘 

551 2018-08-03 香港討論區- 屯門居民出席公聽會反對五地改劃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1:19) discuss.com.hk 

552 2018-08-03 

(21:04)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鍾意行山既你地,贊唔贊成政府發展郊野公園? 

553 2018-08-04 

(02:5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十多年前，本人大力主張填海造地遭嗤之以鼻，

今日很多人明白苦果了吧? 

554 2018-08-04 

(04:0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曾蔭權上訴】掌政 7 年拒拓地埋禍公營房屋供

應減助長地產霸權 

555 2018-08-04 

(05:4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全世畀只香港咁僕街,不斷有來歷不明者湧入推高

樓價 

556 2018-08-05 

(02:14)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多個團體促政府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劉小麗批政

府只向權貴交代 

557 2018-08-05 

(04:2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借中國土地大增供應 

558 2018-08-05 

(06:1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十多年前，本人大力主張填海造地遭嗤之以鼻，

今日很多人明白苦果了吧? 

559 2018-08-05 

(08:4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收回迪士尼起樓。 

560 2018-08-05 

(12:3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越起公屋，越多大陸人來，堆填區已無法處理垃

圾問題！ 

561 2018-08-05 

(13:39) 

香港高登 點解香港人頂得順人均一百尺既住宅面積? 

562 2018-08-05 

(23:4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轉貼]梁志堅警告慎防樓價大跌 

563 2018-08-05 

(23:5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公屋中間大把地，駛乜搞我地郊野公園？ 

564 2018-08-07 

(05:03) 

Real Forum 我對左翼土地迷思的三個迷思 

565 2018-08-07 

(13:0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林鄭房策師承曾蔭權助長地產霸權 

566 2018-08-07 

(13:42) 

香港高登 團結香港基金建議大嶼山東面大規模填海面積等

同半個九龍 

567 2018-08-07 

(13:52) 

香港高登 團結香港基金倡東大嶼填海 2200 公頃如半個九

龍供 110 萬人住 

568 2018-08-07 

(15:12) 

LIHKG [八萬五 2.0]團結基金倡大增東大嶼填海面積達半

個九龍 

569 2018-08-07 

(17:15) 

香港交通資訊網論壇 有團體建議嶼南海域建人工島後建三鐵路連接港

九新界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570 2018-08-07 

(17:1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單靠人口變化是否可以解決房屋問題? 

571 2018-08-07 

(23:3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梁福元：新界「祖堂地」可售每呎千元促人大釋

法解釋丁權 

572 2018-08-08 

(00:17) 

LIHKG 黃偉民易經講堂外國記者協會被搞香港樓價只升

不跌之謎大灣區開發郊野公園全是騙局習近 

573 2018-08-08 

(04:45) 

信報論壇 東大嶼倡填海造島可住 110 萬人 

574 2018-08-08 

(07:18)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辯論】東大嶼建人工島料達 4605 億環

團批造價貴得不合理 

575 2018-08-09 

(03:4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大陸應限制港人北上居留。 

576 2018-08-09 

(06:44) 

LIHKG 「完結香港基金?」建議在大嶼山東面填海 2200

公頃 

577 2018-08-09 

(08:17) 

信報論壇 土地辯論入肉「階級鬥爭」礙耳 

578 2018-08-09 

(11:51) 

Real Forum 萊坊林浩文：填海效益遠勝其他方法 

579 2018-08-09 

(13:58)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代海出聲-林鄭-不是針對環保團體-有咁 演譯-我

無辦法/ 

580 2018-08-09 

(14:4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團結基金倡大增東大嶼填海面積達半個九龍建大

灣區一小時生活圈 

581 2018-08-09 

(21:19) 

uwants.com 董建華智庫附和林鄭填海建議仲要填半個九龍咁

大 

582 2018-08-09 

(23:47) 

香港高登 保皇黨土地問卷調查 

583 2018-08-10 

(02:42) 

LIHKG 完結香港基金 

584 2018-08-10 

(22:18) 

review33.com 「完結香港基金」 

585 2018-08-11 

(03:56) 

謎米香港論壇 黃偉豪-執意填海只因方便就手 

586 2018-08-11 

(03:56) 

謎米香港論壇 關焯照-群魔亂舞的土地大辯論 

587 2018-08-11 

(05:5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董建華稱土地不足嚴重影響民生籲各界求同存異 

588 2018-08-11 香港討論區- 【空置土地】舊旺角街市丟空 8 年盡顯政府部門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07:51) discuss.com.hk 不聞不問 

589 2018-08-11 

(07:5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公屋輪候時間又創新高上樓要等達 5.3 年申請宗

數有 26.85 萬 

590 2018-08-11 

(23:44) 

Real Forum 陸振球：填海造地可「圍魏救趙」 

591 2018-08-12 

(01:4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可以用「收回土地條例」起公屋嗎? 

592 2018-08-12 

(04:1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4000 億港元填落海 

593 2018-08-12 

(05:27) 

香港高登 黃元山：不能只羨慕新加坡組屋面積大但不願填

海 

594 2018-08-12 

(06:39) 

信報論壇 應否調整公私營房屋比例？ 

595 2018-08-12 

(08:0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反對填海起樓！簡炳墀：林鄭用埋 廢人 

596 2018-08-12 

(19:01) 

LIHKG dum 垃圾落維港填海可唔可行？ 

597 2018-08-12 

(19:0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鍾意行山既你地,贊唔贊成政府發展郊野公園? 

598 2018-08-12 

(19:0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填海令 civil 翻生？ 

599 2018-08-13 

(09:2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陳智思斥高球場建屋提議「太愚蠢」可「一路起

樓一路填海」 

600 2018-08-13 

(09:3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反對填海起樓！簡炳墀：林鄭用埋 廢人 

601 2018-08-13 

(14:55) 

信報論壇 大規模新界填海是太懶及保障既得利益 

602 2018-08-13 

(16:31) 

LIHKG 唔明點解反對填海 

603 2018-08-13 

(19:45) 

謎米香港論壇 盧偉國：沉降是自然現象「填海地須一段時間沉

降才穩... 

604 2018-08-14 

(05:45) 

香港高登 其實政府應否用《土地收回條例》回收發展商手

上的農地呢？ 

605 2018-08-14 

(06:41) 

香港高登 起幾多樓香港樓價都唔會跌 

606 2018-08-14 

(19:58 

LIHKG 填海造地大茶飯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607 2018-08-15 

(13:01) 

LIHKG 港人口增至逾 740 萬過去一年 4.1 萬單程證移入

佔淨遷移數八成 

608 2018-08-15 

(22:18 

review33.com 老懂班人成日都好似想填海填到好似佢祖家上

海、星加坡?? 

609 2018-08-16 

(04:0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林鄭表態撐填海變相承認假諮詢陳帆：每個人都

有自己意見 

610 2018-08-17 

(02:3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憂填海造地損生計漁民：唔好搞我 個海 

611 2018-08-17 

(05:29) 

Real Forum 土地小辯論後的大方向 

612 2018-08-17 

(19:51) 

謎米香港論壇 [星島日報]鄉議局與林鄭會面支持填海重置堆填

區 

613 2018-08-17 

(22:2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公屋輪候需 5.3 年創新高朱凱迪仲要阻覓地起

樓？ 

614 2018-08-17 

(23:32) 

LIHKG 林鄭暗批有人成功洗腦令市民誤以為每事與單程

證有關 

615 2018-08-18 

(00:16) 

香港高登 林鄭「處女」fblive 舌戰網民拒改單程證審批：

團聚係人權 

616 2018-08-18 

(04:2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公屋加租 10%負擔重政黨請願促檢討機制 

617 2018-08-18 

(12:4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原來有五十二萬港人係內地定居。。 

618 2018-08-18 

(21:0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評：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在記者會的開

場發言 

619 2018-08-19 

(00:0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轉貼]鄉議局向特首建議發展多層丁屋 

620 2018-08-19 

(01:26) 

香港高登 呢條片講新加坡點樣可以人人住千呎大屋 

621 2018-08-19 

(01:48)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香港無地因?山多，不如放棄一個郊野公園做地 

622 2018-08-19 

(06:16) 

LIHKG 地產商撐發展匪軍軍事用地建屋指有收回先例 

623 2018-08-19 

(11:1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點解新加坡可以人人住大屋？ 

624 2018-08-19 

(16:2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林鄭決定與地產商一較高下。 

625 2018-08-19 LIHKG 777 引新加坡為例推填海坡仔教授：應該優先解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6:51) 決收回高球場見到不少棕地、閒置土地而仲有人

住籠屋感到很難過 

626 2018-08-19 

(17:27) 

香港高登 土地醫療房屋問題達臨界點林奮強：5 年內解決

唔到我都移民 

627 2018-08-20 

(05:01) 

信報論壇 智庫調查：53%認同港府應資助上車 

628 2018-08-20 

(09:4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香港人口 744 萬一年來 4.1 萬人憑單程證移居 

629 2018-08-20 

(15:1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好野，新盤賣唔曬，唔需要填海又搞郊野公  

630 2018-08-21 

(04:44) 

Real Forum 回林超英：中央政府是反對填海嗎？ 

631 2018-08-21 

(12:5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辯論】最後一場公眾論壇將於下週六舉

行 

632 2018-08-21 

(14:35) 

LIHKG [一島二市]公共專業聯盟倡外港填人工島遷高球

場、貨櫃碼頭騰空土地建屋 

633 2018-08-21 

(18:25) 

數碼天地論壇 好難唔舉腳 

634 2018-08-22 

(01:16) 

LIHKG 【內外夾攻】香港推「一島二市」計劃青衣等地

將多住 70 萬新人口 

635 2018-08-22 

(04:45) 

Real Forum 郊野公園是 attheexpenseof 從來不去的市區人 

636 2018-08-22 

(04:49) 

Real Forum 公私營合作不會較收地容易 

637 2018-08-22 

(04:51) 

Real Forum 公私營房屋的合理比例 

638 2018-08-22 

(05:42) 

謎米香港論壇 周永新:開發土地——政府是時候拿出勇氣作決定

了！ 

639 2018-08-22 

(14:01) 

香港高登 新加坡較香港細人均居住面積郤高港 1 倍 

640 2018-08-22 

(21:3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辯論．專訪】規劃署前助理署長伍華

強：公私合營是上賊船 

641 2018-08-22 

(23:21)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香港 VS 新加坡 

642 2018-08-23 

(05:30) 

Real Forum 香港真的需要土地大辯論嗎？ 

643 2018-08-23 Real Forum 為何「填海必要論」難令人信服？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05:34) 

644 2018-08-23 

(10:53) 

香港高登 [2047 大限]規劃署前助理署長倡政府 2047 收農

地 

645 2018-08-23 

(12:25) 

LIHKG 如果填海地全部用 起公屋，請馬上填!如果唔

係，就咪撚填! 

646 2018-08-24 

(00:2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公屋輪候時間續刷新高平均等 5.3 年 

647 2018-08-24 

(00:55) 

公仔箱論壇 借海造地一廂情願土地問題難走精面 

648 2018-08-24 

(14:07) 

LIHKG [香港好議員]有區議員擬動議要求議會表明反對

馬料水填海 

649 2018-08-25 

(06:2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醫療土地房屋爆煲林奮強斥政府策略錯欠規劃 

650 2018-08-25 

(18:49)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公居下一代根本不用買樓 

651 2018-08-26 

(04:47) 

香港高登 新加坡高明填海法 

652 2018-08-26 

(09:45) 

公仔箱論壇 聞單程證問題「撻 」指港人被洗腦林鄭 fblive

諮詢勁吸 4,000 嬲 

653 2018-08-26 

(19:23) 

香港高登 [超認真]今次郭卓堅挑戰新界佬丁權真係值得大

家關注下 

654 2018-08-27 

(01:27) 

謎米香港論壇 激辯收回高球場,員工：傷風感冒打高球助康復可

打到 100 歲 

655 2018-08-27 

(06:21) 

香港高登 高球場派人「溝淡」論壇意見自稱賣平民食物捱

轟 

656 2018-08-28 

(05:48) 

Real Forum am730 土地小辯論第二回週四舉行 

657 2018-08-28 

(07:02) 

謎米香港論壇 林超英：巨集觀看人工島——只輸不贏的世紀大

賭博 

658 2018-08-28 

(16:08) 

香港高登 調查指 8 成高球愛好者反對關閉粉嶺高球場倡增

市區練習場 

659 2018-08-28 

(17:3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鄔滿海：房協未來 3 年無地建屋填海可增土儲須

多管齊下 

660 2018-08-28 

(20:44) 

LIHKG 查懋成：我都買唔起樓叫港人上大灣區住是「風

涼話」 

661 2018-08-29 

(04:26) 

信報論壇 若要土地有求必應政府切勿重複犯錯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662 2018-08-29 

(16:34) 

LIHKG 左癌何喜 不支持粉嶺高球場興建公屋「高球場

有生態價值」 

663 2018-08-29 

(16:57) 

公仔箱論壇 填海造地應進取騎劫扭曲須提防 

664 2018-08-29 

(22:24) 

香港高登 「開發郊野公園」家園樹木被砍猩猩單挑挖泥機 

665 2018-08-29 

(22:46) 

謎米香港論壇 婆羅洲「開發郊野公園」家園樹木被砍猩猩單挑

挖泥機 

666 2018-08-30 

(04:03) 

香港高登 覺唔覺丁權好冇謂 

667 2018-08-30 

(05:09) 

Real Forum 除了棕地其他土地又如何？ 

668 2018-08-30 

(09:36) 

香港高登 [理性討論]大家對丁權有咩睇法? 

669 2018-08-30 

(09:36) 

香港高登 港人住屋遠遜星洲鄔滿海不忿氣 

670 2018-08-30 

(13:47) 

LIHKG 【不停每日 150 蝗殖民】元結香港基金黃元山：

填海填夠半個九龍咪得囉 

671 2018-09-01 

(00:4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等填海有排，有冇諗過其他短期既房屋政策 

672 2018-09-01 

(02:2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一招立即解決香港房屋問題 

673 2018-09-01 

(05:26) 

Real Forum 反對填海的只是環保主義者？ 

674 2018-09-01 

(16:09) 

LIHKG 一人一個解決[香港土地不足房屋短缺]的方法 

675 2018-09-01 

(23:58) 

香港高登 覺唔覺丁權好冇謂 

676 2018-09-02 

(12:00) 

公仔箱論壇 漁農界土地諮詢會蠔戶憂污染反填海 

677 2018-09-02 

(13:58) 

香港高登 陳智思：高球場建屋無助解困籲開放使用 

678 2018-09-02 

(17:59) 

uwants.com 黃遠輝指 3 至 5 個土地選項較清晰最少人反對發

展棕地 

679 2018-09-02 

(18:17) 

LIHKG 有咩方法可以阻止到香港人口膨脹 

680 2018-09-02 香港討論區- 【土地大辯論】林超英斥發展郊野公園如「癌細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0:16) discuss.com.hk 胞」：不應任由擴散 

681 2018-09-02 

(21:11) 

LIHKG 不厭其煩談郊野公園—愛護郊野公園的朋友請即

行動 

682 2018-09-03 

(04:49) 

信報論壇 填海辯論不應因噎廢食 

683 2018-09-03 

(07:58) 

公仔箱論壇 「土地大辯論」諮詢將結束料有 4 項初步建議 

684 2018-09-03 

(09:30) 

LIHKG 公私合營—地產商的小桃園（時事評論員劉細良

太平紳士） 

685 2018-09-03 

(17:36) 

公仔箱論壇 「土地大辯論」諮詢將結束料有 4 項初步建議 

686 2018-09-04 

(00:44) 

謎米香港論壇 土地大辯論:委員反對收回高球場「累積大量毒素

要等 70... 

687 2018-09-04 

(10:41)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反對填海，高價填海以外，還有低價填海.... 

688 2018-09-04 

(10:4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港人無屋住與大量空置解放軍軍營 

689 2018-09-04 

(21:06) 

review33.com 委員反對收回高球場「累積大量毒素要等 70

年」[olivea88] 

690 2018-09-05 

(04:19) 

Real Forum 土地辯論中的基層住屋需要 

691 2018-09-05 

(08:02)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黃遠輝：長者不希望安老院舍建於郊野公園邊陲

地帶 

692 2018-09-05 

(11:00) 

uwants.com 881 光明頂-2018-09-04-土地大辯論 

693 2018-09-05 

(15:40) 

香港高登 稱公眾諮詢「有點多餘」利基單偉彪：找不到填

海有何大壞處 

694 2018-09-05 

(22:54) 

數碼天地論壇 林超英 

695 2018-09-06 

(04:0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大舉填海造地全面解決土地問題 

696 2018-09-06 

(05:1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環團反對東大嶼填海專家籲要考慮氣候變化 

697 2018-09-06 

(09:17) 

LIHKG 環團：反常天氣重創關西機場憂東大嶼填海淪翻

版 

698 2018-09-06 

(09:24) 

LIHKG 香港終於想向大陸租土地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699 2018-09-07 

(12:42) 

LIHKG 土地大辯論笑話連篇 

700 2018-09-07 

(14:11) 

LIHKG 鄭耀棠倡向內地租地建港式新市鎮住滿 7 年變港

人 

701 2018-09-07 

(14:59) 

香港高登 沙田區議會一致反對馬料水填海 

702 2018-09-07 

(16:08)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保留粉嶺高球場就是支持香港運動員 

703 2018-09-07 

(20:29) 

uwants.com 【社評】保育與發展對立土地辯論失進 

704 2018-09-07 

(22:44) 

香港高登 嶺大歷史系教授：粉嶺高球場是現代中國高球運

動的發源地 

705 2018-09-08 

(12:59) 

LIHKG 【樓爆 2018】鄔滿海：樓市有上有落，不會只升

不跌 

706 2018-09-09 

(02:52) 

theZtyle Forum 【你我的香港 OurHongKongForum】上樓難?覓

地慌?為港增房闢地?專家有計??... 

707 2018-09-09 

(14:47) 

LIHKG 文件顯示香港填海是一帶一路中國製造 2025 規

劃一部份 

708 2018-09-10 

(02:41)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現場觀眾促收回單程證審批權林鄭提醒勿踩紅

線？ 

709 2018-09-10 

(02:41)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又多一條】現場觀眾促收回單程證審批權林鄭

提醒勿踩紅線？ 

710 2018-09-10 

(15:08) 

LIHKG 餘若薇:香港爭取的，不是「取回」審批權，而是

「雙重審批」制度入境的一關 

711 2018-09-11 

(03:08)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林鄭被嘲非港人特首市民嘆唔敢生倡收回單程證

審批 

712 2018-09-11 

(17:00) 

LIHKG (保衛郊野公園)這地球，若果有樂園，會像這般

嗎？ 

713 2018-09-11 

(21:1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辯論·專訪】嘆政改未能通過李森：港人

錯過改變機會 

714 2018-09-12 

(00:2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林鄭一定硬推填海!! 

715 2018-09-12 

(11:21) 

謎米香港論壇 【土地大辯論】報道指港府傾向不收回粉嶺高球

場 

716 2018-09-12 

(11:5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醫療土地房屋爆煲林奮強斥政府策略錯欠規劃 

717 2018-09-12 LIHKG ★[又突破！]公屋輪候期勢破 6 年！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8:50) 

718 2018-09-13 

(01:28) 

uwants.com 中共應該停止一帶一路，應該繼續填海到印尼 

719 2018-09-13 

(01:3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港府高層傾向不收回粉嶺高球場 

720 2018-09-13 

(10:3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供應】報道指政府傾向不收回粉嶺高球場

建屋 

721 2018-09-13 

(14:36) 

LIHKG 廢淡食屎磚家：香港有 280 萬個永久性房屋，家

庭住戶 255 萬個，長期有 25 萬個單位多出來 

722 2018-09-13 

(19:55) 

香港高登 綠色和平齊來守護郊野公園！ 

723 2018-09-13 

(22:22) 

LIHKG 民建聯建議政府限制香港非永久性居民購買住

宅！！（唔走數即投你地票） 

724 2018-09-15 

(04:38) 

Real Forum 粉嶺高球場土地象徵了甚麼？ 

725 2018-09-16 

(08:25)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林鄭：冇麵粉整唔到麵包市民傾向發展棕地、填

海 

726 2018-09-18 

(01:04) 

LIHKG 團結基金倡東大嶼填海，造 2200 公頃（22 平方

公里）人工島 

727 2018-09-18 

(04:07) 

Real Forum 棕地的社會需要不能抹殺 

728 2018-09-18 

(07:07)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辯論】於品海倡政府收粉嶺高球場建公

屋伍美琴批乏規劃 

729 2018-09-19 

(10:39) 

LIHKG 【本土研究社】全港有 301 公頃未善用官地面積

相當於 1.7 個粉嶺高爾夫球場 

730 2018-09-19 

(12:03) 

LIHKG 301 公頃官地未善用面積如 14 太古城 

731 2018-09-19 

(19:1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強烈要求政府立即填海 

732 2018-09-19 

(22:21)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經過山竹事件後，政府應該立即暫停填海！！！ 

733 2018-09-20 

(00:15) 

信報論壇 即向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表示你意見不要袖手旁觀

免將來後悔 

734 2018-09-20 

(23:41)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郭卓堅覆核丁屋政策突被撤法援官指示法援署盡

早排上訴聆訊 

735 2018-09-21 

(04:2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何柱國再批土地小組「廢」林鄭讚添社會危險

感：肯定不是廢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736 2018-09-21 

(05:05) 

信報論壇 土地報告提 5 選項擬列市民支持比例 

737 2018-09-21 

(12:41) 

LIHKG 隔牆有耳：唔妥土地小組葉劉怒撕政府問卷-李八

方 

738 2018-09-22 

(17:0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林超英斥建人工島「逆天行道」稱「島國在想救

國，你自己去造個島？」 

739 2018-09-22 

(17:0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前規劃署官員倡政府宣佈 2047 年不續租農地自

動收回 

740 2018-09-22 

(23:40) 

LIHKG 其實香港房屋係咪真係有咁大剛需? 

741 2018-09-23 

(04:16) 

LIHKG 前規劃署官員倡政府宣佈 2047 年不續租農地自

動收回 

742 2018-09-23 

(04:26)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前規劃署助理署長伍華強批評土地諮詢拙劣 

743 2018-09-23 

(19:13)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逾九成受訪者促設物業空置稅多倡租金管制紓住

屋問題 

744 2018-09-23 

(22:20)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土地大辯論】蘇偉文：本港一直以填海為增加

土地主要來源市民需面對現實 

745 2018-09-25 

(21:39) 

LIHKG 香港點解要有咁多郊野公園？ 

746 2018-09-26 

(03:43) 

信報論壇 土地供應公眾參與活動 26 號先完喎? 

747 2018-09-26 

(14:28) 

香港觀鳥會 本會回應土地供應諮詢

HKBWSresponsetolandsupply 

748 2018-09-26 

(16:01) 

LIHKG [突發]工聯會支持收回粉嶺高球場建屋再將高球

場搬去將軍澳堆填區 

749 2018-09-26 

(19:24) 

香港討論區-

discuss.com.hk 

黃遠輝：收高球場「兩極化」非正反各半 

750 2018-09-26 

(22:18) 

review33.com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眾諮詢問卷 

 

  



Facebook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 2018-04-18 

(00: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Update profile picture 

2 2018-04-18 

(00: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Update cover photo 

3 2018-04-26 

(01:30) 

麥美娟 【直播｜回應「土地大辯論」】對於這次土地

供應專責小組諮詢，我們是有期望的，希望透

過此次的「大辯論」令社會凝聚共識 

4 2018-04-26 

(15:47)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為期 5 個月嘅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眾參與活動

今日展開，呢個 FB page 亦正式開張。記住留

意呢個 page 同埋我哋嘅網站 

www.landforhongkong.hk，有今次公眾參與同

各個土地供應選項嘅詳細資料，仲有各項活動

嘅消息。稍後網站亦都會推出意見調查，歡迎

大家到時參與。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

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土地供應選項  #

萬眾期待 

5 2018-04-26 

(17: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增闢土地 你我抉擇】 無運動場要喺水管上

面跑步？買唔到樓要喺沙灘紮營？老闆同同事

要去到 K 房開會？我哋下一代要移民太空？   

睇落好似天方夜譚，但社會再唔解決迫切嘅土

地短缺問題，更誇張嘅情況都有機會發生！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嘅公眾參與活動開始咗喇！

快啲上 www.landforhongkong.hk 發表你對香

港未來土地供應嘅意見啦！   #土地供應專責

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唔通要

下一代上太空 

6 2018-04-26 

(18: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土地攻略 ： 土地供應 入門篇】 成日話香

港土地問題嚴重，但我哋對呢個問題又有幾了

解呢？就同大家介紹下土地供求嘅最新情況，

同埋未來將會面對嘅挑戰啦！   土地供應專責

小組嘅公眾參與活動開始咗喇！快啲上 

www.landforhongkong.hk 發表你對香港未來土

地供應嘅意見啦！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土地攻略 #入門

篇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7 2018-04-26 

(19:42) 

譚文豪 Jeremy Tam 【土地大辯論】 # 收回囤積農地 # 釋放丁地

政府成日話香港無地，其實丁屋土地和發展商

囤積農地已經有 4300 公頃 

8 2018-04-26 

(19:51)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土地攻略 ： 土地供應 簡介篇】 今次就同

大家介紹下 18 個有潛力提供額外土地供應嘅選

項！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嘅公眾參與活動開始

咗喇！快啲上 www.landforhongkong.hk 發表

你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嘅意見啦！   #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

土地攻略 #簡介篇 #覓地 #揾地 #土地供應選

項 

9 2018-04-27 

(19:3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我哋嘅電車廣告出場喇！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仲可以上 www.landforhongkong.hk ，或者到

各區民政事務諮詢中心拎本公眾參與書冊了解

多啲！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

闢土地你我抉擇 

10 2018-04-28 

(06:33) 

甄志強 高爾夫球平民化經已縕讓 20 多年 

11 2018-04-28 

(08:16) 

881903.com 商業電

台 

【 # 政經星期六 黃遠輝剖析土地大辯論】香

港土地問題嚴峻 

12 2018-04-28 

(08:37) 

Albert Lai 【譴責暴徒！高爾夫大聯盟打人！】我哋去粉

嶺高爾夫球場和平示威 

13 2018-04-28 

(09:34) 

時聞香港 高球界組大聯盟 抗議運動被妖魔化 

14 2018-04-28 

(10:16) 

Now News - 新聞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展開五個月的公眾諮詢 

15 2018-04-28 

(10:23) 

Cyrus Chan Chin-

Chun 

先感謝大家的關心，現在只是頸同喉嚨痛，我

己經回到辦事處繼續處理個案。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6 2018-04-28 

(10:30) 

眾新聞 發展局表示，為推廣公眾參與活動，安排於公

共交通工具及報章刊登廣告，截至昨日相關開

支約為 207 萬元。 

17 2018-04-28 

(14:27) 

Tony Leung 【粉嶺高球場去留受爭議】有愛好者成立大聯

盟澄清誤解 

18 2018-04-28 

(14:32) 

Jacinto Tong 土地供應短缺並不是今日才發生的事 

19 2018-04-28 

(14:36) 

時聞香港 高球場具歷史價值 

20 2018-04-28 

(14:36)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為咗下一代著想，唔好再有意氣之爭 

21 2018-04-28 

(14:42) 

香港獨立媒體網 // 以 2016–2026 的住宅需求為例，就說到十年

內要提供 460,000 個單位，並因此需要 768 公

頃的土地。 

22 2018-04-28 

(14:42) 

LinePost 線報 【新聞】張建宗稱政府非「監察」立法會議員

行蹤而是「觀察」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正就如何

解決土地不足的問題 

23 2018-04-28 

(14:43) 

Albert Lai 今日的他唔止打倒昨日的他 

24 2018-04-28 

(14:46) 

香港獨立媒體網 替林鄭進行 # 土地大辯論 公關工作 

25 2018-04-28 

(14:49) 

雅虎香港新聞 【高球界抗議】 

26 2018-04-28 

(14:54) 

The News Lens 關

鍵網 香港 

【講乜鬼供應不足姐？明明係不患寡而患不

均！】∕未來又點？ 

27 2018-04-28 

(15:00) 

正思香港 政府要一般市民面對於這樣複雜的事情，但基

本知識又如此缺乏，這樣做一個開放性諮詢，

實在有點黑色幽默。 

28 2018-04-28 

(15:05) 

黃浩銘 Raphael 

Wong 

我哋點止要高爾夫球場？ 

29 2018-04-28 

(15:06) 

Ho Yu Ying 土地大辯論展開，拆解 5 大荒謬位 

30 2018-04-28 

(16:21) 

Aimi Chin 「香港高爾夫大聯盟」今早 (4 月 27 日)喺粉嶺

高爾夫球場舉行記者招待會 

31 2018-04-28 

(16:29) 

Alvin Yeung 楊岳橋 【開放包容】土地大辯論 動口還是動手？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32 2018-04-28 

(17:01) 

Albert Lai 高爾夫球場原來係惡人穀，所以政府唔敢掂！ 

33 2018-04-28 

(18:52) 

成報 黃遠輝指本港土地已透支 

34 2018-04-28 

(18:55) 

政府新聞網 【綠置居情報】計劃恆常化嘅第一個項目選址

定咗喇 

35 2018-04-28 

(18:55) 

Regina Ip 葉劉淑儀 【落區考察 偶然遊億寶片場】 

36 2018-04-28 

(19:43) 

跟埋發叔 摔交我就信  【家庭樂？】 

37 2018-04-28 

(20:35) 

職工盟(HKCTU) 【 打 Golf 定打散打？】 

38 2018-04-28 

(20:37) 

香港規劃情報 網上版諮詢文件 

39 2018-04-28 

(20:37) 

香港規劃情報 港鐵嘅作風的確下下將本來可以公開嘅資料當

商業機密，根本唔會聽民間意見。 

40 2018-04-28 

(20:37) 

香港規劃情報 私人地方大_哂 【土地大辯論】 

41 2018-04-28 

(20:37) 

香港規劃情報 我城我區：重建毀木棉？ 

42 2018-04-28 

(20:37) 

香港規劃情報 「預多少少」做土儲都好//在土地供應諮詢中長

期選項之中 

43 2018-04-28 

(20:37) 

香港規劃情報 東方日報報道，香港除了已獲評級的古蹟可完

整保留外 

44 2018-04-28 

(20:59) 

思考香港 【覓地困難】不少發展商積蓄荒廢農地 

45 2018-04-28 

(21:40) 

不合作運動之少交十

元稅 

專責小組以非專業的口吻大言不慚，信口雌

黃，看畢文件實只能無奈嘆聲：雙眼反白！ 

46 2018-04-28 

(21:40) 

不合作運動之少交十

元稅 

眾新聞 | 民主黨反對粉嶺高球場續租 

47 2018-04-28 

(21:40) 

不合作運動之少交十

元稅 

土地大辯論展開，拆解 5 大荒謬位 

48 2018-04-28 

(21:40) 

不合作運動之少交十

元稅 

重申「土地大辯論」開展之初，強調覓地建

屋、以粉嶺高球場取代新界東北爛規劃的重要

性 

49 2018-04-28 

(21:46) 

頭條日報 規劃署前署長淩嘉勤：「沒有填海，便沒有我

們的新市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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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2018-04-28 

(22:17) 

Hong Kong Register 土地大辯論須知的十四個謬誤 

51 2018-04-28 

(22:18) 

Hong Kong Register 高球教練動粗打工黨成員 【土地大辯論】 

52 2018-04-28 

(22:27) 

趙恩來 Chiu Yan 

Loy 

今日的他唔止打倒昨日的他，仲打埋示威者。 

53 2018-04-28 

(22:32) 

號召百萬人反對放生

七警 

黑社會高球會 【土地大辯論】有相有片有真

相！ 

54 2018-04-28 

(22:35) 

民建聯深水埗支部 

DAB Sham Shui Po 

Branch 

目前樓價高企 

55 2018-04-28 

(22:38) 

Greenpeace 綠色和

平 - 香港網站 

【 # 本周焦點 －揾完地真係上到樓？】當年

嘅港人港地啟德 1 號 

56 2018-04-28 

(22:48) 

全港租客大聯盟 (Content unavailable)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

_fbid=1691295287616530&id=3574478110012

91 

57 2018-04-28 

(22:51) 

林正軒 Vincent Lam 市建局行事真涼薄 

58 2018-04-28 

(22:54) 

發展局 

Development 

Bureau 

【地從何來 ? 】18 個有潛力提供額外土地嘅

短中期、中長期、概念性選項，你點睇？ 

59 2018-04-28 

(22:58) 

香港郊野公園是我的

呼吸空間 

以數據講道理 

60 2018-04-28 

(22:58) 

香港郊野公園是我的

呼吸空間 

唔好搞郊野公園！  [這就是民意!!] 

61 2018-04-28 

(23:56) 

南大嶼關注組 South 

Lantau Concerning 

Group 

解讀/毒土地大辯論 – 梁啟智 

62 2018-04-29 

(04:57) 

Adam Stick 【香港人你住得好嗎】有一些相片要合埋一起

睇 

63 2018-04-29 

(05:20) 

馬寶寶社區農場 

Mapopo Community 

Farm 

是啊。其實根據統計數字，全港有一成屋（大

約 24-26 萬）是吉的。 

64 2018-04-29 

(05:47) 

回歸曠野 保衛郊野公園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65 2018-04-29 

(07:18) 

Tin Leung Ji 【本周焦點揾完地真係上到樓？】當年嘅港人

港地啟德 1 號 

66 2018-04-29 

(07:18) 

Tin Leung Ji 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 但我誓死捍衞你說話的權

利 

67 2018-04-29 

(07:35) 

港民主宣傳小組 政府帶頭包庇僭建官員 

68 2018-04-29 

(07:41) 

蔡東豪 【有片】工黨到粉嶺高球場示威 遭人「叉頸」

撻地【全文： http://bit.ly/2vW5rtg 】 

69 2018-04-29 

(08:37) 

李卓人 Lee Cheuk 

Yan 

【譴責暴徒！高爾夫大聯盟打人！】 

70 2018-04-29 

(09:24) 

時聞香港 聯署譴責「峰搶」 平民憤護立會 

71 2018-04-29 

(09:55) 

Tang Ho 譴責有用嘅，香港就唔洗搞到今時今日咁亂 

72 2018-04-29 

(09:59) 

時聞香港 前規劃署長淩嘉勤指 高球場有歷史文化意義 

73 2018-04-29 

(09:59) 

時聞香港 深水埗公屋轉綠置居 

74 2018-04-29 

(10:19)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雷鼎鳴：「因害怕與「地產霸權」或「官商勾

結」沾上了邊 

75 2018-04-29 

(10:23) 

明報即時新聞 到粉嶺高球場打波的鄭先生表示，城市除了有

住屋需求，也有對康樂設施的需求。 

76 2018-04-29 

(10:57) 

Wong Chan Lam 今日有團體喺粉嶺高球場舉辦慈善長跑活動，

我哋聯同其他關注基層住屋嘅團體，再次嚟到

粉嶺高球場示威！ 

77 2018-04-29 

(11:10) 

尹兆堅 Andrew Wan 灣仔稅務大樓將會遷往啟德發展區，但有關工

程計劃的範圍，只提供 66 個車位，尹兆堅認為

政府的土地規劃令人不滿。 

78 2018-04-29 

(11:20) 

Don Wu (Content unavailable)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

_fbid=2008859372687444&id=1000004278510

84 

79 2018-04-29 

(11:28)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土地供應問題關乎每位市民，你嘅聲音好重

要。想知道有咩渠道發表意見，上 

www.landforhongkong.hk，了解吓啦！  #土地

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發展局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80 2018-04-29 

(11:38)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滋事份子想借推行國文教育將好事變壞事 

81 2018-04-29 

(11:47) 

on.cc 東網∕東方日報 你覺得高爾夫球場應該保留定回收起屋呢？ 

82 2018-04-29 

(11:57) 

Kwok Hung Leung 【政府恒基打龍通 原址換地期限延長半年】 

83 2018-04-29 

(11:57) 

Kwok Hung Leung 最新消息：現場仍有近百人士聚集 

84 2018-04-29 

(12:17) 

Dai Frank 2018 年香港劏房租金指數發佈會直播劏房租金

持續高企 

85 2018-04-29 

(12:18) 

Benson Tsang 荷蘭叻好似有啲嘢搞錯左，高爾夫球場塊地 

86 2018-04-29 

(12:32) 

黃浩銘 Raphael 

Wong 

議員反被「監督」 立法會淪為監獄村長 

87 2018-04-29 

(12:57) 

Jeff Tsui 表述清晰明確，香港不是缺乏土地 

88 2018-04-29 

(12:58) 

LinePost 線報 【香港】回應取消單程證減土地需求建議 

89 2018-04-29 

(13:09) 

時聞香港 勞動巿場係有賴班新移民 

90 2018-04-29 

(13:56) 

Regina Ip 葉劉淑儀 今早天清氣朗，我再次到訪商台，對於現時社

會爭議的粉嶺高球會土地，我申報作為球會會

員，我不贊成收回高球場發展房屋 

91 2018-04-29 

(14:29) 

眾新聞 用製造恐懼來推動政策 

92 2018-04-29 

(14:55) 

Roy Tam 今日出席城市論壇，指出土地短缺的 1200 公頃

與人口增長直接相關。 

93 2018-04-29 

(15:31)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取消單程證助減土地需求？黃偉綸 

94 2018-04-29 

(15:32) 

雅虎香港新聞 【土地規劃】粉嶺高球場一百七十公頃土地，

保育了大量生長良好的老樹，也有近百個古墳 

95 2018-04-29 

(15:34) 

樂活鰂魚涌 昨日朝早，小編出席由 保護海濱聯盟 的論

壇，同大家講述海濱起工廈的故事。 

96 2018-04-29 

(16:38) 

Charles Low 點解家庭團聚要黎香港而唔返去崛起既強國？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97 2018-04-29 

(16:43) 

頭條日報 【土地問題 】從數字上顯示，現時透過單程證

來港人士當中，絕大部分屬家庭團聚（98%為

香港人內地配偶或子女）。 

98 2018-04-29 

(16:50) 

Bonnie Om Chan 【土地供應】團體製高官劏房模型抗議 粉嶺高

球場 golf 車陣嚴防 

99 2018-04-29 

(16:50) 

Aimi Chin 會所可能說是私人建築, 

100 2018-04-29 

(16:50) 

吳四海 根本就是要交市值地租，而不是要強迫出問粉

嶺高爾夫球場。 

101 2018-04-29 

(17:18) 

Sampson Wong 今日明報「星期日生活」的封面圖「再設計大

辯論封面」，是我們構想，如果來一場關乎城

市願景、思考如何讓城市發展令人活得有尊

嚴、一場真正的「香港大辯論」 

102 2018-04-29 

(17:45) 

LinePost 線報 【新聞】黃遠輝探訪深水埗劏房戶 

103 2018-04-29 

(18:09) 

Roy Tam 政府、發展局及土地小組部份成員，是集體掩

耳盜鈴，明知香港土地需求主要來自人口增長 

104 2018-04-29 

(18:21) 

鄺俊宇

kwongchunyu 

【無上蓋係聖地？】 

105 2018-04-29 

(18:33) 

William Chim 現在香港政府官員就是喜歡公然講大話 

106 2018-04-29 

(18:33) 

Simon So 現在的單程証並非家庭團聚的，請拿出資料來 

107 2018-04-29 

(18:33) 

Gwan Shan Hall # 沒有完善土地規劃理念的香港政府 

108 2018-04-29 

(18:34) 

Fish Leung 邊個想團聚就滾反上去就最好 

109 2018-04-29 

(18:48)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s housing shortage is a political 

time bomb 

110 2018-04-29 

(18:59) 

明報即時新聞 黃偉綸另外重申，新移民教育水準愈來愈高，

而且可為香港提供寶貴勞動力。 

111 2018-04-29 

(19:00) 

明報即時新聞 黃遠輝強調，如有大量意見支援使用《收回土

地條例》，小組會如實在報告反映。 

112 2018-04-29 

(19:21) 

852 郵報 【真係咁寶貴？】 

113 2018-04-29 

(19:26) 

Sai Sum 回應取消單程證減土地需求建議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14 2018-04-29 

(20:15) 

Brandon Yau 政府宣稱，大家住得這麼慘 

115 2018-04-29 

(20:22) 

有線新聞 i-Cable 

News 

《Sunday 有理講》詹志勇：南生圍核心區絕對

有條件做郊野公園 

116 2018-04-29 

(20:23) 

明報即時新聞 呢期「土地供應大辯論」，都係城中話題之一 

117 2018-04-29 

(20:39) 

屯門好生活 【仁愛廣場改劃申建大樓】根據城規會最新資

料 

118 2018-04-29 

(20:43) 

有線新聞 i-Cable 

News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到深水埗探訪劏房戶】 

119 2018-04-29 

(20:47) 

Albert Chan 【土地大辯論】葉劉稱毋須公開諮詢 

120 2018-04-29 

(21:04) 

Roy Tam //諮詢文件按《香港 2030+》研究計算土地需求 

121 2018-04-29 

(21:16) 

明報即時新聞 今次調查亦發現，劏房戶平均每賺 100 元 

122 2018-04-29 

(21:22) 

HKG 報 HKGpao 自己利益大過市民利益 

123 2018-04-29 

(21:32) 

01 新聞 【 # 01 港聞 】其中一名劏房戶表示，平日一

開枱做功課，兩個仔女就會鬧交，因為屋企太

細，好容易撞到 

124 2018-04-29 

(21:34)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embers of the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were shown a “bottle of bed bugs” after they 

visited subdivided flats in Sham Shui Po on 

Sunday. 

125 2018-04-29 

(22:14)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專責小組今日去咗深水埗，探訪幾個劏房同板

間房住户，然後去咗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嘅座談

會，親身聆聽市民嘅住屋困境。我哋對解決土

地問題嘅決心，更加堅定。  #土地供應專責小

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土地問題

要解決 

126 2018-04-29 

(22:17) 

明報即時新聞 其中一位居民代表，展示她房間內的木蝨，希

望土地小組明白現時佢哋居住環境有幾惡劣。 

127 2018-04-29 

(22:23)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反對派與其要繼續盲撐許智峰 

128 2018-04-29 

(22:30) 

Kristine Pang 土地供應大辯論 關乎每一個香港人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29 2018-04-29 

(22:47) 

時聞香港 【土地大辯論】黃遠輝落區訪基層 

130 2018-04-29 

(22:53) 

Chung Wai Chan 各位支持下。。填好 send 去同分享去其他

谷。。thx 

131 2018-04-29 

(23:14) 

萬人齊撐！！！快發

牌比香港電視！！！ 

荷蘭叻：「Yeah 我至叻，我要打波 你瞓廳?」 

132 2018-04-29 

(23:40) 

時聞香港 【土地大辯論】「1 劏 13」 月租$1900 劏房

戶呻 1 周捉 200 隻木蝨 

133 2018-04-30 

(01:00) 

成報 土地供應小組探深水埗劏房戶 

134 2018-04-30 

(01:01) 

香港 01 【緊貼 01 新聞 】其中一名劏房戶表示，平日

一開枱做功課，兩個仔女就會鬧交，因為屋企

太細，好容易撞到 

135 2018-04-30 

(01:27) 

小麗民主教室 【聯署要求收回粉嶺高球場！】 

136 2018-04-30 

(02:05) 

Elisa Lam 【 # 本周焦點 － 身為香港人嘅你必睇！】 

137 2018-04-30 

(03:42) 

Alvin KM Chan 香港地小人多，其實要繼續地產壟斷 

138 2018-04-30 

(03:54) 

明報校園計劃 【星之約會訪環境局長】環境局長黃錦星 4 月

接受《明報》校園記者訪問時強調 

139 2018-04-30 

(05:51) 

何啟明 Ho Kai Ming 

Kalvin 

建制派係好可恥！ 

140 2018-04-30 

(05:51) 

何啟明 Ho Kai Ming 

Kalvin 

政府應該善用收回土地條例！ 

141 2018-04-30 

(06:33) 

Cedric Wong 香港缺乏土地，興建適合尤其是青年人，居住

的房屋。 

142 2018-04-30 

(08:31) 

晴報 Sky Post 香港人只想生活得有尊嚴！【 # 劏房 】 

143 2018-04-30 

(08:39) 

眾新聞 城市規劃師林芷筠：//文中提到發展棕地 

144 2018-04-30 

(08:47) 

Kwok Hung Leung 【搓住餅講土地問題】 

145 2018-04-30 

(09:36) 

Di Panda 【土地大辯論】「1 劏 13」 月租$1900 劏房

戶呻 1 周捉 200 隻木蝨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46 2018-04-30 

(10:39) 

時聞香港 土地荒 公屋輪候勢超 4.7 年 

147 2018-04-30 

(10:39) 

時聞香港 團體再到粉嶺高球場抗議用地不公 

148 2018-04-30 

(11:15) 

尹兆堅 Andrew Wan //立法會議員尹兆堅對公營私合作模式不持樂觀

態度， 

149 2018-04-30 

(11:23) 

時聞香港 《政好星期天》節目嘉賓: 葉劉淑儀。對於現時

社會爭議的粉嶺高球會土地，我申報作為球會

會員，我不贊成收回高球場發展房屋 

150 2018-04-30 

(11:24) 

時聞香港 黃遠輝探劏房 葉劉抨諮詢不妥 

151 2018-04-30 

(11:31) 

橙新聞 Orange 

News 

香港高球界國際聲譽 VS 舒緩住屋問題？你揀

咩？【土地大辯論】 

152 2018-04-30 

(11:50) 

LinePost 線報 【新聞】高爾夫大聯盟：收粉嶺地建屋， 

153 2018-04-30 

(11:54)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解決房屋問題，是大部份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

【精選文章】 

154 2018-04-30 

(11:55) 

01 新聞 【 # 01 港聞 】口水多過浪花，大辯論到底有

冇用？ 

155 2018-04-30 

(12:54) 

852 郵報 【低密度住宅究竟有幾多？】 

156 2018-04-30 

(12:57) 

Calvin Chan 假傳聖旨，好撚大罪。 【01 周報社論】發展高

球場非仇商 

157 2018-04-30 

(13:48) 

評台 Pentoy 【土地諮詢】作者認為羅列方案諮詢公眾，反

而會激化社會矛盾 

158 2018-04-30 

(13:50) 

Aimi Chin 請支持方案的市民加入聯署，可在網上填寫以

下資料 。 

159 2018-04-30 

(13:50) 

Hugo Chu 經常會有人把公私合營同官商勾結畫上等號。 

160 2018-04-30 

(15:06) 

H-anchors 香港女主

播研究所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到深水埗探訪劏房戶】 

161 2018-04-30 

(15:18) 

Kkman Mo 遠輝問哪有地？ 《城壇》有粗口都有道理 

162 2018-04-30 

(15:34) 

TOPick 新聞 【 # 上車夢 】50 年前香港有籠屋，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63 2018-04-30 

(15:35)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收回土地條例 】在殖民地時代，港英政

府曾多次利用 

164 2018-04-30 

(15:53) 

HKG 報 HKGpao 【施永青 blog】一齊睇睇施永青對土地建議有

何睇法！ 

165 2018-04-30 

(15:57) 

Now News - 新聞 香港高爾夫大聯盟指， # 粉嶺高球場 

166 2018-04-30 

(16:20)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土地問題，填海解決。 

167 2018-04-30 

(17:02) 

am730 【可用《收回土地條例》 收回發展商手上的農

地嗎？】 

168 2018-04-30 

(17:11) 

頭條日報 【土地問題】小編都想買部車，但買車咪又係

要搵位泊車。 

169 2018-04-30 

(17:20) 

852 郵報 到底咩叫「基層市民」？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48799 

170 2018-04-30 

(17:36) 

Don Wu (Content unavailable)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

_fbid=2009425315964183&id=1000004278510

84 

171 2018-04-30 

(17:42) 

Tony Leung 節目中有聽眾提議，由政府全面收回粉嶺場

地， 

172 2018-04-30 

(18:16) 

Waiky Yiu 「土地大辯論」－黃遠輝口中的「沒有前設」 

173 2018-04-30 

(18:19) 

尹兆堅 Andrew Wan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進行為期 5 個月的公眾諮

詢，爭議之一是發展粉嶺高爾夫球場土地。 

174 2018-04-30 

(19:15) 

852 郵報 其實只係做 show？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48798 

175 2018-04-30 

(20:38) 

Chi Ho Mak 聽講話有 18 個選項，點解冇一項係「返去或返

翻大陸住」！ 

176 2018-04-30 

(20:41) 

眾新聞 【增闢土地 你我抉擇】無運動場要喺水管上面

跑步？買唔到樓要喺沙灘紮營？ 

177 2018-04-30 

(21:02) 

Roy Tam 黃遠輝如何回應 1200 公頃缺口的估算之人口增

長部份？ 

178 2018-04-30 

(21:36) 

無待堂 團你老母 【土地供應】黃偉綸撐單程證計劃 

若取消忽視家庭團聚需要 

179 2018-04-30 

(22:28)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pace-starved Hong Kong is in dire need of 

more homes,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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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2018-04-30 

(22:37) 

Roy Tam 有片睇~  # 短片 【唔閂水喉…點推都唔掂

呀！】 

181 2018-04-30 

(23:30) 

01 新聞 【#01 港聞】政府將香港住屋問題歸究於唔夠

地 

182 2018-04-30 

(23:48) 

正思香港 對峙場面料將陸續有來，大有可能重複過往

「公眾諮詢」的覆轍， 

183 2018-04-30 

(23:48) 

正思香港 //葉劉覓地小組花錢製造對立，點出了目前的核

心毛病。// 

184 2018-04-30 

(23:49) 

馮檢基 【馮檢基】前立法會議員：政府重私輕公釀成

公屋短缺 

185 2018-04-30 

(23:59) 

尹兆堅 Andrew Wan 小編睇返啲論壇見到其實好多個範疇嘅問題都

未有共識答唔到 

186 2018-05-01 

(01:04) 

郭偉  背景資料一覽  【土地攻略 ： 土地供應 入門

篇】 

187 2018-05-01 

(01:26) 

Greenpeace 綠色和

平 - 香港網站 

【 # 本周焦點 －眾望所歸，咁都留得低 ? 】

土地大辯論開始 

188 2018-05-01 

(04:05) 

Do Yeung 遠輝問哪有地？ 《城壇》有粗口都有道理 

189 2018-05-01 

(04:26) 

香港人 Secrets “咁不如將高爾夫球場搬上去, 你班撚樣坐高鐵

上去打波啦！” 

190 2018-05-01 

(06:33) 

Chan Shing 香港政府 可能係世界上最垃圾既政府！象徵式

租金 1000 元 ? 

191 2018-05-01 

(12:40) 

謎米香港 

memehk.com 

【徐家健：偶像阿叻撐乜 golf？ │謎米博客】 

192 2018-05-01 

(12:55) 

Paul Zimmerman 司

馬文 

Country park abuse enters crisis proportions. 

193 2018-05-01 

(13:52) 

Joe Leung 《一個看似理性實則服務建制土地供應大便… 

大辯論的神邏輯》 

194 2018-05-01 

(14:02) 

時聞香港 粉嶺高球場倘收回 

195 2018-05-01 

(14:30) 

香港蘋果日報 朱凱廸又指，公眾諮詢只提到如何「做蛋糕」 

196 2018-05-01 

(14:36) 

Jeff Tsui 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委員伍世良稱 

197 2018-05-01 

(16:24) 

Bastillepost 巴士的

報 

又係土地問題~ 陳帆「買車論」成真？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98 2018-05-01 

(16:59) 

八鄉朱凱廸 Chu Hoi 

Dick 

【第十九個選項】 

199 2018-05-01 

(17:36) 

Alex Cheung 粉嶺哥爾夫球場（200 公頃）唔拆得 

200 2018-05-01 

(18:33) 

雲海 陳雲海 見到個班咩高爾夫球大聯盟真係好笑 

201 2018-05-01 

(23:52) 

01 新聞 【 # 01 港聞 】呢個「僭建」模式，真係安

全？住得安心？ 

202 2018-05-01 

(23:59) 

Fernando Chiu-hung 

Cheung 張超雄 

今天，我的助理與工黨去粉嶺高球場抗議， 

203 2018-05-02 

(00:06) 

香港野雞大學 【哦】土地問題不是因為人多?減少新移民不會

解決房屋問題，只有港人移居大陸先可以。  

204 2018-05-02 

(00:15) 

何啟明 Ho Kai Ming 

Kalvin 

權貴打波笑呵呵，劏房居民好坎坷！ 

205 2018-05-02 

(00:16) 

龐一鳴 深水埗不少劏房戶每月真金白銀交租後得到的

居住環境 

206 2018-05-02 

(00:18) 

郊野公園教育活動計

劃 

[郊野公園勝景 Enchanting Country Parks] 

207 2018-05-02 

(00:22) 

Society for 

Community 

Organization 香港社

區組織協會 

[Parties wary of land debate] 

208 2018-05-02 

(00:22) 

Society for 

Community 

Organization 香港社

區組織協會 

【今赴城市論壇辯論 黃遠輝籲各方互包容】 

209 2018-05-02 

(00:22) 

Society for 

Community 

Organization 香港社

區組織協會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探訪劏房戶】 

210 2018-05-02 

(00:27) 

葉謝鄧：樓宇買賣按

揭贖樓轉名加名 

【民間土地公】第一波：5 分鐘破解地少人多大

迷信！? 

211 2018-05-02 

(00:28) 

流動新聞 # 朱凱廸 提第 19 覓地選項 指可用 2000 公頃

軍營地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12 2018-05-02 

(00:30) 

劉國勳 - Edward 

Lau 

針對覓地公眾諮詢，缺地 1200 公頃的估算屬過

於保守，未有考慮改善「納米樓」及社福設施

等問題。香港應以多管齊下的方式開拓 

213 2018-05-02 

(00:34) 

林超英 Lam Chiu 

Ying 

正式的土地辯論開始了，讓我們先認識問題內

容 

214 2018-05-02 

(00:34) 

林超英 Lam Chiu 

Ying 

年青朋友幫助我們以多個角度看土地問題，不

可錯過。 

215 2018-05-02 

(00:34) 

林超英 Lam Chiu 

Ying 

寫了網誌文章，談以城市規劃帶動收回個別集

團囤積的農地 

216 2018-05-02 

(00:38) 

朱順雅 Beatrice Chu 【恭喜 「柔莊之家」可獲原址保留】為了覓地

建屋，政府今年初建議將屯門置樂「柔莊之

家」及毗連的培愛學校舊址 

217 2018-05-02 

(00:46) 

地產小子 

Propertykids 

每日 150 人，有否令香港的土地問題更趨嚴

重？ 

218 2018-05-02 

(00:46) 

地產小子 

Propertykids 

筆者去年曾就土地大辯論未有細節前，就土地

需求供應提出初步構想 

219 2018-05-02 

(00:47) 

EJ Insight Hong Kong people have waited too long for 

bold thinking by our leaders 

220 2018-05-02 

(00:47) 

土地正義聯盟 【多圖】粉嶺高球場搞慈善跑 工黨社民連等請

願促收球場建屋 (10:00) - 20180429 - 港聞 為

期 5 個月 

221 2018-05-02 

(01:04) 

屯門社區網絡 去年 2 月有立法會議員動議政府研究收回粉嶺

高爾夫球場 

222 2018-05-02 

(01:08) 

D100 Fans Club 【收回高球場不是仇富，是彰顯土地正義】 

223 2018-05-02 

(01:08) 

D100 Fans Club 【聯署要求收回粉嶺高球場！】 

224 2018-05-02 

(01:11) 

大澳永續發展教育工

作室 

TaiO.SDEWorkshop 

解讀/毒土地大辯論 

225 2018-05-02 

(01:11) 

大澳永續發展教育工

作室 

TaiO.SDEWorkshop 

土地大辯論展開，拆解 5 大荒謬位 

226 2018-05-02 

(01:14) 

民間社福界資訊 【釋放囤地 奸商謀利】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27 2018-05-02 

(01:15) 

桑普 《左右大局》：土地政策大辯論。

https://m.youtube.com/watch?v=7XxC9O9_Joo 

慧玲 

228 2018-05-02 

(01:17) 

民協 ADPL 【要求收回粉嶺高爾夫球會土地！支持聯署一

齊關注土地分配！】本港現存不少閒置及低使

用效率土地，如私人康樂會所地。 

229 2018-05-02 

(01:19) 

鴨脷洲變形記 有街坊傳嚟信息, 工業區有工廈申請改變土地用

途, 要起 448 戶、200 個車位嘅住宅咁話 

230 2018-05-02 

(01:29) 

政策．正察 【聚焦長遠土地規劃】土地供應諮詢展開，希

望社會在未來五個月能就土地供應選項達成共

識。團結香港基金副總幹事黃元山 

231 2018-05-02 

(01:29) 

政策．正察 【填海大落後！】 

232 2018-05-02 

(01:29) 

政策．正察 【唔止唔夠房屋地 而係全方位缺地！】 

233 2018-05-02 

(01:29) 

政策．正察 【Now 新聞台: 大鳴大放?覓地建屋】 

234 2018-05-02 

(01:29) 

政策．正察 【住屋擠迫 不應歸咎於人口政策】原文作者：

何喜華 

235 2018-05-02 

(01:29) 

政策．正察 【賣地養基建?】政府會將賣地收入撥入 

236 2018-05-02 

(01:30) 

HKCSS 香港社會服

務聯會 

【社情】不少社會服務機構都有推出「 # 社會

房屋 」 

237 2018-05-02 

(01:37) 

Kevin Yam 任建峰

（澳洲西人） 

對於粉嶺高球場的地是否應該全面或局部被收

回，除了覺得那些說「需要房屋就大曬」的聲

音要小心不要說得太盡及粉嶺高球場未必是 

238 2018-05-02 

(01:38) 

彭博商業週刊 【即時頭條】飽受缺地之苦 

239 2018-05-02 

(01:39) 

巨輪下的新界東北 -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關

注組 

一場 # 土地大辯論 才剛剛展開 

240 2018-05-02 

(01:39) 

民建聯荃灣支部 

DAB Tsuen Wan 

Branch 

【水深火熱】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41 2018-05-02 

(01:50) 

學校老師沒教的賺錢

秘密 

【弱勢租屋族無人幫忙，租屋是否是良策？】

相當多人都認為，人口紅利降低，未來當房子

租不出去時，就不會有弱勢租屋族無法租房 

242 2018-05-02 

(01:50) 

學校老師沒教的賺錢

秘密 

【過去十年來，買房平均究竟花多少錢？ 

243 2018-05-02 

(01:54) 

綠蔭家園.香港 再生農耕與土地康復保育 

244 2018-05-02 

(01:59) 

古洞北發展關注組 【短片+多圖】衝粉嶺高球場請願 

245 2018-05-02 

(02:00) 

香港歸英運動 /「公屋之父」鄔勵德 

246 2018-05-02 

(02:08) 

【邵看風雲】邵志堯

測量師 

# 邵志堯 脂肪(土地儲備)在緊急時可提供能量

(住宅單位) 

247 2018-05-02 

(02:11) 

香港文匯報 【黃偉綸：「取消單程證」論 忽視港人家庭團

聚需求】 

248 2018-05-02 

(02:13) 

楊彧 Yeung Yuk 離譜！今日建制派（民建聯同勞聯等成員）在

深水埗區議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缺席，但到表決

資助房屋定價嘅動議時，竟然彈出幾份... 

249 2018-05-02 

(02:13) 

中央聖學子 【The Politics of Design】要解決「貴、細、擠

（迫）」 

250 2018-05-02 

(02:15) 

傘下爸媽 土地的問題  【釋放囤地 奸商謀利】 

251 2018-05-02 

(02:17) 

端木皚 # 換血 # 赤化  我哋土地雖然唔夠，但阿爺每

日想派 150 個？ 

252 2018-05-02 

(02:27) 

姚松炎 Edward Yiu 政府為救高球場，不惜誤導公眾 

253 2018-05-02 

(02:30) 

發展局 

Development 

Bureau 

【每週一 Blog】增闢土地 你我抉擇 

254 2018-05-02 

(02:34) 

黃之鋒 Joshua 

Wong 

政府要移山填海、開發土地時，往往會把問題

說得很簡單 

255 2018-05-02 

(02:35) 

Root 我城社區規劃

合作社 

【我城分享】 

256 2018-05-02 

(02:36) 

香港天樂媒體 【 # 本港新聞 26/4/2018】土地供應專責小

組，就本港未來土地供應提出十八個選項，諮

詢公眾五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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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2018-05-02 

(02:38) 

TVB 【西遊之八戒與沙僧】第十二回：土地問題 ? 

258 2018-05-02 

(02:42) 

前線科技人員 土地政策係一個專門嘅範疇 

259 2018-05-02 

(02:45) 

黃浩銘 Raphael 

Wong 

講到明就無整蠱，聽日唔好打我呀！ 

260 2018-05-02 

(03:05) 

杏林覺醒 Medecins 

Inspires 

777 又話對暴力零容忍，點解冇公開譴責？ 

261 2018-05-02 

(03:11) 

Capital Weekly 資本

壹週 

【 # 樓市專家 】供應不足，應由 2002 年的

「樓市辟穀」說起 

262 2018-05-02 

(03:17) 

樓市資訊站 政府擬研 5 處近岸填海 18 土地供應選項諮詢公

眾 【新增短片】為期 5 個月的「土地供應大辯

論」今日展開 

263 2018-05-02 

(03:17) 

樓市資訊站 港府新技術填海 可加快 2 年釋地  

264 2018-05-02 

(03:19) 

Jean Djean 冷汗都標埋，城巿論壇討論土地發展，房屋劏

房 

265 2018-05-02 

(03:20) 

RTHK 香港電台公共

事務組 

【 # 土地供應大辯論 】 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

建屋？ 

266 2018-05-02 

(03:21) 

RTHK 香港電台公共

事務組 

【 # 土地大辯論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昨日展

開為期 5 個月的土地大辯論 

267 2018-05-02 

(03:21) 

RTHK 香港電台公共

事務組 

【 # 土地大辯論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佈 18

個土地供應選項 

268 2018-05-02 

(03:21) 

RTHK 香港電台公共

事務組 

【 # 香港家書 】規劃署前署長淩嘉勤的《香

港家書》：「把『公私營合作』開發土地情緒

化地標簽為『官商勾結』，這樣並不客觀，也

不公允。 

269 2018-05-02 

(03:27) 

喜劇演員 【何君堯涉漏報】議監會將跟進投訴 

270 2018-05-02 

(03:30) 

撐 基層墟市聯盟 撐基層墟市聯盟組織幹事梁霆峰說，我們覺得

在一些比較偏遠的新市鎮或領展控制的地區例

如天水圍、東涌，規劃做得很差 

271 2018-05-02 

(03:30) 

點擊香江 值得一看，房屋面前無政治  【民間土地公】

第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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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2018-05-02 

(03:30) 

Adam Stick 我哋土地雖然唔夠，但阿爺每日想派 150 個？ 

273 2018-05-02 

(03:34) 

拉闊新聞 Life TV 

News 

粉嶺高爾夫球場或收回反應兩極化  

274 2018-05-02 

(03:36) 

「財經·王道」- 王弼 又係假新聞//本身是粉嶺高球會會員的葉劉更指 

275 2018-05-02 

(03:45) 

癲狗日報 有深水埗居民表示，劏房租金不斷上升 

276 2018-05-02 

(03:45) 

癲狗日報 大家快啲入以下連結投票啦: 葉劉淑儀：「（土

地）諮詢毋須是開放式，因政府最終要有立

場。」 

277 2018-05-02 

(03:45) 

癲狗日報 香港高爾夫大聯盟召集人劉家樂表示，有人把

高球運動妖魔化 

278 2018-05-02 

(03:47) 

基進報導 【工黨成員示威遇襲 團體續要求收回高球場】 

279 2018-05-02 

(03:47) 

基進報導 【溫故知新：淺淡新界祖堂地】 

280 2018-05-02 

(03:51) 

Smart ED 經濟一週 點解粉嶺高爾夫球場咁大都唔起樓？真係好難

明 

281 2018-05-02 

(03:55) 

搵錢呢啲嘢 【佛系橫行】既然咁水深火熱，又無單一方案

解決所有土地問題，咁頭痛，最近佛系橫行，

黃生不如抱住「佛系心態」去對待啦，緣分 

282 2018-05-02 

(03:59) 
Trailwatch 徑‧香港 

【土地大辯論?行山團】近日 #土地大辯論 正

式開展，其中有一個概念性選項就係「發展郊

野公園邊陲地帶」 

283 2018-05-02 

(04:02) 

香港本地農業發展關

注組 

【公私合營 true 咩？】政府不會告訴你專責小

組本研兄弟班 

284 2018-05-02 

(04:03) 

東北告急無你點得 ? 東北支援組成員表示，在面對高球場的討論，

我們認為政府必須中止四萬呎原址換地政策、

全面停止任何地段上的逼遷 

285 2018-05-02 

(04:17) 

添美新村繼續撐傘！ 【點樣保育南生圍？】 

286 2018-05-02 

(04:21) 

左右大局 【左右大局 LIVE】 傑斯、陳珏明本土研究社成

員拆解土地大辯論文件 

287 2018-05-02 

(04:22) 

山口在野 連郊野公園都無埋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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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2018-05-02 

(04:33)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 土地大辯論昨日（26 日）起開展，公眾可就 18

土地供應選項表達意見。 

289 2018-05-02 

(04:33)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 土地大辯論今展開，團體促先發展閒置土地土

地供應專責小組今日(26 日)起展開為期 5 個月

公眾諮詢 

290 2018-05-02 

(04:34) 

街坊工友服務處 # 土地正義 # 分配公義 # 濟弱扶傾 # 先棕後

綠 # 權貴打波笑呵呵 # 基層生活好坎坷 # 劏

房兒童冇屋住 # 

291 2018-05-02 

(04:44) 

馬鞍山社區前線 

Mosaic 

工黨成員被打，中國或成最大贏家。# 譴責暴

力 # 填海近了 

292 2018-05-02 

(04:49) 

明報文摘 【土地辯論】如果這個社會的共同願景就是讓

所有人自主安居 

293 2018-05-02 

(04:52) 

雲海 陳雲海 見到終於出官方嘅土地政策討論報告 

294 2018-05-02 

(04:54) 

朱凱廸荃葵青團隊 【單車友要留意 荃青街坊要關注】關於第 3 點

//問及為何屯門至荃灣單車徑沒有伸延至青衣，

以及青衣為何本身沒有單車徑 

295 2018-05-02 

(04:56) 

影子長策會 多少年後，香港可以無人住劏房？// 

296 2018-05-02 

(05:32) 

綠色生活館 

greenlivelihoodplace 

請大家也發表你的寶貴意見 保衛郊野公園 

297 2018-05-02 

(05:32) 

綠色生活館 

greenlivelihoodplace 

《在地說農》：從農業角度看「土地供應」 

298 2018-05-02 

(05:37) 

Kai Chi Leung 梁啟

智 

唔好俾政府呃呀！本土研究社// 

299 2018-05-02 

(05:37) 

Kai Chi Leung 梁啟

智 

只計住宅用地，去到 2026 年，原來只係短缺

108 公頃，條數少好多。 

300 2018-05-02 

(05:39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不患寡 患不均】政府不敢面對的房屋真相黃

遠輝牽頭嘅土地供應小組 

301 2018-05-02 

(05:39)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諮詢文件解毒：14 個你不可不知道的搵地謬誤

亂估算【龍門在哪？】 鬼影變幻估算，完全無

提供估算基礎 

302 2018-05-02 

(05:39)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土供組繼續吹】政府想以公私合營的模式發

展地產商嘅新界農地已經係公開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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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2018-05-02 

(05:39)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唔講房屋分配點解決問題？】 

304 2018-05-02 

(05:39)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愈描愈黑。// 

305 2018-05-02 

(05:39)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要爆喇】佢係我哋套丁報告靈魂人物 Brian

黃肇鴻 

306 2018-05-02 

(05:39)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香港土地問題，歸根究底係一個邏輯問題！ 

307 2018-05-02 

(05:39)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學生哥都睇得出!//有出席 

308 2018-05-02 

(05:40) 

社會民主連線 【良心起跑救救孩子 基層住屋就喺呢度 】 

309 2018-05-02 

(05:44) 

環保進城 - 雋成 民政懶理 葵涌公園空置 17 年 

310 2018-05-02 

(05:45) 

曾鈺成 Tsang Yok 

Sing, Jasper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發表諮詢文件，展開「土地

大辯論」。 

311 2018-05-02 

(05:47) 

撐香港 Support HK # 土地規劃 //公眾諮詢是陷阱，政府已有預設

立場，18 個選項大部份只是煙幕 

312 2018-05-02 

(05:50) 

麥德正 Mak Tak 今日工黨主席郭永健 Kwok Wing Kin 及副主席

麥德正 Mak Tak Ching，聯同其他團體到粉嶺

高球場示威！ 

313 2018-05-02 

(05:59) 

高明 # 笑到最後 ：「香港城」由高球會做起 - # 

314 2018-05-02 

(06:29) 

吳文遠 Avery Ng 回應香港高爾夫大聯盟說法社民連、關注基層

住屋聯席、土地正義聯盟、東北關注組以及大

專政關召開記者會 

315 2018-05-02 

(06:33) 

Wai Yeung 世紀樓泡爆破記 6 

316 2018-05-02 

(06:38) 

地產站 Property 

Station 

高爾夫大聯盟：可先拓棕地農地 提升供應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317 2018-05-02 

(06:42) 

Watershed Hong 

Kong 

心痛...... 大家去郊野公園都要記得 

318 2018-05-02 

(06:44) 

佔領中環 有地梗係留番比啲權貴打波啦! 唔通畀你班賤民

起屋咩？ 

319 2018-05-02 

(06:47) 

譚文豪 Jeremy Tam 有錢人嘅暴力 

320 2018-05-02 

(06:47) 

譚文豪 Jeremy Tam 【地主會】 # 花衫夢特嬌破格演出 

321 2018-05-02 

(06:47) 

剷爆左膠 又有葉寶林啲啲左膠扮 

322 2018-05-02 

(06:48) 

工黨 LabourParty 

HK 

/日前有工黨成員遭疑似高球場職員暴力對待 

323 2018-05-02 

(06:49) 

工黨 LabourParty 

HK 

工黨五一勞動節宣言 生活自主 拒絕支配 

324 2018-05-02 

(07:01) 

我真心撐警察極醜惡

專頁 

工黨示威遭叉頸撻落地！ 阿叔涉傷人被捕 

325 2018-05-02 

(07:01) 

香港規劃情報 香港重視私有產權、而政府認受性低。 

326 2018-05-02 

(07:01) 

Camille Lam 林芷筠 社會不少聲音提出，即使是荒廢而生態價值極

低的農地 

327 2018-05-02 

(07:04) 

工聯會 【打工仔為爭取一個公義社會而努力】 

328 2018-05-02 

(07:10) 

黎恩灝 Eric Lai 【五一遊行：生活自主，拒絕支配──拒絕偏幫

富人的土地規劃！】 

329 2018-05-02 

(07:13) 

Metro Daily Hong 

Kong《都市日報》 

【用組合屋解決問題？】 

330 2018-05-02 

(07:16) 

非常香港 Very Hong 

Kong 

//政府經常提到要「拆牆鬆綁」 

331 2018-05-02 

(07:16) 

非常香港 Very Hong 

Kong 

香港地小人多呢句說話，大家由細聽到大，實

情卻係，香港原來大把地！ 

332 2018-05-02 

(11:34)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何濼生﹕「發展商向規劃署申請改變土地用

途，要發展其擁有… 

333 2018-05-02 

(11:35) 

時聞香港 管浩鳴倡重建舊校舍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334 2018-05-02 

(11:36)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大家又點睇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舉出十八個選項 

335 2018-05-02 

(11:55) 

講事沙龍 【朱凱廸屈土地選項是陷阱 要求發展軍營用

地】今早朱凱廸出席電台節目 

336 2018-05-02 

(12:01) 

Tanya CHAN 陳淑

莊 

學馬時亨咁講，其實香港仲點會有土地問題。 

337 2018-05-02 

(12:22) 

Yip Chung Sing 【民間土地公】第一波：5 分鐘破解地少人多大

迷信！? 

338 2018-05-02 

(12:23) 

LinePost 線報 【新聞】本土研究社稱公私營合作發展農地令

人質疑「官商勾結」 

339 2018-05-02 

(12:51) 

Now News - 新聞 # 團結香港基金 調查指，七成七受訪者認為香

港居住環境擠迫 

340 2018-05-02 

(13:04) 

時聞香港 團結香港基金倡填海拓新市鎮 

341 2018-05-02 

(13:05) 

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 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成員偉林 回應土地供應公

眾諮詢，提出發展粉嶺高爾夫球場眾多選項中

的最好選擇 

342 2018-05-02 

(13:05) 

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建議政府增建過渡性房屋 

343 2018-05-02 

(13:09) 

有線新聞 i-Cable 

News 

【團結香港基金民調: 四成半人贊成維港以外填

海 興建新市鎮】 

344 2018-05-02 

(13:11) 

am730 【應盡快釋放地產商手上的土地】  

345 2018-05-02 

(13:19) 

Vanessa Viewhk 政府就開發郊野公園作發展用途，去年 5 月邀

請房協，以兩幅郊野公園邊陲土地作研究試

點。 

346 2018-05-02 

(13:19) 

香港山旮旯及野地生

態摘記 Hong Kong 

Sankala & Her 

Wildlife 

// 漁護署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今日（24

日）召開會議，獲納入研究範圍的郊野公園用

地的範圍首次曝光。 

347 2018-05-02 

(13:29) 

經濟 3.0 舊文重溫，準備明天開始土地小辯論//用經濟學

做間尺 

348 2018-05-02 

(13:38) 

WWF Hong Kong 填海造地，犧牲的是甚麼？ 

349 2018-05-02 

(13:38) 

Edward Yiu 撐 保衛郊野公園 | 綠色和平 政府正諮詢公眾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350 2018-05-02 

(14:16) 

香港公共屋邨圖片集 

Hong Kong Estate 

Gallery 

【廠鄰】火炭工業區現正有三個公營房屋項目

正在興建中 

351 2018-05-02 

(14:26) 

謝偉銓 Tony Tse 

Wai Chuen 

【增闢土地 多管齊下】 

352 2018-05-02 

(14:26) 

謝偉銓 Tony Tse 

Wai Chuen 

【快靚正資助房 五年增兩萬單位】 

353 2018-05-02 

(14:46) 

明報即時新聞 身兼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黃元山稱， 

354 2018-05-02 

(14:47) 

SC Storage 【官商合作發展房屋?】8 成受訪者認同香港有

迫切需要發展更多土地興建房屋 

355 2018-05-02 

(15:16) 

長春社 # 請派嬲 #南生圍唔可以起樓 

356 2018-05-02 

(15:16) 

長春社 政府推出的土地大辯論中，有意就發展郊野公

園邊陲收集公眾意見。 

357 2018-05-02 

(15:44) 

Jessica Ng 今次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公開土地供應大諮詢

被罵為公私合營 

358 2018-05-02 

(15:45) 

852 郵報 個專責小組真係中立？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48911 

359 2018-05-02 

(16:07) 

PassionTimes 熱血

時報 

【指粉嶺高球場可起 12 條水泉澳  綠色和平遭

市民洗版：寧願揀球場】 

360 2018-05-02 

(16:15) 

King Lee 【賣地養基建】政府會將賣地收入撥入「基本

工程儲備基金」 

361 2018-05-02 

(16:17) 

HKG 報 HKGpao 【施永青 blog】地產商手上大約有 1 千公頃土

地。 

362 2018-05-02 

(17:17)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政府推動的「土地大辯論」現正展開， 

363 2018-05-02 

(17:28) 

Benson Tsang 【土地大便論】關於現在香港搞緊嘅土地大便

論 

364 2018-05-02 

(17:35) 

852 郵報 最後啲屋係咩人住？大家都明白…… 

365 2018-05-02 

(17:38) 

Lee Wai Fung 係咪會交曬所有聖公會物業(豪宅+教堂)出黎建

公屋? 

366 2018-05-02 

(17:39) 

運動公社 體育運動係咪大曬呢？ 

367 2018-05-02 

(17:52) 

香港規劃情報 但發展商唔想發展，因為土地價值低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368 2018-05-02 

(17:59) 

Backchat on RTHK 

Radio3 

Public Consultation on Land for Housing 

369 2018-05-02 

(18:32)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土地大辯論】政府責成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經過多年研究 

370 2018-05-02 

(18:34) 

Aimi Chin WTF 管浩鳴：收回高球場恐成國際笑話 

371 2018-05-02 

(18:38) 

Franki Lo 填邊到先? 

372 2018-05-02 

(18:46) 

香港文匯報 【調查：八成港人感居住擠逼 四成撐填海造

地】 

373 2018-05-02 

(18:56)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成員、公屋聯會總幹事招

國偉估計 

374 2018-05-02 

(18:56)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公屋聯會指出土地供應方案選項應是優次的考

慮 

375 2018-05-02 

(18:56)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公屋聯會【公屋有理講】180427 EP49 “公屋

聯?睇樓團” 

376 2018-05-02 

(19:04) 

東區居民同樂社 噚日見到曾蔭權單官司，今日就見到何土豪單

新聞 【獨家】家族擁粉嶺高球場旁 12 萬呎地 

何君堯承認有份  

377 2018-05-02 

(19:18) 

有線財經資訊台：樓

盤傳真 

【節目預告】第一節：為了有樓住 

378 2018-05-02 

(19:32)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房屋短缺，好多劏房戶捱貴租，上樓無期。 

379 2018-05-02 

(19:36)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大家又點睇？【急民所急】 

380 2018-05-02 

(19:45) 

852 郵報 【其實已經變咗笑話好耐...】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48942 

381 2018-05-02 

(20:43) 

撐香港 Support HK # 土地規劃 聯署由 Greenpeace 綠色和平 

382 2018-05-02 

(21:05) 

Sampson Wong 《明報》連續幾日刊出的評論文章均指出「土

地大辯論」的無用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383 2018-05-02 

(21:17) 

郭永健 Kwok Wing 

Kin 

今日再次去粉嶺高爾夫球場，與一眾基層團體

向球場中慈善賽跑的跑手呼籲，救救孩子，支

持收回粉嶺高球場與建公屋居屋！ 

384 2018-05-02 

(21:17) 

郭永健 Kwok Wing 

Kin 

高爾夫年輕球手可以追夢，基層兒童又哪裏有

夢可追？ 

385 2018-05-02 

(21:17) 

郭永健 Kwok Wing 

Kin 

【高爾夫球愛好者支持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 

386 2018-05-02 

(21:17) 

郭永健 Kwok Wing 

Kin 

【香港的國際聲譽係高球場定劏房?】 

387 2018-05-02 

(21:22) 

LinePost 線報 【博客】林超英《解決土地短缺問題，以城市

規劃帶動收回囤積農地》 

388 2018-05-02 

(21:28) 

九龍東聯校政改關注

組 

土地問題 ? 必讀！3 分鐘揭穿土地大辯論 5 大

荒謬 【 # 本周焦點 －揭穿政府趁火打劫真

相 ? 】 

389 2018-05-02 

(21:41) 

John Chan 全賴黃屍、環保糞子傾力阻止政府使用“置閑郊

野土地” 

390 2018-05-02 

(22:26) 

小麗民主教室 今天我們來到美孚，呼籲市民簽名支持回收粉

嶺高爾夫球場 

391 2018-05-02 

(22:45) 

HKG 報 HKGpao 【香港缺地】維港以外恢復大型填海，你贊成

嗎？ 

392 2018-05-02 

(23:11) 

明報即時新聞 大家想唔想像得到，管浩鳴個重建學校上面再

起居屋大計 

393 2018-05-02 

(23:31) 

正思香港 //「公私營合作」發展土地，是一個大家都不想

做，但卻不得不做的方法。 

394 2018-05-03 

(00:15) 

Shuo Online 說在線 【本網訊】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早前展開「土地

大辯論」公眾諮詢 

395 2018-05-03 

(00:37) 

信報財經月刊 【土地大辯論】郊野公園之父：上樓難不是郊

野公園的錯！ 

396 2018-05-03 

(00:45) 

公屋被迫遷戶關注組 土地從來都係分配不均問題 

397 2018-05-03 

(00:49) 

陳國偉 解決土地及居住問題重在落實 

398 2018-05-03 

(01:02) 

生活 立場 解決土地短缺問題：以城市規劃帶動收回囤積

農地 

399 2018-05-03 

(01:08) 

香港郊野公園是我的

呼吸空間 

在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土地大辯論」時，房

協正式聘了顧問研究兩幅郊野公園土地用來建

屋的可行性。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400 2018-05-03 

(02:08) 

升旗易得道 黑社會俱樂部  有片！ 

401 2018-05-03 

(03:09) 

Kristine Pang 不敢說是 # 土地大辯論 只是聖公會平信徒做

的 # 

402 2018-05-03 

(08:38) 

Q 房網香港 

Qfang.com 

【大行觀點】創造容量穩供應 

403 2018-05-03 

(09:07) 

Tsang Yok Sing 有批評者認為土地大辯論是轉移視線 

404 2018-05-03 

(09:12) 

金水 不如由聖公會學校帶頭丫# 喺學校上蓋建屋先

係笑話 

405 2018-05-03 

(09:37) 

沉默之聲 【土地大辯論】朱凱廸建議增軍營用地作選項 

406 2018-05-03 

(09:47) 

香港獨立媒體網 // 政府要移山填海、開發土地時… 

407 2018-05-03 

(09:54) 

社區公民約章。港島

東 

//土地大辯論開始，由政府以千元批出，得 2 千

幾名會員打波嘅粉嶺高球場，合約仲有 2 年就

結束。 

408 2018-05-03 

(10:05) 

橫洲綠化帶發展關注

組 

# 土地大辯論隔靴搔癢沒有民主規劃制度，更

多的供應，都只會重覆橫洲事件 

409 2018-05-03 

(10:34) 

李臻 Oscar Lee 「一名身穿香港職業高爾夫球協會上衣的男人

對工黨的成員叉頸幾秒後 

410 2018-05-03 

(10:34) 

時聞香港 77%港人感「住得逼」 

411 2018-05-03 

(11:13) 

離島友 政府未來的發展方略，計畫將東大嶼發展香港

第三個 

412 2018-05-03 

(11:19)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 

Concerning 

Grassroots' Housing 

Rights Alliance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成員何智聰指，權貴有不同

康樂活動地點選擇，例如滘西洲高球場 

413 2018-05-03 

(11:19)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 

Concerning 

Grassroots' Housing 

Rights Alliance 

【粉嶺高爾夫球場慈善跑 門外行動】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414 2018-05-03 

(11:19)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 

Concerning 

Grassroots' Housing 

Rights Alliance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成員葉寶琳，昨天獲邀出席

《城市論壇》… 

415 2018-05-03 

(11:26) 

Benson Tsang 高爾夫球場又關你事？姓管的你都好忙下喎。 

416 2018-05-03 

(11:47) 

香港獨立媒體網 林鄭月娥為公私營合作辯護 

417 2018-05-03 

(11:53) 

譚凱邦 Roy Tam 前兩日去 # 城市論壇 ，聽黃遠輝講香港嘅土

地問題 

418 2018-05-03 

(12:22) 

LinePost 線報 【線報直播】麥美娟：希望透過大辯論讓社會

人 

419 2018-05-03 

(12:33) 

The Standard 英文

虎報 

Most people who support reclamation outside 

Victoria Harbou 

420 2018-05-03 

(12:50) 

東大嶼都會關注組 

ELM Concern Group 

【土地供應●論壇】小明之死（陳劍青） 

421 2018-05-03 

(12:57)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 土地問題 】 

422 2018-05-03 

(13:35) 

852 郵報 【自稱相當有膽】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48975 

423 2018-05-03 

(13:53) 

LinePost 線報 【新聞】尹兆堅：林鄭做了「逃避王」，一聽

到高球… 

424 2018-05-03 

(14:15) 

尹兆堅 Andrew Wan 【 # 土地大辯論 】尹兆堅：政府成日叫香港

人搬去大灣區住 

425 2018-05-03 

(14:23) 

LinePost 線報 【線報直播】尹兆堅：一講高球場… 

426 2018-05-03 

(15:15) 

HKG 報 HKGpao 【施永青 blog】其實，要利用地產商手上的

「靚地」 

427 2018-05-03 

(15:34) 

Aimi Chin 其實一般市民已有廣泛共識，香港房屋問題的

其中一個源頭為單程證。 

428 2018-05-03 

(15:34) 

Aimi Chin 土地大辯論是偽命題（時事評論員 黎則奮）  

429 2018-05-03 

(15:34) 

Aimi Chin 對於尹兆堅批評林鄭曾任發展局局長，有責任

覓地建屋 

430 2018-05-03 

(16:16)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 83%受訪者支援保育南生圍的自然景觀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431 2018-05-03 

(16:23) 

Andrew Chiu [[ # 發展局 局長到訪 # 東區區議會 與議員交

流 ]]# 

432 2018-05-03 

(16:34) 

時聞香港 麥美娟指出，特首一定要在土地問題上有一個

答案 

433 2018-05-03 

(16:44)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林鄭指《收回土地條例》有限制，可能引來法

律挑戰 

434 2018-05-03 

(16:53) 

LinePost 線報 【線報直播】公民黨再約陳茂波，瞭解推空置

稅進度 

435 2018-05-03 

(16:54) 

樂活鰂魚涌 # 海濱工廈最新發展換地換邊塊地比佢？好想

知 

436 2018-05-03 

(16:56) 

852 郵報 「一名身穿香港職業高爾夫球協會上衣的男人

對工黨的成員叉頸幾秒後 

437 2018-05-03 

(17:51) 

地產站 Property 

Station 

【各界獻計】填海屬於土地供應「大辯論」重

要選項 

438 2018-05-03 

(17:53) 

LinePost 線報 【今日講呢 D】林鄭在立法會回應土地大辯論 

439 2018-05-03 

(18:37) 

Ting Kong Ho Eddie 鰂魚涌海濱長廊建工廈最新消息 

440 2018-05-03 

(18:54) 

樂活鰂魚涌 # 林邊地發展港九新界咁多閒置校舍 

441 2018-05-03 

(19:20) 

橙新聞 Orange 

News 

希望空置稅有助舒緩香港房屋短缺嘅問題啦。 

442 2018-05-03 

(19:24)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如果要為目前的「土地大辯論」一個框架，我

認為大概是這樣 

443 2018-05-03 

(19:28) 

吳偉文 【收回高球場不是仇富，是彰顯土地正義】 

444 2018-05-03 

(19:45) 

HKG 報 HKGpao 【脫苦海 blog】上周日《城市論壇》以土地大

辯論為題 

445 2018-05-03 

(20:17) 

China Daily Hong 

Kong 

Reclaiming land from the sea in order to 

alleviate Hong Kong’s crowded living space 

446 2018-05-03 

(20:17) 

HKG 報 HKGpao 獅子山學會主席蘇兆明認為，香港不是缺乏土

地 

447 2018-05-03 

(20:17) 

尹兆堅 Andrew Wan 民主黨尹兆堅表示，現時公屋輪候有 28 萬戶 

448 2018-05-03 

(20:25) 

LinePost 線報 【編輯評論】土地諮詢算諮詢嗎？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449 2018-05-03 

(20:28) 

Roy Tam //說到底，香港不只需要一場土地大辯論 

450 2018-05-03 

(20:28) 

Roy Tam 團結香港基金出左題民調問題「將環境影響減

至最低的前提下填海 

451 2018-05-03 

(21:12) 

Yusang Wong 《本人贊同香港政府填海建新市鎮》 

452 2018-05-03 

(21:41) 

Samuel Hung Ka Yiu 尋日聽完果個乜鬼團結香港基金有關填海既 

453 2018-05-03 

(22:17) 

正思香港 //香港面積很小，地狹人多，常有燥動爭拗。是

好是壞，冷暖自知 

454 2018-05-03 

(22:36) 

思考香港 【大辯論】咁多個選擇，你一言我一語就會有

定案？ 

455 2018-05-03 

(22:36) 

思考香港 如何覓地值得大家思考。 

456 2018-05-03 

(22:36) 

思考香港 團結香港基金見傳媒，分享覓地建議。 

457 2018-05-03 

(22:36) 

思考香港 【填海造地】由覓地、進行環評 

458 2018-05-03 

(22:36) 

思考香港 【民調：住得迫，困擾８成港人！】我們委託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459 2018-05-03 

(22:49) 

Yuen Yan 林鄭借舊灣仔警署誤導公眾，根本沒有涉及收

回土地 

460 2018-05-03 

(22:55) 

Solution On Wheels 

言論自由行 

【土地收回條例＝潘朵拉的盒子？】 

461 2018-05-03 

(23:19) 

香港電台視像新聞 

RTHK VNEWS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明，會跟進研究開徵一手

樓空置稅 

462 2018-05-03 

(23:57) 

Brandon Yau 當年收地起公屋時，升鬥市民的「私有產權」

彷如無物 

463 2018-05-04 

(01:46) 

明報即時新聞 明報頭條搶先睇【第 19 選項】特首林鄭月娥昨

天出席立 

464 2018-05-04 

(03:17)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賓架黃」搞土地供應有排捱（金箴│金針

集）】 

465 2018-05-04 

(03:17)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單程證何妨打七折（高天佑｜新聞點評）】 

466 2018-05-04 

(03:39) 

Farm News 農場新

聞 

不是土地儲備 《在地說農》：從農業角度看

「土地供應」方案 |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467 2018-05-04 

(04:48) 

香港經濟日報 

hket.com 

【 # HKET18 覓地選項解碼 】土地供應「大辯

論」甫開始 

468 2018-05-04 

(05:32) 

林超英 Lam Chiu 

Ying 

有數據、有事實，才會對房屋和土地有真正的

認識。 

469 2018-05-04 

(05:32) 

林超英 Lam Chiu 

Ying 

大家必須聽本土研究社成員說明，土地供應專

責小組（和政府） 

470 2018-05-04 

(05:47) 

社會民主連線 【人權必先保護殘疾弱勢 高球場興建殘疾院

舍】 

471 2018-05-04 

(06:33) 

Eddy Ng 憑意志和智慧解決房屋問題一直以來，久不久

就會出現房屋問題 

472 2018-05-04 

(06:50) 

Tong Chung 土地問題...迫過旺角... 

473 2018-05-04 

(07:28) 

外匯達人 【港不缺地缺願景 新界利益難撼動（習廣思｜

信筆攻略）】 

474 2018-05-04 

(07:48) 

RTHK 香港電台公共

事務組 

【 # 土地大辯論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出 18

個土地供應選項諮詢公眾 

475 2018-05-04 

(08:22)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要對症下藥，政府一方面要重新檢討公共房屋

資源的分配政策 

476 2018-05-04 

(08:35) 

不合作運動之少交十

元稅 

我們只是想揭穿「土地大便論」的虛偽 | 陳文

威 

477 2018-05-04 

(08:43) 

明報文摘 【土地辯論】認真思考城市未來時，我們有必

要問： 

478 2018-05-04 

(08:43) 

明報文摘 【土地辯論】恐怕即使官商最終得償所願開發

郊野公園後 

479 2018-05-04 

(08:49)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2018 年 4 月 29 日 家訪及會面】  「三個人

瞓一張床…」、「工作、食飯、睇報紙都係喺

呢度…」   幾十呎嘅窄小居住空間，係 21 萬

人嘅窩居。增闢土地，刻不容緩。  #土地供應

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家

訪 #鳴謝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安排 

480 2018-05-04 

(08:52) 

香港中文大學《大學

線》U-Beat 

Magazine, CUHK 

【青年蝸居 買共居還是買床位？】 

481 2018-05-04 

(08:52) 

香港中文大學《大學

線》U-Beat 

Magazine, CUHK 

【採訪手記】說書人記者｜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482 2018-05-04 

(09:24) 

雅虎香港新聞 【 因土地問題受逼害 】 

483 2018-05-04 

(09:34) 

SiuFong Li 林鄭月娥指隨意運用土地收回條例或致土地無

法有效釋放 

484 2018-05-04 

(09:45)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s land shortage over the next 30 

years will be even worse than previously 

thought 

485 2018-05-04 

(10:12)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土地大辯論】香港土地短缺，規劃署在《香

港 2030+》估計 

486 2018-05-04 

(10:27) 

謎米香港 

memehk.com 

【青年房屋問題的解決之道│阮穎嫻│謎米博

客】 

487 2018-05-04 

(11:27) 

Albert Lai 【採訪手記- 正常】想知道深水埗的劏房在哪，

抬頭數數一個單位 

488 2018-05-04 

(11:41) 

柯創盛議員 促請政府盡快解決房屋問題柯創盛議員在財政

預算案辯論發言時指出， 

489 2018-05-04 

(11:43) 

Roy Tam 講到尾，建制智庫推動填海，都係因為利益...... 

490 2018-05-04 

(11:52) 

時聞香港 禁問高球場 

491 2018-05-04 

(12:39)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奇怪的是，當年收地起公屋時，升鬥市民的

「私有產權」 

492 2018-05-04 

(13:26) 

Alvin Yeung 楊岳橋 【一手物業空置稅】減少囤積 穩定供應目前 

493 2018-05-04 

(15:01) 

HKG 報 HKGpao 【施永青 blog】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為引發市民

辯論 

494 2018-05-04 

(15:09) 

Tanazhi Hirozhi 重要問題講三次：點解唔引用法例直接收回土

地 

495 2018-05-04 

(15:17) 

The Standard 英文

虎報 

The Development Bureau yesterday said 

developing East Lantau 

496 2018-05-04 

(15:29) 

香港獨立媒體網 林鄭昨日在立法會上引述，四宗針對《灣仔分

區計劃大綱圖》既司法覆核 

497 2018-05-04 

(15:48) 

PassionTimes 熱血

時報 

【無言：答問會照出港共政府的不堪】 

498 2018-05-04 

(17:26) 

翁孟 獨售大肚工業土地 12000 坪【可分割】 

499 2018-05-04 

(17:47) 

Roy Tam 填海不是好選擇... 香港要走回頭路恢復填海？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500 2018-05-04 

(17:47) 

Roy Tam 我一早都話，香港土地問題，係人口政策問題 

501 2018-05-04 

(18:33) 

We 撐林鄭 尹兆堅在提問大會要求政府引用《土地收回條

例》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 

502 2018-05-04 

(18:39)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貴 細 擠】點解政府一句都唔講點樣改變制

度，做好個餅？ 

503 2018-05-04 

(18:53) 

Fung Tak Wah 快報名！  【埋嚟傾 埋嚟揀】土地供應商討會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504 2018-05-04 

(19:34) 

Hong Kong Register 土地供應大辯論是偽命題眾所周知， 

505 2018-05-04 

(19:34) 

Hong Kong Register 慷慨他人的假仁義教棍 【土地大辯論】 

506 2018-05-04 

(19:41) 

Carrie Lam 中環、西環、地產商行埋一齊 【收回土地條

例】回歸 20 年引例 169 次 

507 2018-05-04 

(19:52) 

Jack Lam 【發展棕地幫到你！】 

508 2018-05-04 

(19:59) 

852 郵報 港英政府可以，為甚麼林鄭不可以？ 

509 2018-05-04 

(20:27) 

正思香港 //林鄭態度堅決，不會引用收回土地條例，而是

沿用原本建議 

510 2018-05-04 

(21:17) 

Albert Lai 林鄭向權貴跪低, 無從抵賴 林鄭憂強行收地掀

司法覆核 

511 2018-05-04 

(21:24) 

正思香港 //雖然空置稅目前處於「只聞樓梯響」的階段，

一手單位空置情況若不改善 

512 2018-05-04 

(21:27) 

RTHK 香港電台公共

事務組 

【 # 土地大辯論 】特首林鄭月娥昨在特首答

問會提到 

513 2018-05-04 

(21:39) 

Q 房網香港 

Qfang.com 

【大行觀點】土地問題、人口問題、還是政策

問題 

514 2018-05-04 

(21:44) 

EJ Insight Given its long history and beautiful landscape, 

the Fanling 

515 2018-05-04 

(21:55) 

雷霆 881 在晴朗的

一天出發 

中央政府口口聲聲話自己咁愛香港，唔知佢又

可唔可以做返啲嘢 

516 2018-05-04 

(21:59) 

政策．正察 【填海造地 刻不容緩】政府推展中的俗稱

「5+1」填海方案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517 2018-05-04 

(21:59) 

政策．正察 【逾 6 成人撐發展沙田規模新市鎮！】//團結 

518 2018-05-04 

(21:59) 

政策．正察 【民意擺在眼前】//團結香港基金副總幹事黃元

山認為 

519 2018-05-04 

(21:59) 

政策．正察 【中大民調︰四成半人支持重啟填海】 

520 2018-05-04 

(21:59) 

政策．正察 【住屋擠迫 不應歸咎於人口政策】原文作者：

何喜華 

521 2018-05-04 

(21:59) 

政策．正察 【政府認低估缺地面積】//規劃署發言人表示

《香港 2030+》 

522 2018-05-04 

(22:22) 

LinePost 線報 【博客】宇澄《誰說大辯論無法凝聚共識？》 

523 2018-05-04 

(22:31) 

城寨 世態炎良話你知《土地收回條例》係咪咁難用 

524 2018-05-04 

(22:34) 

Camille Lam 林芷筠 上年九月頭土供組成立時原來我又寫了這篇，

根本一切已可預料。 

525 2018-05-04 

(22:42)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環保人士在堅持絕對環保的時候，可會想起劏

房戶一家大細蝸居的慘況？ 

526 2018-05-04 

(22:48) 

尹兆堅 Andrew Wan 【回應林鄭月娥三點有關房屋政策言論 

527 2018-05-04 

(22:52) 

LinePost 線報 【博客】渾水《高爾夫球場只係土地大辯論一

部分》 

528 2018-05-05 

(09:58) 

鄭泳舜 Vincent 

Cheng 

【 # 舜問特首 】-房屋篇下集三月首次特首質

詢 

529 2018-05-05 

(10:04) 

Danny Lam 【倡黃竹坑警校搬遷．釋放南區土地建屋 ? 】 

530 2018-05-05 

(10:04) 

香港獨立媒體網 錯誤前設的 # 土地大辯論 。// 如果這個社會

的共同願景 

531 2018-05-05 

(10:09) 

時聞香港 林鄭：土地選項 

532 2018-05-05 

(11:57) 

吳惠聲 連解放軍用地都想鬱, 不得不說他是『賣國賊』 

533 2018-05-05 

(12:36) 

Tanazhi Hirozhi SHOCKING  【 # 土地規劃 】 

534 2018-05-05 

(12:56) 

香港地 林超英：給 2036 年香港人的信 對不起！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535 2018-05-05 

(13:31) 

通說 【林鄭月娥：不能隨意引用條例收回土地】 

536 2018-05-05 

(14:18) 

RTHK 香港電台公共

事務組 

【 # 香港家書 】「香港發展新市鎮，靠移山

填海…」七、八十後的 

537 2018-05-05 

(17:49)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繼續吹】探完劏房戶做 show，又借老人家過

橋？ 

538 2018-05-05 

(19:41) 

八鄉朱凱廸 Chu Hoi 

Dick 

【土產經濟學家如是說】很喜歡羅家聰快人快

語的文章，佢講一句 

539 2018-05-05 

(21:58) 

Tin Leung Ji 林鄭：施政只有「公共利益」【香港商報網

訊】 

540 2018-05-05 

(22:47) 

香港置業 【置專樓評】全民論土地供應 

541 2018-05-05 

(23:02) 

活在觀塘 市建局專向基層和社區埋手，用土收強收民

產，如何政府有決心 

542 2018-05-05 

(23:02) 

活在觀塘 市建局重建起豪宅，就可收回土地，基層起屋

收回權貴囤地就驚 JR 

543 2018-05-06 

(07:33) 

徐子見 Andy Chui 政府無為！任由違規劏房湧現和任由發展商囤

積土地 

544 2018-05-06 

(07:38)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雷鼎鳴：「香港的情況怎樣？買一個小單位要

大半生的收入 

545 2018-05-06 

(08:26) 

撐香港 Support HK # 土地規劃 學校上蓋起居屋？//團結香港基金

顧問 

546 2018-05-06 

(08:26) 

撐香港 Support HK # 土地規劃 點止環保人士，小市民也知道郊野

公園的好處。 

547 2018-05-06 

(08:38) 

Franky Leung 再提內地設「香港城」 馬時亨：年輕人無法負

擔香港樓價 

548 2018-05-06 

(08:38)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蔡志忠︰「香港社會是哪裏的聲音大，哪裏就

優先得 

549 2018-05-06 

(10:32) 

香港獨立媒體網 # 地產霸權 真問題。〈土地大辯論之香港要點

先夠地？〉 

550 2018-05-06 

(10:37) 

時聞香港 學者抨土地大辯論 

551 2018-05-06 

(10:37) 

時聞香港 黃遠輝元朗諮詢 釋放棕地潛力大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552 2018-05-06 

(10:42) 

聖若翰堂關社組 我們的香港 

553 2018-05-06 

(11:08) 

時聞香港 團體請願要求開發棕地 

554 2018-05-06 

(13:02)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土地大辯論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洋洋近

80 頁的《增闢土地你我抉擇》文件，沉悶枯燥

是意料中事，但為害不大，其真正的問題在內

容虛無空泛。討論不着邊際。 

555 2018-05-06 

(13:16) 

眾新聞 //林鄭月娥上任後，成立了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下稱小組）4 月底小組公佈短中長期 18 個土

地供應選項，之後將進行 5 個月的公衆諮詢。 

556 2018-05-06 

(13:47) 

喜劇演員 何君堯繼早前被揭未有申報家族擁有粉嶺高爾

夫球場旁 12 萬呎地之後 

557 2018-05-06 

(14:09) 

地產小子 

Propertykids 

大家點睇管浩鳴「香港每年都會舉辦國際賽事 

558 2018-05-06 

(14:09) 

地產小子 

Propertykids 

拿出來也是好選擇，最好連同高球場一併發展  

559 2018-05-06 

(16:31)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唔講實數 即係造數 稱缺 1,200 公頃地 發展

局：實數唔重要 

560 2018-05-06 

(16:31)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土地公義小組】我城我地 我要有 say 鄧永成

教授 

561 2018-05-06 

(16:33) 

Tanazhi Hirozhi 香港土地問題之母， 地產商代言人林鄭月娥女

士 

562 2018-05-06 

(16:45) 

Han Hui Hui  Shouldn’t parliament be a place to implement 

housing policies that will benefit the people? 

563 2018-05-06 

(17:03) 

香港獨立媒體網 # 土地大辯論 要發展農地。咦，說好了的新農

業政策呢？〈民間願景大辯論〉 

564 2018-05-06 

(17:08) 

港文集 【立場新聞】本土研究社：【拒收農地 ● 濫用

私營】 

565 2018-05-06 

(17:13) 

01 新聞 【 # 01 港聞 】小編就唔答啲咁無聊嘅問題，

【土地大辯論】公私營合作最易成事？ 

566 2018-05-06 

(17:24)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正進行公眾諮詢。由立法會

前主席曾鈺成牽頭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567 2018-05-06 

(17:34) 

LinePost 線報 【新聞】香港願景倡各地產商協商集合新界土

地 

568 2018-05-06 

(17:34) 

明報即時新聞 昔日放下規劃署的鐵飯票，今天鄧永成在「土

地大辯論」 

569 2018-05-06 

(17:47) 

852 郵報 【完全冇利益衝突？】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49160 

570 2018-05-06 

(18:37) 

Now News - 新聞 智庫「 # 香港願景計劃 」建議，由私人主導

公私營合作 

571 2018-05-06 

(18:39) 

思考香港 【 # 土地大辯論 】學校自小灌輸給我們的一

個概念 

572 2018-05-06 

(19:15) 

橫洲綠化帶發展關注

組 

真係籠門任擺，飄移境界!政府「土地供應諮

詢」 

573 2018-05-06 

(19:15) 

橫洲綠化帶發展關注

組 

【我要真民主規劃，不要假土地辯論！撤回橫

洲滅村計劃】 

574 2018-05-06 

(19:15) 

橫洲綠化帶發展關注

組 

反對迫遷非原居民! 

575 2018-05-06 

(20:05) 

頭條日報 【土地問題】九龍寮屋劏房就只得 36 平方呎，

形容比監獄獨立囚室更細 

576 2018-05-06 

(20:09) 

譚文豪 Jeremy Tam 【土地大詭辯】 

577 2018-05-06 

(20:33) 

香港獨立媒體網 強制收回土地為公眾利益，只係適合於窮人。 

578 2018-05-06 

(20:37) 

Paul Zimmerman 司

馬文 

This is our land ... forum yesterday .. follow the 

views of 

579 2018-05-06 

(21:27) 

張小江 土瓜灣重建區住戶、商舖關注組│ 

580 2018-05-06 

(21:34) 

香港 01 【 # 01 周報 】係唔係因為林鄭好打得，所以

有「尚方寶劍」都唔用 

581 2018-05-06 

(21:35) 

香港電台視像新聞 

RTHK VNEWS 

關注寮屋劏房的團體「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聯

席」 

582 2018-05-06 

(21:36) 

Roy Tam 作為小組成員的曾鈺成去發表研究去支持公私

合營 

583 2018-05-06 

(21:49) 

Tak-yuen Wong 王

德源 

已去信城規會反對有關方案，捍衛公共空間。 

584 2018-05-06 

(21:55) 

大專政改關注組 今日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舉辦辦首場工作坊， 橫

洲綠化帶發展關注組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585 2018-05-06 

(22:17)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s space starved Hong Kong scours for land to 

build more homes 

586 2018-05-06 

(22:29) 

綠洲 Oasistrek protect our country parks 守護郊野公園 

587 2018-05-06 

(22:31) 

有線新聞 i-Cable 

News 

【土地大辯論 公私營合作覓地發展】 

588 2018-05-06 

(23:01) 

Greenpeace 綠色和

平 - 香港網站 

【 # 本周焦點 －炒樓至上，上車無望 】住宅

呎價繼續破紀錄 

589 2018-05-06 

(23:03) 

明報即時新聞 被問到公私營合作方案會否對私人地產商有

利，曾鈺成指出… 

590 2018-05-06 

(23:26) 

Edward Yiu 【土地供應商討會】民間 # 公眾參與咦~傾咩

咁開心呢?  

591 2018-05-06 

(23:35) 

Tanazhi Hirozhi 支援使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何君堯被揭偷

買粉嶺高爾夫球場旁 12 萬呎地 

592 2018-05-07 

(06:48) 

洪錦鉉 【成員觀點】洪錦鉉答中評：香港修建臨時房

屋是杯水車薪 功能介? 

593 2018-05-07 

(07:30) 

Maria Kwok 很中的一句說話 - 土地問題不在供應是在公

義。 

594 2018-05-07 

(08:43) 

01 新聞 【 # 01 港聞 】辦法總比困難多，視乎有冇心

解決吧？ 

595 2018-05-07 

(10:34)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當香港人因為土地問題處在水深火熱，部份政

客仍只顧一己私利 

596 2018-05-07 

(10:37) 

時聞香港 香港願景倡公私合作 釋放新界土地潛力 

597 2018-05-07 

(10:56) 

林昀嬋 首先很感謝大家的關注.只是 ?? 去私密別人留

言下麵的客人 

598 2018-05-07 

(12: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土地供求篇】  私樓買唔起、公屋有排等、

單位納米化，土地短缺問題已經唔單只係眼前

「貴、細、擠」嘅居住環境，城市人更有喘不

過氣來的壓迫感。  香港長遠仍缺至少 1,200

公頃土地，即係 60 多個維園。而家我哋仲追緊

落後，土地供應上無任何儲備。要住得鬆動

啲、供應快啲好困難。  快啲登入 

www.landforhongkong.hk 發表你對香港未來土

地供應嘅意見啦！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覓地 #揾地 #土地

問題 

599 2018-05-07 

(12:59) 

賢匡 陳 總結今朝大香港早晨，我對香港嘅建設性建議

真係太多了 

600 2018-05-07 

(13:05) 

時聞香港 豬欄改建 月租逾$3500 

601 2018-05-07 

(13:42) 

明報即時新聞 佢建議，先喺同區啲社區用地建屋，將啲公屋

居民搬過去後，再提高地積比嚟重建。 

602 2018-05-07 

(13:52) 

守護香港 杜絕港獨 公屋聯會 香港房屋土地政策回顧與前瞻 

603 2018-05-07 

(13:54) 

Aimi Chin 香港地少人多？村長話係香港地 小人多就真！ 

604 2018-05-07 

(14:34) 

Tanazhi Hirozhi 土地大辯論, 林鄭亂 up ! 土地收回條例收農地

起? 

605 2018-05-07 

(14:52)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城市規劃 】城規會的主席是由發展局的

常任秘書長所擔任的 

606 2018-05-07 

(16:45)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展開為期五個月諮詢，小組

今日推出新一段短片宣傳，另網站也上載黃遠

輝第一篇的「主席隨筆」 

607 2018-05-07 

(17: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土地攻略 ： 土地供應 新發展區/棕地篇】  

嚟緊幾個新發展區加埋建議中嘅新界北發展，

係我哋中長期土地供應嘅主要來源，當中包括

咗唔少棕地。但由於涉及收地、重置及賠償

等，落實及建設嘅過程需時。作為中長期土地

供應選項，你支唔支持？  快啲登入 

www.landforhongkong.hk 發表你對香港未來土

地供應嘅意見啦！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

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土地攻略 #新發

展區 #新界北發展 #棕地 #覓地 #揾地 #土地

問題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608 2018-05-07 

(17:59) 

HKG 報 HKGpao 【施永青 blog】現時，香港已被規劃作住宅用

途的土地 

609 2018-05-07 

(18: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土地攻略 ： 土地供應 公私營合作篇】  估

計私人發展商擁有超過 1,000 公頃嘅新界農

地，有部分做緊棕地。現時有法定方式收回私

人土地，個別私人發展商亦會自行申請改劃土

地用途、換地或補地價，去發展呢啲農地。可

唔可以多一個渠道去釋放呢啲土地嘅發展潛

力，例如設立一套公開、公平及透明嘅機制去

達致公私營合作？大家又有咩好提議去釋除市

民對公私營合作嘅疑慮？  快啲登入 

www.landforhongkong.hk 發表你對香港未來土

地供應嘅意見啦！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

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土地攻略 #公私

營合作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610 2018-05-07 

(18:08) 

香港社區監察聯盟 【收回土地條例】回歸 20 年引例 169 次 林鄭

掌發展局後暴跌 

611 2018-05-07 

(18:26) 

堅離地城：沈旭暉國

際生活台 Simon's 

Glocal World 

[ # GlocalDebate ] 終於有大辯論「香港土地問

題嚴峻」一句，是 90 後、00 後對社會的刻板

印象。 

612 2018-05-07 

(18:42) 

LinePost 線報 【新聞】黃遠輝：用公權收私地 或惹法律訴訟

近日有團體建議動用 

613 2018-05-07 

(18:47)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收回高球場土地建屋你點睇？】 

614 2018-05-07 

(1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土地攻略 ： 土地供應 康樂用地篇】  現時

有 66 幅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當中 27 幅由

私人體育會持有。有人認為部分用地有潛力作

房屋及其他用途。另外，由康文署管理而面積

較大嘅體育及康樂場地，又可唔可以更加地盡

其用，例如重置、整合或發展上蓋？究竟點樣

可以平衡康體發展同滿足土地需求？  快啲登

入 www.landforhongkong.hk 發表你對香港未

來土地供應嘅意見啦！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土地攻略 #康

樂用地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615 2018-05-07 

(19:19) 

Roy Tam 要用「原則」選土地 淨講選項好難揀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616 2018-05-07 

(19:47) 

正思香港 //發展商開發農地需要補地價，政府提供合理誘

因 

617 2018-05-07 

(21:15) 

LinePost 線報 【博客】曾鈺成《私人主導》如果政府把收回

的私人土地拿來拍賣 

618 2018-05-07 

(21:15) 

壹週刊 之前有地產商睇中南丫島南一帶嘅鄉村土地 

619 2018-05-07 

(22:17) 

尹兆堅 Andrew Wan 【回應梁福元有關收地賠償言論】元朗十八鄉

鄉事委員會主席梁福元 

620 2018-05-07 

(22:27)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土地大辯論已開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

遠輝在小組官方網頁發表文章 

621 2018-05-07 

(22:32)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可以肯定，對於本港的土地及房屋需求和供應

問題，以及其成因和解決辦法，有關問責官員

如不學無術的陳帆之流，一定不知所云 

622 2018-05-07 

(23:05) 

Greenpeace 綠色和

平 - 香港網站 

【 # 本周焦點 －有地起樓真係買得起咩 ? 】 

623 2018-05-07 

(23:12) 

將軍澳主場 政府推銷公私營合作(PPP)發展土地，放棄採用

官地收回條例的原因。 

624 2018-05-08 

(00:57) 

Tony Leung 郊園研闢地 起樓惠萬家團結香港基金昨發表研

究報告 

625 2018-05-08 

(00:57) 

寇連生 香港土地和房屋政策為何董建華時代開始至現

時的林鄭都沒能有效的解決？ 

626 2018-05-08 

(00:57) 

梁冬 香江不是冇地建屋 

627 2018-05-08 

(00:57) 

梁冬 收回粉嶺高球場建屋 

628 2018-05-08 

(02:27) 

明報即時新聞 真係好勉為其難，連後人啲丁權都可以唔要

呀！ 

629 2018-05-08 

(05:20) 

Kathy Lee 香港民生住的難題是地價貴，大把棕地仍不建

屋 

630 2018-05-08 

(06:39) 

明報文摘 【土地辯論】香港的土地、房屋問題從來不缺

討論 

631 2018-05-08 

(10:04) 

謝偉銓 Tony Tse 

Wai Chuen 

【城市論壇－土地供應大辯論】 

632 2018-05-08 

(10:04) 

謝偉銓 Tony Tse 

Wai Chuen 

昨日接受明報專訪，討論有關土地供應、樓價

等問題。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633 2018-05-08 

(12:49)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土地大辯論】香港願景計劃召集人、前立法

會主席曾鈺成… 

634 2018-05-08 

(12:49) 

Paul Zimmerman 司

馬文 

無論你支持此土地供應選項與否，政府都不應

將此選項排除於土地供應研究中。 

635 2018-05-08 

(12:57) 

01 新聞 【 # 01 港聞 】想當年皇后碼頭夠被評為一級

歷史建築，然後呢？ 

636 2018-05-08 

(12:58) 

Calvin Chan 林鄭去訓一晚啦 【土地大辯論】港人棲身寮屋

劏房 

637 2018-05-08 

(12:59) 

LinePost 線報 社聯：南昌街過渡性房屋項目是組合屋新嘗試

深水埗區議會 

638 2018-05-08 

(13:00) 

LinePost 線報 【新聞】尹兆堅:梁福元做了智者，一句 KO 林

鄭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639 2018-05-08 

(13:03) 

時聞香港 梁福元「開價」 

640 2018-05-08 

(13:03) 

時聞香港 黃遠輝：公權徵地宜小心行事 

641 2018-05-08 

(13:05) 

元朗友 新地元朗棕地 申建 4000 住宅 

642 2018-05-08 

(13:07) 

香港文化協進智庫 【智庫觀點】務實理性討論增加土地供應 

643 2018-05-08 

(13:10) 

HKG 報 HKGpao 近日收回高爾夫球的土地成為城中熱話 

644 2018-05-08 

(13:27) 

香港公共屋 圖片集 

Hong Kong Estate 

Gallery 

【限時海景】臨海而建的迎東邨，前方將會大

規模填海造地 

645 2018-05-08 

(13:34) 

Greenpeace 綠色和

平 - 香港網站 

【 # 持續關注 - 兩個局長去郊遊？】 

646 2018-05-08 

(13:40) 

01 新聞 【 # 01 港聞 】網民大戰鄉事派！ 

647 2018-05-08 

(13:56) 

香港反共勁力 HK 

Riots 

香港人問有冇意見？即是問有冇人反對。香港

人答冇意見，即是不反對。 

648 2018-05-08 

(14:00) 

明周文化 MP 

Weekly 

【 # 還要發展郊野公園嗎 ……】何謂 # 森林

的法則 

649 2018-05-08 

(14:17) 

社會民主連線 政府應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奪回發展商囤積之

土地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650 2018-05-08 

(14:40) 

01 新聞 【 # 01 港聞 】每個單位都有獨立洗手間同浴

室 

651 2018-05-08 

(14:47) 

香港規劃情報 毒果又係度誤導讀者，房委會興建公屋係只可

以靠賣居屋嘅財政盈餘 

652 2018-05-08 

(14:52) 

Solution On Wheels 

言論自由行 

【土地辯論「集氣」 徵集支持抗反對聲】 

653 2018-05-08 

(15:04) 

HKG 報 HKGpao 【施永青 blog】有關香港土地供應的大辯論已

經開始 

654 2018-05-08 

(15:18) 

LinePost 線報 【線報直播】尹兆堅：何君堯沒有申報唐樓單

位 

655 2018-05-08 

(15:31) 

良心抗稅運動 土地大辯論  《收回土地條例》-上不斬地主 

下只斬窮人的尚方寶劍 

656 2018-05-08 

(16:01) 

Now Finance - 財經 【now.com 財經】【now.com 地產】近期土地

不足 

657 2018-05-08 

(16:01)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香港願景 # 土地 】政府成立土地供應專

責小組 

658 2018-05-08 

(16:02)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土地大辯論 # 發展 】港人若不想住得這

麼貴、這麼細 

659 2018-05-08 

(16:53) 

陳文偉 地産商有咁好人？ 

660 2018-05-08 

(16:55) 

力報 有意見指，現時各區都有大廈有意重建，希望

政望盡量放寬重建門檻。 

661 2018-05-08 

(16:58) 

香港商報財經 發展局：統計處數字不用來計空置【熱點】香

港發展局發言人表 

662 2018-05-08 

(17:16) 

明報文摘 【土地辯論】土地的最佳用途，當然是市價決

定。 

663 2018-05-08 

(17:16) 

明報文摘 【土地辯論】政府如果想土地辯論有成果、形

成社會共識， 

664 2018-05-08 

(17:16) 

852 郵報 收「祖堂地」都可以傾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49285 

665 2018-05-08 

(17:26) 

我想買樓 香港是全球樓價最難負擔的城市，港人要買樓 

666 2018-05-08 

(17:28)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擺明廢政府武功】曾主席，你又想吹黑哨？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667 2018-05-08 

(17:28) 

HKCSS 香港社會服

務聯會 

社聯初步構思興建三棟三層高的「組合社會房

屋」，提供約九十個單位 

668 2018-05-08 

(17:30) 

將軍澳友 Captain O 【其實將軍澳嘅土地都係引用土地收回條例得

來】 

669 2018-05-08 

(17:35) 

David Yau 看世界 Greenpeace 做左咁多無聊野，終於做返件有

意義既 

670 2018-05-08 

(17:54) 

小麗民主教室 今朝到黃埔橋同市民打招呼，繼續進擊土地大

辯論。 

671 2018-05-08 

(18:10) 

香港輕新聞 

LiteNews.hk 

深水埗區議會今日討論在南昌街一舊樓重建地

盤興建組合屋作過渡性房屋 

672 2018-05-08 

(18:19) 

01 社區 【曾經「阻住地球轉」的菜園村 村民：居住是

一種尊嚴】 

673 2018-05-08 

(18:20) 

時聞香港 先棕地後綠地的發展次序對嗎？ 

674 2018-05-08 

(18:45) 

鴨脷洲變形記 今日重要文章。# 批判地理學會 # 土地公義 # 

土地公幾時都咁緊要 

675 2018-05-08 

(18:46) 

BennyLeung.com 《梁業豪投資網誌》業主不願將收租物業沽售

港府製訂房屋策略時 

676 2018-05-08 

(18:54) 

姚松炎 Edward Yiu 假借土地供應不足之名，實為各持份者瓜分利

益之機 

677 2018-05-08 

(18:54) 

姚松炎 Edward Yiu # 供應增加可否壓抑價格 ? 

678 2018-05-08 

(18:54) 

姚松炎 Edward Yiu 棕地可致三贏，是最理想的選項，政府亦已把

540 公頃棕地納入新發展區 

679 2018-05-08 

(19:05) 

香港風味 其實休憩地可以向高發展囉咁多天台空間應該

開放嚟比市民用囉 

680 2018-05-08 

(19:05) 

香港風味 其實收咗又點最終咪又係高價賣比地產商然後

起豪宅幾萬蚊呎賣比市民 

681 2018-05-08 

(19:07) 

正思香港 //市區重建，是現時增加住宅供應、紓緩樓價上

升壓力的重要途徑， 

682 2018-05-08 

(19:19) 

政策．正察 【房屋三大困局，引至生活困局？】 

683 2018-05-08 

(19:19) 

政策．正察 【想成家立室，首先你要…】要有另一半嘛！

但係之後你發現， 

684 2018-05-08 

(19:38) 

Business Insider The homes cost just $15,000 each. Hong Kong 

is so expensive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685 2018-05-08 

(19:53) 

WWF Hong Kong Land use prioritiesWWF-Hong Kong attended 

a community discussion 

686 2018-05-08 

(19:54) 

WWF Hong Kong 【關於土地發展，有咩原則？】WWF 星期六出

席「民間土地資源小組」 

687 2018-05-08 

(19:54)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不問土地分配，盲目覓地造地，如此本末倒置

地看待香港房屋問題 

688 2018-05-08 

(20:06) 

Aimi Chin 【社民連：收回高球場 大量建公屋 反對不義

預算案】 

689 2018-05-08 

(20:13) 

陳國偉 民生工作之【重建公屋一舉數得，政府宜考

慮】 

690 2018-05-08 

(20:24) 

黃浩銘 Raphael 

Wong 

《收回土地條例》是香港市民的重要尚方寶

劍，收回私有土地，興建公營房屋。 

691 2018-05-08 

(20:24) 

黃浩銘 Raphael 

Wong 

村長中午到元朗乘土地小組主席黃遠輝出席新

界西區議會工工作坊， 

692 2018-05-08 

(20:48) 

Alan W K Wong 【土地供應商討會】民間 # 公眾參與第一次民

間商討會終於完成 

693 2018-05-08 

(21:34) 

新界社團聯會(新社

聯) New Territories 

Association of 

Societies (NTAS) 

上星期我於財案辯論發言，要求政府全面檢討

現有土地政策 

694 2018-05-08 

(21:44) 

天行足跡 18 個選項中，為何土地小組只揀這項來贊助 FB

推 post 宣傳？ 

695 2018-05-08 

(21:56) 

香港 Support HK # 土地規劃 //本土研究社成員黃肇鴻說，現時

全港共有 1300 公頃棕地，政府只就其中的 540

公頃棕地提出發展建議 

696 2018-05-08 

(21:56) 

撐香港 Support HK # 土地規劃 真係可以劃一呎價？//元朗十八鄉

鄉事委員會主席梁福元 

697 2018-05-08 

(21:56) 

撐香港 Support HK # 土地規劃 //「我一向都說整個大辯論是廢的 

698 2018-05-08 

(22:23)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過渡性組合屋】 # 深水埗 區議會討論 # 社

聯 

699 2018-05-08 

(22:31)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停一停，諗一諗，如果郊野公園都起埋樓 

700 2018-05-08 

(22:32) 

香港獨立媒體網 社聯提出在石硤尾南昌街興建「組合社會房屋

計劃」，提供 90 個單位。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701 2018-05-08 

(22:35) 

Greenpeace 綠色和

平 - 香港網站 

【 # 本周焦點 －有地都起納米樓】樓價癲升 

702 2018-05-08 

(22:41) 

ON 菇男 《三個小菇的故事》香港有土地問題，想住得

好都要諗諗計 

703 2018-05-08 

(22:44) 

中原金融集團 

Centaline Financial 

Group 

C 觀點: 施永青 ? 土地大辯論該從何開始? 

704 2018-05-08 

(23:04) 

李梓敬 Dominic Lee 市民對於政治紛爭已經非常厭倦！大家應該快

多啲精力解決香港民生問題！ 

705 2018-05-08 

(23:17) 

鄭泳舜 Vincent 

Cheng 

【 # 舜在區會 】房屋問題持續未解決， 

706 2018-05-08 

(23:32) 

左右大局 《風波裏的茶杯》LIVE 今節搵來土地研究社成

員 

707 2018-05-08 

(23:40) 

思考香港 【 # 土地大辯論 】 # 寒柏 ：土地研究及討

論之目的就是營造共識， 

708 2018-05-08 

(23:40) 

思考香港 【基建=大白象?】講起基建，你會唔會淨係諗

起大白象？ 

709 2018-05-08 

(23:50) 

尹兆堅 Andrew Wan 【避談高球場 卻鼓吹公私營合作】 

710 2018-05-09 

(00:15) 

譚凱邦 Roy Tam 看看啟德發展區，就知道政府如何將土地浪費 

711 2018-05-09 

(00:16) 

政府新聞網 【濃縮看土地】香港嘅地同樓，有幾多？仲差

幾多？ 

712 2018-05-09 

(00:43) 

非常香港 Very Hong 

Kong 

港九新界都有唔少大大小小嘅土地/物業因為種

種原因，被荒廢被閒置被遺忘。 

713 2018-05-09 

(01:27) 

香港焦點 韓成科：今日收高球場明日收軍營農地 凝聚共

識還是挑動對立？ 

714 2018-05-09 

(01:31) 

HKG 報 HKGpao 為解決住屋問題，政府研徵空置稅，大家會同

意嗎？?  

715 2018-05-09 

(01:32) 

Lance Yan 一早有版睇，啟得塊地己見搵咗香港人笨柒 

716 2018-05-09 

(01:36)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雷鼎鳴：「棕地與農地是否都應發展？我認為

棕地使用效率偏低 

717 2018-05-09 

(01:38) 

時聞香港 【網民辯論】香港急切土地需求辯論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718 2018-05-09 

(01:44) 

愛港愛國 陸宏廣倡建百層高摩天住宅 - 東方日報 【記者

甘銘添報道】 

719 2018-05-09 

(01:48) 

Greenpeace 綠色和

平 - 香港網站 

【 # 本周焦點 － 香港人都未必知嘅秘密】 

720 2018-05-09 

(02:00) 

雅虎香港新聞 【土地問題】林鄭月娥昨日在出席環境卓越大

獎頒獎禮致辭時說，本港土地供應短缺問題逼

在眉睫 

721 2018-05-09 

(02:00) 

民協 ADPL 「社聯計劃於深水埗南昌街興建 3 棟 3 層高組

合屋， 

722 2018-05-09 

(02:06)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早】 

723 2018-05-09 

(02:06)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公屋聯會與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會晤 

724 2018-05-09 

(02:06)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公屋聯會 為民發聲爭樓權 公屋聯會 為民發聲

爭樓權 

725 2018-05-09 

(02:34) 

塗謹申 James To 劉進圖：覓地建豪宅 與公眾何干？土地大辯論

開始了 

726 2018-05-09 

(02:56) 

土地正義聯盟 NLCDP 聯席今日發佈寮屋調查報告 

727 2018-05-09 

(02:56) 

土地正義聯盟 《在地說農》：從農業角度看「土地供應」方

案土地供應專責 

728 2018-05-09 

(02:57) 

曾鈺成 Tsang Yok 

Sing, Jasper 

發展新界農地的一個辦法是由政府收回私人擁

有的土地 

729 2018-05-09 

(03:22) 

麥美娟 就解決香港土地荒問題，我認為更加迫切要處

理中部水域人工島計劃 

730 2018-05-09 

(03:22) 

麥美娟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展開為期五個月「大辯論」

公眾諮詢 

731 2018-05-09 

(03:28) 

周庭 Agnes Chow 

Ting 

「土地大辯論」嘅諮詢文件入面 

732 2018-05-09 

(03:30) 

假才子 地產商就土地權益告政府：驚到震，一定要避

免民主派就一地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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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2018-05-09 

(03:30) 

假才子 蟻民出聲：阻住地球轉鄉事出聲：洗耳恭聽 

【土地大辯論】 

734 2018-05-09 

(03:34) 

Mark mak 這幾年，腳下的這片土地從來沒有平靜過，整

條村沒有間斷的有新丁屋落成 

735 2018-05-09 

(03:53) 

思考香港 【民調：近半市民支持！維港以外填海興建新

市鎮】 

736 2018-05-09 

(03:53) 

思考香港 【 # 土地大辯論 】呢樣唔得， 樣唔畀，可以

點？ 

737 2018-05-09 

(04:22) 

民建聯葵青支部 

DAB Kwai Tsing 

Branch 

【土地供求篇】私樓買唔起、公屋有排等、單

位納米化 

738 2018-05-09 

(05:21) 

良心抗稅運動 【連起乜都唔知 盲目搵地先係本末倒置】 

739 2018-05-09 

(05:23) 

黃浩銘 Raphael 

Wong 

村長今午在中環戲院裡擺設街站，呼籲市民關

注「土地大辯論」 

740 2018-05-09 

(06:01) 

香港中文大學《大學

線》U-Beat 

Magazine, CUHK 

【本土研究社：與政府展開真正的辯論】土地

發展是本港頭號難題。 

741 2018-05-09 

(07:44) 

經濟 3.0 Tommy: 172 公頃土地大辯論//問問大家：如果

現在有一塊 172 公頃的土地 

742 2018-05-09 

(07:46)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何濼生：「香港也應向新加坡學習，讓永久居

民以優惠價買新制居屋 

743 2018-05-09 

(07:50) 

民建聯葵青支部 

DAB Kwai Tsing 

Branch 

跟進研究】林鄭話，喺住宅單位極度短缺嘅情

況下，所有可以用嚟住嘅房屋都唔應該用嚟囤

積或者炒賣。 

744 2018-05-09 

(08:05) 

香港獨立媒體網 長沙灣兩個貨倉改劃為私人住宅，當中一成土

地為政府用地。 

745 2018-05-09 

(08:27) 

眾新聞 //筆者在詳讀文件後認為其仍有三點不足：

（一）文中所謂的短中期土地短缺 

746 2018-05-09 

(08:35) 

工聯會 【土地問題】工聯會立法會麥美娟認為，當我

哋嘅樓市已經連升 20 多個月，「納米樓」越建

越多… 

747 2018-05-09 

(08:35) 

工聯會 【直播回應｜行政長官承諾將粉嶺別墅作土地

供應第 19 個選項，展現誠意】 

748 2018-05-09 

(08:35) 

工聯會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大辯論遠水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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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9 2018-05-09 

(08:39) 

Jacinto Tong 公私營合作乃罪惡根源（fb#1545） 

750 2018-05-09 

(09:18) 

01 新聞 【 # 01 港聞 】政府話反對發展高球場，係因

為要保育古樹 

751 2018-05-09 

(10:02) 

香港獨立媒體網 // 千方百計去覓地，大講香港「貴、細、擠」

問題 

752 2018-05-09 

(10:35)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文中提出集氣取代反對，非常值得深思。// 

753 2018-05-09 

(10:46) 

時聞香港 深水埗組合屋跟公屋呎數 

754 2018-05-09 

(10:51) 

Yuen Yan 解決燃眉之急 社聯深水埗組合屋 最大單位 287

方呎 

755 2018-05-09 

(11:13) 

Albert Lai /最有可能是犧牲一小片高球場，以掩護林鄭同

時推出公私合營 

756 2018-05-09 

(11:13) 

柯創盛議員 感謝香港 01 訪問@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

立法會議員柯創盛 

757 2018-05-09 

(11:17) 

時聞香港 社聯三色組合屋供 90 單位 

758 2018-05-09 

(12:30) 

Now News - 新聞 # 房協 主席鄔滿海預計有 15000 個單位適合分

租 

759 2018-05-09 

(12:32) 

王永平-不平則鳴 政府委任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展開為期 5 個

月的公眾參與活動 

760 2018-05-09 

(12:34) 

正思香港 //社聯昨日在深水埗區議會介紹組合屋計劃，預

計下月招標 

761 2018-05-09 

(14:20) 

柯創盛議員 不滿政府漠視九龍東居民的訴求除了房屋問題 

762 2018-05-09 

(14:40) 

HKG 報 HKGpao 【施永青 blog?土地大辯論】我認為還是中庸一

點好 

763 2018-05-09 

(14:54) 

尹兆堅 Andrew Wan 咁多年來政府嘅「公私營合作」有版你睇 

764 2018-05-09 

(15:38) 

香港獨立媒體網 理大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分析認為，現

時的房屋未能落到用家手中 

765 2018-05-09 

(16:41) 

Man Wai Ho 其實我覺得,高爾夫球唔係原罪,亦都唔一定係富

貴人家嘅小眾玩意 

766 2018-05-09 

(16:44) 

經民聯 BPA 【土地供應大辯論】林健鋒倡放寬舊公屋地積

比重建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767 2018-05-09 

(17:26) 

正思香港 //分配的過程要能服眾，第一門檻必須完全客

觀。 

768 2018-05-09 

(20:06) 

RTHK 香港電台公共

事務組 

【 # 組合屋 】社聯擬於南昌街建組合屋作過

渡性房屋 

769 2018-05-09 

(20:09) 

Greenpeace 綠色和

平 - 香港網站 

【 # 本周焦點 －神秘嘅香港郊區 ? ！】 

770 2018-05-09 

(20:17) 

Napier Leung 點解決土地問題？ 李永達：林鄭不願收回地產

商農地 

771 2018-05-09 

(20:44) 

David Tang 點解唔去大灣區的其他地方打? 大灣區不是跟

紐約大都會區一樣嗎? 

772 2018-05-09 

(20:51) 

Looop.hk 【土地問題】10 分鐘起好一間屋！以後起屋唔

再係問題~ 

773 2018-05-09 

(21:00) 

講事沙龍 【房協重建屋 計劃 安置工程將於年底展開】 

774 2018-05-09 

(21:00) 

講事沙龍 【深水埗興建組合屋 推動社會房屋共用】 

775 2018-05-09 

(21:00) 

Greenpeace 綠色和

平 - 香港網站 

【 # 本周焦點 －最新調查揭穿覓地上樓迷

思】 

776 2018-05-09 

(21:02)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公屋聯會於今早與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會面 

777 2018-05-09 

(21:03) 

天行足跡 // 綠色和平的意見書列明「郊野公園及其邊陲

地帶以及填海都不應該成為土地供應的選項」 

778 2018-05-09 

(21:03)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公屋聯會今早與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員會面，

就本港未來的土地供應 

779 2018-05-09 

(21:26)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 # 密切關注 】【 # 唔好搞郊野公園 】 

780 2018-05-09 

(21:34) 

Hoi Dick Chu More land won't bring home prices down 

781 2018-05-09 

(21:35) 

FinTV 現代電視 # 有話直說 【黃遠輝：洪水橋 2023 年將會釋

放第一批土地(第一節)】 

782 2018-05-09 

(21:38) 

房屋,土地 最梗要安全 不過過渡性房屋 長遠都要土地規

劃做得好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783 2018-05-09 

(21:38) 

Jacky Ng Ng 官商鄉黑要光纖勾結 ? ? 

784 2018-05-09 

(21:39) 

HKG 報 HKGpao 如果要發展郊野公園，大家有咩睇法？? 舉腳

贊成 

785 2018-05-09 

(21:46) 

香港自然探索學會 政府高官聽到當然又會裝聾作啞喇 ? ? ? 

786 2018-05-09 

(21:46) 

橙新聞 Orange 

News 

李澤钜表示，如果好彩可以做到公私營合作 

787 2018-05-09 

(21:49) 

LinePost 線報 【博客】文濤《收地條例，有劍不用，形同生

鏽》開發新界土地 

788 2018-05-09 

(22:19)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olitics a barrier to plans to help alleviate Hong 

Kong’s housing shortage 

789 2018-05-09 

(22:20) 

壹週刊 依家香港樓市嘅惡劣程度差不多已經到達病入

膏肓嘅階段 

790 2018-05-09 

(22:21) 

地產台 Bastille 

Property Channel 

本港樓價愈升愈有，帶動資助房屋亦接連破頂 

791 2018-05-09 

(22:32) 

Roy Tam 拆解土地諮詢文件  (懶人包)【土地諮詢真係無

前設？】 

792 2018-05-09 

(22:49) 

Cherry Tsang 王於漸：應改變房屋分配政策 私有化公屋單位 

793 2018-05-09 

(22:52) 

八鄉朱凱廸 Chu Hoi 

Dick 

【市民有意志掙脫地產商枷鎖嗎？】「六成二

市民市民對政府覓地行動無信心 

794 2018-05-09 

(22:52) 

坪洲填海關注組 當局一直要力推填海的其中一個原因係建築廢

料 

795 2018-05-09 

(23:01) 

香港郊野公園是我的

呼吸空間 

香港的郊野，不只是山和水，還有由山路網絡

連起來的人間 

796 2018-05-09 

(23:39) 

撐香港 Support HK # 土地規劃 //綠色和平今日發表《市民對置業

態度意見調查》 

797 2018-05-09 

(23:39) 

撐香港 Support HK # 土地規劃 # 盲搶地 城規會同意將茶果嶺海

濱花園用地 

798 2018-05-09 

(23:46) 

Albert Lai 3 分鐘拆解土地大辯論 5 大荒謬 【 # 本周焦點 

－有地起樓真係買得起咩 ? 】 

799 2018-05-10 

(00:00)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有錢人享受不少社會資源才能致富，沒有關顧

窮人、關懷社會就算了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800 2018-05-10 

(00:09)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你還記得橫洲黑幕嗎？//棕土政策不止是一個環

保或善用土地的政策而已 

801 2018-05-10 

(00:17) 

譚凱邦 Roy Tam 在這次政府操控的土地大辯論，究竟係咪只得

18 個選項？ 

802 2018-05-10 

(00:24) 

Now Finance - 財經 【now.com 地產】《收回土地條例(Lands 

Resumption Ordinance)》訂明政府擁有為咗公

共用途 

803 2018-05-10 

(00:28) 

01 社區 【轉載 01 新聞 】政府成日話唔夠地，但實情

真係咁？ 

804 2018-05-10 

(00:36) 

香港可持續發展研究

中心 (HKSDRI) 

【房屋問題的另一出路】土地問題是近年香港

面對最大的問題之一 

805 2018-05-10 

(01:11) 

All About Macau 李燦烽認同徹查青洲山土地業權 

806 2018-05-10 

(01:23) 

拉闊新聞 Life TV 

News 

【62%市民無信心增土地使樓價回落 團體倡利

用棕地】 

807 2018-05-10 

(01:49)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 

Concerning 

Grassroots' Housing 

Rights Alliance 

政府又卸膊, 講就佢講, 地就人地出, 做就社聯

做, 管就 NGO 管 

808 2018-05-10 

(02:15) 

TMHK 【公屋聯席與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會面提十建

議】 

809 2018-05-10 

(02:40) 

Keith Au # 土地大辯論黃遠輝：同意要地產商交返或政

府收返地產商囤地 

810 2018-05-10 

(02:43) 

方國珊 Christine 

Fong Kwok Shan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黃遠輝主席：【土地供

應、刻不容緩】 

811 2018-05-10 

(02:59) 

天行足跡 歷來所有新市鎮、大型基建都用土地收回條

例，行之有效 

812 2018-05-10 

(03:19) 

思考香港 社聯深水埗組合屋計劃，定為「一戶一單

位」，期望每人的平均呎數不少於 7 平方米，

預計 2019 年第三至第四季落成。 

813 2018-05-10 

(03:35) 

黃冰芬 IRIS WONG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諮詢會】公屋聯會於今早

與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會面 

814 2018-05-10 

(03:42) 

JLL 就算政府能排除所有障礙大幅增加土地供應，

也難解香港的住屋問題嗎?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815 2018-05-10 

(03:51) 

新界社團聯會(新社

聯) New Territories 

Association of 

Societies (NTAS) 

無綫新聞 - 港澳 - 公屋聯會促短期增公營房屋

地積比 善用短租土地 

816 2018-05-10 

(03:51) 

新界社團聯會(新社

聯) New Territories 

Association of 

Societies (NTAS) 

公屋聯會【與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會晤】公屋聯

會主席 文裕明 # 文裕明 

817 2018-05-10 

(06:42) 

主場新聞博客群 【土地大辯論：林鄭的底牌】 文：阮穎嫻 

818 2018-05-10 

(07:43) 

Paul Zimmerman 司

馬文 

重新思考土地供應選項，決定發展優次的原

則...Rethink the land supply options, and the 

principles for evaluating and prioritising the 

options... 

819 2018-05-10 

(08:16) 

Kai Chi Leung 梁啟

智 

想得闊一點，不要被政府牽著走。# 土地大辯

論 

820 2018-05-10 

(08:49) 

John Chan 【土地大辯論】房協研究發展郊野公園 大家點

睇？ 

821 2018-05-10 

(10:24) 

謎米香港 

memehk.com 

【高球場建屋最符合社會效益│阮穎嫻│謎米博

客】 

822 2018-05-10 

(10:43) 

思考香港 【你問我答: 政府收埋啲地?!】唔少網友會留言

指「香港無土地不足，只係政府收埋晒啲

地」、「好多地閒置咗」等。如果你有同一疑

問，不妨睇片搵出真相！ 

823 2018-05-10 

(10:44) 

時聞香港 聯會倡未來十年 須建 60 萬夥公屋 

824 2018-05-10 

(10:44) 

時聞香港 發展郊園邊陲 

825 2018-05-10 

(11:24) 

地產小子 

Propertykids 

# 土地大辯論 # 土地大便論 # 林鄭月娥 # 棕

地 # 利益衝突 # 誤導市民// 

826 2018-05-10 

(11:48) 

薛敦善 這個政府是一群自私自利的民眾養出來的！只

有意識形態，沒有公平正義！ 

827 2018-05-10 

(11:51) 

將軍澳友 Captain O 【城規會今日開會商討將軍澳綠化地建屋申

請】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828 2018-05-10 

(12:04) 

New UM Secrets # NUMS75494 土地問題應該要增加土地供應, 

唔應該轉移人口問題 

829 2018-05-10 

(12:36)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公屋聯會與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會面，提出增加

土地供應的建議 

830 2018-05-10 

(12:38) 

明報即時新聞 公屋聯會主席文裕明，特別提到馬鞍山郊野公

園的科學研究調查 

831 2018-05-10 

(12:39) 

鄧小樺 TANG SIU 

WA 

想做海的主題是因為，前陣子林鄭話填海是為

了讓窮孩子不用住 

832 2018-05-10 

(13:11) 

Now News - 新聞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稱，可考慮讓土地供應

專責小組將粉嶺行政長官別墅列入 

833 2018-05-10 

(13:17) 

政策．正察 【土地大辯論？雷鼎鳴: 增地的「天秤」嚴重傾

側】 

834 2018-05-10 

(13:18) 

香港規劃情報 再睇下房署今時今日起嘅居屋，真係同公屋冇

咩分別。 

835 2018-05-10 

(13:28) 

王永平-不平則鳴 特首林鄭月娥聲稱《土地收回條例》不可隨便

使用 

836 2018-05-10 

(13:34) 

TMHK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舉行工作坊 團體請願要求

收回發展商土地 

837 2018-05-10 

(13:36)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開發郊野公園真係幫到基層市民上樓?? 

838 2018-05-10 

(13:50) 

28Hse.com 李澤鉅撐農地貨碼起樓 

839 2018-05-10 

(14:53) 

Edward Yiu 土地諮詢算諮詢嗎？其實只有一個選項：投降 

LinePost 線報  

840 2018-05-10 

(15:01) 

Gary Fan 立法會議員範國威指出，擬發展的 5 幅將軍澳

綠化地合共只有 11 公頃 

841 2018-05-10 

(15:07) 

HKG 報 HKGpao 
【施永青 blog‧土地大辯論】梁振英被批評為

「盲搶地」 

842 2018-05-10 

(15:59) 

第一桶金 【經濟一週網站專欄】香港樓價貴，冇解決問

題 

843 2018-05-10 

(16:09) 

HKG 報 HKGpao 【土地大辯論】香港房屋居住問題嚴峻 

844 2018-05-10 

(16:42) 

尹兆堅 Andrew Wan 政府叫劉江華局長去覓地建屋，點知佢推出私

人遊樂場用地諮詢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845 2018-05-10 

(16:45) 

Calvin Chan 香港政府報手賣廣告，叫大家參加遊行 【七一

遊行】 

846 2018-05-10 

(16:49) 

野 Guide - Hong 

Kong Discovery 

最快就係發展郊野公園 ??? 想開路而已 ... 

#發展 #上樓 

847 2018-05-10 

(17:08) 

HKDAVC 教區視聽

中心 

房屋是香港其中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848 2018-05-10 

(17:27)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土地大辯論 - 新界農地發展】李澤鉅：今日

政治環境難公私營合作 

849 2018-05-10 

(17:27)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公屋聯會昨日就未來土地供應方案，與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成員會面 

850 2018-05-10 

(17:32) 

通說 【李嘉誠“戀戀不捨”地和媒體 say byebye】 

851 2018-05-10 

(18:46) 

撐香港 Support HK # 土地規劃 //綠色和平項目主任朱江回應指 

852 2018-05-10 

(19:05) 

Do Yeung 【土地大辯論】黃遠輝：開發郊野公園屬「偽

命題」 

853 2018-05-10 

(19:14) 

時聞香港 發展局加強補償受清拆住戶 

854 2018-05-10 

(19:15) 

時聞香港 【時聞評語】香港房屋需求是一座大山，既然

地產商同意合作 

855 2018-05-10 

(19:15) 

時聞香港 土地小組落區介紹供應選項 

856 2018-05-10 

(19:25) 

Greenpeace 綠色和

平 - 香港網站 

【 # 本周焦點 －幫基層市民上樓 ? 】 

857 2018-05-10 

(19:53) 

Ken Lau Yung Wai 今日傍晚，本人以大埔區議員身份，在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新東論壇發言 

858 2018-05-10 

(20:40) 

添美新村繼續撐傘！ 政府增加寮屋收地特惠賠償金額 由上限 60 萬

加碼至 120 萬 

859 2018-05-10 

(20:46) 

Albert Lai 李澤楷主動踢爆,公私合營對地產商有利,但對公

眾是否有利, 誰來評定？ 大家相信政府會秉公

辦理嗎？ 

860 2018-05-10 

(20:47) 

麥美娟 【直播｜回應發展局公佈的寮屋新補償及安置

安排】 

861 2018-05-10 

(20:52) 

Keith Au 【基層有權住市區 農民紮根在鄉村】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862 2018-05-10 

(21:19) 

有線新聞 i-Cable 

News 

【改革清拆寮屋特惠補償和安置】政府建議改

革清拆寮屋的特惠補償 

863 2018-05-10 

(21:37) 

HKG 報 HKGpao 公屋聯會主席文裕明認為，政府應優先處理短

期問題 

864 2018-05-10 

(22:38) 

We 撐林鄭 港住屋問題需要解決，但大家認為應否開發郊

野公園邊陲以增加發展 

865 2018-05-10 

(22:55) 

郭永健 Kwok Wing 

Kin 

【閒置土地早已存在 填海造地毫無必要】 

866 2018-05-11 

(00:18) 

葉謝鄧：樓宇買賣、

按揭、贖樓、轉名加

名 

香港的樓價和住屋問題，已到了死亡局面，香

港人這十年八載，避不了痛苦，苦不堪言。 

867 2018-05-11 

(00:33) 

招文亮 Alvin Chiu 

Man Leong 

【反對馬料水填海】今日出席「土地供應專責

小組公眾參與活動 

868 2018-05-11 

(00:48) 

林超英 Lam Chiu 

Ying 

對於近幾天見報的「公私營合作」，我認為應

該由政府主導 

869 2018-05-11 

(01:25) 

土地正義聯盟 3. 繼續歧視綠化帶村民 房協免審查誤導公眾 

870 2018-05-11 

(01:25) 

譚凱邦 Roy Tam 一場有前設的大辯論  #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871 2018-05-11 

(02:13) 

明報即時新聞 明報頭條搶先睇【拆牆鬆綁】為配合未來新界

多個新發展 

872 2018-05-11 

(03:53) 

明報副刊 【土地去曬邊？】政府成立的土地供應專責小

組主席黃遠輝表示 

873 2018-05-11 

(04:33) 

思考香港 【 # 土地大辯論 】 # 劉國勳 ：粉嶺高球場

可以作為土地供應的途徑之一，但相比超過

1200 公頃的缺口而言，畢竟是杯水車薪。 

874 2018-05-11 

(08:35) 

思考香港 【土地大辯論 】 # 韓成科 ：土地大辯論應該

抓大放小 

875 2018-05-11 

(10:21)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泥漿摔角是沒有用，要盡快想出辦法解決房屋

及土地問題// 

876 2018-05-11 

(10:23) 

埔向晴天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新東論壇發言】 

877 2018-05-11 

(10:28)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文裕明前日與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會面後，主張

填海、發展棕地及發展郊野公園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878 2018-05-11 

(10:30) 

經濟 3.0 Kevin: 《收回土地條例》 不是用來鬥地主//古

有土地改革 

879 2018-05-11 

(11:22) 

時聞香港 香港覓地改善基層住居需求困難重重，神又係

佢地 

880 2018-05-11 

(11:31) 

撐香港 Support HK # 土地規劃 //政府提出將軍澳 5 幅綠化地將改

劃興建公營房屋 

881 2018-05-11 

(11:32)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早前展開土地大辯論 

882 2018-05-11 

(12:05)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橫洲綠化帶發展關注組 ：// 無數非原居民及土

地運動抗爭者 

883 2018-05-11 

(12:30) 

時聞香港 公屋聯會倡 先填海再拓郊園邊陲 

884 2018-05-11 

(14:00) 

樓市資訊站 【名家搶先睇】土地大辯論誤導市民（地產小

子） 

885 2018-05-11 

(14:16)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公私合營】 政府不會告訴你的... ＃ 歷史的

教訓 

886 2018-05-11 

(15:20) 

HKG 報 HKGpao 
【施永青 blog‧土地大辯論】近日，香港社會開

展了一場有關土地供應的大辯論 

887 2018-05-11 

(15:22) 

自由黨青年團 反對發展粉嶺哥爾夫球場！# 土地 # 粉嶺哥爾

夫球場 

888 2018-05-11 

(15:23) 

信報手筆 hkej.com 政府由頭至尾都以「高樓價、高租金、上車

難」作為一個推廣口號或號召 

889 2018-05-11 

(15:24) 

思考香港 【置業艱難】 雖然搞緊個土地大辯論，但對於

急住上車嘅年青人嚟講 

890 2018-05-11 

(15:43) 

葉謝鄧：樓宇買賣、

按揭、贖樓、轉名加

名 

羅家聰 - 囤積居奇造市 政府還詐看不見 

891 2018-05-11 

(16:09) 

Roy Tam 份諮詢文件，提左好多次公私營合作，但收回

土地條例，就好少次 

892 2018-05-11 

(16:09) 

第一桶金 私人屋苑單位劏房愈來愈普遍，但人多左，生

活質素點都會跌 

893 2018-05-11 

(16:21) 

Kai Chi Leung 梁啟

智 

政府的想像力有時真的很令人「佩服」，例如

最近政府就用沙田第一城 

894 2018-05-11 

(16:52) 

01 新聞 【 # 01 港聞 】根據過往數字，1998 年公屋輪

候平均輪候時間曾達 6.6 年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895 2018-05-11 

(17:16) 

明報文摘 【土地辯論】公私營合作的方式，能夠讓政府

在支出較小並且不收地 

896 2018-05-11 

(17:16) 

明報文摘 【土地辯論】政府、土供組及這建議的推手其

中一個支援原因 

897 2018-05-11 

(17:42) 

喜劇演員 8,000 人聯署反對發展郊野公園 內容類近或當

「另類意見」作參考 

898 2018-05-11 

(17:43) 

林一鳴的投資世界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發布「增闢土地，你我抉

擇」的諮詢文件 

899 2018-05-11 

(17:43) 

民間社福界資訊 公屋最新輪候時間突破 5 年 非長者單身申請達

11.9 萬宗 

900 2018-05-11 

(17:54) 

LinePost 線報 【直播】民建聯回應公屋輪候議題公屋輪候時

間首次突破 5 年 

901 2018-05-11 

(18:06) 

民建聯荃灣支部 

DAB Tsuen Wan 

Branch 

【勿讓「大辯論」失去焦點】//若然社會過於聚

焦於一兩個覓地建議之上 

902 2018-05-11 

(18:09) 

早辰．早晨 【大辯論，咁之後呢?】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展開

為期五個月嘅公眾諮詢 

903 2018-05-11 

(18:18) 

及時雨 Ego Finance 《收回土地條例》的迷思《收回土地條例

(Lands Resumption Ordinance)》 

904 2018-05-11 

(18:25) 

商台新聞 輪候時間 5.1 年，係 18 年嚟新高..... 

905 2018-05-11 

(18:37) 

史健仁 【香港人變成自我管束嘅奴隸】想講講呢單幾

日前嘅新聞。 

906 2018-05-11 

(18:39) 

尹兆堅 Andrew Wan 【回應公屋輪候時間突破 5 年】公屋平均輪候

時間再延長 

907 2018-05-11 

(18:40) 

香港文化協進智庫 【智庫觀點】優化補償安排 加快收地建屋發展

局昨公佈建議加強 

908 2018-05-11 

(19:05) 

訊報 青洲山土地業權面積疑點多須徹查 

909 2018-05-11 

(19:34) 

林棋山 為土地已變更完成、目前規劃興建受到許多不

合理法規限制問題 

910 2018-05-11 

(19:35)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土地大辯論還是大便論? （堅．離地城｜林

日彥）】 

911 2018-05-11 

(20:34) 

湯文亮 即日專欄：政府是可以收回土地當樓價飆升 

912 2018-05-11 

(21:00) 

正思香港 /政府公佈「加強版」安排，改善對當局清拆寮

屋行動所影響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913 2018-05-11 

(21:22) 

林超英 Lam Chiu 

Ying 

學生做功課變成我也做功課，答了學生有關郊

野公園的問題 

914 2018-05-11 

(21:25) 

社會主義行動 

Socialist Action 

我們主張立即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以發展

公共房屋 

915 2018-05-11 

(22:17)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根據房委會最新公佈的數字，公屋一般申請者

平均輪候時間 

916 2018-05-11 

(22:18) 

香港電台視像新聞 

RTHK VNEWS 

房委會最新公佈公屋平均輪候時間，一般申請

者平均輪候時間由 4.7 年增至 5.1 年； 

917 2018-05-11 

(23:49) 

工聯會 【公屋輪候時間延長】公屋輪候時間延長 

918 2018-05-11 

(23:49) 

工聯會 【現正直播】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房委會資助

房屋小組委員會委員郭偉強 

919 2018-05-12 

(00:04) 

方國珊 Christine 

Fong Kwok Shan 

向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表述，專業動力促加快發

展將軍澳東南 137 區 

920 2018-05-12 

(00:04) 

方國珊 Christine 

Fong Kwok Shan 

就政府改劃 5 幅綠地作公型房屋，專業動力認

為：杯水車薪插針樓 

921 2018-05-12 

(00:15) 

香港自然探索學會 你認為「開發」郊野公園 + 填海會用黎起公屋

定係豪宅呢可？？ 

922 2018-05-12 

(00:54) 

明周文化 MP 

Weekly 

陳微薇：「所謂土地大辯論，實則一場大龍

鳳。政府大打公關戰 

923 2018-05-12 

(01:12) 

譚凱邦 Roy Tam 偏頗的土地諮詢 

924 2018-05-12 

(01:22)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 # 理性討論 】【 # 土地大辯論 】 

925 2018-05-12 

(02:19) 

王百羽 Henry 楊夏至∕陳劍青：香港公私合營的歷史真相  

926 2018-05-12 

(02:47)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政府：「棕地零碎、不規則、發展困難」 【短

片】 

927 2018-05-12 

(03:14) 

香港天樂媒體 【 # 本港新聞 10/5/2018】政府建議改革清拆

寮屋的特惠補償和安置安排 

928 2018-05-12 

(03:53) 

香港焦點 韓成科：今日收高球場明日收軍營農地 凝聚共

識還是挑動對立？ 

929 2018-05-12 

(05:53) 

Ken Lau Yung Wai 【(請願)反對填平船灣淡水湖】前晚，我們幾位

議員在大埔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930 2018-05-12 

(08:40) 

天水圍元朗社區平台

-街工 

【短片】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升破 5 年 創 5.1 年

新高 (16:35) 

931 2018-05-12 

(09:12) 

香港獨立媒體網 //粉嶺高球場全數用來建屋的經濟及社會效益，

比會所用途大。 

932 2018-05-12 

(09:18) 

社會民主連線 【還地於民－向「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抗議】 

933 2018-05-12 

(09:52) 

01 新聞 【 # 01 港聞 】政府不斷鼓勵人置業，卻忽略

業都置唔起嘅人 

934 2018-05-12 

(09:59) 

時聞香港 公屋輪候時間增至 5 年 林鄭：短期增土地供應

有難度 

935 2018-05-12 

(10:46) 

Tanazhi Hirozhi Support 881903.com 商業電台 - 工黨要求為

丁權截龍 881903.com 

936 2018-05-12 

(10:53) 

新民主同盟 

NeoDemocrats 

土地諮詢展開，新界東區議員的諮詢會於日前

舉行，我們多位區議員出席 

937 2018-05-12 

(10:53) 

香港人點買樓 土地問題真係堅嚴重，唔好話住，連做 gym 都

冇地方 

938 2018-05-12 

(10:54) 

LinePost 線報 【新聞】林鄭月娥：公屋輪候時間延長反映房

屋問題令人非常焦慮 

939 2018-05-12 

(10:58) 

Paul Zimmerman 司

馬文 

Ian Brownlee - Citizens Task Force on Land 

Resources - rips 

940 2018-05-12 

(11:33) 

Dennis Kwok 郭榮

鏗 

【增加房屋供應刻不容緩】公屋輪候時間再創

新高！ 

941 2018-05-12 

(11:53) 

香港蘋果日報 劉業強強調只要在不損害原居民的利益下，新

界人對發展持開放態度。 

942 2018-05-12 

(11:54) 

Kwan Hung Chan 呢條假環保 L 實質係各大地產商嘅發言人。 居

住權與政府的責任 

943 2018-05-12 

(12:16) 

Tony Leung 【公屋輪候時間創新高】社聯組合屋申請門檻

可能相應提高公屋輪候時間 

944 2018-05-12 

(12:17) 

Tin Leung Ji 【土地供應問題嚴峻】近期有唔同土地供應民

調出街 

945 2018-05-12 

(12:35) 

柯創盛議員 感謝大公報訪問@創 18 年新高 近 30 萬戶等上

樓 

946 2018-05-12 

(13:10) 

852 郵報 香港其實有好多閒置用地 

947 2018-05-12 

(13:24) 

LinePost 線報 【新聞】黃遠輝稱鄉村式地帶難以大規模建公

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委員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948 2018-05-12 

(13:33) 

工黨 LabourParty 

HK 

【丁權不是傳統權益 截龍釋放空置土地】 

949 2018-05-12 

(13:33) 

馬寶寶社區農場 

Mapopo Community 

Farm 

發展局提出加強寮屋的特惠補貼及安置安排，

誘使受新界東北規劃影響 

950 2018-05-12 

(13:33) 

工黨 LabourParty 

HK 

今日工黨到石門鄉議局示威，要求政府對丁屋

政策進行檢討。 

951 2018-05-12 

(14:11)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裡面可能有啲原居民嘅丁屋、住宅，有啲俾

公屋居民」 

952 2018-05-12 

(14:21) 

Di Panda 民間智慧創意爆棚 「打卡」熱點西環海濱倡建

人造沙灘 

953 2018-05-12 

(14:29) 

時聞香港 劉業強指村界外地可公私營合作 

954 2018-05-12 

(15:21) 

on.cc 東網∕東方日報 官方數字再加幾多年先係實際成功輪到嘅數

字？ ＃ 說好的 3 年 

955 2018-05-12 

(15:24) 

Skyler Enola 取消丁權! 哇!! 頂你個肺! 時代的記錄 鏗鏘

集：第十七集 

956 2018-05-12 

(15:29) 

時聞香港 樂善堂推社會房屋 

957 2018-05-12 

(15:30) 

Now News - 新聞 公屋一般申請者平均輪候時間增至 5.1 年，房委

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 

958 2018-05-12 

(15:38)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 # 土地大辯論 】郊野公園一旦開發，不要

說 1%，即使只是 0.1%的邊陲地帶 

959 2018-05-12 

(15:58) 

RCE 低碳動能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 

再次視察研發中心土地，並且與地主協商合約

細節！ 

960 2018-05-12 

(16:00) 

Hong Kong Register 公私合營的歷史教訓 香港公私合營的歷史真相

（文：楊夏至、陳劍青） 

961 2018-05-12 

(16:19)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講得好！//【一語道破】曾淵滄踢爆非建制有

心破壞政府覓地 

962 2018-05-12 

(17:11)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 ... 最後出了街的是民建聯何俊賢：在土地大

辯論之下 

963 2018-05-12 

(17:24) 

LinePost 線報 【新聞】劉業強不認同公私營合作屬「官鄉勾

結」鄉議局主席劉業強說 

964 2018-05-12 

(17:40) 

公民黨 Civic Party 【公屋輪候升穿五年】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965 2018-05-12 

(18:19) 

LinePost 線報 【新聞】基層團體請願不滿土地小組建議 

966 2018-05-12 

(19:14)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再創新高，現時一般申請者

平均輪候時間增至 5.1 年 

967 2018-05-12 

(19:39) 

Aimi Chin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眾參與活動 — 區議會

(九龍)工作坊」 

968 2018-05-12 

(20:09) 

周炫瑋議員網上辦公

室 

出席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區議會工作坊 

969 2018-05-12 

(20:09) 

香港規劃情報 東方日報報道，為減低收地的阻力，加快興建

房屋，發展局昨公佈五項新措施 

970 2018-05-12 

(20:36) 

點新聞 【 # 焦點 】公屋輪候時間「破 5」 黃遠輝料

會持續惡化 

971 2018-05-12 

(20:43) 

民建聯葵青支部 

DAB Kwai Tsing 

Branch 

【全面推動】林鄭話今年經濟勢頭好，但房屋

範疇仍然令人非常焦慮 

972 2018-05-12 

(20:50) 

HKG 報 HKGpao 一齊聲討阻人上樓嘅政棍！# HKG 報 # 土地大

辯論 # 公屋 

973 2018-05-12 

(21:23)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 【發展棕地及高爾夫球場才對得起輪候公屋的

基層市民】 

974 2018-05-12 

(21:58) 

東網 Money 18 屯門公屋價又破頂，田景 有公屋單位 12 年前

綠表價 17 萬都唔夠 

975 2018-05-12 

(23:54) 

撐香港 Support HK # 土地規劃 //多個團體及政黨請願，要求永久

擱置馬料水填海計劃 

976 2018-05-13 

(01:03) 

成報 非村界內鄉村式發展用地 

977 2018-05-13 

(06:55) 

Alex Lam 粉嶺高爾夫球場地下做公屋得唔得呢？調轉又

得唔得呢？ 

978 2018-05-13 

(10:24) 

HKG 報 HKGpao 社會政策除了批評和反對，良好的問政更應同

時提出可行的建議 

979 2018-05-13 

(10:33) 

時聞香港 鄉村式用地建公屋 未傾掂 

980 2018-05-13 

(11:59) 

時聞香港 區議員倡屯門內河碼頭建屋 

981 2018-05-13 

(11:59) 

時聞香港 八閒置地皮倡活用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982 2018-05-13 

(14:04) 

H-anchors 香港女主

播研究所 

【劉業強：公私營合作發展村界以外的鄉村式

發展用地】 

983 2018-05-13 

(14:40) 

明報即時新聞 //政府、土供組及這建議的推手其中一個支援原

因 

984 2018-05-13 

(15:00) 

時聞香港 招國偉：增加土地緩解公屋壓力，是當務之急 

985 2018-05-13 

(15:24) 

香港規劃情報 明報頭條搶先睇【土地爭議】土地大辯論展開

後 

986 2018-05-13 

(16:00) 

時聞香港 鄔滿海指房協不再推 富貴長者屋 雋悅成絕

響？ 

987 2018-05-13 

(17:04) 

HKG 報 HKGpao 香港建屋土地短缺，劏房居民水深火熱，點解

包括尹兆堅在內的成班反對派 

988 2018-05-13 

(17:50) 

HKG 報 HKGpao 【林暉 blog】堅持「成事邏輯」，我們應該如

何思考土地大辯論呢？ 

989 2018-05-13 

(17:59) 

時聞香港 陳國偉：重建公屋一舉數得，政府宜考慮 

990 2018-05-13 

(19:07) 

K Fai Chan 全港 183 幢閒置校舍，假如全部改建為中轉房

屋 

991 2018-05-13 

(19:38) 

Siu Ming 種種問題，都是土地問題 

992 2018-05-13 

(19:52) 

HKG 報 HKGpao 【土地大辯論】活用村地建公屋，你贊成嗎？ 

993 2018-05-13 

(20:47)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 

Concerning 

Grassroots' Housing 

Rights Alliance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區議會工作坊」門外會前

行動】 

994 2018-05-13 

(23:32)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一旦開發郊野公園，對生態會造成怎樣的破

壞？ 

995 2018-05-14 

(03:08) 

Camille Lam 林芷筠 昨日鄉議局又趁大辯論 R 著數，明明丁屋政策

下，村界內都不容申請丁屋，現在就提倡村界

外用所謂公私合營起公屋+丁屋。 

996 2018-05-14 

(08:00) 

01 新聞 【 # 01 港聞 】上任未夠 1 年就破曬紀錄，之

後幾年點算好？ 

997 2018-05-14 

(09:39) 

時聞香港 規劃署前署長：棕地發展不易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998 2018-05-14 

(09:47) 

明報即時新聞 聽下三位前署長怎樣說：  

999 2018-05-14 

(12: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土地攻略 ： 土地供應 填海篇】   香港過

往主要靠填海造地。現時大概有四分一嘅已發

展土地係由填海得嚟，包括 6 個新市鎮。為增

加土地供應，政府提出喺維港以外 5 個近岸地

點填海，同建議喺香港島同大嶼山之間嘅中部

水域興建人工島，發展「東大嶼都會」。你有

咩睇法呢？   快啲登入 

www.landforhongkong.hk 發表你對香港未來土

地供應嘅意見啦！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

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土地攻略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1000 2018-05-14 

(12:17)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特約分享：唔閂水喉…點解決房屋問題

呀？！】 

1001 2018-05-14 

(12:28)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米羅﹕「要解決房屋問題，就要增加土地供應 

1002 2018-05-14 

(12:29)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任何可以解決香港房屋問題的方案 

1003 2018-05-14 

(12:34)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早前展開為期 5 個月的土地

大辯論 

1004 2018-05-14 

(12:44) 

羅冠聰 Nathan Law 為政府保駕護航，牛鬼蛇神到處飛。 

1005 2018-05-14 

(13: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土地攻略 ： 土地供應 岩洞及地下空間篇】   

發展岩洞同地下空間，將部份污水處理廠同配

水庫等設施搬入岩洞，騰出一啲喺已發展區、

交通完善嘅土地出嚟，你點睇？或者利用鄰近

港鐵站或大型公園嘅地下空間，發展多元化公

共或商業設施，你又支唔支持？   快啲登入 

www.landforhongkong.hk 發表你對香港未來土

地供應嘅意見啦！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

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土地攻略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1006 2018-05-14 

(13:06) 

Roy Tam 閂水喉.....  【特約分享：唔閂水喉…點解決房

屋問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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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 2018-05-14 

(14: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土地攻略 ： 土地供應 香港內河碼頭篇】   

喺屯門西有個佔地 65 公頃嘅內河碼頭，可唔可

以諗下改做工業或同棕地有關嘅用途，去騰出

新界棕地作其他發展？抑或重新規劃屯門西

區，將內河碼頭一帶嘅工業搬過去龍鼓灘填海

區，然後綜合規劃沿岸地區作住宅等用途？   

快啲登入 www.landforhongkong.hk 發表你對

香港未來土地供應嘅意見啦！   #土地供應專

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土地

攻略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1008 2018-05-14 

(14:01)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土地大辯論，地產商為地產利益、鄉議局爭多

啲丁地 

1009 2018-05-14 

(14:17) 

謎米香港 

memehk.com 

【《收回土地條例》 不是用來鬥地主 │謎米博

客】 

1010 2018-05-14 

(14:54) 

Brandon Yau 今次真係激嬲左我了...土地大辯論，地產商為地

產利益 

1011 2018-05-14 

(15: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土地攻略 ： 土地供應 郊野篇】   喺唔影

響自然生態同做好保育嘅情況下，用部分生態

價值較低嘅郊野公園邊陲土地，提供公營房屋

同安老院舍等公共設施，有冇得諗？亦有建議

將喺郊野公園裏面嘅船灣淡水湖填平一半，去

發展「船灣新市鎮」，你又點睇？   快啲登入 

www.landforhongkong.hk 發表你對香港未來土

地供應嘅意見啦！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

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土地攻略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1012 2018-05-14 

(15:20) 

Jacinto Tong 人窮思舊債，政府冇地要向已租出去的土地埋

手亦是很正常 

1013 2018-05-14 

(15:25) 

時聞香港 陳克勤：把握辯論契機，三大聚焦方向 

1014 2018-05-14 

(15:37) 

HKG 報 HKGpao 【施永青 blog】現實是年輕人的社會經驗較

淺，容易只顧理想 

1015 2018-05-14 

(16:07) 

Chu Hon Keung 添惠，在香港都好多年。土地，一直係回收產

業嘅死症 

1016 2018-05-14 

(16:33)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土地供應 # 填海 】現實是年輕人的社會

經驗較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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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 2018-05-14 

(17: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四代同堂篇】   韓家四代同堂，全家住喺一

個公屋單位。分戶要等，嫲嫲入住院舍要等。

好多家庭都面對同一困局。增闢土地，改善居

住環境，加快安老院舍的供應，刻不容緩。   

快啲登入 www.landforhongkong.hk 發表你對

香港未來土地供應嘅意見！   #土地供應專責

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覓地 #

揾地 #土地問題 

1018 2018-05-14 

(17:18) 

Calvin Chan 狗官何其多 【棕地】前規劃署長受訪 謬論連

篇 

1019 2018-05-14 

(17:58) 

香港獨立媒體網 話要開發郊野公園建屋前，可先讀讀此文 

1020 2018-05-14 

(18:19)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近日公佈的土地供應小組諮詢文件給人一種錯

覺 

1021 2018-05-14 

(18:24) 

The News Lens 關

鍵網 香港 

∕問：香港的居住環境擠逼是否與比例過高的 # 

郊野公園 有關？ 

1022 2018-05-14 

(22:18) 

香港 01 【 # 01 周報 】 # 不為 ，非不能也全文： 

https://bit.ly/2KWPMNA 

1023 2018-05-14 

(22:21) 

01 新聞 【 # 01 港聞 】而家係問答比賽 ，學人搶住

答 

1024 2018-05-14 

(22:23) 

am730 【沒有填海，香港有今天嗎？】 

1025 2018-05-14 

(22:23) 

元朗友 你會話鄉事派又出招搵錢，根本唔公平嘅同

時，又諗下今時今日嘅情況，而家土地供應短

缺嘅問題，又係因咩而出現嘅呢？ 

1026 2018-05-14 

(22:25) 

Roy Tam 果 3 個規劃署長........本身在任內唔處理棕土問

題﹐都有責任.... 

1027 2018-05-14 

(22:29) 

HKG 報 HKGpao 【林芸生 blog】就拿那個口說關注基層，但千

方百計阻撓港府覓地 

1028 2018-05-14 

(23:34) 

HKG 報 HKGpao 【林芸生 blog】就拿那個口說關注基層，但千

方百計阻撓港府覓地 

1029 2018-05-15 

(00:15) 

時聞香港 施永青：若是香港當年沒有填海，年輕人何來

有今天？ 

1030 2018-05-15 

(00:38)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土儲概念的最大問題，是無視其他更根本性地

引致香港基層住房不足的原因 

1031 2018-05-15 

(02:07) 

容溟舟 Michael 

Yung 

【佛系諮詢】土地專責小組舉辦四次「土地工

作坊」就當係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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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2018-05-15 

(02:25) 

草根．行動．媒體 《市建局重建項目住戶居住環境惡化調查報

告 》內容摘要 

1033 2018-05-15 

(02:25) 

草根．行動．媒體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眾參與活動 — 區議會(九

龍)工作坊」門外會前行動//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推

為期 5 個月的「土地大辯論」 

1034 2018-05-15 

(02:27) 

湯文亮 即日專欄：人窮思舊債記者招待會上星期四，

各大傳媒收到政府通知 

1035 2018-05-15 

(02:34) 

誠會計師團隊 

Hearts of 

Accountants 

星期六派粽派到遲曬大到，出席政府土地供應

專責小組 

1036 2018-05-15 

(02:42) 

HKCSS 香港社會服

務聯會 

樂善堂的相關房屋計劃第一期幫助了一批基層

人士 

1037 2018-05-15 

(02:48) 

洪錦鉉 城市智庫 功能介? 「相信智庫，相信未來」是

「城市智庫」的理念。因為我們相信治港人才

來自智庫，香港要持續蓬勃地發展 

1038 2018-05-15 

(02:53) 

Harbour Times A lot of people pushing the government to use 

the Land Resu 

1039 2018-05-15 

(03:43) 

今日澳門 舊區重整都更拖拉逾十年 市民憂無了期苦等終

無果 

1040 2018-05-15 

(04:18) 

活在觀塘 棕土的真相，香港太多地產商打手，規劃前署

長淪落致此，扭曲事實  今次真係激嬲左我了...

土地大辯論，地產商為地產利益 

1041 2018-05-15 

(04:43) 

郭永健 Kwok Wing 

Kin 

鄉議局外示威，要求丁權截龍！1972 年的臨時

措施，早已過時！ 

1042 2018-05-15 

(04:44)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官鄉勾結】借啲依擴丁？民間土地資源小組

成員姚松炎認為 

1043 2018-05-15 

(04:44)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對咩人講咩話？】今日出新聞話三位規劃署

前署長同團結香港基金 

1044 2018-05-15 

(04:59) 

東北告急無你點得 ? 回應政府清拆發展區的「假加強真迫遷的補償

及安置措拖」短短三頁紙 

1045 2018-05-15 

(05:11) 

門徒媒體 房委會最新的公屋輸候數字顯示，申請者平均

輸候時間約為五年，破了 18 年新高。這意味著

一香港人置業夢更遠。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046 2018-05-15 

(05:14)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講得啱!! 只要民意保護郊野的意志稍有鬆懈，

他們便會乘虛而入 

1047 2018-05-15 

(05:20) 

思考香港 【一等再等】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增至 5.1 年，其

實問題都源自於土地供應短缺 

1048 2018-05-15 

(05:20) 

思考香港 【發展棕地困難何在 三位前規劃署長拆局】 

1049 2018-05-15 

(05:20) 

思考香港 【 # 土地大辯論 】#陳克勤：選項中有數十以

致數千公頃的土地選項，假若我們只聚焦一個

太有爭議性 

1050 2018-05-15 

(05:20) 

思考香港 【 # 土地大辯論 】 # 黃洛絲 ：現時的科技

發展迅速，過往電話機樓所需要設有的電話設

施，已不再需要佔用巨大的空間 

1051 2018-05-15 

(06:28) 

Capital Weekly 資本

壹週 

【 # 樓市速報 ：公屋聯會支持郊野公園邊陲

建樓】 

1052 2018-05-15 

(06:44) 

地產台 Bastille 

Property Channel 

房委會最新數字顯示，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增至

5.1 年。身兼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員的公屋聯會

前主席王坤形容是個悲哀的數字 

1053 2018-05-15 

(07:18) 

工聯會 【點解香港人有怨氣？】舊年公屋平均輪候時

間係 4.7 年，但超過一半人要等 5 年以上。我

陸頌雄跟進過一單求助，一家五口竟然等… 

1054 2018-05-15 

(08:19) 

生態捍衛戰 Eco-

Rangers 

點解要保護郊野公園？//香港的郊野公園是一個

整體系統 

1055 2018-05-15 

(08:19) 

葉蘊儀 Gloria Yip 保衛郊園公園 # 郊野公園不是選項  【 # 本

周焦點 － 香港人都未必知嘅秘密！】 

1056 2018-05-15 

(08:35) 

撐香港 Support HK 土地規劃 //審計署署長孫德基說，政府在發展

已修復堆填區作康樂設施，有一個項目發展進

度緩慢，有 4 個則有成本上升 

1057 2018-05-15 

(08:36) 

01 新聞 【 # 01 港聞 】鄧永成：就算小組無前設，但

林鄭本人有，問題係，小組係咪可以脫離到林

鄭？ 

1058 2018-05-15 

(08:41)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何濼生：「香港人覺醒了保育的重要很好。我

們的確需要郊野公園，也的確要防止官商勾

結，和確保焚化爐設計合符環保標準。 

1059 2018-05-15 

(08:44) 

橫洲綠化帶發展關注

組 

//發展局提出加強寮屋的特惠補貼及安置安排，

誘使受新界東北規劃影響的農戶及 屋居民放棄

守護家園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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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 2018-05-15 

(08:52) 

明報文摘 【土地辯論】如何改善現有的土地規劃固然值

得商榷 

1061 2018-05-15 

(09:07)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土地大辯論】政府正研究新界大型發展項

目：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洪水橋新發展

區、元朗南發展；新界北及其他具潛力發展地 

1062 2018-05-15 

(09:36) 

Chiu Chung Wai 有人仲會信老鼠成果下好野. 【公私營合作．

一】如何教人信服——私營主導不會淪為二度

剝削？│01 周報 源於資源分配不均 

1063 2018-05-15 

(09:43) 

LinePost 線報 【線報直播】民協要求林鄭從恆基奪回大坑西

土地，興建公屋大坑西 已有超過五十年樓齡。 

1064 2018-05-15 

(10:14)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棕地優先】三代署長唱淡棕地 環團斥監管未

盡責 

1065 2018-05-15 

(10:14)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供應太集中 逼爆新界北（鄒崇銘）】 

bit.ly/2Kju6Kl 自 # 土地大辯論 展開以來，公

眾其實已經充分認識到… 

1066 2018-05-15 

(10:29) 

民協 ADPL 【去信城市規劃委員會反對匯基書院加建豪

宅】（星期二 15/5 截止！） 

1067 2018-05-15 

(11:19) 

譚國僑 Tam Kwok 

Kiu 

全港首例！學校上蓋加建住宅？真係得咩？ 

【去信城市規劃委員會反對匯基書院加建豪

宅】（星期二 15/5 截止！） 

1068 2018-05-15 

(13:26) 

Calvin Chan 元朗好多棕地...... 【棕地】前規劃署長受訪 謬

論連篇 漠視市民窘境 近日，三名前規劃署署

長接受團結香港基金旗下組 

1069 2018-05-15 

(14:06) 

01 新聞 【 # 01 港聞 】所謂土地大辯論，其實一早已

有結論？全文： https://bit.ly/2IlMZvM【01 專

訪】 

1070 2018-05-15 

(14:19) 

思考香港 【釋放土地】資料顯示，22 個高齡公屋共有

74,700 單位元元，如果全部重建，新增的公屋

單位數估計可達 10 萬以上…… 

1071 2018-05-15 

(14:26) 

陳惠達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區議會工作坊] 

1072 2018-05-15 

(15:26) 

HKG 報 HKGpao 【施永青 Blog．土地大辯論】環保團體的擔憂

不難理解，不過環保並非社會的唯一考慮，港

人的居住權亦是社會必須照顧的環節。 

1073 2018-05-15 

(16:15) 

關兆倫 大欖郊野公園邊陲錄得 127 種蝴蝶 環團促放棄

發展 - 香港經濟日報 - TOPick - 新聞 - 社會 

綠色力量公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074 2018-05-15 

(16:15)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公屋有理講】第五十二集：公屋平均輪候時

間 5.1 年再創新高 

1075 2018-05-15 

(17:00) 

政治咖哩飯 建制派議員何君堯早前兩度於立法會發言，並

曾投票反對有關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的動議，

早前被揭發其家族公司擁有粉嶺高爾夫球場的

動議 

1076 2018-05-15 

(17:35) 

徐子見 Andy Chui 昨晚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眾參與活動中，一

如所料，大部份建制派人士都大力贊成維港以

外填海。 

1077 2018-05-15 

(17:37) 

香港規劃情報 //對於坊間有意見認為棕地已有道路，容易發

展，凌嘉勤不以為然。他說大部分棕地道路屬

強行開闢而成，地段內又欠排水、排污等設

施，發展有難度。 

1078 2018-05-15 

(18:01) 

八鄉朱凱廸 Chu Hoi 

Dick 

【地政高官元朗農地 再申建四村屋】地政總署

擁有將土地點石成金的權力和內部資訊，署內

高官多次被揭發涉嫌以公謀私 

1079 2018-05-15 

(18:24) 

時聞香港 陳智思 : 填海「一定是選項」 不應發展郊園

邊陲地帶 

1080 2018-05-15 

(18:38) 

Rita Law 每日 150 新移民要幾多地先至夠?  【四代同堂

篇】韓家四代同堂，全家住喺一個公屋單位。

分戶要等，嫲嫲好入住院舍要等。 

1081 2018-05-15 

(18:59) 

Tanya CHAN 陳淑

莊 

粉嶺高球場「忽然親民」，唔知係唔係「唔棺

材唔流眼淚」，不過見到棺材都係流兩滴淚，

搞個 Show 

1082 2018-05-15 

(19:23) 

WWF Hong Kong 【何必向天然生境開刀？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主席黃遠輝指出，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生

態價值低」的土地係小組的建議之一 

1083 2018-05-15 

(19:23) 

WWF Hong Kong Brownfields are ready, why don’t we use 

them? 

1084 2018-05-15 

(20:08) 

Chan King Lin 【棕地太零碎發展難？真．破除迷思】 

1085 2018-05-15 

(20:13) 

am730 【點解要搞組合屋？】 http://bit.ly/2Ih5mWF //

房屋問題之嚴峻已不能靜候增建公屋 

1086 2018-05-15 

(21:34) 

Lee Wai Fung 所以收回高球場合情合理。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087 2018-05-15 

(22:40)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眾諮詢未開始，已有團體

急不及待發表意見，走到高爾夫球場抗議。土

地供應這個話題講了多年…. 

1088 2018-05-15 

(22:54) 

中原金融集團 

Centaline Financial 

Group 

C 觀點: 施永青 填海必然破壞自然環境，關鍵

是人類願作多大犧牲 

1089 2018-05-15 

(23:25) 

HKG 報 HKGpao 土地大辯論點辯都好，公眾利益必須行先！ 

1090 2018-05-15 

(23:42) 

小麗民主教室 施永青所言甚是，不過要睇清楚批評對象。民

間好多聲音要求收回粉嶺高球場，但政府顧問

報告就話球場內「可能有」160 棵古樹 

1091 2018-05-16 

(01:17) 

信報通識 

iknow.hkej.com 

【今日信通】唔夠土地 填海啦填海造地量多易

用，成功例子豐富 

1092 2018-05-16 

(04:25) 

社會民主連線 【社民連：聲援吳文遠 收回高球場 大量建公

屋 反對不義預算案】今時今日，香港社會的階

級矛盾，前所未有地清晰。 

1093 2018-05-16 

(08:41) 

小麗民主教室 早晨！小麗今朝黎到長沙灣元洲 擺早站！繼續

宣傳土地議題工作！回收粉嶺高爾夫球場！ 

1094 2018-05-16 

(08:43) 

am730 【要量定要面積？】香港樓價屢創新高，但居

住面積卻愈住愈細，香港房屋協會(房協)作為提

供資助房屋的機構 

1095 2018-05-16 

(09:30) 

01 新聞 【 # 01 新聞 】邊樣「登 6」先？ 

1096 2018-05-16 

(12:52) 

Solution On Wheels 

言論自由行 

【收地新政以快為本 港府放手一博】在法律

上，「賠償」和「補償」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

念：前者一般牽涉損失 

1097 2018-05-16 

(12:54) 

謎米香港 

memehk.com 

【土地諮詢 擺平利益團體最難│阮穎嫻│謎米博

客】很多時商業上決定做什麼項目，是以回報

率計算。但這些是私人決定；開發土地 

1098 2018-05-16 

(13:16) 

Initium Media 端傳

媒 

【 姚松炎：只有 18 個選項的公開諮詢，可能

只是要打響政府民意授權的如意算盤 】事實

上，幾年前政府曾經做過一次大型諮詢 

1099 2018-05-16 

(13:53) 

關兆倫 土地大辯論(二)：不應否決收回農地 - 指點天

下: 王永平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100 2018-05-16 

(14:36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土地大辯論 】我其實不明白，為何今屆

政府要搞這場耗費 1,200 萬元公關開支的土地

大辯論。 

1101 2018-05-16 

(16:31) 

思言財雋 Financier 

Conscience 

當香港面對嚴峻的土地和住屋短缺問題，特區

政府仍然堅持每日輸入 

1102 2018-05-16 

(16:35) 

香港獨立媒體網 大家都知道 # 土地大辯論 ，最緊要係點樣擺

平持有大量農地嘅發展商同粉嶺高球場。〈被

幾百尺空間鎖住的是「芸芸眾生」〉 

1103 2018-05-16 

(16:48) 

香港社區監察聯盟 議會陣線去信立會 投訴何君堯涉刻意漏報利益

仍「賴皮」表決 建制派議員何君堯早前兩度於

立法會發言，並曾投票反對有關收回土地… 

1104 2018-05-16 

(16:48) 

香港社區監察聯盟 
【土地大辯論‧專訪】鄧永成：政府有前設 為公

私營發展鋪路 由特首林鄭月娥成立的土地供應

專責小組，已展開「土地大辯論」 

1105 2018-05-16 

(17:01) 

工黨 LabourParty 

HK 

//工黨多名成員到鄉議局門外示威，要求政府檢

討丁屋政策，促當局為丁權「截龍」，釋放閒

置土地，以紓緩居住問題。 

1106 2018-05-16 

(17:33) 

HKG 報 HKGpao 
【施永青 blog‧土地大辯論】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提供給社會考慮的 18 個選項中，獨缺了一項效

益最高，需時最少的選項 

1107 2018-05-16 

(17:50)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無人話過要阻住覓地建屋，我地係認為要起樓

應該先考慮其他更可行嘅土地選項，唔需要，

亦都唔應該破壞郊野公園!!  

1108 2018-05-16 

(18:41) 

天水圍元朗社區平台

-街工 

什麼是土地儲備的概念？在香港的脈絡底下 

1109 2018-05-16 

(20:19) 

趙佩玉 Joyce Chiu 香港是我們的家 

1110 2018-05-16 

(20:19) 

民建聯葵青支部 

DAB Kwai Tsing 

Branch 

【人口問題定土地問題？】近年香港社會對新

移民累積唔少負面情緒，面對住得迫、上樓難

等苦況，都會傾向怪罪新移民 

1111 2018-05-16 

(20:54) 

明報文摘 【土地辯論】以香港目前樓價之高，單憑薪水

和個人儲蓄能購置物業的，相信只是少數。因

此須認識房地產的資產和金融工具性質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112 2018-05-16 

(22:03) 

吳國昌及區錦新立法

會議員辦事處 

Escritório dos 

Deputados à A.L. Ng 

Kuok Cheong e Au 

Kam San 

目前的公屋制度，是完全排除一切有物業的居

民，那怕那些只有一個又殘又舊又漏水，更沒

有升降機上落的舊單位 

1113 2018-05-16 

(22:13) 

地產台 Bastille 

Property Channel 

房協主席鄔滿海稱發展資助房屋公私營合作是

雙贏。 

1114 2018-05-16 

(23:48) 

葉一知 若是香港，當年沒有港英，香港人何來有今天?

歡迎施生鼓吹香港回歸英國管治。 沒有填海，

香港有今天嗎？  

1115 2018-05-17 

(00:59) 

周庭 Agnes Chow 

Ting 

【環境與建屋並非對立】 

1116 2018-05-17 

(02:23) 

政策．正察 【填海助政府覓地增公營房屋】香港青年時事

評論員協會會董丘健和有個有趣見解，填海土

地為政府擁有，日後同私人傾公私合營棕地 

1117 2018-05-17 

(02:23) 

政策．正察 【將一個地方劃作郊野公園就能夠成功保

育? 】曾任環諮會成員、現為香港鄉郊基金董

事的港大地理系副教授吳祖南博士指出 

1118 2018-05-17 

(02:23) 

政策．正察 【三位前規劃署長拆解 棕地發展方向與挑戰】

有意見認為，政府對新界棕地一直避而不用，

但其實喺 1300 公頃棕地入面，已經有… 

1119 2018-05-17 

(02:23) 

政策．正察 【棕地擴散】發展棕地上面有經濟作業，所以

唔係話做就做，規劃署前署長兼土地供應專責

小組成員梁焯輝就指，棕地係要發展 

1120 2018-05-17 

(03:11) 

香港規劃情報 其實港鐵坐擁唔少可以發展嘅土地，上蓋撥一

半建居屋、綠置居都合理 d，建公屋就....肯定好

多香港人會反對（特別有樓果班） 

1121 2018-05-17 

(03:17) 

黃絲帶學運 同樣地，當年沒有英國人，你施永青何來有今

天？ 沒有填海，香港有今天嗎？ - C 觀點: 施

永青 - am730  

1122 2018-05-17 

(03:52) 

譚凱邦 Roy Tam 最新話公屋要輪成 5.1 年，但政府仲唔從人口政

策紓緩房屋問係，反而容許外來人口不斷湧來

香港，根本無視現實！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123 2018-05-17 

(04:11)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 

Concerning 

Grassroots' Housing 

Rights Alliance 

【要求政府利用小蠔灣車廠上蓋建公屋及院

舍】很多人以為港鐵站上蓋的物業發展權是港

鐵囊中物，其實這種安排只是一種慣例，而

非… 

1124 2018-05-17 

(04:44) 

28Hse.com 啟德 13 幅住宅地最新賣地資料  

1125 2018-05-17 

(04:45) 

思政築覺 

ArchiVision 

公私合營是好是壞 ?不如聽下專家講下 !  【我

城我地 006】公私合營是 ...？ 

1126 2018-05-17 

(04:49)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大雜燴辯論】姚松炎 Edward Yiu : //土地需

求必須逐項先進行專業規劃分析，找出合理的

可能用地選項才可開始 

1127 2018-05-17 

(04:49)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發展棕土好困難，滅絕生境好方便。# 有地重

搞乜郊野 大欖郊野公園邊陲錄得 127 種蝴蝶 

環團促放棄發展  

1128 2018-05-17 

(05:11) 

Bob Fung On housing, public interest must come first 

1129 2018-05-17 

(06:28) 

Hong Kong Critical 

Geography Group 

香港批判地理學會 

(HKCGG) 

【 # 土地大辯論‧專訪】地理學者鄧永成：樓價

不是土地供應問題 

1130 2018-05-17 

(06:55) 

民協 ADPL 【深水埗組合屋社會房屋計劃的爭議(1)】香港

社會服務聯會計劃推行首個「組合社會房屋計

劃」，究竟能否解決房屋問題？ 

1131 2018-05-17 

(07:43) 

影子長策會 供應太集中 逼爆新界北自土地大辯論展開以

來，公眾其實已經充分認識到此乃一次不盡不

實、以偏概全、極盡誤導之能事的諮詢 

1132 2018-05-17 

(09:07) 

經民聯 BPA 坊間一直誤解，擁有丁權的新界原居民生來便

有一幅地或者一間屋，然後就奀奀腳唔使憂唔

使做。但其實丁權只是賦予原居民建造 

1133 2018-05-17 

(09:43) 

Kai Chi Leung 梁啟

智 

真係好簡單。 【土地大辯論．專訪】地理學者

鄧永成：樓價不是土地供應問題 關乎香港未來

幾十年土地開拓工作的「土地大辯論」 

1134 2018-05-17 

(10:16)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蔡志忠︰「以填海增加土地在本港有迫切需

要，港島西對開的東大嶼山發展新市鎮是一個

很好的構想，能容納 40 萬至 70 萬人口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135 2018-05-17 

(11:11) 

Benny Mak 【深度調查】工廈劏房變種出擊 豪裝「工作

間」呎價破萬 樓價與租金升勢不止，工廈劏房

有增無減，甚至加碼豪裝推銷吸客。 

1136 2018-05-17 

(11:21) 

Carrie Lam 神又係你，鬼又係你 ? 【公私營合作．一】如

何教人信服——私營主導不會淪為二度剝削？

│01 周報 源於資源分配不均所致 

1137 2018-05-18 

(00:15) 

明報即時新聞 佢就係敢咁講。 

1138 2018-05-18 

(01:09) 

黎恩灝 Eric Lai *聯署收回粉嶺高爾夫球會土地 bit.ly/2ji5tlU 

1139 2018-05-18 

(01:35) 

Michael Yau 多管齊下 建立土地儲備 

1140 2018-05-18 

(03:42) 

姚松炎 Edward Yiu 土地供應 18 選項  【 # 九龍西民間論壇 ｜土

地大辯論】今個星期六，我們將請來姚松炎教

授與本土研究社成員林芷筠 

1141 2018-05-18 

(06:33) 

黑衣會 保衛郊野公園  

1142 2018-05-18 

(07:46) 

曾鈺成 Tsang Yok 

Sing, Jasper 

人口問題定土地問題 近年香港社會對新移民累

積唔少負面情緒，面對住得迫、上樓難等苦

況，都會傾向怪罪新移民，仿佛無新移民 

1143 2018-05-18 

(08:51) 

陸羽仁 覓地小組搞咗成年，大發展商又贏咗一年時

間，小組未提方案，就先打開口牌話畀香港人

聽，土地短缺原來比政府估計仲嚴重喎 

1144 2018-05-19 

(08:04) 

852 郵報 【專欄：關公拆局】//林鄭不會直接介入諮詢工

作，但一定會在幕後抓緊諮詢的策劃及結果，

絕不容許任何意外及差池 

1145 2018-05-19 

(11:39) 

Tony Leung 殖民時代的高爾夫球場 

1146 2018-05-19 

(14:41) 

政策．正察 【大量拓地不能再拖】原文作者：陳建強 香港

專業人士協會會長//任何土地供應選項，都必須

會觸動某些人的利益和立場 

1147 2018-05-19 

(14:58) 

思考香港 【填海造地】香港的人口密度已經十分高，因

此我們認為在考慮各個土地選項時應該是要以

紓緩現時的發展密度及人口密度為其中一個 

1148 2018-05-19 

(14:58) 

思考香港 【 # 土地大辯論 】 # 張景宜 ：現時反對者

要求政府收回發展商的土地儲備，由政府獨力

興建，只會減慢房屋，尤其是公營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149 2018-05-19 

(17:33) 

HKG 報 HKGpao 
【蔡志忠 Blog‧土地大辯論】筆者認為，土地供

應必須以短、中、長期作為發展目標，而香港

反對聲音多，應該從阻力較小的範疇 

1150 2018-05-19 

(18:03) 

HKG 報 HKGpao 【林芸生 Blog】一方面，香港貧富懸殊問題嚴

重，而一般人認識的高爾夫球就是等同「富人

玩意兒」，社會仇富情緒是一個極容易 

1151 2018-05-19 

(18:22) 

Ho Depp Depp 【 # 本周焦點 －少年，你太年輕了…】 

1152 2018-05-19 

(18:57) 

小麗民主教室 【 # 九龍西民間論壇 ｜土地大辯論】政府聲

言香港長遠發展欠缺 1200 公頃土地，展開

「土地大辯論」，扭盡六壬覓地 

1153 2018-05-19 

(20:10) 

Roy Tam 今日出席民間土地大辯論，室外進行，好熱，

我說了一句：天氣熱到咁，根本不應選擇任何

斬樹的土地選項 

1154 2018-05-19 

(22:17) 

Hong Kong Free 

Press HKFP 

HKFP_Voices: How should Hong Kong solve 

the housing crisis? 

1155 2018-05-20 

(05:49) 

黃絲帶學運 廢老... 你死左對香港影響都應該好有限 指無填

海惡化港人居住環境  

1156 2018-05-20 

(06:51) 

新力量網絡

SynergyNet 

葉健民：土地辯論 不能讓黃遠輝單打獨鬥（明

報 2018 年 5 月 18 日）全文： 

https://goo.gl/9s8HHd 

1157 2018-05-20 

(07:29) 

香港經濟日報 

hket.com 

【 # HKET18 覓地選項解碼 】土地供應諮詢將

進行 5 個月，你會否向政府提出自己的意見？ 

1158 2018-05-20 

(10:11) 

陳凱文 吳桐山《年輕人保守化，譬如更反對填海》 

LinePost 線報 | 博客 | 填海與六十歲以上的長

者毫不相干 

1159 2018-05-20 

(12:46) 

健吾 ＃ 土地大辯論＃望下山望下海 macau 旅行 ＃

香港冇得望啦遲 d 

1160 2018-05-20 

(14:24)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房協居屋細單位化？】政府一面大鑼大鼓搞

土地大辯論，標榜搵地解決房屋的「貴、細、

擠」問題，同時政府主導的房屋協會 

1161 2018-05-20 

(14:39) 

我係香港人 前天文台長林超英：香港人真係好慘......... 

1162 2018-05-20 

(17:28) 

TODAY LAND CRISIS: The sprawling Hong Kong Golf 

Club, a 129-year-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163 2018-05-20 

(17:30) 

明報即時新聞 「只有不懂香港密集城市優點的人，才會想把

人推去郊野公園居住。」 

1164 2018-05-20 

(19:19)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雖然各有所求，但一定要記著大目標係取得共

識。//【精選文章】拓土辯論費時 安居早著先

機 

1165 2018-05-20 

(21:11) 

Gary Fan 其實即使增加土地供應，如果政府唔對症下

藥，港人都一樣上樓無望！點解？ 

1166 2018-05-20 

(21:16) 

橙新聞 Orange 

News 

咁樣，我會唔想返屋企 

1167 2018-05-20 

(22:33) 

HKG 報 HKGpao 【土地大辯論】譚凱邦反對填海闢地，指因牽

涉疑利益輸送。大家認為…… 

1168 2018-05-20 

(22:47)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 我當年反對東北新發展區，估唔到前規劃署

署長梁焯輝退左休重係對我念念不忘，今日在

我地本土研究社既論壇上走出黎話當年 

1169 2018-05-21 

(02:43) 

Lok Yan Pang 【公私營合作】官商合營劣跡斑斑 政府內部檢

討：會被牽著走 

1170 2018-05-21 

(08:16) 

Linda Look 成日說要收回高爾夫球場起公屋，那裡有幾百

棵老樹，斬唔斬得呀？ 

1171 2018-05-21 

(10: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土地攻略 ： 土地供應 鄉村式發展用地篇】   

香港宜家有大約 3,380 公頃嘅土地劃咗做「鄉

村式發展」地帶，大部分位於新界，主要覆蓋

642 條認可鄉村同用作低密度嘅「丁屋」發展。

有冇方法可以更有效善用呢啲土地，例如將丁

屋向高發展？基建配套足唔足夠？鄉郊格局又

會唔會改變？   快啲登入 

www.landforhongkong.hk 發表你對香港未來土

地供應嘅意見啦！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

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土地攻略 #鄉村

式發展用地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1172 2018-05-21 

(10:13) 

眾新聞 //當碼頭營辦商的高層出來表示集團歡迎有關計

劃，市民更應該反思究竟這項計劃當中是否有

更重大的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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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3 2018-05-21 

(12:11)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土地攻略 ： 土地供應 運輸及公用事業設施

篇】   香港嘅交通基建網絡發達，好多公路、

鐵路站同車廠，仲有電話機樓等公用事業設施

都佔左唔少地方。有咩辦法可以善用呢啲運輸

基建同公用事業設施用地呢？可唔可以諗下喺

基建上蓋起樓？而電話機樓之類嘅用地又可唔

可以釋放出嚟？又可唔可以收返嚟發展呢？   

快啲登入 www.landforhongkong.hk 發表你對

香港未來土地供應嘅意見啦！   #土地供應專

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土地

攻略 #運輸及公用事業設施 #覓地 #揾地 #土

地問題 

1174 2018-05-21 

(14: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土地攻略 ： 土地供應 貨櫃碼頭篇】   葵

涌貨櫃碼頭佔地 280 公頃，連附近嘅後勤用地

有 380 公頃咁大，有人建議將佢搬離巿區同重

置，但可以搬去邊呢？又有人話唔洗搬都得，

喺貨櫃碼頭上面起個上蓋，喺平台上面起樓住

人。你對呢啲提議有咩睇法呢？   快啲登入 

www.landforhongkong.hk 發表你對香港未來土

地供應嘅意見啦！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

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土地攻略 #貨櫃

碼頭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1175 2018-05-21 

(16: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地區老店篇】   Chris 係一間老店嘅第二代

店主，好努力守業，佢亦感嘆現時啲商鋪租金

水平高，令好多小店甚至老字號都經營困難，

好多年輕人亦唔敢開舖創業。  市民行街食飯

要有得揀，香港就需要多啲營商空間，讓老

店、小店可以生存，一齊發展。   快啲登入 

www.landforhongkong.hk 發表你對香港未來土

地供應嘅意見啦！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

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覓地 #揾地 #土

地問題 

1176 2018-05-22 

(01:53) 

紅磡人 紅磡事 【土地大搜查】不理體育界反對 城規會准傑志

中心旁插針建居屋 土地供應大辯論已展開 

1177 2018-05-22 

(08:39) 

東涌填海關注組 今集鏗鏘集有土地大辯論，最後東涌居民問填

海發展農田有沒改善現時東涌居民的生活質素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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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8 2018-05-22 

(10:08) 

Wai Ho Thomas Yip 【 # 震驚七百萬人 】睇返政府出咗最新一輯

宣傳片講開發郊野公園作為土地選項，竟然講

到邊陲地帶用嚟開發起樓都好似無 

1179 2018-05-22 

(12:52) 

King Lee 【將軍澳人口超越 40 萬】統計處資料顯示，將

軍澳約 22%人入住公屋，34%入住資助自置居

所房屋，私樓則佔 43%。 

1180 2018-05-22 

(13:09) 

Farm News 農場新

聞 

//坊間對本地農業回應了鄉郊規劃、社區經濟、

生態保育、環境教育等有過正面的肯定，也從

而衍生過不同農地規劃的策略，是農地 

1181 2018-05-22 

(14:03) 

香港 01 【土地大辯論 01 熱話 】樓主仲話，自己又無

爭人錢，屋企關係又好，點知就係因為一棟樓

搞到自己咁。 

1182 2018-05-22 

(14:36) 

政策．正察 【維港外填海造地 突破房屋 3 困局】//事實

上，香港有 1,111 平方公里土地，但已發展土

地只佔 24%。 

1183 2018-05-22 

(14:36) 

政策．正察 【望吓山，望吓海，就會有多啲地？】佛系增

地法…如果緣份到了……自然可以增加土地？# 

佛系增地 # 不移山 # 不填海 

1184 2018-05-22 

(15:24) 

影子長策會 興建公屋不需要土地儲備概念什麼是土地儲備

的概念？在香港的脈絡底下，土地儲備基本上

就是遏抑農業、剝削基層、變賣土地 

1185 2018-05-22 

(15:26) 

前線科技人員 政府收地真係行唔通？事實勝於雄辯，聽下專

家點講 ……  【前地政測量師 Roger Nissim

話你知：政府收地無難度】 

1186 2018-05-22 

(17:00) 

公民黨 Civic Party 【Live】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爭議 - Tanya vs 

阿叻 

1187 2018-05-22 

(17:00) 

公民黨 Civic Party 【私樓貴公屋缺】做返啲野啦政府近年一手物

業落成量高企，但樓價仍然居高不下 

1188 2018-05-22 

(17:05)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他又嘲諷土供組主席黃遠輝只是懂得炒期指的

銀行家，根本不應把粉嶺高球場土地列為選項

之一。他指強勢政府只須用行政決定 

1189 2018-05-22 

(17:26) 

東網 Money 18 香港人買唔起香港樓，於是返大陸買樓退休... 

1190 2018-05-22 

(18:20) 

01 新聞 【 # 01 港聞 】陳百祥出嚟其實係呃嬲嬲

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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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 2018-05-22 

(19:14) 

Alvin KM Chan 響香港確係幾辛苦，因為要面對一班人將 d 你

以為常識嘅野扭到成火星文，例如：土供組 # 

黃元山 ：大家執著 d 細數字來做 

1192 2018-05-22 

(19:20) 

Scholes Sham 從來唔覺粉嶺有咁多高球從業員！ 【有片睇】

阿叻稱全港有 17 萬高球從業員！陳百祥舌戰

陳淑莊反對收回高球場 - ezo 

1193 2018-05-22 

(19:35) 

明報即時新聞 「阿叻」認為大可以填海去解決房屋問題，又

話土地不足已經係社會多年問題：「我出世時

都唔夠地，我都差啲想輪候公屋。」 

1194 2018-05-22 

(19:37) 

地產站 Property 

Station 

黃遠輝:棕地作業 可考慮遷入工廈 

1195 2018-05-22 

(19:40) 

Dennis Kwok 郭榮

鏗 

【土地大辯論】  【FB LIVE!土地大辯論之粉

嶺高爾夫球場】 

1196 2018-05-22 

(19:50) 

關兆倫 正僕街 阿叻稱全港 17 萬高球從業員 反對派阻

地球轉 政府應強勢棄諮詢填海起樓 港人要接

受高地價  

1197 2018-05-22 

(19:55) 

HKG 報 HKGpao 叻哥即係叻哥，好嘢！今日，「叻哥」陳百祥

與陳淑莊就粉嶺高爾夫球場舌戰，期間叻哥句

句 KO 政棍 

1198 2018-05-22 

(20:09) 

Johnathan Chan 陳淑莊既轉數真係幾快，大家有時間都可以睇

曬去，雖然有成 33 分鐘長 阿叻稱全港有 17 

萬高球從業員！陳百祥舌戰陳淑莊 

1199 2018-05-22 

(20:55) 

香港蘋果日報 土地供應應該新增第 19 個選項：陳宅 # 冇問

題喎# 土地供應 

1200 2018-05-22 

(22:50) 

啤梨晚報 Barry 

Evening Post 

 【土地供應】阿叻撐保留高球場：喺香港住應

接受高地價 毋須事事諮詢  

1201 2018-05-22 

(23:08) 

Roy Tam 除了單程證，另一個要根治的外來人口就係輸

入大陸專才.... 

1202 2018-05-22 

(23:08) 

Roy Tam //人口增長與房屋需求關係密切，惟每年除了單

程證申請者，還有不少人經「輸入內地人才計

劃」來港。 

1203 2018-05-23 

(00:30) 

Linda Look 陳百祥反對收回高球場 

1204 2018-05-23 

(00:52) 

Benson Tsang 荷蘭叻：「鹽田好過我哋(香港貨櫃碼頭)啦小

姐，我做生意，你係做律師，我比你更清楚，

我做廠做咗 10 幾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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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 2018-05-23 

(01:02) 

Florence Chan 有地起樓真係買得起咩 

1206 2018-05-23 

(01:47) 

Cathy Ng 再不停畀大陸人來港，香港等陸沉，攬住一齊

死 

1207 2018-05-23 

(01:53) 

Roy Tam 陳百祥要睇下依幅圖  【填海＝有屋住？】 

1208 2018-05-23 

(03:54) 

啤梨晚報 Barry 

Evening Post 

咁鐘 意引用馬時亨，點解唔學佢返大灣區打波

呀 阿叻稱全港 17 萬高球從業員 反對派阻地球

轉 政府應強勢棄諮詢填海 

1209 2018-05-23 

(08:57) 

David Chan 輪著數嘅嘢，建制支持者最老實 【土地大辯

論】陳百祥反對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美國都

好多人瞓街 為期 5 個月的土地大辯論 

1210 2018-05-23 

(09:19) 

HKG 報 HKGpao 叻哥好嘢 # HKG 報 # 土地大辯論 # 高爾夫球

場 # 陳百祥 # 叻哥 # 陳淑莊 # 病樹緊要 

1211 2018-05-23 

(09:19) 

健吾 地貴，樓怎會平？ 誰勾結土地霸權 撐起高地

價政策？ - 免費早餐: 徐家健 

1212 2018-05-23 

(09:33) 

Ken Wong 慘 【土地大辯論】慳電費酷熱開窗瞓 劏房戶

踩死老鼠 嚇到睇精神科 未踏入盛夏，香港天

氣已持續酷熱 

1213 2018-05-23 

(10:03)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叻哥」陳百祥同陳淑莊昨就粉嶺高爾夫球場

駁火，期間「叻哥」鬧爆公民黨拖政府後腳！

「叻哥」句句串爆陳淑莊，踢爆公民黨偽善 

1214 2018-05-24 

(00:06) 

Bruce Lam 《反中亂港陳百祥》其實我十分認同「荷蘭

叻」陳百祥的言論，佢話政府做嘢根本唔需要

諮詢、又話反對嘅人「阻住地球轉」 

1215 2018-05-24 

(00:20) 

Tam Lok Hang 譚仔：「點解要同阿叻辯論呢？學阿叻話齋，

佢只係一個藝人，點會識土地問題？你陳淑莊

同佢辯論，只會顯得自己蠢之嘛。」 

1216 2018-05-24 

(00:43) 

青年創業軍 Youth 

Entrepreneur 

Warrior 

王永平倡單程證配額削半 鼓勵北上團聚 大灣

區建「香港城」  王永平倡單程證配額削半 鼓

勵北上團聚 大灣區建「香港城」 

1217 2018-05-24 

(00:52)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香港電台視點 31 叻哥係咪未睇我哋條片呀？直

播講到 1999 嘅？# 超過 9000share # 真 # 公

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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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 2018-05-24 

(00:55) 

Elisa Lam 林鄭不應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應該立即取消

新界丁權和發展哥爾夫球場土地以解決土地問

題! 不需理叻哥講什麼，因為既然國策決 

1219 2018-05-24 

(01:10) 

體嘢 SportsYeah 【支持保留粉嶺高爾夫球場，但陳百祥不代表

我 ｜ 聞西】站在保留粉嶺高爾夫球場的一

方，筆者卻極反對這一邊以「荷蘭叻」 

1220 2018-05-24 

(01:53) 

樓市資訊站 土地大辯論：一場正反不對稱的對壘和心戰

（文：黃偉豪） 

1221 2018-05-24 

(02:11) 

Alex Au 今天，港府以鼓勵港人北上創業，甚至定居的

思維去看香港在大灣區發展的機遇。既然如

此，我建議港府不妨把眼光放得大些。 

1222 2018-05-24 

(02:37) 

新民主同盟 

NeoDemocrats 

香港已有很多人才，不需由大陸輸入  【史上

最難答嘅一百萬問題】 

1223 2018-05-24 

(02:39) 

巨輪下的新界東北 -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關

注組 

# 土地大辯論 鏗鏘集：土地大辯論 香港人住

得貴、住得細是共識，但要解決土地荒問題，

如何增加土地供應就是需要未來五個月 

1224 2018-05-24 

(03:14) 

彭保迦 呢單好笑  叻哥舌戰陳淑莊 反對收回高球場稱

非有錢人活動 「800 蚊一次咋」 - POPNews 

土地 

1225 2018-05-24 

(03:42)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我們既擁有高效率的城市，也擁有廣闊的郊野

公園，孕育無數的花鳥蟲魚。只有不愛香港的

人才會問「為甚麼郊野公園佔地四成」 

1226 2018-05-24 

(03:55) 

政治咖哩飯 【高球場建屋】陳百祥說全港 17 萬高球從業

員，如果在高球場建屋，將嚴重影響 17 萬人生

計。不過翻查政府檔，早前公佈香港… 

1227 2018-05-24 

(03:58) 

Andrew Siu-kin Wan 【土地大辯論唔係大便論喎阿叻】咦喂陳生，

又係你呀？宜家係土地「大辯論」喎，唔好延

續啲屎尿屁水準，講埋啲低質言論 

1228 2018-05-24 

(04:20) 

地產小子 

Propertykids 

無喇！無喇！陳百祥又破壞了高球會的好事

喇！# 粉嶺高爾夫球場 # 土地大辯論 # 香港

高爾夫球公開賽 

1229 2018-05-24 

(04:20) 

地產小子 

Propertykids 

【團體指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加劇房屋問題】 

1230 2018-05-24 

(04:29) 

地產站 Property 

Station 

梁錦松：填海地可發展公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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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2018-05-24 

(04:40) 

香港社區監察聯盟 【土地大辯論－重建街坊有野講】 

1232 2018-05-24 

(04:40) 

香港社區監察聯盟 【捱貴租】真劏房戶行劏房展：有獨立廚房同

廁所已心滿意足 「陽光充足」、「私隱度

高」、「名師設計」，通通不是新樓盤的廣告 

1233 2018-05-24 

(04:50) 

香港規劃情報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積志回應議員質詢時指，

位於粉嶺的新界東文化中心預計於 2026 年第 3

季完成，小組委員會主席盧偉國… 

1234 2018-05-24 

(04:52) 

民主街旺角鳩嗚團 香港電台節目《視點 31》 # 今午邀請公民黨立

法會議員陳淑莊 ，與職業高爾夫球協會名譽會

長、 # 藝人陳百祥（阿叻）辯論土地供應小組

有關發展粉嶺高球場土地興建房屋的選項。  

1235 2018-05-24 

(05:49) 

Econ 記者 好，我想問下咁多位，仲有邊個有跟進土地大

便論？我想知最新發展去到邊? 誰勾結土地霸

權 撐起高地價政策？  

1236 2018-05-24 

(06:00) 

李國強-強詞奪李 落地獄! 阿叻稱全港 17 萬高球從業員 反對派阻

地球轉 政府應強勢棄諮詢填海起樓 港人要接

受高地價 

1237 2018-05-24 

(06:07) 

思考香港 【填海造地】 # 陸頌雄 ：雖然填海由計劃到

完成，需要十年時間，看似遠水不能救近火，

但只要政府提出填海數百甚至上千公頃 

1238 2018-05-24 

(06:07) 

思考香港 為期 5 個月的土地大辯論正式展開，藝人「阿

叻」陳百祥亦開腔討論事件。 

1239 2018-05-24 

(06:07) 

思考香港 【梁錦松專訪 1：我係年輕人都覺得好慘！】前

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接受我哋專訪，提到年青人

面對「上樓、上流、上位」困難 

1240 2018-05-24 

(06:23) 

香港電影吹水王 

Confessions of A 

Movie Junkie 

交通燈力排眾議、盲撐高爾夫球場! 

1241 2018-05-24 

(07:15) 

政策．正察 【若要住得好，邊度搵地好？】究竟改劃覓地

會遇到咩問題？片段中就有一個活生生嘅例

子。要點樣先搵到大面積土地 

1242 2018-05-24 

(07:58) 

跟埋發叔 又係喎  回應陳百祥: 「點解要收返個高爾夫球

場?」# swearday # 在晴朗的一天爆粗 # 陳百

祥 # 高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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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3 2018-05-24 

(09:15) 

黃之鋒 Joshua 

Wong 

【香港人住得細，單靠造地就可以住大啲？】

土地大辯論政府不斷強調要「住大啲」，話未

來土地需求就會遠超原來估算的 1200 公頃 

1244 2018-05-24 

(10:04) 

Naraku Kamikakushi 主持人同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喺港台節目《視

點 31》認真討論緊粉嶺高爾夫球場收回發展建

屋，場面相當認真。 

1245 2018-05-24 

(10:14)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土地大辯論政府不斷強調要「住大啲」，話未

來土地需求就會遠超原來估算的 1200 公頃。 

1246 2018-05-25 

(00:15) 

黑衣會 阿叻稱全港有 17 萬高球從業員！陳百祥舌戰

陳淑莊反對收回高球場 - ezone.hk - 網絡生活 

- 網絡熱話 

1247 2018-05-25 

(00:19) 

周顯 周顯大師痛斥姚松炎的土地歪論 - 政經密碼: 

周顯  

1248 2018-05-25 

(00:29) 

涂謹申 James To 【線報直播】土地監察回應「土地大辯論」諮

詢文件 

1249 2018-05-25 

(01:57) 

明報即時新聞 明報頭條搶先睇【憂官商勾結】土地大辯論明

日進入第二階段，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將在各區

舉辦巡迴展覽，並展開問卷調查。 

1250 2018-05-25 

(02:55) 

Tin Leung Ji 【 # 持續關注 －說好的大辯論呢？】# 土地

大辯論 開始 1 個月以嚟，無論係政府定相關人

士，都無法以客觀數據、理由去說 

1251 2018-05-25 

(03:30) 

政策．正察 【梁錦松專訪 5：點睇郊野公園和填海?】前財

爺梁錦松專訪嚟到第 5 集，分享佢對一些土地

供應選項嘅睇法。 

1252 2018-05-25 

(03:30) 

政策．正察 【梁錦松專訪 3：增加供應和改善分配可同時

傾】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正就本港土地供應展開 5

個月諮詢，面對坊間有人話「未傾好點樣分配

土地，就唔應該傾點樣增加土地」 

1253 2018-05-25 

(03:30) 

政策．正察 【梁錦松專訪 4：樓價高主因係供求問題】面對

香港樓價高企，有人認為係質疑係由聯繫匯率

同貨幣現象引致，梁錦松指，主因係… 

1254 2018-05-25 

(03:46) 

Naraku Kamikakushi 保衛郊野公園  

1255 2018-05-25 

(03:49)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土地供應】自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佈 18 個土

地供應選項諮詢公眾後，社會意見眾說紛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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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6 2018-05-25 

(07:47)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 想保住粉嶺高爾夫球場，大聯盟其實只需找

來一位智商正常的素人就可以…… // 球場無大

將 阿叻作先鋒 

1257 2018-05-25 

(08:02) 

LinePost 線報 【新聞】土地監察回應「土地大辯論」諮詢文

件對於公私合營計劃，李永達指並不完全排

除，但有兩個先決條件。第一，公私合營計劃 

1258 2018-05-25 

(08:17) 

青年創業軍 Youth 

Entrepreneur 

Warrior 

【土地大辯論】陳百祥反對收回粉嶺高爾夫球

場：美國都好多人瞓街 【土地大辯論】陳百祥

反對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美國都好多人 

1259 2018-05-25 

(08:58) 

Audrey Eu 余若薇 突然想起一句 香港 e 家真係 

1260 2018-05-25 

(09:17) 

明報即時新聞 小組主席 # 黃遠輝 接受訪問時表示，問卷將

要求市民在 10 個短中期及中長期土地供應選項

內，揀選滿足 1200 公頃土地短缺 

1261 2018-05-25 

(15:07)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土地供應小組嘅公眾參與活動會喺聽日會正式

踏入另一階段！18 區巡迴展覽會由聽日開始一

連 3 日喺銅鑼灣利舞臺同馬鞍山新港城中心打

響頭炮，而喺藍田啟田商場嘅展覽就響星期日

開始。到時市民可以透過填寫問卷，表達對土

地供應嘅意見。  我哋會響呢度及網站定期更

新其他場次嘅巡迴展覽資料，請密切留意：

https://www.landforhongkong.hk/tc/participatio

n/engage_act.php 。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覓地 #揾地 #

土地問題  #巡迴展覽 #有問卷 #野生捕獲小組

成員注意 

1262 2018-05-26 

(04:54) 

地產小子 

Propertykids 

粉嶺高爾夫球場去留，說明了 # 林鄭月娥 是

為誰服務~*# 粉嶺高爾夫球場 # 土地大辯論 # 

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 

1263 2018-05-26 

(08:16) 

思考香港 【水深火熱】不少公屋輪候人士正屈居於劏

房、棺材房、甚至太空艙中，成為無可奈何的

住屋方式。但更無奈的是，輪候時間同租金… 

1264 2018-05-26 

(09:38) 

眾新聞 主筆楊健興：//有政府中人私下對土地諮詢，列

出 18 個選項給公眾選擇的做法，感到嘖嘖稱奇

和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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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5 2018-05-26 

(11:35)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的確，覓地增加房屋供應，才是長遠解決港人

住屋問題的根本之道//【精選文章】新樓空置稅

是一記「花招」？ 

1266 2018-05-26 

(12:04) 

01 新聞 【 # 01 港聞 】土地大辯論選項問卷中如果想

揀收回高球場要咁樣填！全文： 

http://bit.ly/2s9cuKu 

1267 2018-05-26 

(12:21) 

HKG 報 HKGpao 波哥有起士！當局學嘢！為紓緩香港地荒，土

地大辯論乘時而出。「波哥」陳健波談及此一

議題時，認為政府在覓地方面，欠缺行動 

1268 2018-05-26 

(12:29) 

Paul Zimmerman 司

馬文 

A critique of the land supply process by 

Government, and proposals to do better, 

launched: www.landfordaycharmsheung.hk. 

Media briefing: 

https://www.facebook.com/standnewshk/video

s/1688264241259189/ 

1269 2018-05-26 

(16:04) 

01 新聞 【 # 01 港聞 】青衣島民不想最後一塊「青

衣」都被發展全文：http://bit.ly/2s9fvL3【青衣

孤島】 

1270 2018-05-26 

(17:31) 

LinePost 線報 【新聞】回應土地短缺千二公頃 黃遠輝：除建

屋還需基建配套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諮詢舉辦巡

迴展覽，並展開問卷調查。 

1271 2018-05-26 

(17:32) 

香港蘋果日報 有市民指，自己不反對在部份選址填海，但問

卷設計太簡單，「擔心政府最後會將結果，當

成市民同意喺全部選址填海」。 

1272 2018-05-26 

(17:34) 

01 新聞 【 # 01 港聞 】原來填問卷要溫書先咩？主

文︰ http://bit.ly/2s8Fxhw【 # 土地大辯論 】 

1273 2018-05-26 

(17:39)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這些熟口熟面的反政府面孔，填海唔得，發展

郊野公園邊陲地係「思想癌症」，開發新界東

北係「官商勾結」......其實佢哋係 

1274 2018-05-26 

(18:16) 

Elisa Lam 土地大辯論展開，拆解 5 大荒謬位  

1275 2018-05-26 

(19:31) 

有線新聞 i-Cable 

News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設展覽收集市民意見】土

地供應專責小組今日起，在各區舉行巡迴展

覽，以問卷形式收集公眾對土地供應的意見 

1276 2018-05-26 

(20:07) 

Now News - 新聞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踏入第二階段公眾諮詢，有

市民支持粉嶺高爾夫球場建屋，認為可短時間

內增加房屋供應；亦有人覺得可透過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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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7 2018-05-26 

(21:57) 

Roy Tam 大辯論用的問卷，真係超偏頗....... 環保觸覺到

馬鞍山土地諮詢展覽場地抗議 即場撕毀問卷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諮詢今日 

1278 2018-05-26 

(22:18) 

香港獨立媒體網 一日無人均居住面積的政策，發展商仍然會盡

其所能，賣盡每一呎土地。〈前地政測量師

Roger Nissim 話你知：政府收地 

1279 2018-05-26 

(23:44) 

思考香港 【梁錦松專訪 3：增加供應和改善分配可同時

傾】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正就本港土地供應展開 5

個月諮詢，面對坊間有人話未傾好 

1280 2018-05-27 

(02:45) 

Diana W H Lo 食屎啦你！唔該你講少句當幫忙 ?  【梁錦

松：有啲郊野公園邊陲的確唔係咁靚！】 

1281 2018-05-27 

(02:46)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小學生功課都不如。土地問卷選項欠全面 被轟

如點心紙 團體不滿忽略棕地 斥諮詢洗腦 【本

報訊】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今日起就 

1282 2018-05-27 

(06:13) 

Camille Lam 林芷筠 # 夾好口供未 ？土供組主席 # 黃遠輝 : 他並

稱過去 1 個月諮詢期間，聽到較多反對公私營

合作發展新界農地的聲音 

1283 2018-05-27 

(06:49) 

拉闊新聞 Life TV 

News 

【政黨環團反填海增土地 黃遠輝：接受 18 個

選項以外建議】土地專責小組的公眾諮詢進入

第二階段，首日設置在商場的巡迴展覽 

1284 2018-05-27 

(06:49) 

拉闊新聞 Life TV 

News 

【土地大辯論首站巡展 有市民反映問卷未有列

出填海選址】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展開土地大辯

論後，分別在 18 區設巡迴展覽 

1285 2018-05-27 

(06:49) 

拉闊新聞 Life TV 

News 

【估計政府「雪藏」逾千公頃土地 團體籲市民

不被選項所限】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自上月起，

展開五個月的公眾諮詢 

1286 2018-05-27 

(07:20) 

時聞香港 土地諮詢問卷不記名 

1287 2018-05-27 

(08:50) 

時聞香港 土地小組派問卷 

1288 2018-05-27 

(14:51) 

巴士的政事 有環保團體去到政府土地巡迴展覽場地與小組

主席即場辯論。土地供應展期間 環團踏場大激

辯 | 社會事 | 巴士的報 ? 

1289 2018-05-27 

(15:50) 

時聞香港 問卷詢土供 市民幫計數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290 2018-05-27 

(17:35)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要搵地起樓？政府傾咗咁耐，係時候要扚起心

肝，覺得啱就要做，要夠薑，再船頭驚鬼船尾

驚賊，市民見到都眼冤。//   

1291 2018-05-27 

(17:48)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梁錦松：有啲郊野公園邊陲的確唔係咁

靚！】【土地供應】土地大辯論進行得如火如

荼，當中郊野公園建屋和填海選項最為爭議 

1292 2018-05-27 

(18:51) 

HKG 報 HKGpao 香港真係要多幾個叻哥！# HKG 報 # 叻哥 # 

陳百祥 # 仇富 黃絲仇富病發 老吹打 Golf 要

3000 蚊？叻哥一句 

1293 2018-05-27 

(19:20) 

時聞香港 香港不注重高球運動，寧犧牲多年好場地同偽

環保嘈起樓攞地，咁多廢置郊野邊陲地冇人覺

得應動土，倒行逆施已成常態！ 

1294 2018-05-27 

(20:45) 

Clipsal Wan 其實係郊野公園開刀 大家都冇機會上到樓 

1295 2018-05-27 

(21:19) 

香港規劃情報 明明港鐵有好多可以短期發展嘅土地，但連起

居屋都唔肯做，社康設施？住戶專用住客會所

咪已經做到。 

1296 2018-05-28 

(08:30) 

01 新聞 【 # 01 港聞 】「粉嶺高球場」去留冇影，咁

係咩意思？！ ?全文： http://bit.ly/2ISsMht 

1297 2018-05-28 

(09:29) 

Keith Au 【誰硬銷元朗溶洞地質上建天價構築物？— 土

地大辯論不敢碰 核心之核的問題】 

1298 2018-05-28 

(10:32) 

時聞香港 市民倡填海闢地 多招建屋 

1299 2018-05-28 

(10:34) 

Mark Lam 香港青年與土地香港面積 2,755.03 平方公里，

土地面積 1,105.6 平方公里，要建成一個一千萬

人以上的大城市完全沒有 

1300 2018-05-28 

(11:50) 

Automobile 

Magazine Hong 

Kong 

【土地問題】 

1301 2018-05-28 

(12:01) 

時聞香港 林健鋒倡用盡地積比 

1302 2018-05-28 

(12:17) 

am730 【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如整個荃灣？】 

1303 2018-05-28 

(12:40)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梁錦松 VS 金管局：「樓價貴主因是供應問

題」?】前高官梁錦松與團結香港基金拍片宣傳

土地供應諮詢，言談間話天價樓市不可怪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304 2018-05-28 

(12:49) 

思考香港 【梁錦松專訪 6：香港有咩優勢產業發展?】前

財爺梁錦松回歸商界後，近年涉足地產，又投

資生物醫藥、教育、科創等等。 

1305 2018-05-28 

(13:14) 

南區人南區事 提提各位，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舉辦巡迴展覽會

係來緊個週末（1/6 至 3/6）來到鴨脷洲海怡西

商場。  

1306 2018-05-28 

(13:38) 

Roy Tam 有預設立場的諮詢  前日（5 月 26 日）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於馬鞍山設首場公眾展覽，並提供

問卷予市民填寫遞交，表示意向。 

1307 2018-05-28 

(13:51) 

公民黨 Civic Party 【問卷變點心紙】咩都唔俾揀明明諮詢檔話可

以考慮發展成個高爾夫球場，問卷就無呢個選

項；明明地產商囤積咗成千公頃嘅農地 

1308 2018-05-28 

(14:23) 

Land Watch 土地監察建議 新增用地 7 成作公營房屋 | 地產

新聞 | 樓市快訊 - 地產站 (Property Station) 

1309 2018-05-28 

(14:44) 

經濟 3.0 Byron: 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如整個荃灣？//講出

或寫出以上句子的，不是「無知」市民，而是

時事評論員、立法會議員… 

1310 2018-05-28 

(15:13) 

陳到 Do Chan 土地正義聯盟 

1311 2018-05-28 

(15:15) 

娛果 - 蘋果娛樂 # 真話唔係唔講得 # 講完要找數【反對收回高

球場起屋】 

1312 2018-05-28 

(15:48) 

忠義民團（民間自發

組織） 

哥爾夫球場土地辯論 叻哥逐點擊破黃絲歪理謬

論 撐叻哥請廣傳 網上瘋傳叻哥妙語 KO 爆陳

淑莊片段，黃絲網民不甘陳淑莊被窒 

1313 2018-05-28 

(16:43) 

天行足跡 【土地諮詢問卷】馬鞍山 7:30 收檔，剛趕得切

填了問卷！ 個檔會擺多兩日(定 3 日？忘記

了)，大家唔好執書，出一分力！ 

1314 2018-05-28 

(16:43) 

天行足跡 // 以私人遊樂場地為例，66 幅用地合共佔地約

408 公頃，問卷則只列明估計短中期可提供 60

公頃，中長期可提供 120 公頃 

1315 2018-05-28 

(16:43) 

天行足跡 是否包括南生圍？答案已寫在他的嘴臉上。// 

黃遠輝回應稱，不少於 1000 公頃的農地儲備是

公開數字，因為有關土地不能通過 

1316 2018-05-28 

(16:43) 

天行足跡 // 今日會在銅鑼灣利舞臺及馬鞍山新港城中心

擺街站，並展開問卷調查。小組主席黃遠輝今

午 2 時會到馬鞍山的街站，收集公眾意見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317 2018-05-28 

(17:55) 

郭永健 Kwok Wing 

Kin 

今日在新港城設置民間展覽，展示較填海更佳

的土地選項。政府的問卷充滿誤導，如短中期

選項，私人會所的土地面積便只有 60 公頃 

1318 2018-05-28 

(18:00) 

招文亮 Alvin 【土地供應展覽及問卷意見收集】土地供應專

責小組公眾諮詢活動今日開始在全港 18 區進行

巡迴展覽 

1319 2018-05-28 

(18:40) 

葉榮 Yip Wing 土地供應小組於 5 月 26 日(今日) 開始作全港

18 區巡迴展覽，介紹土地供應選項。工黨聯同

海典灣居民權益協會、反對馬料水填海 

1320 2018-05-28 

(18:40) 

葉榮 Yip Wing //多個團體昨到新港城中心向在場的土地小組主

席黃遠輝示威，工黨聯同海典灣居民權益協

會、反對馬料水填海聯席舉行民間展覽 

1321 2018-05-28 

(19:14)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嘅公眾參與轉眼就過咗一個

月，除咗各個土地供應選項外，書冊封面嘅設

計都成為討論話題。想知道點解要用藍色？主

席隨筆有答案。當然亦有過去一個月嘅工作簡

報。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

土地你我抉擇 #主席隨筆 #解決土地問題 

1322 2018-05-28 

(19:20) 

土地公社（我地。規

劃）Our Land, Our 

Plan 

【收歸公有】南灣湖低密度濱海休閒規劃更待

何時？文： 蘇嘉豪 Sulu Sou 

1323 2018-05-28 

(19:50)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 # 好重要請廣傳 】好多市民大眾都唔太清

楚政府講緊開發嘅郊野公園邊陲地帶究竟係啲

乜 

1324 2018-05-28 

(19:50)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咪係囉，邊陲地都有生態發展價值架嘛 ! 如果

唔想開發郊野公園成為事實，拜託大家都一人

出一分力去土地小組 

1325 2018-05-28 

(20:04) 

LinePost 線報 【線報專訪】許楨專訪麥美娟：林鄭要有房策

立場，不要政治潔癖！麥美娟說，現時有人反

感填海造地，就是因為政府只講土地 

1326 2018-05-28 

(20:46) 

Hong Kong Arts 

Administrators 

Association 

香港戲劇界關注工廈問題聯合聲明 各位戲劇界

同工，「工廈問題」一直困擾劇團乃致其他藝

團，倘問題持續惡化，勢必影響中小劇團 

1327 2018-05-28 

(21:43) 

香港經濟日報 【 # HKET18 覓地選項解碼 】土地大辯論已進

入第二階段問卷調查諮詢，不知你比左意見未

呢？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328 2018-05-28 

(22:20) 

環保觸覺 Green 

Sense 

【 # 填海的真正成本 】 

1329 2018-05-28 

(22:23) 

Friends of the Earth 

(HK) 香港地球之友 

【討論郊野公園起屋】忽視生物多樣性 // 假設

某郊野公園土地已被研究作建屋之用，為此地

進行 

1330 2018-05-28 

(22:51) 

影子長策會 公屋地何來 首選小蠔灣上周港鐵在股東大會

上，宣佈未來一年將會推出 6 個地產項目，當

中以東涌線小蠔灣車廠項目規模最大 

1331 2018-05-28 

(22:59) 

正思香港 //政府本來希望透過今次的「大辯論」，就開拓

土地方案找到社會主流選擇，凝聚共識，基於

此定出拓地具體政策方向 

1332 2018-05-28 

(23:15) 

RTHK 香港電台公共

事務組 

【 # 土地大辯論 】土地大辯論已經展開一個

月，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說，每個展

覽站每日收回接近 100 份問卷 

1333 2018-05-28 

(23:17) 

回歸曠野 為咗瞭解政府對郊野公園的政策, 大家不妨多花

時間關心一下政府在土地大辯論的土地政策喇  

1334 2018-05-28 

(23:20) 

專業。民主。起動 香港電台: //民間智庫土地監察與土地供應專責

小組會面，討論政府日前公佈的諮詢檔。 

1335 2018-05-28 

(23:20) 

專業。民主。起動 李銊：增闢土地的菜單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12260/ 

1336 2018-05-29 

(00:01) 

野 Guide - Hong 

Kong Discovery 

林超英稱：「我的平衡很簡單，我們用高爾夫

球場會影響二千多人；我們動用郊野公園是影

響全香港市民，七百多萬人 

1337 2018-05-29 

(01:24) 

Polly Fong 【波哥時事台】 香港土地供應不足的真正原因

香港樓價貴，其中一個主因係唔夠地起樓。政

府最近搞「土地辯論」問大家既意見 

1338 2018-05-29 

(07:08)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土地短缺的真確性（文化論政│梁啟智）】 

bit.ly/2ksBt7g 政府推出「土地大辯論」，聲稱

邀請民間一同尋找解決 

1339 2018-05-29 

(09:31) 

香港 01 【緊貼 01 深度 】黃遠輝強調，唯有增加土地

供應及重設土地儲備，政府及港人才能從發展

商… 

1340 2018-05-29 

(10:05) 

Ken Wong 政府掂唔掂 【土地大辯論．專訪上】重奪土地

發展主導權 黃遠輝談大辯論意義｜01 周報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341 2018-05-29 

(10:16) 

01 新聞 【 # 01 港聞 】政府發展郊野公園邊陲係為咗

在公私營發展中重奪主導權？全文： 

http://bit.ly/2IVjT 

1342 2018-05-29 

(10:45) 

添美新村繼續撐傘！ 【佢有前設 你無抉擇】土供組謎之 15% 

1343 2018-05-29 

(13:10) 

地產小子 

Propertykids 

前日喺 viuTV 英文台新聞時段接受訪問，要話

俾更多人知份土地諮詢問卷有幾偏頗，同埋一

日唔減外來人口都難以解決土地房屋問題 

1344 2018-05-29 

(15:43)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喺過去嘅週末，18 區巡迴展覽嘅頭三場響銅鑼

灣利舞臺廣場、馬鞍山新港城中心同藍田啟田

商場舉行！市民參與表達意見嘅熱誠，同呢幾

日天氣一樣咁熾熱。專責小組成員亦親自落

場，解答大家嘅問題同聆聽意見。嚟緊佢哋都

會去其他展覽場地，想野生捕獲佢哋，又或者

想發表意見，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巡迴展覽最新

動向喇！   

https://www.landforhongkong.hk/tc/participatio

n/engage_act.php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

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覓地 #揾地 #土

地問題 #巡迴展覽 #有問卷 #野生捕獲小組成

員注意 

1345 2018-05-30 

(00:28) 

陳志全議員（慢必）

專頁 

【土地大辯論】慢必：現時香港有達 2700 公頃

軍事用地，即使紐約、倫敦和東京也不會如此

放在市中心，為何不把部份軍事用地收回 

1346 2018-05-30 

(01:26) 

鴨脷洲變形記 1/6-3/6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係海怡西商場有巡迴

展覽同收集市民意見。 

1347 2018-05-30 

(02:24) 

香港規劃情報 城規會：有關方案已符合市民對房屋的需求，

反對理由毫無根據。【土地大辯論？一早分曬

豬肉啦】 

1348 2018-05-30 

(02:41) 

陳凱文 寒柏：「叻哥」談及的土地發展大方向有何理

虧？ 儘管「叻哥」在技術細節上有偏差，例如

是哥爾夫球場的收費、規矩… 

1349 2018-05-30 

(07:35) 
Trailwatch 徑‧香港 

【郊野公園沒有邊陲 - 公眾行山團】做緊公眾

諮詢嘅 # 土地大辯論 入邊有兩個選項叫發展

郊野公園邊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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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 2018-05-30 

(08:05) 

守護香港公義 守護阿叻  //又想玩滅聲？NO WAY！ 

1351 2018-05-30 

(10:21) 

土地正義聯盟 【村民旁聽發展事務委員會】橫洲二十多名村

民出席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旁聽議員討論

土地供應及新寮屋賠償安置政策 

1352 2018-05-31 

(00:24) 

保衛香港自由聯盟 【文化論政】梁啟智：土地短缺的真確性 | 香

港文化監察 | 香港獨立媒體網 政府推出「土地

大辯論」，聲稱邀請民間一同… 

1353 2018-05-31 

(07: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嚟緊呢個星期五、六、日(1/6 – 3/6)，我哋會喺

鴨脷洲海怡西廣場、黃埔新天地 - 美食坊同天

水圍 T Town 舉行巡迴展覽，希望到時見到你！  

至於其他場次嘅巡迴展覽資料，請密切留意： 

https://www.landforhongkong.hk/tc/participatio

n/engage_act.php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

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覓地 #揾地 #土

地問題 #巡迴展覽 #有問卷 #野生捕獲小組成

員注意 

1354 2018-05-31 

(08:41) 

小麗民主教室 各位朋友早晨！今朝小麗去到佐敦擺街站，繼

續宣傳我地對土地議題既睇法。人人有屋住，

支持回收粉嶺高爾夫球場。 

1355 2018-05-31 

(09:30) 

東大嶼都會關注組 

ELM Concern Group 

【搵地唔係為我地(一)】填完都係貴細擠！土地

供應小組委員力推填海造地，指大規模填海是

解決「貴細擠」的最佳方法。 

1356 2018-05-31 

(09:56) 

香港經濟日報 

hket.com 

【 # HKET 分析評論 】若要變身成千萬人口嘅

都會，短缺嘅土地係幾多？ 

1357 2018-06-01 

(01:07) 

Roy Tam 咁唔小心呀 【土地供應】點心紙揀心水選項被

轟粗疏 查詢電話號碼都搞錯！ 土地供應大辯

論上週六（26 日）起就 18 個土地供 

1358 2018-06-01 

(01:44) 

Monopoly Chow 唔怪得十日前都 Book 唔到場，根本又係土地

問題！ 【康樂場地不足．一】康體設施供應不

達標 市民可以去邊做運動？ 

1359 2018-06-01 

(05:48) 

土地正義聯盟 【再現不公義：贏在起跑線的丁權】政府不斷

強調香港土地問題嚴重，並以此為原因堅持消

滅橫洲三村 

1360 2018-06-01 

(06:15) 

Read with Me 我的

「悅讀」誌 My 

Reading Blog 

【我城我地 007】造地公義，從何抉擇？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361 2018-06-01 

(09:05) 

Keith Au 【誰硬銷元朗溶洞地質上建天價構築物？— 土

地大辯論不敢碰 核心之核的問題】 

1362 2018-06-01 

(10:44) 

Chum Yu 黃偉綸...林鄭...啪啪啪...... 【土地大辯論】收回

土地條例常出鞘 發展局「被迫」狠摑林鄭月娥 

四大地產商在新 

1363 2018-06-01 

(11:53) 

時聞香港 「土地大辯論」有人提出填平船灣淡水湖以發

展新市鎮 

1364 2018-06-01 

(12:35) 

青衣島民 【土地大便論】 

1365 2018-06-01 

(13:06) 

地產小子 

Propertykids 

話香港無 # 土地問題 和 # 房屋問題 的人，

對呢尐人 o 既境況又怎會看得見呢？# 劏房 # 

棺材房 # 蝸居   

1366 2018-06-01 

(13:36) 

LinePost 線報 【新聞】元朗 10 幅農地高價拍賣 鄧氏家族持

有 

1367 2018-06-01 

(17:03) 

Hong Kong Policy 

Research 

我們建議實施全面土地調整計劃，以公私營合

作新模式鼓勵民間主導發展。計劃不但可以釋

放私人土地的發展潛力 

1368 2018-06-02 

(01:56) 

思考香港 【唔夠地點算】供求失衡下，工商廈租金愈升

愈有。而根據規劃署估算，2026 年的經濟用地

尚欠 135 公頃 

1369 2018-06-02 

(11:39)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 房協主席鄔滿海昨日接受港台訪問，大力支

持公私合營發展地產商囤積嘅農地，仲話房協

已經準備好參予其中。房協支持政府 

1370 2018-06-02 

(14:26)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有得揀，其實咪又係比佢玩】官方土地諮詢

問卷羅列出 18 個選項，花多眼亂，每個選項只

要獲過半數支持，專責小組便會視為可行 

1371 2018-06-02 

(18:38) 

James Ho 我們的土地 - 郊野公園沒有邊陲！  我們的土

地 - 郊野公園沒有邊陲政府社會政策、人口問

題、社區配套，都衝著土地問題 

1372 2018-06-03 

(10:42) 

一日一通識 【又係土地問題】點解依個問題好似永遠都討

論唔完咁？早前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出 18 個 

1373 2018-06-03 

(10:48) 

陸頌雄 【土地大辯論】路經天水圍頌富商場（改咗名

叫 T TOWN...），見到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公

眾參與攤位，立即走去填份問卷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374 2018-06-03 

(16:3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終於開波喇！唔係講世界盃，而係講緊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嘅公眾論壇。首場論壇會喺 6 月 16

日（星期六）下午於港島區舉行。記得聽日（6

月 4 日）上午 9 點開始，用下面其中一種方式

報名喇：  1. 網上登記： 

www.landforhongkong.hk/tc/participation/enga

ge_act.php ； 2. 在網站下載報名表格，填妥

後電郵至 pflandforhongkong.hk@a-

world.com.hk 或傳真至 2865 2559；或 3. 電

話登記： 2114 4972（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提提大家，每次報名只能預留一個座位，報名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公眾論壇 

1375 2018-06-03 

(19:44) 

iMoney 智富雜誌 成日話土地不足，但等幾耐先有地？【港建築

師出蹺 打造西九天空之城】 

1376 2018-06-03 

(20:39) 

ETtoday 運動雲 昨天的土地公真的是火球！ ( # 傑森 ) 

1377 2018-06-03 

(23:16) 

HKG 報 HKGpao 【曾財安 Blog】問題是，在過去一年，輪候公

屋的時間卻從 4 年多一下子升到 5.1 年。 

1378 2018-06-03 

(23:48) 

iMoney 智富雜誌 唔使填海都可以起屋 ?【荷蘭建漂浮屋 善用水

上空間】 

1379 2018-06-04 

(02:03) 

Don Wu 緊急！郊野公園面臨開發危機！ 

1380 2018-06-04 

(08:50)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

委員會 

土地大辯論：永續發展與道德價值 

1381 2018-06-04 

(08:54) 

Alan W K Wong 短短 1 個月有超過 1 萬 4 千名市民聯署保衛郊

野公園。點少得你？ 政府正諮詢公眾，將郊野

公園列入土地供應選項。 

1382 2018-06-04 

(09:23) 

時聞香港 土地辯論 禍害深重 

1383 2018-06-04 

(10:18) 

路邊政策組 其實道理很簡單 - 1. 反高鐵人士應該很少上大

陸, 2. 希望在郊野公園建屋的人士應該很少行

山, 3. 希望在高爾夫 

1384 2018-06-04 

(10:27) 
Trailwatch 徑‧香港 

【郊野公園沒有邊陲 - 公眾行山團（假日

篇）】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385 2018-06-05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接住落嚟一連五日都會有巡迴展覽，第一站係

金鐘港鐵站(6-8/6)，然後會去到粉嶺碧湖商場

(8-10/6)，繼續收集大家嘅意見。  其他巡迴展

覽場次： 

https://www.landforhongkong.hk/tc/participatio

n/engage_act.php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

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覓地 #揾地 #土

地問題 #巡迴展覽 #有問卷 #野生捕獲小組成

員注意 

1386 2018-06-05 

(13:53) 

am730 曾鈺成：每個「辛」代表一個罪人【爭論為

「辯」】坊間正進行土地大辯論，顧名思義，

「辯」即爭論，大家有不同見解 

1387 2018-06-05 

(14:45) 

明報即時新聞 林鄭月娥並不點名呼籲，「某些關注團體」不

要因為反對某種土地開發便「轉移視線」、講

「人口政策」等「與土地供應無關」問題。 

1388 2018-06-05 

(14:46) 

852 郵報 【即係需求定供應？】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51292 

1389 2018-06-05 

(17:59) 

HKG 報 HKGpao 【何俊賢 Blog】自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立以

來，在 4 月終於迎來「土地大辯論」的公眾諮

詢。恕筆者直言，「大辯論」開展以… 

1390 2018-06-05 

(18: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坊間提出咗唔少增闢土地嘅提議，當中不乏富

創意嘅諗法，例如俗稱「飛地」嘅方案，即係

借內地城市嘅土地去建設香港生活區。你想知

主席黃遠輝點睇？不如去佢個 Blog 睇下。  #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

抉擇 #主席隨筆 #覓地 #揾地 #土地供應選項 

1391 2018-06-05 

(20:51) 

明報文摘 【土地辯論】「土地大辯論」是否會有成果？

現在未到結論的時候。但政府推出「土地大辯

論」，本身便犯了極大錯誤 

1392 2018-06-05 

(21:43) 

青年創業軍 Youth 

Entrepreneur 

Warrior 

有人無樓住，有樓無人住 9000 個一手單位無

人住 空置量創九年新高 

1393 2018-06-05 

(22:47) 

Kenneth Leung 梁繼

昌 

# 土地大辯論 有前設的諮詢，唔揀填海計唔掂

數?!!!問卷要求大家揀夠 1200 公頃的土地去發

展，但我好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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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4 2018-06-06 

(00:01) 

CK Tax 展群稅務 [陳茂波: 一手樓空置稅研究近尾聲]由於上季全

港大約有 9,000 個一手樓單位已經落成但尚未

賣出, 有建議應該開徵一手樓 

1395 2018-06-06 

(01:01) 

開罐 Opener 【土地大辯論】小編應該係佛系+放棄人生型，

乜都唔做，緣份到了……自然去瞓街 ? 樓價再

創新高？ 

1396 2018-06-06 

(01:32)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根據綠色和平發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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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 名 18 歲以上香港 

1397 2018-06-06 

(02:48) 

癲狗日報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今（五日）指，

收到有些土地供應建議是「跳出香港範圍以

外」。有人建議，可利用中國的土地 

1398 2018-06-06 

(03:44) 

Shi Shu Ng 【康樂場地不足．一】康體設施供應不達標 市

民可以去邊做運動？ 香港土地問題嚴峻，除了

住屋用地，康體場所也嚴重短缺 

1399 2018-06-06 

(04:23) 

工聯會 【土地供應】特首林鄭月娥表示關注樓價 升的

問題，明白治本方法是必須增加土地供應。# 

又係土地問題 # 增加土地供應 # 

1400 2018-06-06 

(09:38) 

通說 【港府研征一手樓空置稅 研究結果即將公佈】

文章詳細： https://bit.ly/2kRKJ53 

1401 2018-06-07 

(09:22)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坊間熱談的「點心紙」問卷，已經推出左網上

版，無論任何天氣、時間、地點、心情，你可

以慢慢諗、慢慢填、慢慢揀你心儀嘅短、中、

長期土地供應選項。快啲入嚟 

https://www.landforhongkong.hk/tc/views/index

.php ，表達你嘅意見啦。  #土地供應專責小

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覓地 #揾

地 #土地供應選項 #填問卷 

1402 2018-06-07 

(09:45) 

01 新聞 【 # 01 港聞 】點解一定要公私合營？政府無

能力一力承擔？全文： http://bit.ly/2JqW0ny 

1403 2018-06-07 

(10:37) 

尹兆堅 Andrew Wan 【回應發展局對小蠔灣車廠用地建公屋之說】

發展局對於港鐵公司有意發展大嶼山的小蠔灣

車廠用地，興建不少於 14000 個單位 

1404 2018-06-07 

(11:05) 

港人講地 //政府為覓地起樓，面對的問題已經夠多，偏偏

有人仍喜歡人身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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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 2018-06-07 

(12:37) 

明報文摘 【土地辯論】若一名被訪者「聽話地」要選夠

1200 公頃土地，他到了某一刻，將會發現原來

一定要在填海、東大嶼都會和新界發展 

1406 2018-06-07 

(12:37) 

明報文摘 【土地辯論】要推行成功的公私合營，政府要

有非常周詳的部署。以筆者的觀察和對規劃及

土地開發制度的瞭解 

1407 2018-06-07 

(14:08) 

香港規劃情報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今日起推出網上問卷，跟展

覽時派發實體問卷相若，以類似「點心紙」方

式供讓市民挑選土地供應選項 

1408 2018-06-07 

(15:52) 

綠洲 Oasistrek # 唔好搞郊野公園 李立峯：是瞭解民意還是製

造民意？ 談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諮詢問卷 - 

20180607 - 觀點 -  

1409 2018-06-07 

(15:59) 

LinePost 線報 【新聞】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推出網上問卷土地

大辯論自從五月起開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以

不同方式在社會收集市民的選舉。 

1410 2018-06-07 

(16:28) 

思考香港 【土地大辯論】與其一人講一句， # 麥美娟 

話政府不如實際啲麥美娟 

1411 2018-06-07 

(16:38) 

星期日生活 Sunday 

Mingpao 

在「土地供應增加→解決『貴、細、擠』」的

單向邏輯以外，我們有沒有忽略了其他因素？ 

1412 2018-06-07 

(16:45) 

01 新聞 【 # 01 港聞 】高球場變維園二號，大家覺得

ok 嘛？全文： http://bit.ly/2Jf6ZEK 

1413 2018-06-07 

(17:05) 

Chu Hon Keung 垃圾級的土地大辯論 

1414 2018-06-07 

(17:14) 

Terence Chan 到底反對既係填海呢樣野本身，定係反對填海

之後用曬黎起豪宅呢？ 【土地大辯論】海與土

地不可兼得 只怕政府填海建豪宅 填海 

1415 2018-06-07 

(17:26) 

FinTV 現代電視 # 有話直說 【黃碧雲：政府可考慮於高爾夫球

場建地下龕場（第二節）】 

1416 2018-06-07 

(17:49)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The drum beats for country park development 

grow louder ... 

1417 2018-06-07 

(18:29) 

香港獨立媒體網 多個環保團體發表聯合聲明，指責問卷錯漏百

出，誘導市民選擇填海，要求政府收回問卷。 

1418 2018-06-07 

(19:37) 

尹兆堅 Andrew Wan 【尹兆堅回應土地大辯論的網上問卷】1. 土地

供應專責小組今早 9 時上載網上問卷調查，民

主黨尹兆堅議員以「新瓶舊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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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 2018-06-07 

(20:50) 

姚松炎 Edward Yiu 【小心中伏！全港最伏問卷上線了】 

1420 2018-06-07 

(21:38) 

80 後求生隊長 【土地大辯論?專訪】粉嶺高球場變維園？ 阮

穎嫻：滿足保育訴求 關乎香港未來數十年土地

供應的土地大辯論 

1421 2018-06-07 

(22:18) 

David Yau 看世界 解讀/毒土地大辯論 – 梁啟智 

1422 2018-06-07 

(22:19) 

David Yau 興建公屋不需要土地儲備概念什麼是土地儲備

的概念？在香港的脈絡底下，土地儲備基本上

就是遏抑農業、剝削基層、變賣土地 

1423 2018-06-07 

(22:26) 

姚松炎 Edward Yiu 麵粉供應能否決定麵飽供應？ 香港政府一直堅

持解決房屋需求熱切的問題 (表徵是樓價高)，

只可由增加土地供應著手 

1424 2018-06-07 

(22:33) 

Samuel Hung Ka Yiu 講得好!!! 

1425 2018-06-07 

(23:13) 

街市街視 【棕地上的匠人精神－ 何去何從？】遊走棕

地，你會發現存在著不同的行業，其中有些作

業，近乎失傳，就像古洞上的棕地 

1426 2018-06-08 

(09:40) 

土地正義聯盟 土地正義聯盟於上月邀請公眾就小蠔灣車廠上

蓋項目發表意見，超過 100 位市民通過我們的

管道表達，希望在車廠上蓋興建公營房屋 

1427 2018-06-08 

(09:47) 

黑衣會 【起極都係住唔起】今日特首林鄭月娥走出

來，話面對樓價飆升、不討論增加土地供應是

轉移視線，實在令人爆頭。 

1428 2018-06-08 

(09:59) 

LinePost 線報 【新聞】尹兆堅：市建局「寓保育於發展」心

態值得讚賞市建局衙前圍村重建項目初步發現

兩個考古遺跡，分別是一個明清時期 

1429 2018-06-08 

(10:06) 

時聞香港 土地大辯論網上問卷 

1430 2018-06-08 

(10:45) 

01 新聞 【 # 01 港聞 】黃遠輝話，佢確實留意到有外

傭索取多份問卷…全文： https://bit.ly/2kTL9bj 

1431 2018-06-08 

(11:06) 

港人講地 // 香港土地供應問題緊張，期望非建制議員拿

出誠意，不要再為反而反//【精選文章】土地供

應「點心紙」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432 2018-06-08 

(11:43) 

正思香港 //香港樓價高企、房屋不足的頑症，不是沒有辦

法醫得好，只是大家不願意去醫治，或者很多

人被一些利益團體的怪論影響了思維 

1433 2018-06-08 

(12:31)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刻意引導...】 #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正以問卷

形式，諮詢公眾有關 # 土地供應 的不同選

項。 

1434 2018-06-08 

(14:08) 

香港規劃情報 【土地供應增加的同時 不能忽略需求管理和資

源分配】 

1435 2018-06-08 

(14:29) 

香港獨立媒體網 # 一錯再錯// 政府自 2014 年至今的長遠規劃和

房屋習作，存在許多研究上的方法謬誤。是次

闢地諮詢亦正正延續這些謬誤。 

1436 2018-06-08 

(17:46) 

環保觸覺 Green 

Sense 

# 土地焗揀 

1437 2018-06-08 

(18:19) 

Peter Woo 土地供應 專責小組 土地開發，你想用棕地定

係郊野公園？用哥爾夫球場定係填海？大家快

啲去表達意見啦 

1438 2018-06-08 

(21:43) 

正思香港 //香港大多數居民明白全球經濟金融政治格局空

前全面深刻調整是歷史必然，明白香港與國家

共命運，政府的有效管治和施政就有了 

1439 2018-06-09 

(01:01) 

Social Mention am730 - #要湊夠數其實好難【網上問卷諮詢土

地供應團體批內容具引導性】 

1440 2018-06-09 

(02:02) 

青衣島民 長文慎入 半世紀青衣歷史一匹布咁長 

1441 2018-06-09 

(02:06) 

Roy Tam 環團斥土地小組 迫市民「焗」填海房屋是香港

「老大難」問題，屬於「土地大辯論」一環的

網上問卷昨日正式「出爐」 

1442 2018-06-09 

(02:12)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公屋有理講】第五十四集：青年住屋問題 

1443 2018-06-09 

(02:37) 

綠領行動 Greeners 

Action - 全新專頁 

政府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昨日發佈土地諮詢網上

問卷，本會建議大家積極發表意見。不過填問

卷前，要做足功課，瞭解各個增加土地選項 

1444 2018-06-09 

(02:37) 

RMHK TV 港晴電視 [ # 本港新聞 ] / [ # 新聞快訊 ] 07/06/2018] [ # 

新聞台 ] [ # 尹兆堅回應土地大辯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445 2018-06-09 

(03:11) 

胡穗珊 Suzanne Wu 駿發教育中心家長冒雨集會 抗議房協收舖改建

展廳各位家長，加油！今晚房協拒絕見我哋，

下星期我哋上去搵佢！抗議房協漠視居民 

1446 2018-06-09 

(03:31) 

Chapman Chen 【「睇住香港」義士獄中書信之二：何謂睇住∕

照顧香港、還柙生活（文：影攝食） - 本土新

聞】 

1447 2018-06-09 

(03:37) 

渾水 呢一集《學人講經濟》都有少少迴響，因為找

了姚松炎教授講土地供應。個別有學者朋友專

欄回應，也有財經界大師多次撰文攻擊他論 

1448 2018-06-09 

(03:39) 

Hong Kong Dolphin 

Conservation 

Society 

【土地諮詢誘導市民選擇填海... 想填？做好保

育先啦！】在土地專責小組發放給市民的「點

心紙」當中多次錯誤引導市民選擇填 

1449 2018-06-09 

(03:43)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 社會房屋 是社會上較新穎的房屋概念， # 

社會房屋共用計劃 正實現社會房屋這種概念，

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過渡性居所。 

1450 2018-06-09 

(04:17) 

譚凱邦 Roy Tam 網上問卷諮詢土地供應 團體批內容具引導性土

地供應專責小組昨開通網上問卷平台，市民可

由即日起至 9 月 26 日在網上填寫對 22 

1451 2018-06-09 

(04:34)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絕望真相】土地供應小組都話：發展新界農

地又貴又用唔到？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員劉振

江今日在信報撰文，引述《好誠實研究》裡 

1452 2018-06-09 

(04:47) 

思考香港 【針冇兩頭利】覓地艱難，是否應作取捨？

https://goo.gl/VGeVFC# 填海 # 高爾夫球 # 

土地 # 

1453 2018-06-09 

(06:48) 

政策．正察 【填海就係要起公營房屋】填海只會建豪宅?//

我們認為，如何改善現有的土地規劃固然值得

商榷，但所謂的「做好個餅」 

1454 2018-06-09 

(07:04) 

明報即時新聞 運輸及房屋局長兼房委會主席說，自己在房屋

政策這方面不夠智慧。 

1455 2018-06-09 

(09:20) 

天行足跡 土地小組網上問卷攻略(一)：短中期毫無懸念，

「私人新界農地儲備」不能選，因為這裡所指

的農地主要是地產商收購了、新界西北 

1456 2018-06-09 

(10:12) 

雅虎香港新聞 【民意都係假】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457 2018-06-09 

(10:37) 

尹兆堅 Andrew Wan 【《收回土地條例》會引起司法覆核？】林鄭

月娥你夠唔夠膽向全港市民承諾行使《收回土

地條例》，向權貴、地產商、既得利益者 

1458 2018-06-09 

(12:17) 

雅虎香港新聞 【又出手啦!】 

1459 2018-06-09 

(12:17) 

思考香港 【住得細】香港住屋擠迫問題非常嚴重，長者

因欠缺生產力處於弱勢，或因輪椅出入，在狹

小生活環境下令家人造成不便，每每被迫安 

1460 2018-06-09 

(12:23) 

政策．正察 【運動人之土地戰爭】講起做運動，唔係人人

都鍾意原地跑或者 HITT，好多運動都需要器材

輔助，但係香港人均居住面積只有 

1461 2018-06-09 

(14:00) 

Ling Shek 【#本周焦點－群眾力量向來都係成功關鍵】 

1462 2018-06-09 

(14:05) 

王永平-不平則鳴 面對樓價狂升不止，特首林鄭月娥只是強調治

本的方法是增加土地供應。這就像是麵包短

缺，她談增加麵粉供應。再者，香港樓價上升 

1463 2018-06-09 

(14:06) 

Paul Zimmerman 司

馬文 

Government's land supply study is corrupted. It 

seeks to circumvent good planning and 

sustainable planning of our city. 

1464 2018-06-09 

(14:42) 

港文集 【獨立媒體】吳志森：下台吧！陳帆！ (564)約

一年前，林鄭新政府委任陳帆做房屋運輸問責

局長，輿論的評價是爆大冷。陳帆 

1465 2018-06-09 

(14:58) 

LinePost 線報 【新聞】蔡海偉倡設 10 億元社會房屋基金 支

持過渡性房屋社聯行政總裁蔡海偉提出，政府

可考慮設立 10 億元的社會房屋基金 

1466 2018-06-09 

(14:58) 

王慧賢 政府官員尸位素餐，因循苟且，房屋問題一拖

再拖，資助出售房屋售價早就應該與私人樓價

脫！ 

1467 2018-06-09 

(15:21) 

Won Bin 一個公屋單位平均建築成本約 80 多萬，組合屋

就要 40 萬元，仲未計維修保養費用和損耗成

本!! 數字上組合屋好似較平 

1468 2018-06-09 

(15:40) 

香港民主宣傳小組 # 埋嚟睇啦 ? 

1469 2018-06-09 

(15:46) 

EJ Insight The online survey was kicked off on Thursday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470 2018-06-09 

(16:30) 

HKG 報 HKGpao 【邵盧善 Blog】立法會議員陳淑莊、知名藝人

陳百祥（高爾夫球界代表），日前在電視媒體

激辯，是否應該徵用高爾夫球埸改建 

1471 2018-06-09 

(18:09) 

夜貓-TheOwl 【香港故事系列｜《浮城碎語》第二集：有瓦

遮頭】2018 年的香港，房屋供求嚴重短缺，私

樓價格高昂，民無立錐之地，房屋問題 

1472 2018-06-09 

(19:09) 

Hong Kong Critical 

Geography Group 

香港批判地理學會 

(HKCGG) 

【直播中】造地公義，從何抉擇？ 

1473 2018-06-09 

(19:55) 

有線新聞 i-Cable 

News 

【土瓜灣社會房屋共用項目提供 61 個單位】 

1474 2018-06-09 

(20:07) 

852 郵報 【局長你今次又幾老實喎】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51727 

1475 2018-06-09 

(20:08) 

中環十一少 前輩曹仁超說過：「唔好畀 500 呎綁住青

春」，今時今日年青人應該追求青春，還是置

業為上，實在值得深思，但站在這個世界級難 

1476 2018-06-09 

(20:36) 

David Chan I will now recap in Cantonese: 即係呢我係運房

局局長，但係對於運房局嘅嘢我係唔識嘅。 

1477 2018-06-09 

(20:42) 

鍾耀華 留名  【香港故事系列｜《浮城碎語》第二

集：有瓦遮頭】2018 年的香港，房屋供求嚴重

短缺，私樓價格高昂，民無立錐之地 

1478 2018-06-09 

(20:46) 

D100 Fans Club 大班先轟馬時亨、馬逢國一朝得志，又揭陳百

祥(荷蘭叻)守護粉嶺高爾夫球場因由，再總結一

地兩檢、事在必行?! 

1479 2018-06-09 

(21:39) 

Albert Lai 【土地供應】團體批政府假諮詢 只為製造民意

限發展方向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正就土地選項諮

詢公眾，民間土地資源小組 

1480 2018-06-09 

(22:20) 

東大嶼都會關注組 

ELM Concern Group 

土地供應小組公眾諮詢問卷終於出來了, 市民可

以上網回覆或郵寄. 

1481 2018-06-09 

(22:33) 

Samuel Hung Ka Yiu 多謝環保觸覺既邀請，今日去左講填海既迷思+

禍害!!! 

1482 2018-06-09 

(23:12) 

鴨脷洲變形記 2026 年，南區可能會有........土地規劃又有冇應

對可能增加嘅人口呢？# 人口 # 土地規劃  各

區人口推算數字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483 2018-06-09 

(23:13) 

正思香港 //6 項目提供 2800 個宿位。//【港情】【香港推

進“青年宿舍計劃”】 

1484 2018-06-09 

(23:17) 

帶孩在野 - E in 

Nature 

由始至棕既問題  【 # 震驚七百萬人 】睇返

政府出咗最新一輯宣傳片講開發郊野公園作為

土地選項 

1485 2018-06-10 

(01:05)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唔講唔知，原來哈羅幅地係 2009 年教育局分配

出來，仲只以地價$1000 批出！當你以為優惠

價批地會是惠及民生社福機 

1486 2018-06-10 

(09:19) 

隨我行 FolloMe 花生 post 無謂睇太多，填土地供應問卷前要知

清楚。香港山女好有心，將每一個細節同我們

分析得更清楚，一定要睇完先填 

1487 2018-06-10 

(09:28) 

前線科技人員 #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 LandForChiKong 

1488 2018-06-10 

(10:39) 

Albert Lai 【土地分配不均 有地都俾咗國際學校先？】近

日傳出哈羅香港國際學校將低年級中文課程由

繁轉簡 

1489 2018-06-10 

(10:50) 

姚松炎 Edward Yiu 五夜講場 - 學人講經濟 2018：土地大辯論 政

府正展開為期 5 個月對土地政策的諮詢，早前

「香港 2030+」指出本港 

1490 2018-06-10 

(12:38) 

思考香港 【嚴重缺地】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供 18 個土地

選項，其實都唔係只靠當中一、兩個選項就可

以解決短缺問題 

1491 2018-06-10 

(13:37) 

時聞香港 其身不正 事倍功半 

1492 2018-06-10 

(13:37) 

時聞香港 共用屋接受申請 

1493 2018-06-10 

(13:59) 

LinePost 線報 【新聞】團體估計發展深水埗兩閒置地可提供

1700 過渡性單位有團體請願要求政府運用社區

閒置土地，興建過渡性房屋，以助基層 

1494 2018-06-10 

(14:00) 

香港獨立媒體網 # 土地大辯論 時，都不要忘記仲有個「私人遊

樂場地契約公眾諮詢」！那裡都有好多地！ 

1495 2018-06-10 

(15:32) 

八鄉朱凱廸 Chu Hoi 

Dick 

【社區討論：房屋問題 增加土地供應可解

決？】（風雨過後見青天，提提大家今天五點

的社區討論會如期舉行；但阿廸抱恙休息中 

1496 2018-06-10 

(15:53) 

星期日生活 Sunday 

Mingpao 

「現在農地好危險，囤地、填泥、非法改變土

地用途，每日都發生緊。」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497 2018-06-10 

(16:57) 

長春社 【郊野公園沒有邊陲與中心之分】土地大辯論

最近開通了網上問卷向市民收集意見，郊野公

園邊陲成為其中一個開發 1200 公頃用地 

1498 2018-06-10 

(17:49) 

頭條日報 劏房戶表示，一家四口居住不足 100 呎的劏

房，環境十分擠迫，唐樓 2 樓是足浴店，樓梯

經常是滿地煙頭及飲料，憂慮環境影響兩名 

1499 2018-06-10 

(20:14) 

香港山女 Mountain 

Girl HK 

今日山女 # 白水碗# 反對發展郊野公園 # 土

地大辯論 

1500 2018-06-11 

(00:16) 

天行足跡 土地小組網上問卷攻略(二)：中長期毫無疑問，

私人新界農地、郊野公園必須 Out。至於岩洞、

內河碼頭都只是幾十公頃，選不選 

1501 2018-06-11 

(01:45) 

Kung Kao Po 「 土地大辯論」的幾個問題 – Kung Kao Po – 

Medium 【正委會義筆容辭】

https://medium.com/@kungkaopo/ 

1502 2018-06-11 

(01:52) 

Chan Ka Wai 探討政府應否開發郊野公園以解決香港房屋需

要 本人為中五學生，因為通識課程需要，現請

閣下填寫問卷一份，此問卷與開發郊野 

1503 2018-06-11 

(03:27) 

Chi Ho Mak 如果有一日，香港真係要開發郊野公園，會唔

會有動物出來反抗呢？ 

1504 2018-06-11 

(08:22) 

天行足跡 土地小組網上問卷攻略(三)：新界更多新發展區

這裡指的是新界北發展概念，雖然涵蓋整個新

界北，面積達 720 公頃 

1505 2018-06-11 

(11:02) 

hkitalk.net 香港交

通﹒資訊網 

N 無人士要求政府收回九巴美孚月輪廠，興建

過渡性房屋。你點睇？ 深水埗 N 無人士示威 

促美孚九巴臨時車廠起樓  

1506 2018-06-11 

(12:46) 

頭條日報 【土地問題】古人係「舉頭望明月」，香港人

就係「舉頭望迷你雪櫃」.... # 有屋住要感恩 #  

1507 2018-06-11 

(12:58) 

政策．正察 【鬱都唔鬱 就叫做好保育?】唔發展就等如保

育? 港大地理系副教授吳祖南博士就指出… 

1508 2018-06-11 

(13:37) 

影子長策會 收地唔起公屋 便可以減少劏房?有時讀報會令

人瘋狂，近日便讀到曾國平博士的一個講法，

指「收地起公屋會製造更多劏房」。 

1509 2018-06-11 

(15:59) 

時聞香港 吳祖南︰港沒條件停止填海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510 2018-06-11 

(16:35) 

古洞北發展關注組 【新寮屋政策下迫遷增加】政府即將更改寮屋

清拆的特惠補償與安置政策，東北、橫洲、乾

坑將是首批受政策影響的鄉村。 

1511 2018-06-11 

(16:49)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公屋聯會主席文裕明說，公營房屋不限於出租

房屋，居屋、首置上車盤也屬於公營房屋，故

此政府在計劃房屋項目時應考慮增加居屋等 

1512 2018-06-11 

(18:58) 

Kai Chi Leung 梁啟

智 

【一炮過解決香港住屋問題】「土地大辯論」

辯咗咁耐，其實我都仲係唔知有乜好辯。成件

事有頭到尾都係搵嚟搞，根本個答案簡單到 

1513 2018-06-11 

(19:22) 

天行足跡 土地小組網上問卷攻略(四)：概念性選項這部分

無面積無時間，只是吹水，只要不選郊野公園

和水塘就得了。其他選項我都全選了。 

1514 2018-06-11 

(19:22) 

天行足跡 土地小組網上問卷攻略(六)：統計數字重於一

切！問卷的勝負就在於頭兩部分的數字，哪些

選項最多人支援。至於後面的開放式意見 

1515 2018-06-11 

(19:22) 

天行足跡 土地小組網上問卷攻略(五)：其他意見這份問卷

由港大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設計和分析結果，文

字意見都會列出在最終報告，特別點出 

1516 2018-06-11 

(20:11) 

地產站 Property 

Station 

土地專組吳祖南：環評概念選址 沒條件停止填

海 

1517 2018-06-11 

(20:17) 

宋碧琪議員服務處 【反映社區意見】 

1518 2018-06-11 

(21:34) 

香港 01 【土地大辯論 01 熱話 】有早知，無乞衣。不

過無論幾年前定而家，小編都無錢買… 

1519 2018-06-11 

(22:19) 

政策．正察 【吳祖南論填海】土地我所欲，生態亦我所

欲，我哋唔應該故步自封，反而要睇限制之下

點做得更好【相關新聞】 ... 

1520 2018-06-11 

(22:19) 

政策．正察 【生地變熟地】房委會公屋地短缺，但上年已

經承認「熟地」已經用完，面對「熟地」彈盡

糧絕，「生地」變「熟地」又困難重重 

1521 2018-06-11 

(22:20) 

鴨脷洲變形記 邊個話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低生態價值可以發展

呢？！香港仔郊野公園都可以遇見咁本土嘅壁

虎呀# 香港仔郊野公園 #  

1522 2018-06-11 

(23:13)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要滿足去到香港住屋需求最高峰時的土地需

求，扣除已經將會開發的土地（如啟德和安達

臣），政府自己話只係差 220 公頃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523 2018-06-12 

(00:37) 

開罐 Opener 【買磚頭】有幾首講買樓嘅歌已經出咗 10 年，

但依然好應景  「一呎 換你一世」買樓係咪遙

不可及? 買樓係咪遙不可及？土地發展同環境

保育真係要二揀一？Comment 講低你嘅睇法！ 

1524 2018-06-12 

(01:37) 

創業女神亞 Win 娜 榮幸再次做 MC  2018 土地供應政策午餐會於

今日（6 月 11 日）假香港會所舉行，就公開諮

詢的 18 個選項作出討論分析 

1525 2018-06-12 

(04:34) 

HKCSS 香港社會服

務聯會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推出「好鄰舍」土瓜灣道 

# 社會房屋共用計劃 ，供已輪候公屋逾 3 年的

基層家庭申請入住 

1526 2018-06-12 

(08:58) 

時聞香港 居屋申請表計錯數 房署：尚未確定攪珠日期

【Now 新聞台】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遠

輝承認，房委會在計算新一期居屋申請表 

1527 2018-06-12 

(09:10) 

香港獨立媒體網 「土地大辯論」辯咗咁耐，其實我都仲係唔知

有乜好辯。成件事有頭到尾都係搵嚟搞，根本

個答案簡單到不得了：兩塊軍營地 

1528 2018-06-12 

(10:43) 

梁文廣 Scott Leung 梁文廣：舊區重建 一舉兩得@20180609 星島

日報「政府以重建或會短期減少單位供應為由

防止重建計劃，實在太過短視。 

1529 2018-06-12 

(10:49) 

青衣島民 【土地大辯論】 為政府單擋再轉身射個 3 分波

「我們現提出全面發展青衣西岸的計劃，為整

個青衣島建立一個更優質的生活環境…」 

1530 2018-06-12 

(12:31) 

明報文摘 【住屋權】政府目前只聚焦土地開發政策，對

立法規管租務、物業空置、炒賣住房和運用

《收回土地條例》等法律工具不置可否 

1531 2018-06-12 

(12:38) 

創建香港 Designing 

Hong Kong 

Yes please, another glass of wine.  唐英年﹕

「做法頗簡單，跑道長長一條，很不『見使。

只要起一條短短、填了中間那片，我保證可以

起樓，住多 10 萬人。」 

1532 2018-06-12 

(13:37) 

卓域集團控股有限公

司 L&K Group 

Holdings Limited 

一個車位 夠幾代人移民!香港土地問題一向嚴

重，除咗樓價一直居高不下，近月就連車位價

格都不斷暴升，最近就有個車位以 600 

1533 2018-06-12 

(14:35) 

Roy Tam 粉嶺高球場有荃灣咁大，咁其實荃灣有幾大 

1534 2018-06-12 

(14:59) 

香港規劃情報 如果信毒果就不了 【土地大辯論】早年買樓朋

友勁賺 300 萬 無樓連登仔呻：已經輸咗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535 2018-06-12 

(17:02) 

852 郵報 【專欄：政經小評】//一句注腳，由「不禁哽

咽」的黃遠輝主席，到「度月如日」的林鄭特

首，都露出馬腳了。那張「點心紙」問卷 

1536 2018-06-12 

(17:33) 

Lumy Samson 公私合營發展土地 應體現「以人為本」精神

（文：伍美琴） (09:00) - 20180607 - 文摘 根

據聯合國報 

1537 2018-06-12 

(17:44) 

Tanazhi Hirozhi 解決香港的土地問題，特區奴才政府非不能

也，實不為也！ 

1538 2018-06-12 

(18:03)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未入仲夏，酷熱天氣警告生效時間已破紀錄，

不過似乎小組主席黃遠輝心裏嗰團火仲熱，喺

展覽攤位要揾佢嘅足跡其實都唔難。想知佢喺

各個攤位遇到咩人？睇到同聽到啲咩意見呢？

快啲去佢個 Blog 睇下。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主席隨筆 #覓

地 #揾地 #土地供應選項 #酷熱的滾動 

1539 2018-06-12 

(19:15) 

撐香港 Support HK 土地規劃 # 保育舊建築//郵政總部自 1976 年落

成至今不足半個世紀，結構完整堅固。發展局

曾稱拆卸大樓是為了用盡 

1540 2018-06-12 

(19:15) 

撐香港 Support HK 土地規劃 # 公共空間 //立法會公民黨議員譚文

豪表示，今次是本屆立法會工務小組首次否決

政府方案。 

1541 2018-06-12 

(21:37)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 政府要保障和落實住屋權，一般而言是以立法

和政策兩道板斧雙管齊下；但政府目前只聚焦

土地開發政策，對立法規管租務、物業 

1542 2018-06-12 

(21:37) 

尹兆堅 Andrew Wan 【小蠔灣車站上蓋 發展公營房屋是否可行?】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尹兆堅說，現在

公營房屋供應處於水深火熱的狀態 

1543 2018-06-12 

(21:38) 

聖若翰堂關社組 土地大辯論能解決香港人住屋問題？ 「土地大

辯論」的幾個問題 – Kung Kao Po  

1544 2018-06-12 

(21:52) 

樂活鰂魚涌 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 郊野公園範圍明明無變

過，一樣都係山坡同水塘集水區，點解忽然間

會有發展潛力？ # 居心叵測 

1545 2018-06-13 

(01:43) 

kennthii2 咁再長遠少少黎講，人口增加之後，收完高爾

夫球場之後都係唔夠地呢? 只要人口一直上

升，對地既需求就一定上升，棕地也好咩地也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546 2018-06-13 

(05:28) 

青年創業軍 Youth 

Entrepreneur 

Warrior 

早年買樓朋友勁賺 300 萬 無樓連登仔呻：已經

輸咗 【土地大辯論】早年買樓朋友勁賺 300 萬 

無樓連登仔呻：已經輸咗 

1547 2018-06-13 

(06:55) 

眾新聞 從住屋權的角度批判香港土地和房屋問題，並

非要求一步到位，亦不是要求政府為所有市民

提供公屋。 

1548 2018-06-13 

(09:22) 

HKDAVC 教區視聽

中心 

 土地大辯論：永續發展與道德價值 

1549 2018-06-13 

(09:49) 

原住民族電視台 

Taiwan Indigenous 

TV 

傳統領域 # 土地權益 # 土地劃設原民會公告

公有地傳領，但部落認為劃線無法界定原住民

傳統領域範圍.... 

1550 2018-06-13 

(10:18) 

Albert Lai 777 的心底話其實是：「我唔係要你畀意見，而

是要你讚我好掂！講完！」// 土地問卷有暗算 

林鄭老點呃人填｜林一木｜ 

1551 2018-06-13 

(10:56) 

小麗民主教室 早晨！今朝風雨不改，小麗繼續在美孚 A 出口

擺街站！繼續推動土地議題！回收粉嶺高爾夫

球場！ 

1552 2018-06-13 

(13:44) 

Cecil Fu 土地大辯論咗成個月啦，大家又知幾多呢？

【土地大辯論展開一個多月 其實市民知唔

知？】 

1553 2018-06-13 

(13:59) 

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 住屋權標準雖然概括抽象，卻足以分析香港住

屋問題。住房權所需的「可負擔性」、「宜居

程度」和「無障礙」標準 

1554 2018-06-13 

(15:22) 

撐香港 Support HK 土地規劃 //本土研究社成員林芷筠批評政府向

公眾發佈的資訊不足，如發展商農地儲備、臨

時政府撥地、棕地分佈等都沒詳盡 

1555 2018-06-13 

(16:16) 

Kwan Hung Chan 同議會辯論解決土地房屋問題？即係同地產商

辯論，無結果的！  

1556 2018-06-13 

(16:16) 

Ka Wai Wong 執柒左佢啦 為了等迪士尼擴建 犧牲了 6 萬人 

政府應拒續簽「不平等條約」  

1557 2018-06-13 

(16:43)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今集【公屋有理講】，請黎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成員劉振江先生擔任嘉賓，同大家進行【香港

土地需求大辯論】，節目將會係下星期播出 

1558 2018-06-13 

(16:43)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究竟青年人對住屋問題有咩看法，可以留意明

天(14/6)公屋聯會與新論壇舉行的「青年住屋需

求意見調查」新聞發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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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9 2018-06-13 

(16:54) 

公屋被迫遷戶關注組 係某些學者和地產大亨眼中，增建公屋就好像

原罪一樣，因此近年就不停鼓吹一種講法，公

屋居民一定要向上流，想住一世公屋就係無 

1560 2018-06-13 

(17:24) 

Tom Tong 請大家抽空用以下網址遞交土地供應小組的問

卷，但請先細看以下填寫提示，不要中政府的

假諮詢陷阱 

1561 2018-06-13 

(17:54) 

Naraku Kamikakushi 土地專責小組成員涉自打嘴巴 WWF 刪帖惹

「河蟹」疑雲 土地專責小組成員吳祖南日前接

受訪問稱，可審視郊野公園內生態價值 

1562 2018-06-13 

(19:06) 

佔領中環 刪一傳百 對抗河蟹！  【對抗河蟹 一傳十十

傳百】屁股決定腦袋。事源今日環保團體WWF

發帖名為「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 

1563 2018-06-13 

(20:45) 

點新聞 【 # 點播 】林鄭：香港不缺土地 政府努力解

決土地供應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日（13 日）出

席立法會行政長官質詢。 

1564 2018-06-13 

(20:46) 

LinePost 線報 【博客】文濤《房屋若是投資品，增建再多都

不夠》特區政府提出的各種增加土地供應方

案，雖然一時間可以增加供應，有助穩定樓價 

1565 2018-06-13 

(21:19) 

HKG 報 HKGpao 咁又唔得，咁又唔得，反對派除咗講風涼話仲

識咩？# HKG 報 # 塗謹申 # 林鄭 # 土地大辯

論 塗謹申借土地大辯論挑 

1566 2018-06-13 

(21:26) 

Fernando Chiu-hung 

Cheung 張超雄 

郭永健 Kwok Wing Kin 在星島日報撰文，指出

以收回土地條例，收回地產商囤積土地，最能

夠符公眾利益！// 

1567 2018-06-13 

(21:55) 

01 社區 【一眼睇曬】60 公頃土地，面積相當於 3 個維

園咁大！ 

1568 2018-06-14 

(00:31) 

前線科技人員 身陷獄中嘅義士，千辛萬苦都要填呢份問卷，

你同我只係舒舒服服咁 click 幾下，你唔係唔

填下話？問卷在此 

1569 2018-06-14 

(01:14) 

時聞香港 涂謹申借土地大辯論挑機 「曾被你批評做事冇

諮詢」 林鄭 KO︰今次給社會充分討論 特首林

鄭月娥今日出席立法會短問短答 

1570 2018-06-14 

(01:39) 

政策．正察 【重奪發展主導權】邊個有土地儲備，邊個就

話事，政府要從私人手中重奪發展主導權，就

要有地在手。睇文: 兩手準備的土地博弈 

1571 2018-06-14 

(01:46) 

FinTV 現代電視 有話直說 【施永青：同意要多興建公屋 但更

應令市民能買私樓 (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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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2 2018-06-14 

(02:58) 

綠洲 Oasistrek [ 土地的抉擇] 

1573 2018-06-14 

(03:57) 

通說 【關於房屋和土地問題，林鄭月娥表態了】文

章詳細： https://bit.ly/2MmVadG13 

1574 2018-06-14 

(04:23) 

Edith Leung 這條片是必睇，必睇。不嘗試使用《土地收回

條例》，就等於明目張膽的官商勾結 

1575 2018-06-14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大家嚟緊呢個端午節長周末忙住食糉同游龍舟

水，而專責小組就會喺星期六(6 月 16 號)喺港

島區舉行首場嘅公眾論壇，仲會一連三日(6 月

16 至 18 號)去到慈雲山中心同將軍澳尚德廣場

繼續巡迴展覽 。住響附近嘅街坊不妨抽時間過

嚟睇下！   其他巡迴展覽場次： 

https://www.landforhongkong.hk/tc/participatio

n/engage_act.php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

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覓地 #揾地 #土

地問題 #巡迴展覽 #有問卷 #野生捕獲小組成

員注意 #慈雲山中心 #尚德廣場 #周末好去處 

1576 2018-06-14 

(10:04) 

香港獨立媒體網 政府有無講住屋權？權利的「權」。 // 土地辯

論，到底牽涉什麼管治理念和價值？我認為其

中之一就是做人的基本權利。// 

1577 2018-06-14 

(12:05) 

正思香港 【文匯社評】解決市民安居問題 有承擔更要快

行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會出席行政

長官質詢時間，多名議員就房屋及土地議 

1578 2018-06-14 

(12:39) 

謝偉銓 Tony Tse 

Wai Chuen 

香港房屋嚴重短缺，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出的

供應選項，發展需時 8 至 10 年，為加快短期

房屋供應 

1579 2018-06-14 

(16:57) 

長春社 【聲明﹕長春社對開發郊野公園的立場】最近

部分人士就開發郊野公園發表不少意見 

1580 2018-06-14 

(17:32) 
Trailwatch 徑‧香港 

再強調：郊野公園沒有邊陲與中心之分# 郊野

公園沒有邊陲行山團即將加多一團 

1581 2018-06-14 

(19:02) 

香港山女 Mountain 

Girl HK 

仍在寫緊關於對中長期土地發展選項既睇法，

不如先睇睇 綠洲 Oasistrek 既睇法// 房屋問題

是單單源於土地供應 

1582 2018-06-14 

(21:17) 

田北辰 【 # 土地政策 ｜「土地大辯論」新界西街站 

切勿錯過】香港地少人多，土地政策當然要做

好，先唔會浪費香港珍貴嘅寸金尺土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583 2018-06-14 

(21:36) 

Simon Tang 神邏輯，些牙開去！  【對抗河蟹 一傳十十傳

百】屁股決定腦袋。事源今日環保團體WWF

發帖名為「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 

1584 2018-06-14 

(22:39) 

天行足跡 土地小組網上問卷攻略(最終篇)：最重要一

點……到今天相信不少人已填了問卷，但場波

才剛開始！ 

1585 2018-06-14 

(23:14) 

黃之鋒 Joshua 

Wong 

海怡萬事報 【土地大辯論之「真」民間諮詢】

今晚落區喺海怡派發《未來土地發展真實選

項：好誠實研究》，感謝 本土研究社 

1586 2018-06-15 

(00:55) 

香港蘋果日報 好大隻蛤 咁喎！！  土地短缺，成為香港萬惡

根源。有新界地主放售農地，卻以贈送寮屋作

招徠，3,500 方呎農地連二千呎單 

1587 2018-06-15 

(01:04) 

Chi Kin Tam 問題嘅來源 

1588 2018-06-15 

(05:11) 

信報財經月刊 【土地大辯論：鬥地主起公屋 誤傷中產？】最

近開展土地大辯論，有論者認為政府應以《收

回土地條例》收回農地棕地起公屋 

1589 2018-06-15 

(05:11) 

信報財經月刊 鬥地主建公屋 誤傷中產以《收回土地條例》回

收農地和棕地，然後增建公屋，不是皆大歡喜

的做法。因為只有少數人符資格申請公屋 

1590 2018-06-15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本周六喺禮頓山社區會堂會舉行嘅公眾論壇，

報名相當踴躍！成功報到名嘅朋友，應該已經

收到我哋嘅通知，到時記得準時到。如果報唔

到名都唔緊要，只要喺當日登入我哋呢個

Facebook 專頁，就可以睇到 FB live 實時現場

直播。到時大家仲可以留言發問，主持人會喺

每個問答環節預留時間，讀出部分大家嘅問題

或意見，畀小組回應。到時網上見！  #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

公眾論壇 

1591 2018-06-15 

(12:55) 

HKG 報 HKGpao 有指叻哥或有機會與尹兆堅，就土地之事閉門

辯論，果真如此，大家又支持邊個？ 

1592 2018-06-15 

(13:05) 

環保觸覺 Green 

Sense 

【無謂死頂｜人口承載力才是房屋問題根源】 

1593 2018-06-15 

(13:59)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善用大灣區當國際樞紐勞動力萎縮正逐步浮

現，加上土地及房屋短缺，香港正面對重重挑

戰。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594 2018-06-15 

(14:15) 

林超英 Lam Chiu 

Ying 

前天文台台長李本瀅博士（我的下任）給我們

提供一個角度看住屋短缺問題 

1595 2018-06-15 

(14:17) 

明報文摘 【房屋政策】政府不應把土地政策與公共房屋

政策混為一談：土地政策是為市民住屋需要和

其他公共用途提供土地；公共房屋政策是針 

1596 2018-06-15 

(15:17) 

青衣島民 青衣【土地大辯論】最後召集 無前設數學題︰

求青衣肥豬肉面積總和 認真界題︰無前設指放

下良知同一切 

1597 2018-06-15 

(15:22) 

野 Guide - Hong 

Kong Discovery 

香港郊野公園從來沒有分邊陲與中心！  【郊

野公園沒有邊陲與中心之分】土地大辯論最近

開通了網上問卷向市民收集意見 

1598 2018-06-15 

(15:23) 

招文亮 Alvin Chiu 

Man Leong 

【反對馬料水填海簽名行動】昨日我們在港鐵

大學站發起「反對馬料水填海」簽名行動，收

集市民簽名，要求政府永久擱置馬料水填海 

1599 2018-06-15 

(15:46) 

Hong Kong Policy 

Research 

我們早前提議的「全面土地調整計劃」有機會

需要多個政府部門作出相應配合。為了發揮土

地潛能和公私營合作的最大功效 

1600 2018-06-15 

(16:29)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房屋政策是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也正值土地

供應專責小組展開為期五個月的公眾諮詢。 

1601 2018-06-15 

(16:38) 

經濟 3.0 鬥地主唔係中國人嘅專利 ... 信報財經月刊 -鬥

地主起公屋 誤傷中產 美國 Kelo 一案掀起「公

眾利益」的定義 

1602 2018-06-15 

(16:46) 

HKnomics 鄉講經濟

學 

居屋幾乎是未上車市民唯一的置業希望，議員

柯創盛提出政府會否把私樓土地改為建資助出

售單位，以達每年 8000 個建屋目標 

1603 2018-06-15 

(16:47)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尹兆堅同呀叻鬥？點鬥呀？# 幫港出聲 # HKG

報 # 土地大辯論 # 陳百祥 # 尹兆堅 # 期待

白鴿政棍出醜 

1604 2018-06-15 

(17:06) 

利嘉閣 【 # 土地供應 全面睇】面對樓價高企，大部

分市民認為喺土地供應不足所致。 

1605 2018-06-15 

(18:18) 

政策．正察 【造地撐經濟】成日講拓地解決住屋問題，但

不可不知，經濟發展同樣受土地制約。深圳過

去 10 年填海超過 5,000 公頃，GDP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606 2018-06-15 

(18:19) 

政策．正察 【安居．樂業 香港缺一不可】原文作者：梁錦

松 南豐集團董事長兼行政總裁//現時港人就土

地進行辯論，我認為不能只著眼於安 

1607 2018-06-15 

(18:19) 

政策．正察 【經濟學點睇《收回土地條例》影響？】經濟

學者分析，如果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地起哂

公屋，私樓就會減少，後果係申請唔到公屋 

1608 2018-06-15 

(18:32) 

熱血公民 鄭松泰：『發展元朗錦田南，由港鐵擁有的九

廣鐵路車廠地，是否能夠轉為興建公屋和居

屋？政府會用甚麼方式發展土地，公私合營嗎 

1609 2018-06-15 

(18:58)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目前有關郊野公園等選項作為未來土地供應來

源的討論，根本可能就是偽命題。 

1610 2018-06-15 

(19:20) 

Leung Kwok Hung 【政策講場－直播節目】本會祕書長陳寶瑩、

行政委員徐可儀政策組成員梁世匡及鄧積慧會

同大家討論：1）土地大辯論 填海搵 

1611 2018-06-15 

(20:04) 

香港獨立媒體網 土地儲備，其實係偽命題。〈住屋權與「土地

大辯論」何干？〉— 黎恩灝 

1612 2018-06-15 

(20:48) 

盡在元朗 百多男丁有份元朗鄧氏祖堂地 非法建劏房被充

公 【01 獨家】百多男丁有份元朗鄧氏祖堂地 

非法建劏房被充公 「土地大辯論」 

1613 2018-06-15 

(21:35) 

Warwick Wan 要求正視粉嶺置華裡回收場環境衛生問題,收回

短期租約予相關回收業,建議收回該幅土地,重新

規劃,配合粉嶺百和路社區用地 

1614 2018-06-15 

(22:32) 

香港郊野公園是我的

呼吸空間 

感謝長春社為香港郊野公園發聲。  【聲明﹕

長春社對開發郊野公園的立場】最近部分人士

就開發郊野公園發表不少意見 

1615 2018-06-15 

(22:32) 

香港郊野公園是我的

呼吸空間 

根據綠色和平的民意調查，市民反對「開發」

郊野公園的立場十分清晰。「市民肯定香港郊

野公園對生態價值、市民福祉及社會價值 

1616 2018-06-15 

(23:45) 

周庭 Agnes Chow 

Ting 

議會雖崩壞，就一人多走一步，我們的土地，

自己來守護，明天見！  【廖偉濂：就讓我們

去撕破 # 土地大辯論 

1617 2018-06-16 

(04:17) 

開罐 Opener 【土地大辯論 ? 】香港點先至夠地？全城熱議

嘅「土地大辯論」又係乜？其實同你將來有冇

樓住息息相關！ 

1618 2018-06-16 

(06:46) 

香港觀察報 【支持過渡性房屋】社聯倡設 10 億元社會房屋

基金 社聯行政總裁蔡海偉提出，政府可考慮設

立 10 億元的社會房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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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 2018-06-16 

(09:17)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土地大辯論】政府預留迪士尼樂園東面一幅

大約 60 公傾嘅土地作二期擴建之用。 

1620 2018-06-16 

(10:01) 

Facebook 香港眾志 Demosist - 【廖偉濂：就讓我們去撕

破 #土地大辯論的偽善 

1621 2018-06-16 

(10:03) 

社會民主連線 【抗命第二十一期－收回私人土地 我要公營房

屋】 

1622 2018-06-16 

(14:04) 

小麗民主教室 土地大辯論會場外追擊黃遠輝！  工黨聯同多

個基層團體及政黨，今日嚟到土地大辯論第一

場公眾諮詢會現場抗議！ 

1623 2018-06-16 

(14:04) 

小麗民主教室 【 # 單位去咗邊 單位數 273 萬 vs 住戶數 

249 萬】又話香港唔夠樓？香港單位數比住戶

數足足多出一成 

1624 2018-06-16 

(14:13)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Facebook live) 

1625 2018-06-16 

(14:31)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Facebook live) 

1626 2018-06-16 

(14:34) 

Hoi Dick Chu 剔嘢，衰硬，向選項說不，向土供組說不 

1627 2018-06-16 

(14:34)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Facebook live) 

1628 2018-06-16 

(15:17) 

原住民族電視台 

Taiwan Indigenous 

TV 

# 傳統領域 # 土地劃設? 原民會公告邵族傳統

領域，開發仍須與居民諮商。 

1629 2018-06-16 

(15:18)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Facebook live) 

1630 2018-06-16 

(16: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Facebook live) 

1631 2018-06-16 

(16:39)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 團體在土地公眾論壇請願 反對公私合營建屋關

注基層住屋聯席及全港關注劏房平台等多個團

體到公眾論壇的場地禮頓山社區會堂外請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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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 2018-06-16 

(16:49)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今晚青衣見~  青衣【土地大辯論】最後召集 

無前設數學題︰求青衣肥豬肉面積總和 

1633 2018-06-16 

(17:37)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 

Concerning 

Grassroots' Housing 

Rights Alliance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指出，是次論壇只有

200 個名額，不少團體無法進場，批評相關做法

不公道。 

1634 2018-06-16 

(17:42) 

巴士的政事 深水埗 N 無人士房屋關注組抗議，要求政府運

用社區閒置土地，收回大坑西 空置單位，牽頭

增建過渡性房屋。 N 無人士關注團體促 

1635 2018-06-16 

(17:42) 

巴士的政事 有劏房戶指租金支出佔月薪近半，望政府建過

渡性房屋。 一家四口住百呎劏房擠碌架床 父

憂居住環境影響兒子成長 

1636 2018-06-16 

(17:42) 

巴士的政事 陳茂波：香港土地短缺，要成更宜居城市充滿

挑戰。 香港缺土地 陳茂波：成更宜居城市充

滿挑戰 

1637 2018-06-16 

(18:04) 

工黨 LabourParty 

HK 

土地大辯論第一場公眾諮詢會第二批團體及政

黨向大會表達訴求被趕 

1638 2018-06-16 

(18:05) 

政策．正察 【醉酒灣 # 變幻時 】//醉酒灣演變成今天居世

界首位的貨櫃港，在 60 年代看來，實在是無法

預計得到//  

1639 2018-06-16 

(18:05) 

工黨 LabourParty 

HK 

團體到土地大辯論第一場公眾諮詢會抗議，入

到場的眾志成員 william 及社民連 oscar 被驅趕

離場。 

1640 2018-06-16 

(18:18) 

時聞香港 土地小組公眾論壇爆混亂 

1641 2018-06-16 

(18:40) 

Frankie Lau 【土地供應】高球界群起發言撐保留 員工：粉

嶺高球場世界聞名  

1642 2018-06-16 

(18:45) 

Alan Leong Kah-Kit 土地是香港最珍貴的資產。要處理好香港資源

分配既患寡又患不均的社會問題，從土地分配

和規劃入手，是正確，有效和必須的！加油 

1643 2018-06-16 

(19:04) 

頭條日報 【土地大辯論】現場一度出現推撞，期間有示

威者跌倒在地。 

1644 2018-06-16 

(19:40) 

香港眾志 

Demosist  

【 ? 保安強搶「 # 分配公義 」假諮詢粗暴滅

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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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5 2018-06-16 

(19:57) 

王慧賢 土地小組公眾論壇爆混亂 泛民團體叫囂被逐土

地供應專責小組於今日(16 日)就公眾諮詢舉行

首場公眾論壇。 

1646 2018-06-16 

(20:04) 

小麗民主教室 【 # 土地大便論 拒絕假諮詢，我要土地正

義！】今日係土地大便論第一場公眾諮詢，一

眾團體拎咗呢把《收回土地條例》 # 

1647 2018-06-16 

(20:25) 

HKG 報 HKGpao 反對派又嚟搞事，最終被人抬走，除咗抵死，

仲可以講咩？# HKG 報 # 土地論壇 # 反對派

搞事 # 香港眾志廖偉濂 # 

1648 2018-06-16 

(20:30) 

尹兆堅 Andrew Wan 【土地公眾論壇請願】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今日(6

月 16 日)舉辦第場公眾論壇，立法會議員尹兆

堅及多個關注團體到場請願 

1649 2018-06-16 

(20:57)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首場公眾論壇】 

1650 2018-06-16 

(21:01) 

01 新聞 【土地大辯論】高球會動員撐粉嶺高球場 女

顧問：年 4 億人看比賽 

1651 2018-06-16 

(22:17) 

頭條日報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黃遠輝指，首次得悉高球會

聘請眾多顧問，但強調不會令日後討論有前

設，又形容現時土地問題「水深火熱」 

1652 2018-06-16 

(22:17) 

有線新聞 i-Cable 

News 

【土供組首場公眾論壇 市民關注收回粉嶺高球

場及填海等議題】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舉行首場

公眾論壇，是否收回粉嶺高球場發展房屋 

1653 2018-06-16 

(23:41) 

工黨 LabourParty 

HK 

【土地辯論假諮詢】到底一個政府要有多害怕

人民聲音，才會做到如此地步？ 

1654 2018-06-17 

(00:18) 

拉闊新聞 Life TV 

News 

【土地供應小組首場公眾論壇 多名高球場員

工、顧問發言 黃遠輝否認會被左右】土地供應

專責小組週六下午展開首場公眾論壇 

1655 2018-06-17 

(01:45)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今日下午舉辦公眾論壇，有

市民於場內拉起橫額表達 17000 名市民的心聲:

「保衛郊野，做啱個餅」。 

1656 2018-06-17 

(01:45) 

Roy Tam 除了我之外，今天都有其他市民講外來人口問

題 土地諮詢 有市民要求政府控制外來人口 

1657 2018-06-17 

(01:49) 

Delight Media Hong 

Kong 

【 # 本港新聞 16/6/2018】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舉行首場公眾論壇，小組主席黃遠輝表示，今

日收到四十多份意見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658 2018-06-17 

(09:40) 

眾新聞 有政黨及示威者不滿政府沒有提供足夠土地資

訊予公眾，認為是次諮詢為「假諮詢」，又批

評論壇只有 200 個名額，令不少人無法進場 

1659 2018-06-17 

(09:43) 

時聞香港 覓地專組首場公眾論壇 

1660 2018-06-17 

(09:49) 

Ken Chan 昨天看新聞報導土地論壇時..有位老人家竟然

說...天主教墳場建在巿區...可以拆了它用來建房

屋..這是什麼見議? 

1661 2018-06-17 

(09:49) 

Fengshui Leung 反對填海，反對收地，谷高樓價的地產霸權走

狗烏嘴狗譚凱邦檔環保觸角 7 月 14 賣旗。大家

記得不要幫趁。 

1662 2018-06-17 

(13:00) 

喜劇演員 【土地大辯論】高球會動員撐粉嶺高球場 女顧

問：年 4 億人看比賽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今日

（16 日）於銅鑼灣舉辦首場公眾諮詢 

1663 2018-06-17 

(13:36) 

香港獨立媒體網 土地屬於人民，房屋不是商品。《收回土地條

例》是屬於港人的「尚方寶劍」，此重要的公

權力應當為基層市民福祉服務 

1664 2018-06-17 

(16:01) 

Facebook 青衣島民主辦《土地大辯論討論會》 

1665 2018-06-17 

(16:57) 

《社區公民約章》運

動 

最近土地大辯論在全城炒得鬧烘烘，而約章秘

書處都正考慮舉辦同類講座之際，新界西的約

章人已喺今個下午在天水圍擺「漂書+土地… 

1666 2018-06-17 

(17:01) 

周庭 Agnes Chow 

Ting 

填海破壞環境，而且香港仍有不少已開發的土

地未被善用和好好分配，所以我們反對填海，

但昨天的訴求根本不是這樣呀… 

1667 2018-06-17 

(17:18) 

譚凱邦 Roy Tam 跑馬地土地諮詢公眾論壇發言，繼續要求減單

程證，增加印花稅，並抗議諮詢問卷偏頗，引

導市民答政府心目中的答案。 

1668 2018-06-17 

(17:18) 

譚凱邦 Roy Tam 【譚凱邦：控制外來人口，才能解決房屋問

題】 

1669 2018-06-17 

(17:21) 

癲狗日報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舉行首場公眾論壇。社會輿

論關注發展高爾夫球場、填海及棕地等具爭議

性的選項。論壇開始後，多名人士叫喊口號 

1670 2018-06-17 

(17:33) 

巴士的政事 來自高球會的員工及顧問反對發展粉嶺高爾夫

球場。 多名高球會顧問反對收地發展 黃遠

輝：不會有前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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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 2018-06-17 

(18:16) 

公屋被迫遷戶關注組 今日係土地大辯論第一場公開諮詢，一眾民間

團體在門外抗議，關注組也反對是次有強烈前

設的「諮詢」。土地非患寡而患不均，唔好 

1672 2018-06-17 

(18:35) 

Fernando Chiu-hung 

Cheung 張超雄 

【羅致光 冇心肝】- 高官失職，長者及殘疾人

士埋單！//更離譜的是，在土地供應公眾諮詢之

中，有十八個土地發展選項… 

1673 2018-06-17 

(18:49) 

青衣島民 【土地大辯論】直播正式開始 《青衣島民》x 

朱凱廸 x 楊夏至  我哋喺青衣城做緊討論會 

1674 2018-06-17 

(18:59) 

Yingnam 大叔嘅一

站式查看 21 個自己

嘅群組 

粉嶺高球地收回興建公屋，講笑咩？而家關於

政府應否收回粉嶺高球土地仲係眾說紛紜，應

該係話各自有自己嘅立場。 

1675 2018-06-17 

(21:30) 

柯創盛議員 感謝文匯報訪問@供地論壇 反對派搗亂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昨日舉行首場公開論壇，但約 3 小

時的論壇 3 次因為有人在場內示威而被打 

1676 2018-06-17 

(21:36)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政府發起「土地大辯論」，首場公眾論壇設在

港島。有心人率先於網上報名，或盡早到現場

排隊，但政府以「額滿」為名拒諸門 

1677 2018-06-18 

(00:03) 

Au Kam San 以公共利益可豁免公開競投 土地戲法隨時變的

士戲法 的士法律制度，進入細則性討論的階段

多時，上週五委員會終於與官員面對面 

1678 2018-06-18 

(00:54) 

人民力量 今日快必嚟慈雲山開街站， 並做個好市民，參

加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活動# 香港越來越熱 

1679 2018-06-18 

(01:17) 

天行足跡 長文難耐，但論點鏗鏘有力！節錄一段：// 專

責小組未經評估就接受 2030+（由政府制定）

的結論 

1680 2018-06-18 

(09:47) 

時聞香港 粉嶺高球場建屋？愛憎兩相厭 

1681 2018-06-18 

(09:47) 

時聞香港 議員轟部門零協調 任單位丟空 =========== 

港府經常高呼「地從何來」 

1682 2018-06-18 

(09:50)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雷鼎鳴：「香港最重要的社會矛盾之一是土地

供應嚴重短缺，以致樓價高企，本來排除政治

阻力大刀闊斧多種途徑增加土地刻不容緩 

1683 2018-06-18 

(17:39)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增加土地供應不應「議而不決」！//【精選文

章】土地供應不要為諮詢而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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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4 2018-06-18 

(21:50) 

Chunman 

HongKong 

呢頭話無地起屋要填海, 呢頭把大塊地來做花

園, 究竟有幾多人會願意買飛去睇花?香港唔夠

多公園? 蝕緊的項目! 迪士尼… 

1685 2018-06-19 

(01:34) 

01 新聞 【 # 01 港聞 】一邊研究剷咗郊野公園邊陲起

屋，另一邊就用空地起花園 # 神操作 #  

1686 2018-06-19 

(01:36) 

on.cc 東網∕東方日報 咁大塊地空置 9 年，先決定用做公園………… # 

早起早享受 #（咖啡小編）http://bit.ly/2tgvrLe

新聞 

1687 2018-06-19 

(01:49) 

無待堂 土地諮詢首場論壇 有市民要求政府控制外來人

口 - 雅虎香港新聞 【Now 新聞台】土地供應

專責小組舉辦首場公眾論壇 

1688 2018-06-19 

(09:44) 

香港 01 【轉自 01 深度 】空置單位是地產商的權利

嗎？全文： http://bit.ly/2sZh6Dm# 空置稅 # 

樓市 

1689 2018-06-19 

(10:31) 

HKG 報 HKGpao 【夏理仁 blog】環保我支持，但不要利用環保

作政治秀、作為反政府的藉口，相信政府真的

要發展郊野公園邊陲，也非一蹴而就 

1690 2018-06-19 

(11:02) 

時聞香港 不排除油旺發展資助房屋 

1691 2018-06-19 

(11:11) 

Albert Lai 林鄭說房屋「不是簡單的商品」，但她以置業

為主導的房屋政策，效果是把公營房屋推向市

場，未能解決市民住屋和置業困難之餘 

1692 2018-06-19 

(12:17) 

民主黨 The 

Democratic Party 

【 土地公眾論壇請願】 //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今日(6 月 16 日)舉辦第一場公眾論壇 

1693 2018-06-19 

(12:18)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土地問題 # 政府 】我們看到不少港府欠

缺政治能量的例子。十多年前 23 條是否應立

法，社會頗有爭議，但這麼多年過 

1694 2018-06-19 

(12:50) 

保衛香港自由聯盟 【文化論政】張志明：與姚松炎對談－政府對

文化康體用地安排 | 香港文化監察 | 香港獨立

媒體網 「土地大辯論」的公眾 

1695 2018-06-19 

(12:50) 

保衛香港自由聯盟 【《收回土地條例》會引起司法覆核？去

片！！！】林鄭月娥你夠唔夠膽向全港市民承

諾行使《收回土地條例》，向權貴、地產商 

1696 2018-06-19 

(13:18)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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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7 2018-06-19 

(13:48) 

iMoney 智富雜誌 土地大辯論對一般市民來說，感覺有點離地...

【土地大辯論「離地」 政府有責】 

1698 2018-06-19 

(13:48) 

坪洲填海關注組 土地供應果然出了問題 

1699 2018-06-19 

(14:52) 

專業。民主。起動 Hong Kong Land Supply Debate 

1700 2018-06-20 

(08:36) 

得罪講句 剷平郊野公園養之那人  【無謂死頂｜人口承

載力才是房屋問題根源】 

1701 2018-06-20 

(10:13) 

The News Lens 關

鍵網 香港 

【 # 土地大辯論 唔知有乜好拗，根本個答案

簡單到不得了】呢個方案全香港七百萬人冇一

個要犧牲 

1702 2018-06-20 

(10:32) 

King Lee 【你問我答: 點解樓價會咁高?】樓價高係咪因

為熱錢湧入? 係因為有人炒樓?其實影響樓價嘅

因素有好多，唔可能被簡單化。 

1703 2018-06-20 

(14:30)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蔡志忠：「填海造地是筆者大力提倡，因為爭

議是最少。香港是多元社會，發展郊野公園、

農地棕地等，爭拗沒完沒了。 

1704 2018-06-20 

(15:38) 

Yuen Yan 劏房無女真是常識？ 【土地大辯論】男友無錢

住深水埗劏房 女網民感無將來問應否分手  

1705 2018-06-20 

(16:16) 

聖若翰堂關社組 「土地大辯論」好可能都不是為解決香港人住

屋問題而做。【問卷越位陷阱？！】睇住班土

地供應小組向左走向右走 

1706 2018-06-20 

(17:24) 

郭偉  【加大力度增加公營房屋供應】對於陳帆局長

今日回應郭偉 公營房屋的質詢，郭件 及麥美

娟都並不滿意。 

1707 2018-06-20 

(18:17)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階級矛盾 】在社會上，不時聽到發展部

分郊野公園的意見，主要是來自毋須依靠郊野

公園透氣的商界和有樓人士。 

1708 2018-06-20 

(18:30) 

時聞香港 【 # 點播 】陳帆：政府積極覓地增公營房屋

供應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今日（20 日）出席

立法會大會 

1709 2018-06-20 

(19:10) 

Paul Zimmerman 司

馬文 

IF HONG KONG REALLY HAS A DRASTIC 

SHORTAGE OF LAND FOR HOUSING… 

1710 2018-06-20 

(20:48) 

香港社區監察聯盟 【回應雷鼎鳴 – 當局欠交的人口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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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 2018-06-20 

(22:54) 

Edward Yiu Why Hong Kong’s land supply consultation is 

just another PR exercise 

1712 2018-06-21 

(00:02) 

Elisa Lam 拒絕假諮詢，大家寫信反映意見吧 

1713 2018-06-21 

(07:34)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How Hong Kong’s land supply consultation is 

really not about public debate on housing 

1714 2018-06-21 

(08:02) 

巨輪下的新界東北 -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關

注組 

【將真相帶進社區】「點解幾個填海位置都喺

同一堆？」「咪就係搞大灣區囉！」 

1715 2018-06-21 

(09:14)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暑假就嚟，喺你計劃假期之餘，不如都去我地

嘅巡迴展覽睇睇！6 月 22 至 24 號一連三日，

展覽會去到大埔超級城同荃灣 8 咪半。附近嘅

街坊不妨抽時間過嚟睇下！  其他巡迴展覽場

次： 

https://landforhongkong.hk/tc/participation/eng

age_act.php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

巡迴展覽 #野生捕獲小組成員注意 #大埔超級

城 #荃灣 8 咪半 #周末好去處 #留意返嚟展覽

唔需要落水 

1716 2018-06-21 

(09:35) 

地產小子 

Propertykids 

# 蘋果 ATM # 地產小子 # 地產潮文 # 土地大

辯論 # 人口八萬五 # 薪救火 # 講地不講人 # 

算甚麼辯論 

1717 2018-06-21 

(10:17) 

青衣島民 【土地大便論】好似有得揀……根本冇得揀 

1718 2018-06-22 

(01:59)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公屋有理講】第五十五集：香港土地需求大

辯論 

1719 2018-06-22 

(03:43) 

社會民主連線 【緊急呼籲！入信要求土地大辯論開公聽

會！】 

1720 2018-06-22 

(04:28) 

曾鈺成 Tsang Yok 

Sing, Jasper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公眾活動，收到不少市民

認真地提出的意見，也吸引了那幫示威常客到

場吵鬧 。他們舉標語、喊口號，撕毀問卷，製

造混亂，阻礙公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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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 2018-06-22 

(05:06) 

WWF Hong Kong 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都係同一個吳祖南博

士，點解今日呢位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員，同

當年嘅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成員嘅立場

可以完全唔同？ 

1722 2018-06-22 

(08:24) 

經濟 3.0 Tommy: 對土地收回條例的邏輯一致性//即使政

府亮劍是合乎法例要求，司法覆核的風險微乎

其微，我們反對政府隨便亮劍收地 

1723 2018-06-23 

(08:09) 

陳廣文 【柯創盛】解決房屋問題 政府應有針對性措施 

過去多年，香港住宅物業市場長期供不應求，

而且社會貧富懸殊情況嚴重 

1724 2018-06-23 

(10:21) 

巴士的政事 土地問題影響甚遠！ 逾半數港人不願生育 創 5

年新低 

1725 2018-06-23 

(15:13) 

HKG 報 HKGpao 【蔡志忠 blog】填海造地是筆者大力提倡的建

議，因為爭議是最少的，類似富裕的日本和新

加坡也是不斷在填海。 

1726 2018-06-23 

(20:52) 

Albert Lai 土地供應諮詢：哪有大辯論？請 share.經過八

個月的閉門會議後，政府任命的土地供應專責

小組的功課 

1727 2018-06-23 

(23:29) 

浩雲 開發郊野公園似蠶蟲，由周邊開始蠶食…//  

19/6 土地大辯論，土供組首赴民間諮詢市民：

開發郊野公園就似蠶蟲。 

1728 2018-06-24 

(01:21) 

土瓜灣乜乜乜 越玩越大~咁大塊地又話無地方起公屋居屋，最

後又係起豪華劏房...... 

1729 2018-06-24 

(12:43) 

香港獨立媒體網 香港是土地供應不足，還是分配不公，心裡有

數吧。〈聽羅國輝神父一番話〉 

1730 2018-06-24 

(15:15)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土地收回條例 # 土地大辯論 】即使政府

亮劍是合乎法例要求，司法覆核的風險微乎其

微，我們反對政府隨便亮劍收地 

1731 2018-06-24 

(16:2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喺新界東嘅公眾論壇於 7 月 7

日（星期六）下午喺大埔舉行。記得聽日（6 月

25 日）上午 9 點開始，用下面其中一種方式報

名喇：  1. 網上登記： 

www.landforhongkong.hk/tc/participation/enga

ge_act.php ； 2. 在網站下載報名表格，填妥

後電郵至 pflandforhongkong.hk@a-

world.com.hk 或傳真至 2865 2559；或 3. 電

話登記： 2114 4972（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提提大家，每次報名只能預留一個座位，報名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公眾論壇 

1732 2018-06-24 

(20:11) 

時聞香港 發展郊野公園邊陲是否禁忌？ 

1733 2018-06-25 

(09:49) 

Wendy Chan 保衛郊野公園 | 綠色和平 政府正諮詢公眾，將

郊野公園列入土地供應選項。 

1734 2018-06-25 

(11:04) 

王慧賢 閒置土地唔發展 積水養蚊隨處見【東方日報探

射燈】閒置土地唔發展唔管理，嘥地養蚊居民

叫苦！ 

1735 2018-06-25 

(12: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劏房小孩篇】  據統計，宜家有 3 萬多兒童

住喺劏房，當中包括銘恩同銘澤兩姊弟。佢哋

由出世到而家都住喺劏房，最大願望係可以有

自己嘅床。  當一家人都要瞓同一張碌架床，

兩姊弟嘅活動空間又可以有幾大？ 困喺劏房，

兩姊弟點先可以走得更遠?   為咗下一代有更

好嘅居住環境，增加土地供應，實在係刻不容

緩。   快啲登入 www.landforhongkong.hk 發

表你對香港未來土地供應嘅意見啦！    #土地

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1736 2018-06-25 

(13:02) 

姚松炎 Edward Yiu 短短個幾月，超過 1 萬 8 千名市民支持！點少

得你？ 政府正諮詢公眾，將郊野公園列入土地

供應選項。 

1737 2018-06-25 

(13:59) 

招文亮 Alvin Chiu 

Man Leong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新界東公眾論壇】歡迎各

位登記出席於 7 月 7 日（星期六）下午大埔舉

行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新界東公眾論壇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738 2018-06-25 

(16: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由星期三開始一連六日，我哋都會有巡迴展

覽，6 月 27 至 29 日喺長沙灣政府合署，緊接

住回歸假期長周末(6 月 30 至 7 月 2 日)就喺旺

角海富商場。記住有時間參觀下。我哋好想聽

吓你嘅意見！  其他巡迴展覽場次： 

https://landforhongkong.hk/tc/participation/eng

age_act.php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

巡迴展覽 #野生捕獲小組成員注意 #長沙灣政

府合署 #海富商場 #好去處 

1739 2018-06-25 

(16:18) 

Hung Man Wong 閒置土地唔發展 積水養蚊隨處見去年有團體發

現，本港有多達 900 多幅閒置土地，佔地約

142 公頃，面積相等於 7.5 個維園 

1740 2018-06-25 

(19:17) 

新力量網絡

SynergyNet 

張炳良教授專訪全文： https://goo.gl/PtM4SF//  

1741 2018-06-25 

(22:46) 

Phoebe Fok 蚊 全部都係蚊 ? 探射燈：閒置土地唔發展 積

水養蚊隨處見 去年有團體發現，本港有多達

900 多幅閒置土地 

1742 2018-06-26 

(03:38)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 

Hong Kong Green 

Building Council 

【現場直擊】土地供應傾到「火紅火綠」，揀

咩方法發展都對環境大有影響！所以議會今日

就舉辦咗土地供應政策論壇 

1743 2018-06-26 

(06:27) 

香港規劃情報 土地大辯論將於 7 月 7 日(下週六)舉行第二場公

眾論壇，於大埔社區中心舉行，為時 3 小時，

流程與首場論壇大致相同，分 4 節進行 

1744 2018-06-26 

(06:27) 

香港規劃情報 其實要嘅係更多居屋問卷 

1745 2018-06-26 

(07:14) 

眾新聞 公屋聯會另設問卷，詢問受訪者對「收回粉嶺

高爾夫球場建屋」、「郊野公園邊陲興建公營

房屋」、「填海造地」、「收回棕地建屋」 

1746 2018-06-26 

(10:14) 

眾新聞 政府早前公佈加強受政府影響的寮屋清拆補

償，希望在土地大辯論期間為新界鄉村發展拆

牆鬆綁，引導市民支持公私合營發展農地 

1747 2018-06-26 

(14:40)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立法會今早召開發展事務委員會及房屋事務委

員會聯席會議，多名受橫洲及新界東北發展計

劃影響的村民出席會議發表意見。 

1748 2018-06-26 

(14:50) 

01 新聞 【 # 01 港聞 】所以應該「袋住先」？全文： 

http://bit.ly/2MpKtW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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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9 2018-06-26 

(15:08) 

坪洲填海關注組 城市規劃上訴委員會最近就一宗有關興建丁屋

的規劃申請上訴的中文判詞，短又易明 

1750 2018-06-26 

(15:11)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土地供應 # 人口政策 】香港可供發展的

土地非常短缺，彰彰明甚，我不知道反對增加

土地供應的人背後有何意圖 

1751 2018-06-26 

(18:27) 

開罐 Opener 【土地大辯論】大家有冇聽過土地大辯論？ 如

果唔知道，但又唔想完全對香港袖手旁觀的

話，請 Click 入內文睇下 

1752 2018-06-26 

(18:43)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公屋聯會將就提出的 10 項短中長期措施，於 7

至 8 月期間，在公共屋 向公屋居民進行諮詢，

透過擺設街站、召開居民會等 

1753 2018-06-26 

(18:43)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公屋聯會料欠 770 公頃地建公營屋 7 月開展

屋邨土供諮詢 

1754 2018-06-26 

(18:43)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公屋聯會發起《齊覓地‧紓困境：民間土地供應

公眾諮詢》計劃，擬就本會提出的 10 項短中長

期措施 

1755 2018-06-26 

(19:40) 

正思香港 在土地供應的大辯論中，時有人會提出一種異

議，他們認為土地供應根本不是問題，人口若

是大量甚或是無限量增加 

1756 2018-06-26 

(20:30) 

守護大嶼聯盟 Save 

Lantau Alliance 

守護大嶼聯盟將會參加今年七一遊行，向巿民

講解土地大辯論土地分配不公義的問題，以及

林鄭上任 365 日後大嶼山發展的最新情況 

1757 2018-06-26 

(20:50) 

LinePost 線報 【博客】宇澄《真的要研究人口政策嗎？》香

港是否可以無限增加土地，不停移山填海？以

有涯逐無涯，不是長治久安之法 

1758 2018-06-26 

(22:19) 

眾新聞 土地正義聯盟表示，橫洲附近的前元朗邨用

地，原計劃重建後興建 3 棟公屋、合共 2,000

夥單位 

1759 2018-06-26 

(23:11) 

朱順雅 Beatrice Chu 昨天發展局副局長廖振新到屯門區議會，硬銷

這個「升級版」的補償方案時，輕描淡寫說寮

屋村民是霸地返來起屋 

1760 2018-06-26 

(23:53) 

世界綠色組織 World 

Green Organisation 

【大辯論前奏】人人都講香港土地要點發展、

咁發展，一班中學生都唔執輸，率先嚟個大辯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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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1 2018-06-27 

(00:15) 

陳家珮 Judy Chan 新民黨昨日（25 日）舉行黨員分享會，黨主席

葉劉淑儀女士及新民黨執委譚榮邦先生主講，

介紹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展開公眾諮詢 

1762 2018-06-27 

(03:08) 

WWF Hong Kong 【遠水救近火？】#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及部分

團體不斷強調香港需要填海造地，但無論係 # 

填海定 發展 # 郊野公園 

1763 2018-06-27 

(03:12) 

8 頻道新聞新加坡 

Channel 8 news 

6 月 26 日 香港政府展開為期五個月的土地大辯

論公眾諮詢活動，如何增加土地供應，解決土

地不足的問題。 

1764 2018-06-27 

(05:48) 

土地正義聯盟 收郊野公園邊緣、迫遷賣地起豪宅，土地大辯

論未開波，條村已經死左   

1765 2018-06-27 

(09:11) 

謎米香港 

memehk.com 

【土地大辯論：林鄭的底牌│阮穎嫻│謎米博

客】小組沒前設，但林鄭有，林鄭的底牌，就

是推公私合營發展私人農地，非常清晰 

1766 2018-06-27 

(13:33) 

Tin Leung Ji 善用棕地，保衛郊野 ?政府經常話香港唔夠

地，但就係咁貶低新界 723 公頃尚未規劃嘅棕

地，死撐話零散 

1767 2018-06-27 

(14:56) 

The Business Times Nevertheless, there continues to be strong 

demand for land 

1768 2018-06-27 

(18:56) 

Aimi Chin 【多個人就多把聲 報名參加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諮詢】＞＞＞上次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第一

次公眾諮詢疑似篩選報名 

1769 2018-06-27 

(19:57)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香港總商會主席夏雅朗接受 01 專訪時表示，在

維港以外，棕地和新界地有不少土地資源可被

釋放 

1770 2018-06-27 

(20:03) 

民建聯葵青支部 

DAB Kwai Tsing 

Branch 

香港居民對土地供應意見調查 公屋聯會就土地

供應提出 10 項短中長期的建議，擬就內容進行

社區諮詢，透過在公共屋 舉辦街站 

1771 2018-06-27 

(20:21)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 

Concerning 

Grassroots' Housing 

Rights Alliance 

聯署要求: 收回粉嶺高爾夫球會土地本港現存不

少空置土地，對應著公營房屋需求問題，政府

沒有全面善用全港的空置土地 

1772 2018-06-27 

(21:19) 

LinePost 線報 【博客】宇澄《林太與黃遠輝的角力，是策略

還是行政制度出亂子？》作為林太的房屋土地

大將的黃遠輝，更多次公然大唱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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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3 2018-06-28 

(02:58) 

李美娜 增地的天秤嚴重傾則！「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上周公佈《增闢土地 你我抉擇》的諮詢檔，算

是正式啟動了「土地大辯論」。 

1774 2018-06-28 

(14:40) 

Kenneth Leung 梁繼

昌 

昨晚是我議員辦公室在本立法年度舉辦的最後

一次 CPD Seminar，很開心邀請到土地供應專

責小組主席黃遠輝、副主席黃澤恩博士， 一同

探討香港的土地及房屋問題 

1775 2018-06-28 

(19:06) 

Kan Wai Ming 

Edmond 

香港土地問題真係咁嚴重？ 

1776 2018-06-28 

(20:19) 

思考香港 【簡單經濟學 Ep 1: 土地未至樓價先調？】近

年土地同房屋供應有所增加，但樓價依然居高

不下，經濟學者徐家健話你知 

1777 2018-06-28 

(22:18) 

王永平-不平則鳴 話失望算客氣啦！ 【林鄭上任一年】批空置稅

是掩眼法 王永平：對林鄭感失望 政府早前展

開土地大辯論，就 18 個土地供應選項 

1778 2018-06-28 

(22:34) 

01 新聞 【 # 01 港聞 】王永平直言土地供應諮詢不必

要：「美其名尋求社會共識，但好多選項永遠

冇共識」 

1779 2018-06-28 

(22:50) 

陳大文 【特首林鄭月娥公佈三項新房屋政策重點及各

界回應】1. 增加公營房屋比例 

1780 2018-06-28 

(23:33) 

開罐 Opener 【土地大辯論】好多年輕人似乎都覺得上車遙

不可及，佢哋對社會進行緊嘅「土地大辯論」

認識有幾深呢 

1781 2018-06-29 

(14:23)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話咁快巡迴展覽開展咗一個月，主席同一眾小

組成員走訪港九新界各區，直接聽取市民對土

地供應選項同土地議題嘅睇法，期間不乏市民

同小組成員嘅熱烈交流、坦誠分享同打氣鼓勵! 

接著落嚟三個月，小組會繼續 18 區巡迴展覽。

你都快啲黎野生捕獲小組成員啦！  巡迴展覽

場次： 

https://landforhongkong.hk/tc/participation/eng

age_act.php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

巡迴展覽 #野生捕獲小組成員注意 

1782 2018-06-29 

(15:54) 

眾新聞 政府經常表示欠缺土地興建公屋居屋，但在過

往 5 年，政府卻每年平均住宅賣地 30 公頃來興

建私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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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 2018-06-29 

(20:30) 

有線電視財經資訊台 【私樓地轉資助屋?】麥格理吳嘉俊認為，若將

私樓地改為興建資助出售房屋，是增加土地供

應的最快方法，對本身有土地儲備的發展 

1784 2018-06-30 

(14:12) 

政府新聞網 【房屋政策新措施】新增嘅公營房屋用地有呢

啲?# 私營房屋 # 公營房屋 # 啟德 # 安達臣

道石礦場 #  

1785 2018-07-01 

(06:28) 

林琳 Nixie Lam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

眾參與活動 - 青年交流會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1786 2018-07-01 

(13:33) 

01 新聞 【 # 01 港聞 】發動 # 土地大辯論 ，射出 # 

林鄭三箭 ，特首餘下任期，會否繼續有心無

力？  

1787 2018-07-01 

(13:44) 

有線新聞 i-Cable 

News 

【林鄭月娥：增地靠填海 公私營房屋比例可

改】特首林鄭月娥預告，會在十月的施政報

告，交代對增加土地供應的看法 

1788 2018-07-01 

(14:00) 

時聞香港 運房局：填海能夠大量造地 

1789 2018-07-01 

(14:22) 

Albert Lai 新措施出場，反映政府在土地和房屋問題只自

限於處理「土地供應」，房屋政策上卻不願打

擊樓價升勢。林鄭提出置業主導的房屋 

1790 2018-07-01 

(17:02)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咁唔駛土地大辯論啦。 【新房策】林鄭：個人

撐填海 社會不少人說最好 指公私營房屋「六

四比」非不能調整  

1791 2018-07-01 

(18:00) 

橙新聞 Orange 

News 

林太預告，今年 10 月的《施政報告》會重點處

理土地供應問題。【對付樓市】擬增公私營房

屋比例至 7:3  

1792 2018-07-01 

(19:09) 

香港經濟日報 

hket.com 

【 # HKET 林鄭七一訪問 】林鄭表示，希望盡

快知悉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諮詢公眾後的結論 

1793 2018-07-01 

(21:02) 

明鏡新聞網 土地是香港樓價只升不下的關鍵 高樓價已成香

港最核心的社會矛盾, 民怨越來越大。 

1794 2018-07-01 

(21:09)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政府可能發現成個土地大辯論好似一個伏，

意識到土地大辯論開始控制唔到，依家唔玩

啦。」 【娥特放風】表態撐填海 踩部分覓 

1795 2018-07-01 

(23:36) 

橫洲綠化帶發展關注

組 

感謝各位支持橫洲村民的朋友，每一份打氣都

給予我們力量繼續堅守土地公義！ 

1796 2018-07-02 

(10:02) 

時聞香港 林鄭預告《施政》填海增土地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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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7 2018-07-02 

(12:24) 

有線新聞 i-Cable 

News 

【陳帆：填海為整體發展 尊重土地供應小組】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說，填海不只是為了滿

足住屋需求，亦是為了香港的整體發展。 

1798 2018-07-02 

(13:35) 

01 新聞 【 # 01 港聞 】填海事在必行？再睇返歷史，

政府眼中的 # 保育 ，好似同大家諗嘅唔係好

同喎。 

1799 2018-07-02 

(13:42)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今日先後出席商台和港

台節目，繼續力撐以填海增加土地供應。他又

指一旦填海造地，相信範圍將比沙田更大。 

1800 2018-07-02 

(13:56) 

852 郵報 【仲點兜？】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53439 

1801 2018-07-02 

(14:12)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住宅 # 土地 】政府應戮力於改變農地用

途、重新全面規劃新界發展，促使香港在區內

擔當更形重要的角色；在切合全港 

1802 2018-07-02 

(14:27) 

拉闊新聞 Life TV 

News 

【陳帆大讚填海「非常可行」 預料範圍將比沙

田更大】特首林鄭月娥周日表示，只有靠填海

才能有效增加土地供應 

1803 2018-07-02 

(14:37) 

Alvin KM Chan 沙田面積成 70 平方公里，而香港島亦不過是

80 平方公里，即係你認為可以填一個香港島出

來，而香港人又會接受？  

1804 2018-07-02 

(15:22) 

香港山女 Mountain 

Girl HK 

# 大澳虎山# 反對發展郊野公園 # 土地大辯論 

1805 2018-07-02 

(15:45) 

坪洲填海關注組 我們是坪洲填海關注組，都算有份捉成立法會

在數年前拒絕批款研究中部水域人工島填海。 

1806 2018-07-02 

(16:15) 

地產站 Property 

Station 

陳帆:政府倘填海 1200 公頃 規模較沙田市鎮更

大 

1807 2018-07-02 

(17:37) 

香港蘋果日報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今在電台節目承認，日

後的填海範圍，起碼會大過沙田，「我相信

會」。# 娥特放風 

1808 2018-07-02 

(17:57) 

Alvin Chan 特首要填海？ 

1809 2018-07-02 

(18:13) 

橙新聞 Orange 

News 

特首林鄭月娥昨表明，相信只有填海一途方能

有效增加本港的土地供應。 

1810 2018-07-02 

(19:48) 

Nicola Newbery Hong Kong’s country parks are in danger!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811 2018-07-02 

(20:19) 

Chi Ho Mak 陳帆主張填海，話可以多一個沙田。 

1812 2018-07-02 

(20:24) 

有線新聞 i-Cable 

News 

【陳帆：要增加土地供應 填海是可行方案】 

1813 2018-07-02 

(20:26) 

有線新聞 i-Cable 

News 

【環保組織不滿政府對填海有預設立場】有環

保組織不滿，政府未等土地大辯論結果前，已

經對填海有預設立場 

1814 2018-07-02 

(21:31) 

明鏡新聞網 港府傾向填海多造「沙田新市鎮」 有民意欲撤

150 大陸人輸港政策 

1815 2018-07-02 

(21:36) 

明報即時新聞 昨日林鄭話「個人支持填海」，今日整個政府

都已經集中討論填海呢個選項喇。 

1816 2018-07-02 

(21:36) 

明報即時新聞 陳帆說，現在土地供應未能確認前景時，須審

慎處理。 

1817 2018-07-02 

(22:33) 

橙新聞 Orange 

News 

進行大型工程項目，包括填海，都需要通過環

境評估，盡量減低工程對環境的影響。【加強

環保】指膠袋徵費成效理想 黃錦星：填海 

1818 2018-07-03 

(00:02) 

坪洲填海關注組 當「最高當局」話「個人」支持填海時，admin

不得不回一下帶. 

1819 2018-07-03 

(00:02) 

坪洲填海關注組 如何可以將心態改一改，不要視之為既成事

實，雖然有 D 難  【環保組織不滿政府對填海

有預設立場】有環保組織不滿 

1820 2018-07-03 

(00:23) 

王慧賢 林鄭認為增加土地供應靠填海 大家點睇？ 香

港建屋量追不上需求，很大原因在於土地不

足。 

1821 2018-07-03 

(01:45) 

Metro Daily Hong 

Kong《都市日報》 

【土地大辯論】本港土地資源有限，社會一直

對如何增加土地供應有各種意見。 

1822 2018-07-03 

(02:00)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Green groups slammed the government for 

playing down how reclamation could negatively 

impact the environment. 

1823 2018-07-03 

(02:04) 

成報 陳帆稱填海是可行方案 

1824 2018-07-03 

(03:31) 

80 後求生隊長 香港人其中一個面對緊嘅難題就係土地問題，

唔夠居住用地又唔夠休憩用地。唔講唔知，原

來香港有啲隱世「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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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 2018-07-03 

(06:01) 

時聞香港 陳帆撐填海增土地 

1826 2018-07-03 

(10:59) 

通說 【港擬填海增加土地 官指應避開生態敏感區】

文章詳細： https://bit.ly/2NixYxL 

1827 2018-07-03 

(11:32) 

PassionTimes 熱血

時報 

【指政府不應 避土地供應問題 林鄭：10 月施

政報告不能交白卷】特首林鄭月娥今早（7 月 3

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談到增加土地 

1828 2018-07-03 

(12:29) 

時聞香港 政府指曾檢視填海可行選址 

1829 2018-07-03 

(12:39) 

LinePost 線報 【線報直播】環保觸覺發表首個「土地諮詢民

調」環保觸覺日前委託港大研究計劃進行民

調，將土地諮詢多個爭議選項，包括高球場… 

1830 2018-07-03 

(12:55)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早出席行政會議前見記

者，被問及就土地供應諮詢公眾，是否只為表

達「政治決心」 

1831 2018-07-03 

(13:02)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大家點睇？//【土地大辯論】林鄭陳帆表態撐

填海引社會熱議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在傳媒

茶聚中表態支持填海 

1832 2018-07-03 

(13:47) 

RFI 華語 - 法國國

際廣播電台 

香港正就增加土地供應進行諮詢，特首李鄭月

娥表態，稱支持填海，讓市民上樓置業有望 

1833 2018-07-03 

(15:47) 

香港風味 填海好 填埋個地中海咪大把地囉 陳帆撐填

海：造地大過沙田 稱「大辯論」無共識亦應做 

政黨對馬料水選址有保留 

1834 2018-07-03 

(16:54) 

楊匡 土地大便論 尊子漫畫 

1835 2018-07-03 

(17:01)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睇番香港以前嘅發展，填海係最主要嘅土地來

源。林鄭日前表態撐填海造地建屋，而家樓市

升得咁犀利，公屋又排長龍，填海係咪… 

1836 2018-07-03 

(17:11) 

香港輕新聞 

LiteNews.hk 

特首林鄭月娥日前明言要「靠填海」才能解決

土地不足問題，引來外界質疑「土地大辯論」

是假諮詢。 

1837 2018-07-03 

(17:20) 

Delight Media Hong 

Kong 

【 # 本港新聞 3/7/2018】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表示，社會對房屋有需求，政府不應該回避土

地供應的迫切問題 

1838 2018-07-03 

(17:25) 

雅虎香港新聞 【 填海增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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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 2018-07-03 

(17:30) 

環保觸覺 Green 

Sense 

【環保觸覺 FB Live 公佈環團土地民調結果】 

1840 2018-07-03 

(17:30) 

環保觸覺 Green 

Sense 

【環保觸覺 土地選項優次民意調查】 

1841 2018-07-03 

(17:57) 

思考香港 【填海填哪兒?】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政府不

可以亦不應該迴避土地供應迫切性的議題，增

加土地供應要靠填海。 

1842 2018-07-03 

(17:59) 

香港獨立媒體網 林鄭月娥表態支持填海增加土地供應，但調查

發現只有 3 成人認為填海能於短期內舒緩房屋

問題。 

1843 2018-07-03 

(18:35) 

852 郵報 林鄭一人說了算！？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53525 

1844 2018-07-03 

(19:03) 

正思香港 //要長遠增加土地供應還是要靠填海。//【港

情】【凝聚社會共識加快拓地 助更多市民受惠

新房策】 

1845 2018-07-03 

(19:25)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到底問題源頭喺邊到？】  

1846 2018-07-03 

(19:25)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繼「一帶一路」同「大灣區」後，嚟緊政府講

得最多嘅可能喺「填海」！【林鄭：倘填海選

址料維港外海域】  

1847 2018-07-03 

(19:25)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睇嚟大辯……論都係俾你啲市民辯吓、表達吓

意見咁囉。做就行自己嗰套！【林鄭率先表態 

支持填海增土地】  

1848 2018-07-03 

(19:27) 

Hong Kong Free 

Press HKFP 

Most respondents preferred using brownfield 

land for housing 

1849 2018-07-03 

(19:44)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土地大辯論】釋放駐軍用地有沒有可能？自

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今早出席商台節目時建

議香港向中央政府提出釋放駐軍用地 

1850 2018-07-03 

(20:09) 

Roy Tam 有團體調查指只有約三成受訪市民認為填海可

以有效紓緩房屋問題。 

1851 2018-07-03 

(20:29) 

政府新聞網 【迫切議題】林鄭話第二份施政報告喺土地房

屋方面唔可以交白卷，會要求土地供應專責小

組將諮詢期內掌握到嘅社會睇法同政府分享 

1852 2018-07-03 

(20:58) 

雷霆 881 在晴朗的

一天出發 

睇嚟大辯……論都係俾你啲市民辯吓、表達吓

意見咁囉。做就行自己嗰套！【林鄭率先表態 

支持填海增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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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 2018-07-03 

(21:06) 

852 郵報 當年已經好撐填海啦～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53550 

1854 2018-07-03 

(22:17) 

Tony Fong 棕地－最佳土地選項 【 # 本周焦點 －最新調

查睇棕地】 

1855 2018-07-03 

(22:27) 

香港電台視點 31 【LIVE 土地大辯論】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諮詢工

作如火如荼，為何一眾官員近日急於表態支持

填海﹖在決策過程中，民意大還是官大 

1856 2018-07-03 

(22:51) 

Yip Chung Sing 【土地大辯論已變得毫無意義】上任一年既林

鄭月娥，開始認為「土地大辯論」同答英文記

者一樣咁「浪費時間」 

1857 2018-07-03 

(23:03) 

眾新聞 環保觸覺公佈一項民意調查結果，指 62%受訪

者同意，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展開的土地供應諮

詢，只著重增加土地而無提到其他措施 

1858 2018-07-03 

(23:13) 

WWF Hong Kong 【 # 林鄭 ，使唔使咁急畀「個人」意見

呀？】土地供應諮詢仲有近兩個月先完，但特

首林鄭已率先表態佢對填海嘅偏好。 

1859 2018-07-03 

(23:17) 

Roy Tam 民意想減單程證，多過填海喎… 

1860 2018-07-03 

(23:59) 

關兆倫 【土地大辯論已變得毫無意義】上任一年既林

鄭月娥，開始認為「土地大辯論」同答英文記

者一樣咁「浪費時間」 

1861 2018-07-04 

(00:15) 

超訊 # 香港 # 土地?? 田北俊倡?用解放?用地建公

屋【原文： https://bit.ly/2KDm3fj 】 

1862 2018-07-04 

(00:39) 

長春社 【填海「起碼大過沙田」，是否有跡可尋？】

林鄭特首與陳局長左一句右一句，表明增加土

地要靠填海 

1863 2018-07-04 

(00:39)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郊野公園富有豐富的歷史及生態價值，我們必

須全力守護。 

1864 2018-07-04 

(01:07) 

民主街旺角鳩嗚團 取回單程證審批權。 七成人指新移民增公屋輪

候時間 環團斥政府迫人揀填海  

1865 2018-07-04 

(01:09) 

香港培青社 覓地建屋，填海、發展郊野公園邊陲，環保團

體反對，發展新界鄉郊地區又一堆人走出來要

求「不遷不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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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 2018-07-04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今個星期五、六、日，專責小組會去到屯門文

娛廣場同何文田廣場做巡迴展覽喇！大家經過

記得埋嚟表達一吓你哋對土地供應選項嘅意見

啦！  其他巡迴展覽場次： 

https://landforhongkong.hk/tc/participation/eng

age_act.php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

巡迴展覽 #野生捕獲小組成員注意 #屯門文娛

廣場 #何文田廣場 #周末好去處 

1867 2018-07-04 

(10:01) 

吳文遠 Avery Ng 土地大辯論，定係填海大辯論 

1868 2018-07-04 

(10:15) 

環保觸覺 Green 

Sense 

香港人真係想填海起樓？ 

1869 2018-07-04 

(10:53) 

金水 土地供應方案是否填海？以及現時土地小組正

在諮詢中，作為特首已經表態說支持，又說 18

個選項濕濕碎碎 

1870 2018-07-04 

(11:20) 

點擊香江 撐  //大家點睇？//【搵地起屋】95%網民撐填

海起屋隨著特首林鄭月娥亦表態支持填海 

1871 2018-07-04 

(11:58) 

時聞香港 港府高調撐填海 議員轟漠視民意 

1872 2018-07-04 

(12:56) 

柯創盛議員 接受文匯報訪問@各界讚方向正確 成效大爭議

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明增加土地供應要靠填

海 

1873 2018-07-04 

(13:26) 

852 郵報 又講填海啦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53599 

1874 2018-07-04 

(14:44)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在土地供應諮詢仍在進行之際，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日前主動提及填海的選項，惹起爭議。 

1875 2018-07-04 

(15:20) 

思考香港 【填地造地】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到立法會接受

議員質詢，她說長遠要增加香港土地供應，在

維港外填海似乎是無可避免，但不是唯一方法 

1876 2018-07-04 

(15:21) 

本土新聞 Local 

Press 

【民調：公屋輪候時間長，中國新移民湧港為

主因 - 本土新聞】 

1877 2018-07-04 

(15:43) 

Now News - 新聞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要長遠增加土地，填

海是無可避免，但不是唯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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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 2018-07-04 

(15:44) 

頭條日報 【保育發展】綠色和平項目主任朱江指，現時

並非單純土地供應不足，而是未有善用及規劃

現有土地。 

1879 2018-07-04 

(16:04) 

明報即時新聞 李慧琼提問時先提及「移山填海無得避免」，

然後仲連 2 至 3%個數都講埋添。 

1880 2018-07-04 

(16:07) 

綠洲 Oasistrek 【特首答問】林鄭澄清：填海非唯一方案 指開

發綠化地、郊野公園邊陲比率值得深思 

1881 2018-07-04 

(16:30) 

有線新聞 i-Cable 

News 

【林鄭月娥：可考慮開發 1 至 2%綠化地 重建

房協九龍城舊屋邨】 

1882 2018-07-04 

(17:14) 

思言財雋 Financier 

Conscience 

香港樓價貴絕全球。特區政府不斷說土地供應

不足需要移山填海才可解決土地及房屋短缺問

題。其實此問題成因那會這樣簡單?  

1883 2018-07-04 

(18:48) 

Gary Fan 【又係土地問題】林鄭又硬 sell 填海 咖喱範：

減單程證至有效  

1884 2018-07-04 

(19:02)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特首林鄭月娥講過增加土地供應「靠填海」，

兩位聽眾都好支持，事關香港填海都唔係第一

次，作為香港人嘅你又撐唔撐填海先？ 

1885 2018-07-04 

(19:09) 

LinePost 線報 【新聞】出席立法會質詢 林鄭月娥：填海似乎

無可避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早到立法會回應

議員質詢。 

1886 2018-07-04 

(19:32)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認為，若政府決定填海

造地，就應以增加公營房屋供應量為首要目標 

1887 2018-07-04 

(19:32)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公屋聯會主席文裕明表示，公屋聯會一向主張

先以填海方式增加土地供應，又說綜觀香港、

深圳和新加坡的歷史 

1888 2018-07-04 

(20:05) 

維修香港－關懷社區

服務隊 

房屋與土地問題 高質懶人包 好想向佢地學習 

1889 2018-07-04 

(21:01) 

正思香港 //香港需要一場「土地大改革」，一天沒有把

「餅」做大，土地及房屋問題就無法解決。 

1890 2018-07-04 

(23:03)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 林鄭特首與陳局長左一句右一句，表明增加

土地要靠填海 

1891 2018-07-04 

(23:30) 

有線新聞 i-Cable 

News 

【林鄭月娥：填海以外也可開發 2%綠化地】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澄清自己近日經常提到的填

海，並非唯一、但是長遠的方法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892 2018-07-04 

(23:31) 

正思香港 //要長遠地解決房屋問題，首先要有土地。// 

1893 2018-07-05 

(02:27) 

紫荊雜誌 林鄭：倘若填海料選維港外海域 

1894 2018-07-05 

(03:28) 

香港電台視點 31 土地供應小組工作如火如荼，政府官員卻紛紛

表態撐填海，係咪唔尊重小組﹖ 

1895 2018-07-05 

(09:13)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今天的娥打倒昨天的娥？】特首林鄭月娥連

日來以強橫氣勢表態撐填海 

1896 2018-07-05 

(09:38) 

聖若翰堂關社組 「土地大辯論」與你有關！ 

1897 2018-07-05 

(11:01)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筆者認為增加土地供應才能治房屋短缺的根本

問題，你認同嗎？一起來討論吧～//【精選文

章】新房策還看增加供應 

1898 2018-07-05 

(11:17) 

Winnie Chen 肯很定最尾都係填海啦！公眾諮詢喎 政府硬銷

填海 黃遠輝指特首意見不能淩駕小組報告  

1899 2018-07-05 

(11:31) 

正思香港 //香港一天沒有把「餅」做大，土地及房屋問題

就無法解決。// 

1900 2018-07-05 

(11:44) 

01 新聞 【 # 01 港聞 】林鄭早幾日講到 # 填海 事在

必行咁樣；噚日又轉口風話唔係必然選項。邊

度有位填先？ 

1901 2018-07-05 

(12:18) 

謎米香港 

memehk.com 

【林鄭無可能淩駕諮詢結果 黃遠輝：報告是公

開，我們怎可能將黑寫成白？│謎米港聞】 

1902 2018-07-05 

(12:18) 

香港電台視像新聞 

RTHK VNEWS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表示，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對不同土地供應方法有其意見，但意

見不可能淩駕專責小組的報告 

1903 2018-07-05 

(12:19) 

通說 【林鄭月娥：填海造地並非唯一方案但無可避

免】文章詳細： https://bit.ly/2NpPdwQ 

1904 2018-07-05 

(12:26) 

Starry Lee 【多方面尋找更多麵粉】特首林鄭月娥上周推

出六招房屋新措施，以顯示政府就處理土地房

屋問題上的決心。 

1905 2018-07-05 

(12:37)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搵地搵地搵地！//【大家點睇】郊野公園邊陲

地起屋，你撐唔撐？為了覓地起屋，上屆政府

開始已經不斷拋磚引玉。 

1906 2018-07-05 

(12:56) 

852 郵報 林鄭都唔例外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53675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907 2018-07-05 

(13:25) 

香港蘋果日報 不能草草了事【土地供應】黃遠輝指特首意見

不能淩駕大多數 不會「黑寫成白」 

1908 2018-07-05 

(14:17) 

【 # 01 港聞 】搞填

海都有排煩啦，仲要

搞郊野公園呢個香港

人最後「綠洲」全

文： http://bit.ly/2 

波哥一向都關注香港人的住屋需要，知道特首

林太在中、長期土地發展上，會考慮以填海造

地作為其中一個選項，實在值得鼓舞 

1909 2018-07-05 

(16:41) 

Aimi Chin 解決土地問題——填海  

1910 2018-07-05 

(17:15) 

01 新聞 【 # 01 港聞 】搞填海都有排煩啦，仲要搞郊

野公園呢個香港人最後「綠洲」全文： 

http://bit.ly/2 

1911 2018-07-05 

(17:33) 

眾新聞 //要說架空，不如說，因為諮詢時沒有說得清

楚，如今就填海的討論，似乎專責小組更有點

「反客為主」的味道。 

1912 2018-07-05 

(18:41) 

回歸曠野 郊野公園一旦開發咗就冇得番轉頭，真係冇其

他方法去解決房屋問題咩？  

1913 2018-07-05 

(18:50) 

癲狗日報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今早表示，特首

林鄭月娥要求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前三個月至

今年九月提交覓地初步報告是不可行 

1914 2018-07-05 

(18:57) 

天樂新聞 DMHK 

News 

【 # 本港新聞 4/7/2018】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到立法會接受議員質詢，如何增加土地供應興

建房屋是議員質詢焦點 

1915 2018-07-05 

(19:28) 

巴士的政事 韋志成稱在維海以外填海，可省卻收購和重建

的時間。 首置項目或令市建局少收數十億 韋

志成撐填海 

1916 2018-07-05 

(19:28) 

巴士的政事 環保團體指特首近日提出填海等議題，屬意圖

幹預土地大辯論。  

1917 2018-07-05 

(19:41) 

Terry Yum 土地大辯論大騷 林鄭集監制導演一身 

1918 2018-07-05 

(21:09) 

LinePost 線報 【博客】林若思《土地大辯論變鬧劇？勸林

鄭：the show must go on》既然閣下推崇與民

共議，搬出程式公義 

1919 2018-07-05 

(21:32)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頭搖又尾擺 真相去咗邊？】特首林鄭月娥兩

個月內極速變臉，而家日日出黎撐填海，仲指

令土地供應小組要提早總結民意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920 2018-07-05 

(23:47) 

Roy Tam 港大民調結果：近 7 成受訪者認為「土地諮詢

只著重土地開發」未能有效解決問題。 

1921 2018-07-06 

(02:30) 

思考香港 【重啟造地方為上策】 

1922 2018-07-06 

(06:44) 

大紀元時報（香港） 林鄭再澄清填海非唯一選擇 

1923 2018-07-06 

(06:46)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 # 黃遠輝 今早出席電

台節目時表示，無論是行政長官或其他官員對

土地供應有任何意見，都不可能淩駕 

1924 2018-07-06 

(06:46)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大打開口牌】特首林鄭月娥日前接受傳媒訪

問時表態稱，個人支持以填海增加土地供應 

1925 2018-07-06 

(06:51) 

香港文化協進智庫 【智庫觀點】多管齊下開發土地 理性討論尋求

共識 

1926 2018-07-06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專責小組聽日會喺大埔社區會堂舉行新界東嘅

公眾論壇。成功報到名嘅朋友，應該已經收到

我哋嘅通知，記得準時出席，直接向小組發表

你嘅意見。同上次公眾論壇一樣，我哋會安排

Facebook live，等大家無論身處何方都可以收

睇到公眾論壇，同向小組提出意見及問題。聽

日見！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

土地你我抉擇 #公眾論壇 

1927 2018-07-06 

(11:35) 

Regina Ip 葉劉淑儀 【改劃迪士尼二期預留土地 解決住屋問題】 

1928 2018-07-06 

(11:44)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房屋供應短缺，樓價不斷上升，要根本解決必

先解決土地短缺的問題，房策 6 招只治標而不

治本。// 

1929 2018-07-06 

(11:44) 

時聞香港 兩局長籲市民參加「覓地大辯論」 

1930 2018-07-06 

(11:50) 

時聞香港 周明權 : 倡貨櫃碼頭上蓋建公屋 

1931 2018-07-06 

(11:52)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蔡志忠：「將啟德發展區的逾萬夥私樓單位改

劃為公營房屋，未來計劃大量填海造地，以及

有機會改變公私營房屋的六四比例等 

1932 2018-07-06 

(11:55)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表示，支持林鄭月娥的

建議，相信有助善用現有土地潛力，興建更多

單位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933 2018-07-06 

(11:58) 

姚松炎 Edward Yiu 指「也許填海這類『無中生有』的龐大基建工

程，才能令政績更突出？」 

1934 2018-07-06 

(13:27) 

林健鋒 填海覓地 不拘一格  

1935 2018-07-06 

(13:56) 

地產台 Bastille 

Property Channel 

發展局表示，會徵求行政會議同意與土地業權

人進行原址換地作優化海濱發展。  

1936 2018-07-06 

(14:41)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繼續 sell 貨櫃碼頭上蓋起屋】 

1937 2018-07-06 

(15:19) 

RTHK 香港電台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嘅「土地大辯論」將於 9 月

完成諮詢，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主動提及填

海選項，引起議論。 

1938 2018-07-06 

(17:03) 

眾新聞 這場土地大辯論，竟然，最大的一場辯論竟是

林鄭 vs 黃遠輝。這不敢令我們擔心，小組主席

黃遠輝會否成為下一個周永新？ 

1939 2018-07-06 

(17:42) 

紫荊雜誌 林鄭：填海造地非唯一方案但無可避免? 

1940 2018-07-06 

(17:50) 

TMHK 【黃遠輝到屯門介紹土地供應選項 市民：盼政

府推更多合理價格居屋助置業】 

1941 2018-07-06 

(18:26) 

852 郵報 咁鍾意填海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53813 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近日不斷表態支持填海 

1942 2018-07-06 

(19:45) 

經民聯 BPA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星島日報專欄：填海覓

地 不拘一格】文章連結： 

https://wp.me/p7GN4x-34M# 

1943 2018-07-06 

(20:26) 

鍵盤戰線 Keyboard 

Frontline 

真係冇地咩? 善用棕地, 解決房屋問題! 

1944 2018-07-06 

(20:51) 

聖若瑟本土關注社 香港民調指公屋長龍 主因中國新移民單程證太

多 香港長期面對全球最高樓價等住屋問題 

1945 2018-07-07 

(02:29) 

WWF Hong Kong 【龍門任你擺 飄移境界】土地大辯論中，政府

公眾諮詢檔明明話新界棕地面積有 1,300 公

頃，夠曬滿足政府所講嘅 1,200 公頃 

1946 2018-07-07 

(03:05) 

公民黨 Civic Party 【土地大辯論】自家製問卷 

1947 2018-07-07 

(03:06) 

盧斯達 【盧斯達：大灣區主義，就是中國人有團聚

權，而香港人沒有】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948 2018-07-07 

(05:07) 

端木皚 //.....上任一年既林鄭月娥，開始認為「土地大

辯論」同答英文記者一樣咁「浪費時間」，所

以依家借「市民唔等得」做藉口 

1949 2018-07-07 

(06:07)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郊野公園多年來一直為香港人提供抖氣的空

間，何以現在就要將之當為土地選項？ 

1950 2018-07-07 

(06:12) 

守護大嶼聯盟 Save 

Lantau Alliance 

其實係咪一定要填海或發展郊野公園呢？  香

港人其中一個面對緊嘅難題就係土地問題，唔

夠居住用地又唔夠休憩用地。 

1951 2018-07-07 

(10:00) 

亂博 嘩！住在葵青貨櫃碼頭灑店都覺得貨櫃碼頭

嘈，莫講話住在上面 工程師學會倡貨櫃碼頭建

「天空之城」 規模約 10 個太古城 | 

1952 2018-07-07 

(10:20) 

政策．正察 【業權分散收地難】棕地業權複雜嘅程度，都

幾出乎意料。 

1953 2018-07-07 

(10:20) 

政策．正察 【吳祖南專訪 2: 「綠化：發展」用地無黃金比

例】 

1954 2018-07-07 

(14:02)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Facebook live) 

1955 2018-07-07 

(14:42) 

頭條新聞 Headliner 【土地大推銷？】 

1956 2018-07-07 

(15:39) 

LinePost 線報 【新聞】黃遠輝冀促進社會理性討論互諒互讓

就覓地形成共識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舉行第二場

公眾論壇 

1957 2018-07-07 

(16:33) 

Cecilia Lee 大便論喎! 

1958 2018-07-07 

(16:53) 

小麗民主教室 今日又到 # 土地大辯論 公眾論壇 

1959 2018-07-07 

(17:39) 

LinePost 線報 【新聞】土地供應公眾論壇上有團體促收回粉

嶺高球場建公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舉行第二場

公眾論壇 

1960 2018-07-07 

(18:03) 

將軍報 Tseung 

Kwan Post 

範國威表示，近年非香港本地人買樓的人數及

金額持續上升，反映香港高樓價及房屋供不應

求的問題 

1961 2018-07-07 

(18:17) 

852 郵報 所以係填咗先算，之後先再諗有咩用途？全

文： https://www.post852.com/?p=2539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962 2018-07-07 

(20:22) 

公屋被迫遷戶關注組 今日係第二場土地大辯論公眾諮詢 

1963 2018-07-07 

(20:38) 

Edward Yiu 今日信報-寮屋新政 為公私合營大送禮 土地大

辯論不經不覺已進行大約兩個月，除了「點心

紙」等受爭議的公眾參與活動 

1964 2018-07-07 

(20:47) 

工黨 LabourParty 

HK 

【大量增建公屋居屋 土地房屋公義分配】 

1965 2018-07-07 

(20:47) 

工黨 LabourParty 

HK 

//開展了逾兩個月的土地大辯論，今午在大埔社

區中心舉行第二場公眾論壇。多個團體到會場

示威 

1966 2018-07-07 

(20:47) 

工黨 LabourParty 

HK 

土地大辯論公眾諮詢現場抗議！收回粉嶺高球

場！起公屋、起院舍！ 

1967 2018-07-07 

(22:24) 

尹兆堅 Andrew Wan 林鄭土地大辯論，明顯係做場大戲，有曬預設

立場，我地今日去拆穿「林鄭西洋鏡」 

1968 2018-07-07 

(22:25) 

Dennis Kwok 郭榮

鏗 

【 # 土地大辯論 】不要讓政府的「點心紙」

埋沒你的意見 

1969 2018-07-07 

(22:58) 

王慧賢 土地供應諮詢論壇 淪為黃色民粹做騷平台 

1970 2018-07-08 

(01:58) 

RTHK 香港電台公共

事務組 

港大學者鄒廣榮建議將居屋的使用權加上年期

限制，禁售期後，索性就讓業主無需要補地價

在市場轉售。 

1971 2018-07-08 

(02:22) 

巴士的政事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舉行第二場公眾論壇，聽取

市民對各土地供應選項的意見。 

1972 2018-07-08 

(03:06) 

喜劇演員 短短 1 個月有超過 1 萬 4 千名市民聯署保衛郊

野公園。點少得你？  

1973 2018-07-08 

(04:21) 

TMHK 【團體要求政府紓緩基層住屋需要 一名工作人

員衝突間受傷送院】「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是

日下午大埔社區中心舉行第二場公眾論壇 

1974 2018-07-08 

(09:03) 

眾新聞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在論壇上強調，

小組一直聆聽公眾在土地選項方面的不同意

見。 

1975 2018-07-08 

(10:30) 

香港獨立媒體網 林鄭月娥話要填海增加土地供應，但民意擺在

眼前，就是收回高球場吧；何況填海都要至少

十年先起到樓，林鄭當香港人傻的嗎？ 

1976 2018-07-08 

(10:58) 

時聞香港 土地大辯論演混亂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977 2018-07-08 

(10:59) 

王慧賢 土地小組論壇爆衝突 男保安受傷【東方日報

訊】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諮詢期尚餘約三個月，

昨舉行第二場公眾論壇 

1978 2018-07-08 

(11:00)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筆者認為在維港以外的地方填海有助香港長遠

發展，你認同嗎？一起來發表你的意見吧?//

【精選文章】填海好過插針 

1979 2018-07-08 

(11:26) 

雅虎香港新聞 【土地大辯論】專責小組昨強調非常尊重民

意，撰寫報告時會以市民意見為依據，而非特

首喜好，期望九月向政府提交大方向建議。 

1980 2018-07-08 

(13:11) 

ViuTV 《經緯線》-《地從哪裏來》政府展開大規模土

地供應諮詢，提出十八個選項，希望解決「土

地問題」。 

1981 2018-07-08 

(13:15) 

譚文豪 Jeremy Tam 【土地大辯論】事實上「土地大辯論」、「土

地供應小組」已經變成林鄭「填海」、「搶郊

野公園」嘅輿論機器！ 

1982 2018-07-08 

(17:10) 

公民黨 Civic Party 【土地供應】小組副主席擁高球場會籍身為土

地供應專責小組副主席，面對住民間要求收回

粉嶺高球場聲音 

1983 2018-07-08 

(17:55) 

招文亮 Alvin Chiu 

Man Leong 

【反對馬料水填海請願行動】 

1984 2018-07-08 

(18:06) 

古洞北發展關注組 寮屋新政 為公私合營大送禮 土地大辯論不經

不覺已進行大約兩個月，除了「點心紙」等受

爭議的公眾參與活動外 

1985 2018-07-08 

(18:09)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 

Concerning 

Grassroots' Housing 

Rights Alliance 

【大量增建公屋居屋 土地房屋公義分配】 

1986 2018-07-08 

(18:33) 

Naraku Kamikakushi 真相本如此 香港民調指公屋長龍 主因中國新

移民單程證太多 香港長期面對全球最高樓價等

住屋問題 

1987 2018-07-08 

(18:38) 

Facebook 眾新聞-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在論壇上

強調，小組一直聆聽公眾 

1988 2018-07-08 

(18:46) 

香港人權監察 Hong 

Kong Human Rights 

Monitor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再辦公眾論壇】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1989 2018-07-08 

(19:30) 

有線新聞 i-Cable 

News 

【你支唔支填海起資助房屋？】 

1990 2018-07-08 

(19:34)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土地大辯論－ 填海係咪比大家住先？】政府

支持填海時，一定會搬沙田出來做例子，令人

感到填海真係解決房屋問題 

1991 2018-07-08 

(19:59) 

陳廣文 填海搬棕土 騰地建房屋 

1992 2018-07-08 

(23:00) 

有線新聞 i-Cable 

News 

【建造業邀土地小組舉行諮詢會 業界一面倒支

持填海 】 

1993 2018-07-08 

(23:11) 

坪洲填海關注組 問題似乎出在 D 建築廢料上... 建造業議會主席

陳家駒：反對造地對基層不公 業界者倡填平吐

露港  

1994 2018-07-09 

(00:28) 

時聞香港 【建造業邀土地小組舉行諮詢會 業界一面倒支

持填海 】 

1995 2018-07-09 

(03:19) 

自由亞洲粵語 RFA 

Cantonese 

林鄭操弄民意的假諮詢技倆故技重施，原來她

屬意的填海大計 

1996 2018-07-09 

(09:49)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 【不要土地假諮詢 拒絕重蹈退保方案】今日一

眾團體在土供組公眾論壇抗議，並宣佈成立 # 

土地公義聯合陣線 。 

1997 2018-07-09 

(10:29) 

時聞香港 棕地業者指上樓安置未必合適 

1998 2018-07-09 

(10:29) 

時聞香港 建造業：港極缺地 支持造地 

1999 2018-07-09 

(12:17) 

Regina Ip 葉劉淑儀 除了小組提出的 18 個土地選項外，我認為還有

很多方法可以增加土地來源 

2000 2018-07-09 

(14:45)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林鄭治下，浪費時間之舉，首推土地大辯論。

//  

2001 2018-07-09 

(14:47) 

852 郵報 真係仲有價值?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53986 

2002 2018-07-09 

(14:48)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陳家駒話，市民都有共識香港土地短缺，要盡

快搵地造地，而填海更加係非常可行嘅方案，

希望政府可以研究下加快審批 

2003 2018-07-09 

(15:06) 

HKG 報 HKGpao 【施永青 Blog】香港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

有居屋以來，一直以抽籤方式來發售。 

2004 2018-07-09 

(15:54) 

The News Lens 關

鍵網 香港 

∕ # 林鄭 治下，浪費時間之舉，首推 # 土地大

辯論 。網羅有識之士勞師動眾搞大龍鳳，前設

了一定要覓地千二公頃才夠用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005 2018-07-09 

(16:58) 

香港規劃情報 棕地搬遷困難 影響作業者長遠發展 

2006 2018-07-09 

(17:07) 

柯創盛議員 民建聯九龍東議員柯創盛表示：「我們對於房

協或房委會這些即將拆卸重建的屋 拿來做過渡

性房屋，是好事來的 

2007 2018-07-09 

(18:31) 

喜劇演員 香港民調指公屋長龍 主因中國新移民單程證太

多 香港長期面對全球最高樓價等住屋問題 

2008 2018-07-09 

(19:33)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曾鈺成話，只要社會凝聚到共識，立法會就無

人敢阻止「民意」～伍新華則贊成填海，先可

以發展到新市鎮～認同請畀 LIKE！// 

2009 2018-07-09 

(21:07) 

工聯會 工聯會和香港建造業總工會代表積極發言，支

持政府填海造陸 

2010 2018-07-09 

(22:27) 

Now Finance - 財經 【now.com 地產】「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市民

大辯論進行很如火如荼，但係宣傳機器已經開

動 

2011 2018-07-10 

(00:56) 

通說 【香港建造業諮詢 大多支持維港以外填海】詳

細報道： https://bit.ly/2J6ZlqV 

2012 2018-07-10 

(02:25) 

張慧慈 - 從平淡到

精彩的人生！ 

慧眼看世界——土地大辯論 

2013 2018-07-10 

(06:38) 

香港輕新聞 

LiteNews.hk 

自由黨向林鄭月娥建議成立「土地及基建開發

基金」 

2014 2018-07-10 

(06:38) 

工黨 LabourParty 

HK 

林鄭力推的「土地大辯論」裝作聽取民意為市

民住屋困難覓地，實則早有既定議程，不惜破

壞生態為權貴利益鳴鼓開路！ 

2015 2018-07-10 

(10:08) 

香港電台視像新聞 

RTHK VNEWS 

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贊成以填海方式增加

土地供應，至於有意見促收回粉嶺高球場以興

建房屋，他說並非反對 

2016 2018-07-10 

(11:37)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近兩個星期，專責小組捉緊試後活動時間的尾

巴，進行咗 20 幾場學校外展活動，同一班莘莘

學子交流。學校安排嘅活動五花八門，有小班

研討會、大型講座以至辯論比賽。一齊睇睇黃

遠輝主席有乜嘢想同大家分享啦!  

https://landforhongkong.hk/tc/news/2018-07-

09.php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

闢土地你我抉擇 #主席隨筆 #覓地 #揾地 #土

地供應選項 #回到校園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017 2018-07-10 

(11:49) 

李錦華 香港缺地 

2018 2018-07-10 

(15:06) 

HKG 報 HKGpao 【施永青 Blog】我對坊間把諮詢功能過度放

大，並想藉諮詢來代替政府決策的做法並不認

同。 

2019 2018-07-10 

(16:47) 

Kwan Hung Chan //建造業議會諮詢會中，有身為工程師的市民力

撐填海方案 

2020 2018-07-10 

(17:18) 

尹兆堅 Andrew Wan 林鄭學嘢啦！內地同新加坡都收番高球場再作

發展，妳唔好再拖拖拉拉啦。 

2021 2018-07-10 

(18:18) 

政策．正察 【須先造地 再解棕地困局】 

2022 2018-07-10 

(19:28) 

思考香港 【民意失焦】 # 韓成科 ：土地大辯論從一開

始就走了歪路，向公眾提出 18 項不同選項 

2023 2018-07-10 

(19:32)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建造業界大部分都支持填海，仲有人提議離島

周邊填海?大家又點睇？ 

2024 2018-07-10 

(20:19) 

香港獨立媒體網 這是真諮詢定假諮詢！？#  

2025 2018-07-10 

(21:00)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施梓山：「當這些環保分子和反對派口口聲

聲，非要粉嶺高爾夫球場不可的同時，他們卻

又全面地反對政府填海 

2026 2018-07-10 

(22:57) 

王慧賢 當粉嶺哥爾夫球場遇上偽君子  

2027 2018-07-11 

(07:33)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從事建造業嘅郭先生深明政府搵地嘅困難，所

以好支持填海造地 

2028 2018-07-11 

(08:32) 

Facebook 林鄭正式搵法官查之際，陳智思就話「絕對非

常」對港鐵有信心。 

2029 2018-07-11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土地供應一直都係大家關心嘅議題，社會各界

都正在熱烈討論。18 個選項各有利弊，你嘅心

水選項又係邊幾個呢？不如喺黎緊星期五至

日，去我哋沙田禾輋廣場同油塘大本型嘅巡迴

展覽，表達吓你嘅意見啦！  其他巡迴展覽場

次： 

https://landforhongkong.hk/tc/participation/eng

age_act.php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巡迴展覽 #野生捕獲小組成員注意 #周末好去

處 #沙田禾輋廣場 #油塘大本型 

2030 2018-07-11 

(09:15) 

Facebook LinePost 線報- 【博客】張景宜《填海就能解

決未來土地問題嗎？ 

2031 2018-07-11 

(09:23) 

姚松炎 Edward Yiu 結合土地大辯論與大灣區發展規劃討論，有意

想不到的啟發  

2032 2018-07-11 

(10:42) 

謝偉銓 Tony Tse 

Wai Chuen 

昨日在明報的專欄文章，與大家一起探討填海

造地的爭議。 填海造地 不應迴避 

2033 2018-07-11 

(13:19) 

啤梨晚報 Barry 

Evening Post 

點解會咁可悲？因為政府無能 【土地大辯論】

陳智思：若要靠高球場建屋會「好可悲」 無法

解長遠問題  

2034 2018-07-11 

(15:32) 

852 郵報 個海唔通就唔珍貴?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54249 社會一直

爭論是否應收回粉嶺 

2035 2018-07-11 

(15:41) 

Solution On Wheels 

言論自由行 

【填海建土儲「保底」 促城市更新】特首林鄭

月娥被指有明顯傾向以填海作為解決土地供應

不足的主要方案 

2036 2018-07-11 

(18:58) 

譚凱邦 Roy Tam 【土地問題解決方法：美好的大灣區】 

2037 2018-07-11 

(20:19) 

香港獨立媒體網 【網絡打假】這是真諮詢定假諮詢！？# 土地

大辯論 的原意，據稱是要邀請市民就各土地供

應選項提供意見。 

2038 2018-07-11 

(22:36) 

LinePost 線報 【博客】周顯《填海破壞水路，不如填出郊野

公園》可以填海的地方，就算造出了土地，也

難有交通配套吸引大量人口入住。 

2039 2018-07-11 

(22:52) 

Roy Tam //港大進行嘅民意調查，反映七成受訪者 並 不 

認 為 單靠開發土地可以有效解決房屋問題，

僅三成市民認為填海有效。 

2040 2018-07-12 

(02:33) 

政策．正察 【填海時間】填海係咪一定要十幾廿年？ 

2041 2018-07-12 

(06:52) 

Albert Lai 土地供應諮詢：哪有大辯論？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042 2018-07-12 

(11:25)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公屋聯會《齊覓地‧紓困境：民間土地供應諮詢

計劃》 

2043 2018-07-12 

(11:27) 

Terence Chan D 高官成日轉移視線，真係好賤。 土地問題非

一招半式可解  

2044 2018-07-12 

(11:40) 

Paul Zimmerman 司

馬文 

土地辯論 - 事實 vs 虛構 Land debate - facts 

versus fiction# LandSupp 

2045 2018-07-12 

(12:50) 

LinePost 線報 尹兆堅將去信習近平主席反映香港軍事用地問

題尹兆堅指出，香港不少軍事用地都只是象徵

式的，軍事活動亦不頻繁 

2046 2018-07-12 

(13:48) 

思考香港 【講呢啲】林太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講到樓

價，土地，樓市辣招，丁權，填海，同志平

權，醫護壓力........ 

2047 2018-07-12 

(14:07) 

Alan Leong 有效處理丁屋政策以釋放土地，絕對係特區政

府當前急務！  

2048 2018-07-12 

(14:51) 

尹兆堅 Andrew Wan 【基層水深火熱 改劃軍事用地刻不容緩】 

2049 2018-07-12 

(15:19) 

Waiky 

Tobecompleted 

# 土地大便論 網絡打假 — 與黃遠輝辯論 賽

後報告 | 林芷筠  

2050 2018-07-12 

(15:33) 

時聞香港 林鄭月娥：維港以外填海長遠來說無可避免 

2051 2018-07-12 

(16:04) 

香港花生 - 新聞 譚文豪：丁屋要截龍, 土地要釋放！︱壹殼花生 

2052 2018-07-12 

(16:09)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香港土地資源珍貴且稀少，填海造地無疑係長

遠發展的必然選項！ 

2053 2018-07-12 

(16:15) 

CUP 媒體 特首林鄭月娥兩周前推出土地新政策「娥六

招」，即當全城焦點 

2054 2018-07-12 

(17:12) 

Ming Wai Chow 郊野公園唔只係花花草草，而係一個俾都市人

放鬆嘅地方 

2055 2018-07-12 

(17:56)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18 個環保團體今日發出聯合聲明，指政府早前

邀請他們出席諮詢會議，就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生態研究提供意見。 

2056 2018-07-12 

(18:04) 

王慧賢 特首指維港以外填海應無可避免 研限非本港居

民買樓 

2057 2018-07-12 

(19:42) 

Hong Kong Free 

Press HKFP 

Land reclamation outside Victoria Harbour 

seems to be unavoidable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058 2018-07-12 

(19:44) 

香港自然生態論壇 

HKWildlife.net 

【環團聯合聲明﹕拒絕參與破壞郊野公園】 

2059 2018-07-12 

(20:32) 

甲寅年香港前途關注

組 

土地問題主因出自無上限湧港的外來人口，衍

生出港人抵觸排外情緒，更令港人始追求香港

獨立 

2060 2018-07-12 

(21:15) 

關兆倫 棕地大搜查線！直擊電子垃圾處理場 連日「放

風」表態撐填海，又指開發 2 至 3%綠化地或郊

野公園邊陲地帶「非常值得深思」 

2061 2018-07-12 

(21:28) 

綠惜地球 The Green 

Earth 

政府一方面委託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進行公眾諮

詢，聲稱要尋求共識之際，又著手計劃開發郊

野公園，可見政府一直都希望發展郊野公園 

2062 2018-07-12 

(21:36) 

Yoyo Pun 緊急 不要填海 不要開發效野 

2063 2018-07-12 

(22:45) 

周顯 填海破壞水路 不如填出郊野公園 - 政經密碼: 

周顯  

2064 2018-07-12 

(22:47)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都係嗰幾句啦！「填海」、「房屋問題與人口

政策無關」之類 

2065 2018-07-12 

(22:47)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中央肯唔肯？】尹兆堅表示， # 解放軍 駐

港象徵意義多於實際用途，全港 19 幅 # 軍事

用地 佔地 2700 公頃 

2066 2018-07-12 

(23:26) 

Manny Lin 包大人：土地大辯論的公關 - *CUP 特首林鄭

月娥兩周前推出土地新政策「娥六招」，即當

全城焦點 

2067 2018-07-12 

(23:51) 

Albert Lai 房協研發展郊野公園邊陲 17 環團斥政府偷步研

究拒出席 

2068 2018-07-13 

(01:26)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 筆者認為當局與其一方面經常為老齡屋 定期

進行小修小補，另一方面面對土地供應緊絀問

題令老齡屋 重建無期。 

2069 2018-07-13 

(01:31) 

守護大嶼聯盟 Save 

Lantau Alliance 

政府瘋狂用緊 1200 公頃土地短缺來合理化填

海，包括小蠔灣及東大嶼都會填海。 

2070 2018-07-13 

(06:05) 

Ka Hung Ching 《你好想軍事用地使用率高咩？有起事上來係

咪放個空防導彈師在人口密集的旺角呢？on 撚

9。》 

2071 2018-07-13 

(09:03) 

時聞香港 政府擬改建工廈作過渡房屋 工程師冀放寬法例

限制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072 2018-07-13 

(09:36) 

佔領中環 林鄭指應歡迎團聚人口 所增房屋需求開發土

地解決 

2073 2018-07-13 

(10:03) 

時聞香港 林鄭：辣招若不辣 新招壓樓價 

2074 2018-07-13 

(11:49) 

時聞香港 郊野公園用地諮詢 

2075 2018-07-13 

(13:12) 

綠領行動 Greeners 

Action - 全新專頁 

記者會上，一眾環保團體不滿政府近來多次

「出口術」，誤導市民開發郊野公園為必須選

項 

2076 2018-07-13 

(14:00) 

創富路 Richroad.hk 特首林鄭月娥昨天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多位

議員繼續就土地房屋政策提出問題。林鄭月娥

重申，維港以外填海是無可避免的措施 

2077 2018-07-13 

(14:04) 

時聞香港 遠水怎能救近火 

2078 2018-07-13 

(16:39) 

撐香港 Support HK # 土地規劃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回應有關新界

丁權截龍的問題 

2079 2018-07-13 

(16:48) 

長青網 

www.e123.hk 長者

生活資訊網站 

【稱倘壓抑樓價辣招失效 林鄭不排除推內地人

限樓令】 

2080 2018-07-13 

(17:01) 

WWF Hong Kong 【誰是破壞郊野的幕後黑手？】 

2081 2018-07-13 

(17:01) 

WWF Hong Kong Keep development out of our country parks! 

2082 2018-07-13 

(17:05) 

Regina Ip 葉劉淑儀 【在行政長官答問環節向特首查詢「限購令」

及租務管制】 

2083 2018-07-13 

(17:26) 

Aimi Chin 土地大辯論？我要有屋住  

2084 2018-07-13 

(19:12) 

May Mao 郊野公園的使用權，環保團體冇代表性。  

2085 2018-07-13 

(20:44) 

King Lee 【郊野公園面積只許加不許減？】 

2086 2018-07-13 

(22:35)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政府講一套做一套，一方面委託土地小組就土

地供應諮詢市民，但其實一早已經打郊野公園

主意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087 2018-07-13 

(23:41) 

Ho Chun Yin 政府傾向填海及改劃農地已是港人皆知之事，

然而政府卻未有為受到影響的漁農業提供持續

發展的出路 

2088 2018-07-13 

(23:46) 

李聲波 將軍澳又填海，好快這裡圍住的地方又建起高

大樓房了 

2089 2018-07-14 

(00:03) 

時聞香港 //《基本法》寫得好清楚。//【不容妥協】政

府：軍事用地不是增加土地供應的選項 

2090 2018-07-14 

(05:01) 
Trailwatch 徑‧香港 

TrailWatch 與長春社早前共舉辦 2 次「郊野公

園沒有邊陲」行山團，反應熱烈現加開一團。

希望與大眾一起解拆邊陲言論 

2091 2018-07-14 

(06:06) 

社會民主連線 【拆穿土地大辯論謊言－《我要有屋住》小冊

子】 

2092 2018-07-14 

(06:59) 

香港風味 推個波比下一手佢下一手又再推# 永遠都字係

時候 被問會否就丁權截龍  

2093 2018-07-14 

(10:41) 

社區公民約章。港島

東 

環團杯葛郊野公園邊陲建屋諮詢  政府講一套

做一套 

2094 2018-07-14 

(11:10) 

公民黨 Civic Party 【丁屋截龍 釋放土地】 

2095 2018-07-14 

(11:30) 

麥嘉晉 Raymond 

Mak 

《馬料水填海辯論》 

2096 2018-07-14 

(11:38) 

創建香港 Designing 

Hong Kong 

「郊野公園是法定的珍貴資源，不是土地儲

備！ 」 

2097 2018-07-14 

(11:38) 

思考香港 【 # 土地大辯論 】你有你諮詢，我有我表態

填海，真係冇影響？ 

2098 2018-07-14 

(14:00) 

Chiu Chung Wai 陳智思話，收返高球場好可悲。 

2099 2018-07-14 

(17:03) 

撐香港 Support HK # 土地規劃 //房協昨日邀請環保團體出席會

議，就郊野公園邊陲地帶生態及發展可行性研

究提供意見 

2100 2018-07-14 

(18:31) 

香港獨立媒體網 // 林鄭治下，浪費時間之舉，首推 # 土地大辯

論 。//〈理想的年代〉— 區家麟 

2101 2018-07-14 

(20:26) 

Ho Depp Depp 【 # 本周焦點 － # 保衛郊野公園 ? 】新界

明明有 723 公頃棕地可以納入發展，解決房屋

問題。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102 2018-07-14 

(21:42) 

正思香港 //真正讓香港市民可以盡快上樓的，恐怕是土地

供應小組知道但不便宣之於口的第 19 個選項??

到大灣區買樓。// 

2103 2018-07-15 

(03:44) 

Naraku Kamikakushi 填 9 哂去啦 diu 建造業撐填海造地 從業員：可

填平整個吐露港  

2104 2018-07-15 

(07:29) 

香港 01 【緊貼 01 深度 】自由黨建議政府設立「填海

基金」，咁樣就唔嗮下下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啦！咁都得？ 

2105 2018-07-15 

(08:25) 

Aimi Chin Sam Lee 軍營，佔地約 2700 多公頃，但其影

響卻比 2700 多公頃更大。因為軍營，尤其軍用

機場附近，有高度限制。 

2106 2018-07-15 

(12:17) 

香港 01 【緊貼 01 深度 】至於「嘟」係咩意思，王坤

叫大家自己參透吓 

2107 2018-07-15 

(16:3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喺新界西嘅公眾論壇於 7 月

28 日（星期六）下午喺元朗東社區會堂舉行。

記得聽日（7 月 16 日）上午 9 點開始，用下面

其中一種方式報名喇：  1. 網上登記： 

www.landforhongkong.hk/tc/participation/enga

ge_act.php ； 2. 在網站下載報名表格，填妥

後電郵至 pflandforhongkong.hk@a-

world.com.hk 或傳真至 2865 2559；或 3. 電

話登記： 2114 4972（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提提大家，每次報名只能預留一個座位，報名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公眾論壇 

2108 2018-07-15 

(18:08) 

香港人 Secrets 林鄭話海就填硬！人口問題唔可以直接同住屋

問題拉上關係，你又點睇? 

2109 2018-07-15 

(23:09) 

明報即時新聞 梁錦松講呢啲…… 

2110 2018-07-16 

(08:09)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香港的房屋問題向來都是焦點，對於如何增加

土地供應，社會遲遲都未有共識，你覺得有沒

有一個十全十美、人人都滿意的方案呢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111 2018-07-16 

(12: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共融小店篇】  土地短缺唔單止為香港帶來

住屋問題，同時亦為好多中小企及店鋪帶嚟負

面影響。   咖啡店老闆 Gigi 同一班聽障咖啡師

努力多年，只係希望可以為客人沖杯靚咖啡，

但由於租金不斷上升，咖啡店最終抵受唔住加

租壓力而無奈結業。Gigi 嘅故事唔係個別例

子。要為香港營造有利嘅營商環境，令市民繼

續有多元化的選擇，增加土地供應係非常重要

嘅一步。   快啲登入 

www.landforhongkong.hk 發表你對香港未來土

地供應嘅意見啦！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

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覓地 #揾地 #土地

問題 

2112 2018-07-16 

(13:05) 

時聞香港 張炳良︰過往大規模建屋 按今標準做唔到 

2113 2018-07-16 

(15:43) 

鴨脷洲變形記 為咗每個平方尺, 我們可以去到幾盡? 

2114 2018-07-16 

(16:20) 

綠惜地球 The Green 

Earth 

保衛郊野公園與解決基層住屋需求並非對立 

2115 2018-07-16 

(16:54) 

LinePost 線報 【新聞】公民黨調查：唔收粉嶺高球場，勿提

填海！ 

2116 2018-07-16 

(16:54)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香港政府為了覓地起屋，說服各方讓地講到牙

血都出埋。點知朱凱廸、譚凱邦等人就不斷煽

動他人反對，令到政府舉步為艱。 

2117 2018-07-16 

(17:33) 

Peter Woo 網絡打假 — 與黃遠輝辯論  

2118 2018-07-16 

(18:40) 

新民主同盟 

NeoDemocrats 

7 月號《北區報》民調：七成人不同意填海起樓 

2119 2018-07-16 

(19:09) 

Pan Lau 【房屋問題與郊野不對立】 

2120 2018-07-16 

(19:28) 

影子長策會 善用竹篙灣 為填海封頂建造業議會召開諮詢

會，為土地大辯論造勢，全力催穀填海造地的

選項 

2121 2018-07-16 

(19:34) 

香港獨立媒體網 綠色和平項目主任朱江：「唔好再借基層『過

橋』。」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122 2018-07-16 

(19:47) 

思考香港 【論土地供應(上) —填海與公私營合作有咩關

係?】「你大我呀？」呢句網民耳熟能詳嘅對白 

2123 2018-07-16 

(20:01) 

Now Finance - 財經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供咗 18 個土地供應選

項，填海係最佳選擇，已經呼之欲出。 

2124 2018-07-16 

(21:23) 

公民黨 Civic Party 【最合民意】丁屋截龍為咗知道市民對 # 土地

大辯論 有咩諗法 

2125 2018-07-16 

(21:52) 

明報即時新聞 綠色力量批評，一旦落實填海，會嚴重影響當

地蝴蝶生態。 

2126 2018-07-16 

(21:54) 

香港社區監察聯盟 公民黨民調：近六成受訪者支持收回粉嶺高球

場 逾七成冀取消丁權 

2127 2018-07-16 

(23:46) 

譚文豪 Jeremy Tam 【巿民最想取消丁屋】 # 土地大辯論 # 公民

黨民調結果土地有限，但土地需求無限。 

2128 2018-07-17 

(00:03) 

正思香港 //思考香港的土地規劃，需要同時考慮兩個問

題。 

2129 2018-07-17 

(00:25) 

01 新聞 你以為唔再喺維港填海，真係只係為保護海

港？  

2130 2018-07-17 

(00:53)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 「房屋問題與郊野不對立」 

2131 2018-07-17 

(02:00)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善用竹篙灣 為填海封頂（鄒崇銘）】 

bit.ly/2LfKNuu 建造業議會召開諮詢會，為 # 

土地大辯論 造勢 

2132 2018-07-17 

(02:00)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支持取消丁權」】 

2133 2018-07-17 

(02:05) 

政策．正察 【論土地供應(下) —淨係棕地，夠唔夠解決土

地問題？】 

2134 2018-07-17 

(13:16) 

HKG 報 HKGpao 【林暉 Blog】香港人必須明白，有幸福必然有

付出，不能只要甜頭不熬苦。高爾夫球場如

是，創新科技的發展也如是。 

2135 2018-07-17 

(13:30) 

時聞香港 環保團體應避免瓜田李下 

2136 2018-07-17 

(13:30) 

時聞香港 私人農地公私合營 專組研「五五分帳」 

2137 2018-07-17 

(13:30) 

時聞香港 單身等到結婚生仔 夫婦 8 年未上樓 

2138 2018-07-17 

(16:45) 

Wilson Kwan 丁權無限，土地有限？咁點解唔講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139 2018-07-17 

(20:45) 

01 新聞 【 # 01 港聞 】呢邊嗌開發郊野公園， 邊就

計劃完就放低咗，搞乜？ 

2140 2018-07-17 

(21:43) 

喜劇演員 【「支持取消丁權」】 

2141 2018-07-17 

(22:20) 

市民日報 【法律之聲】土地爭議問題「司法界」終有話

要說（上） 

2142 2018-07-18 

(01:06) 

全球化監察 【停止住屋郊野假對立！】 

2143 2018-07-18 

(01:56) 

長春社 別再擺長者上枱 借勢開發郊野 

2144 2018-07-18 

(02:04) 

Friends of the Earth 

(HK) 香港地球之友 

【拒絕假諮詢】反對開發郊野公園建屋  

2145 2018-07-18 

(03:46) 

工黨 LabourParty 

HK 

「土地大辯論」從第一天起，保育與發展的矛

盾已不斷加劇 

2146 2018-07-18 

(04:57) 

WWF Hong Kong Reclamation decimation 

2147 2018-07-18 

(08:17) 

香港獨立媒體網 社福設施不足＝填海！？當然唔係，原因是政

府既規劃標準及資助政策。 

2148 2018-07-18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世界盃完左要諗節目？今個禮拜五、六、日(20-

22/7) 我哋嘅巡迴展覽會先去到東涌嘅富東廣

場；然後緊接住禮拜一、二、三(23-25/7)，我

地會移師到銅鑼灣時代廣場。睇完波，係時候

諗下你對香港土地問題有咩睇法，快啲過嚟話

比我哋知啦！  其他巡迴展覽場次： 

https://landforhongkong.hk/tc/participation/eng

age_act.php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

巡迴展覽  #野生捕獲小組成員注意 #周末好去

處 #富東廣場 #時代廣場 

2149 2018-07-18 

(09:14) 

時聞香港 黃遠輝建議下期居屋才檢討收緊轉售限制 

2150 2018-07-18 

(11:15) 

香港獨立媒體網 發展局話容許寮屋居民覓地搬遷，唔係善用土

地喎。 

2151 2018-07-18 

(17:18) 

RTHK 香港電台公共

事務組 

【 # 居屋轉售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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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 2018-07-18 

(20:52)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 

Hong Kong Dolphin 

Conservation 

Society 

基層團體與環保團體一直都是分別表態及行

動，這次聯合聲明是要表明兩者不是處於對立

面 

2153 2018-07-19 

(00:18) 

Kristine Pang 今日又有「團結香港基金」的頭條倡議東大嶼

填海填 2000 公頃出來喎；唔知係咪等如一炮過

解決基層住屋問題呢？ 

2154 2018-07-19 

(03:27) 

巨輪下的新界東北 -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關

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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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5 2018-07-19 

(04:58) 

青衣島民 【島民點睇？】～又係潛在利益輸送？？ 

2156 2018-07-19 

(07:27) 

Fernando Chiu-hung 

Cheung 張超雄 

與其盲目造地，我們認為政府當務之急應是重

訂以人口比例… 

2157 2018-07-19 

(08:17) 

經民聯 BPA 【說好鄉村故事】 

2158 2018-07-19 

(11:40)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市民住屋需求與郊野公園的存在其實並不對立 

2159 2018-07-19 

(15:01) 

新力量網絡

SynergyNet 

施家潤：重塑居屋政策原意 

2160 2018-07-19 

(15:15) 

思考香港 在內地設立港人住宅區「香港邨」 

2161 2018-07-19 

(17:53) 

添美新村繼續撐傘！ 【別再擺長者上枱 借勢開發郊野】 

2162 2018-07-19 

(18:25) 

民間社福界資訊 土地諮詢真定假？  

2163 2018-07-20 

(07:38) 

頭條日報 初步認為公營房屋最少要達到五成，亦有意見

認為要達六成或七成。 

2164 2018-07-20 

(10:44) 

時聞香港 公私合營額外地積比 

2165 2018-07-20 

(12:17) 

姚松炎 Edward Yiu 【土地大辯論】26 個關注基層住屋及環團發聯

署 促政府保衛郊野 

2166 2018-07-21 

(00:05) 

有線新聞 i-Cable 

News 

【有郊野公園委員會委員反對發展邊陲地帶】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167 2018-07-21 

(01:01) 

巨輪下的新界東北 -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關

注組 

【別再擺長者上枱 借勢開發郊野】 

2168 2018-07-21 

(03:47) 

長春社 【與郊野公園談情】 

2169 2018-07-21 

(07:43) 

自由亞洲粵語 RFA 

Cantonese 

香港什麼都方便，如果能在這定居的話。。。 

2170 2018-07-21 

(09:30) 

Albert Lai 【與郊野公園談情】 

2171 2018-07-21 

(10:51) 

《社區公民約章》運

動 

土地大辯論的諮詢期只剩下兩個月，我們期望

與更多團體合作，讓《好誠實研究》能走得更

遠 

2172 2018-07-21 

(12:07) 

坪洲填海關注組 坪洲填海關注組 

2173 2018-07-21 

(12:25) 

正思香港 社會有意見認為香港其實不缺土地，而是土地

分配不均。 

2174 2018-07-21 

(12:30)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特首有看法很自然，土供組報告必定依多數民

意 

2175 2018-07-21 

(13:59) 

思考香港 公私營合作方式，會是「魔鬼在細節裡」 

2176 2018-07-21 

(15:12) 

香港蘋果日報 林鄭：填海填海填海填海填海填海填海# 

2177 2018-07-21 

(16:37) 

吳國昌及區錦新立法

會議員辦事處 

Escritório dos 

Deputados à A.L. Ng 

Kuok Cheong e Au 

Kam San 

政府這次事件上靜靜雞諮詢、不透明，在人口

日益稠密的石排灣新市鎮隔離起危險品中途

倉，居民反彈十分激烈。 

2178 2018-07-21 

(18:32) 

852 郵報 【使唔使咁坦白】 

2179 2018-07-21 

(19:02) 

橙新聞 Orange 

News 

土地哪裡來？填海救不了「近火」 

2180 2018-07-21 

(19:26) 

癲狗日報 「土地大辯論」探討公私營合作發展的可能性 

2181 2018-07-21 

(22:16) 

姚松炎 Edward Yiu 一一盤點香港土地房屋問題  【房屋諗大招

募!】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182 2018-07-22 

(09:54) 

Jacinto Tong 香港早已有限購令 

2183 2018-07-22 

(14:21) 

香港焦點 【 # 反對公屋又加租 # 要求檢討租金機制 】 

2184 2018-07-22 

(14:38) 

香港規劃情報 【有郊野公園委員會委員反對發展邊陲地帶】 

2185 2018-07-23 

(14:08) 

眾新聞 我們何不利用這 280 公頃的貨櫃碼頭用地… 

2186 2018-07-23 

(18:52) 

852 郵報 嘩，咁誇張……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55191 

2187 2018-07-23 

(19:26)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增加土地供應絕非朝夕嘅事，所以專責小組公

眾參與活動又點少得班未來嘅話事人呢？喺 6

月 30 號，小組成員就同咗百幾位來自 18 區嘅

青年人同部分青年發展委員會委員，分組討論

佢哋心儀嘅土地供應選項。立即去片睇下活動

花絮！   如果對各個土地選項有咩意見，歡迎

到我哋網站嘅意見收集區發表：  

https://landforhongkong.hk/tc/views/index.php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

抉擇 #覓地 #揾地  #土地供應選項 ＃青年交

流 

2188 2018-07-23 

(20:14) 

Aimi Chin 【 社福用地要達標，公共用地不可少 】 

2189 2018-07-24 

(00:05) 

民間社福界資訊 政府擬免地價批地房協建公屋 

2190 2018-07-24 

(00:26) 

政策．正察 【人均居住面積】 

2191 2018-07-24 

(05:18) 

經民聯 BPA 【新界日村民大會】 

2192 2018-07-24 

(05:46)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生死存亡】 新界原居民的合法權益受《基本

法》第 40 條 

2193 2018-07-24 

(07:00)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難道沒有任何一個住戶需要原區安置？ 

2194 2018-07-24 

(09:50)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丁權】新界原居民「丁權」近年備受挑戰 

2195 2018-07-24 

(11:15) 

01 新聞 【 # 01 港聞 】再起樓除咗影響樓價，仲有每

日的實際問題要面對！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196 2018-07-24 

(12:16) 

時聞香港 劉業強轟港府未維護原居民丁權 

2197 2018-07-24 

(12:40)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土地大辯論」從第一天起，保育與發展的矛

盾已不斷加劇 

2198 2018-07-24 

(17:17)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土地供應影響到生活嘅每個環節，樓價租金貴

關土地事，連塞車都關土地事。黃遠輝主席嘅

緊湊日程，令佢有更深刻嘅體會。到底佢遇到

咩事呢？click 入去睇下新一篇主席隨筆啦！  

https://landforhongkong.hk/tc/news/2018-07-

24.php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

闢土地你我抉擇 #主席隨筆 #覓地 #揾地 #土

地供應選項 

2199 2018-07-24 

(18:18) 

倫敦人妻先生手記 自從荷蘭叻之後，土地大辯論又好似靜左落

黎，但靜左落黎並唔代表無事發生。 

2200 2018-07-24 

(18:59)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填海 # 土地用途 】 

2201 2018-07-24 

(19:30) 

生態捍衛戰 Eco-

Rangers 

保衛郊野公園 

2202 2018-07-24 

(21:41) 

Gary Fan 保衛郊野公園  

2203 2018-07-24 

(23:54)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在土地大辯論中，大量透過專業估算的知識生

產（未來至少需要 1200 公頃），令議題設定成

為不再講求土地 

2204 2018-07-25 

(00:05) 

有線新聞 i-Cable 

News 

【土地小組會見百個漁業團體 多名漁民反對填

海】 

2205 2018-07-25 

(08:47) 

Camille Lam 林芷筠 依家填咗幾千公頃嘅海，係咪解決咗房屋問

題？啲樓咪一樣咁貴！ 

2206 2018-07-25 

(08:47) 

Camille Lam 林芷筠 【個世界係咁唔公平咖喇，咁點丫？】 

2207 2018-07-25 

(08:55) 

專業。民主。起動 貨櫃碼頭進行曲 | 讀者來論 李鉞 

2208 2018-07-25 

(09:14) 

時聞香港 鰂魚涌臨海地業權人同意換地 有區議員憂失公

共空間 

2209 2018-07-25 

(09:41) 

團結香港基金 點解大家對土地問題有咁多「點解」？ 

2210 2018-07-25 

(12:31) 

Albert Lai 【土地大辯論專訪】黎廣德：重新規劃棕地全

民受惠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211 2018-07-25 

(14:07)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首置單位屬私樓質素，有更大的炒賣誘因 

2212 2018-07-25 

(14:42) 

創建香港 Designing 

Hong Kong 

保衛郊野公園  

2213 2018-07-25 

(14:44) 

政策．正察 【沒有填海，沒有香港】 

2214 2018-07-25 

(17:15) 

Aimi Chin (土匪的語調 , no way, 仲有法律?! 7 婆話過劃

頂, 何解乜都冇做 ?? # 官鄉黑圍威餵 !!? 

2215 2018-07-25 

(17:55) 

正思香港 填海影響的「原居民」是各種海洋生物，這方

面可利用新科技減少海洋污染。 

2216 2018-07-25 

(20:25) 

正思香港 資助房屋用來住的、不是炒的，這是公平合理

的做法，也是社會主流共識。 

2217 2018-07-25 

(22:58) 

Sherry Lei 發展棕地好過馬灣南啦~  【棕地夠曬數 起樓

無難度】 

2218 2018-07-26 

(03:12) 

王振星 Patrick 

Wong - 太古城東區

議員 

鰂魚涌海濱發展方案  

2219 2018-07-26 

(05:18) 

社會民主連線 政府與其說是無錢無地，倒不如直接承認是資

源分配不均 

2220 2018-07-26 

(06:38) 

思考香港 【香港有地？大學生想點用？】 

2221 2018-07-26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聽咗小組成員喺《人民大道中: 我哋揀我地》電

台節目度講香港土地短缺問題，想把握機會直

接表達你哋既意見？嚟緊呢個周末(27-29/7)，

我哋嘅巡迴展覽會去到荃灣麗城薈同太古城中

心，約定你喇!  《人民大道中: 我哋揀我地》

節目重溫：

https://event.881903.com/landforhongkong/  

其他巡迴展覽場次： 

https://landforhongkong.hk/tc/participation/eng

age_act.php 網上問卷：

https://landforhongkong.hk/tc/views/index.php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

抉擇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巡迴展覽 #野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生捕獲小組成員注意 #周末好去處 #荃灣麗城

薈 #太古城中心 

2222 2018-07-26 

(13:54)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政客卻還在盲目反對政府填海建屋 

2223 2018-07-26 

(16:1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由七月中至八月底，專責小組成員會分批上商

業一台嘅節目《人民大道中：我哋揀我地》，

透過大氣電波同聽眾分享佢哋對土地供應選項

嘅睇法。你仲可以「烽煙」同佢哋交流下。無

論你坐定定喺度，定係等緊人或者逼緊車，都

不妨聽下佢哋點講！  今晚 7 至 8 點都會有

《我哋揀我地》節目，想重温第一、二集同之

後嘅節目，可以㩒去以下網址聽聽啦!  

https://event.881903.com/landforhongkong/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

抉擇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人民大道中 #

我哋揀我地 #烽煙 

2224 2018-07-26 

(16:29)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土地大謬論  土地大辯論沒有帶來真相，只有

生產更多迷信。 

2225 2018-07-26 

(17:01)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土地大辯論沒有帶來真相，只有生產更多迷

信… 

2226 2018-07-26 

(18:01) 

新界社團聯會(新社

聯) New Territories 

Association of 

Societies (NTAS) 

象山邨土地房屋議題的居民大會 

2227 2018-07-26 

(18:27) 

Cecil Fu 保衛郊野公園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228 2018-07-26 

(18:30) 

香港山女 Mountain 

Girl HK 

# 土地大辯論 #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眾參與活

動 

2229 2018-07-26 

(18:47)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填海始終都需要較長時間，房屋專家蔡涯棉就

認為應該考慮研究郊野公園邊陲，你同唔同

意？ 

2230 2018-07-26 

(20:48)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疫苗與海：創科填海地規劃真相】 

2231 2018-07-27 

(03:46) 

譚國僑 Tam Kwok 

Kiu 

林鄭政府回應民協要求儘快發展過渡性房屋 

2232 2018-07-27 

(04:46)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公屋有理講】林鄭房屋新政策 

2233 2018-07-27 

(08:47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土地供應問題喺社會熱議，資深地產界人士蔡

涯棉就認為，維港以外填海係可行方法，你又

點睇？ 

2234 2018-07-27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提提你，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喺新界西嘅公眾論

壇聽日 7 月 28 號（星期六）喺元朗市東社區會

堂舉行。報到名嘅朋友記得準時出席。其他朋

友都可以嚟我哋嘅專頁睇 Facebook live，歡迎

你留言提問或者表達你嘅意見。聽日見！  #土

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

擇 #公眾論壇 

2235 2018-07-27 

(10:47)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以前有地冇錢，而家有錢冇地??// 

2236 2018-07-27 

(11:08) 

頭條日報 【丁權爭議】大家又點睇呢？ 

2237 2018-07-27 

(11:14) 

時聞香港 棕地營運者未獲商安置 

2238 2018-07-27 

(11:55) 

尹兆堅 Andrew Wan 「富人有權打波，貧無立錐之地。」 

2239 2018-07-27 

(12:17) 

時聞香港 張炳良：若填海 宜盡早 

2240 2018-07-27 

(12:58) 

香港規劃情報 棕地經營者的想法，有幾多人會留意呢？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241 2018-07-27 

(13:15) 

經民聯 BPA 【棕地視察】 

2242 2018-07-27 

(15:36) 

地產站 Property 

Station 

公屋升價跑贏私樓！ 

2243 2018-07-27 

(17:00) 

Fernando Chiu-hung 

Cheung 張超雄 

「土地大辯論」政府一直指諮詢無前設，但明

顯已用盡公共資源去主導 

2244 2018-07-27 

(17:49) 

Roger Cheng 真係殺丁權就好了，可以釋放大量土地！ 

2245 2018-07-27 

(20:55) 

尹兆堅 Andrew Wan 【尹兆堅：娥六招只贏得短暫掌聲 更應長遠考

慮公屋供應（第二節）】 

2246 2018-07-27 

(21:30) 

Albert Lai 保衛郊野公園  

2247 2018-07-27 

(22:44) 

Smart ED 經濟一週 新房策對綠表市場的影響開始出現，究竟有乜

影響呢 ? ? 

2248 2018-07-27 

(22:46) 

HKBC Media Limited 團結香港基金冀推動校園探討土地政策 

2249 2018-07-28 

(05:31) 

專業。民主。起動 又一晚「土地小辯論」 

2250 2018-07-28 

(07:04)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我城我地 008】可負擔房屋 - 是緣是債是場

夢？ 

2251 2018-07-28 

(10:53) 

28Hse.com 私樓供應脫腳  

2252 2018-07-28 

(12:31) 

進步教師同盟 

Progressive 

Teachers' Alliance 

預留如此大批科研用地，其中一個重要目標就

是引入內地檢測公司借香港個名來「自己驗自

己」 

2253 2018-07-28 

(14:04)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Facebook live) 

2254 2018-07-28 

(16:15) 

Roy Tam 【龍鼓灘村居民於土地論壇場外示威反填海】 

2255 2018-07-28 

(16:21) 

LinePost 線報 多名議員及團體促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 

2256 2018-07-28 

(16:42) 

錦綉花園區議員 杜

嘉倫 Ka Lun To 

土地小組 十分少人 公眾失望囉 場外多過場内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257 2018-07-28 

(17:58) 

Hoi Dick Chu ［第三次土地供應公眾論壇］ 

2258 2018-07-28 

(21:05) 

有線新聞 i-Cable 

News 

【土地小組第三場公眾論壇】 

2259 2018-07-28 

(22:17) 

姚松炎 Edward Yiu 【土地供應】市民反填海 

2260 2018-07-28 

(22:18) 

政策．正察 【將軍澳 # 變幻時 】 

2261 2018-07-28 

(22:18) 

成報 解決公營房屋問題 

2262 2018-07-28 

(22:19) 

環保觸覺 Green 

Sense 

【環保觸覺出席土地諮詢第三場論壇】 

2263 2018-07-28 

(23:41) 

Fernando Chiu-hung 

Cheung 張超雄 

土地大辯論公眾諮詢發言 

2264 2018-07-28 

(23:47) 

Camille Lam 林芷筠 黃遠輝又突然發明新 ratio 

2265 2018-07-29 

(00:08) 

眾新聞 第三場公眾論壇，屯門龍鼓灘填海及發展粉嶺

高爾夫球場成為今場討論焦點。 

2266 2018-07-29 

(02:10) 

TMHK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元朗辦論壇 部分人士場內

示威被逐離場】 

2267 2018-07-29 

(03:42)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 

Concerning 

Grassroots' Housing 

Rights Alliance 

【收回粉嶺高球場聯署行動】 

2268 2018-07-29 

(09:43) 

時聞香港 黃遠輝承認公屋供應落後長遠房屋策略目標 

2269 2018-07-29 

(11:39) 

雅虎香港新聞 【填海?!】 

2270 2018-07-29 

(12:34) 

前線科技人員 7 成比例建公屋：將 7 成人 pack 入 3 成嘅

地，騰出 7 成嘅地俾 3 成人...兩邊都有 7 

成，滿意未？ 

2271 2018-07-29 

(14:27) 

盡在元朗 今日真係幾多人示威… ? 【土地大辯論】第 3

場公眾諮詢  

2272 2018-07-29 

(14:28) 

葉榮 Yip Wing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斥政府忽略土地分配問題，

只談及土地供應是「呃香港人。」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273 2018-07-29 

(15:25) 

社會民主連線 【萬人聯署！- 我要土地公義 反對土地供應假

諮詢】 

2274 2018-07-29 

(16:17) 

姚松炎 Edward Yiu # 政府收地有針對性 

2275 2018-07-29 

(17:14) 

香港獨立媒體網 公眾不應再被利用關愛長者的同情心，模糊對

房屋及安老問題的焦點，借勢合理化任 

2276 2018-07-29 

(17:14) 

Aimi Chin 【收回粉嶺高球場 港鐵上蓋建公屋】 

2277 2018-07-29 

(17:49) 

人民力量 土地公義聯合陣線<大量增建公屋居屋 土地房

屋公義分配> 

2278 2018-07-29 

(19:40) 

添美新村繼續撐傘！ 【土地供應】員工稱收回高球場會失業 市民反

填海：有現成唔用？  

2279 2018-07-29 

(22:41) 

住展房屋網 配偶互贈土地，可申請不課徵土增稅 

2280 2018-07-29 

(23:44) 

小麗民主教室 【收回粉嶺高球場 港鐵上蓋建公屋！】 

2281 2018-07-29 

(23:57) 

Hoi Dick Chu 【萬人聯署！- 我要土地公義 反對土地供應假

諮詢】 

2282 2018-07-30 

(03:40) 

Camille Lam 林芷筠 【基層最關心嘅唔係點樣造地，而係租管】 

2283 2018-07-30 

(06:41) 

李卓人 Lee Cheuk 

Yan 

土地公義聯合陣線嘅簽名運動 

2284 2018-07-30 

(06:47) 

民協 ADPL 【大量增建公屋居屋，土地房屋公義分配！】 

2285 2018-07-30 

(07:08) 

天水圍元朗社區平台

-街工 

抗議土地大辯論假諮詢，要求土地小組接收六

千個市民簽名 

2286 2018-07-30 

(08:37) 

頭條日報 【填海】將馬料水填海區打造成「無車社

區」，以爭取地區支持 

2287 2018-07-30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今個禮拜三起一連五日都有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嘅巡迴展覽。我哋 8 月 1 至 3 號會去到中環海

港政府大樓(近 2 樓電梯大堂)，啱晒喺中上環返

工嘅朋友；8 月 3 至 5 號嘅周末就會喺青衣長發

廣場，葵青區嘅街坊唔好錯過啦！  其他巡迴

展覽場次： 

https://landforhongkong.hk/tc/participation/eng

age_act.php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巡迴展覽 #野生捕獲小組成員注意 #周末好去

處 #中環海港政府大樓 #長發廣場 

2288 2018-07-30 

(10:44) 

時聞香港 馬料水填海範圍 研建無車社區 

2289 2018-07-30 

(12: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雙老夫妻篇】    有多種長期病患嘅彭婆

婆，要處理自己嘅日常起居已經唔容易；仲要

照顧剛確診患有失智症嘅老伴，對佢嚟講係百

上加斤。   今時今日嘅資助安老院舍不足，數

以年計嘅輪候時間，令老人家同照顧者身心飽

受折磨。如果安老院舍短缺情況得唔到改善，

喺人口持續老化嘅情況下，只會令更多老人家

難以安享晚年。而安老院舍不足其中一個主要

原因，正正就係缺乏土地。   增加土地供應，

覓地興建更多資助安老院舍，先可以令有需要

嘅老人家得到妥善照顧。   快啲登入 

www.landforhongkong.hk 發表你對香港未來土

地供應嘅意見啦！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覓地 #揾地#土

地問題 

2290 2018-07-30 

(12:08) 

852 郵報 【聰明人先睇到嘅民意】 

2291 2018-07-30 

(12:58) 

Tom Tong 保衛郊野公園  政府正諮詢公眾，將郊野公園

列入土地供應選項。 

2292 2018-07-30 

(13:13) 

Roy Tam 若馬料水填海，區內將會做無車社區，來減低

居民對交通的憂慮。 

2293 2018-07-30 

(13:16) 

影子長策會 林鄭新房策 勢遏抑出租公屋比例 

2294 2018-07-30 

(13:41) 

巴士的政事 政府亦一直計劃在中部水域填海，長遠可用作

搬遷貨櫃碼頭和大型油庫，騰出市區用地起

樓。 長洲南建人工島 作油庫貨櫃碼頭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295 2018-07-30 

(14:39) 

巨輪下的新界東北 -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關

注組 

土地公義聯合陣線會開展公眾聯署行動 

2296 2018-07-30 

(15:14) 

時聞香港 70%巿民撐發展棕地 

2297 2018-07-30 

(16:47) 

HKBC Media Limited 調查指七成受訪市民望政府發展棕地起樓 

2298 2018-07-30 

(16:48) 

地產站 Property 

Station 

黃遠輝：填海也可改善周邊環境 

2299 2018-07-30 

(17:01 

創建香港 Designing 

Hong Kong 

【我城我地 008】可負擔房屋 - 是緣是債是場

夢？ 

2300 2018-07-30 

(19:41) 

Bastillepost 巴士的

報 

馬料水填海建「無車社區」 減塞車憂慮爭取支

持 

2301 2018-07-30 

(20:59) 

852 郵報 咁唔通填海又有配套? 

2302 2018-07-31 

(03:15) 

有線新聞 i-Cable 

News 

【研究中心倡類似公私營合作發展新界私人土

地建議】 

2303 2018-07-31 

(03:33) 

民主黨 The 

Democratic Party 

【土地大辯論】土地分配要公義，林鄭你聽到

嗎？ 

2304 2018-07-31 

(04:04) 

政策．正察 【收回土地條例】尚方寶劍《收回土地條例》

並非如坊間有人想像般戰無不勝 

2305 2018-07-31 

(05:58) 

Aimi Chin 如發展粉嶺高球場 各項基建或難以負荷 

2306 2018-07-31 

(06:01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土地供應 vs 樓價】 

2307 2018-07-31 

(06:01) 

綠洲 Oasistrek 保衛郊野公園  

2308 2018-07-31 

(07:46) 

土地正義聯盟 【 # 一種關注 ：民主進步大搞迫遷 叩問土地

正義何重】 

2309 2018-07-31 

(07:46) 

土地正義聯盟 政府準備批准發展商在泥涌對出靠海位置興建

46 幢 31 層樓高的大廈 

2310 2018-07-31 

(08:33) 

Hong Kong Register 民意所在 70%巿民撐發展棕地 3 成人指緩土地

短缺最少要 10 年 

2311 2018-07-31 

(09:36) 

時聞香港 發行土地債券，不失為一個較公平的方法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312 2018-07-31 

(09:42) 

撐香港 Support HK 龍鼓灘村民反對填海的選項 

2313 2018-07-31 

(10:14) 

時聞香港 港大倡發債券釋放新界地 

2314 2018-07-31 

(10:15) 

01 新聞 長洲就算填海都唔係要嚟住，要嚟倒垃圾… 

2315 2018-07-31 

(12:18) 

LinePost 線報 港大學者建議引入土地債券 

2316 2018-07-31 

(12:21) 

港人講地 // 事實上，香港多年來都是靠填海起屋，陳啟

宗所言不無道理?// 

2317 2018-07-31 

(12:29) 

100 仙財經娛樂雜誌 你支持填海嗎？ 【獨家】馬料水填海範圍研建

「無車社區」 減塞車憂慮爭取地區支持  

2318 2018-07-31 

(14:09) 

尹兆堅 Andrew Wan 【土地大辯論】土地分配要公義，林鄭你聽到

嗎？ 

2319 2018-07-31 

(14:35) 

Nicolae Ceaușescu 【土地供應】新界多棕地 本土研究社：發展三

分一足容納 23 萬人口 

2320 2018-07-31 

(15:18) 

時聞香港 發土地債券促新界地流轉 

2321 2018-07-31 

(15:21) 

地產站 Property 

Station 

港大倡發展商自願交地規劃 發行土地債券 

2322 2018-07-31 

(16:30)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 

Concerning 

Grassroots' Housing 

Rights Alliance 

【萬人聯署！ 我要土地公義 反對土地供應假

諮詢】 

2323 2018-07-31 

(16:53)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棕地政策何時有】 

2324 2018-07-31 

(17:49) 

外匯達人 《信報》高天佑：土地債券可行 市場機制關鍵 

31/7/18 為了加快收回各類土地建屋，各界紛紛

獻計。 

2325 2018-07-31 

(18:33) 

撐香港 Support HK 「土地區劃整理」及「土地債券」 

2326 2018-07-31 

(19:16) 

正思香港 「土地區劃整理」「土地債券」 

2327 2018-07-31 

(19:44) 

講事沙龍 【港大研究倡發行「土地債券」 吸引持有者釋

放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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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8 2018-07-31 

(20:46) 

正思香港 土地債券 

2329 2018-07-31 

(21:50)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 【棕地考察暨郊野生態導賞】 

2330 2018-07-31 

(22:20) 

天水圍民生關注平台 

- TSW New Force 

【 # 土地大便論 】本台社區主任 陳詩雅 

Hermine Chan 上週六參與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舉辦的公眾論壇 

2331 2018-07-31 

(23:33) 

眾新聞 本土研究社成員陳劍青批評，香港大學科斯產

權研究中心提出的兩個方案是多此一舉 

2332 2018-07-31 

(23:38) 

香港輕新聞 

LiteNews.hk 

港大學者昨日宣佈將向覓地小組提交「土地區

劃整理」及「土地債券」方案 

2333 2018-07-31 

(23:52) 

政策．正察 【政府房屋新招，還需土地供應配合】 

2334 2018-08-01 

(01:48) 

進步教師同盟 

Progressive 

Teachers' Alliance 

地從何來從來都是偽命題 

2335 2018-08-01 

(03:31) 

黃冰芬 IRIS WONG 土地大辯論仍在收集社會意見。 

2336 2018-08-01 

(05:42) 

保衛香港自由聯盟 保衛郊野公園  

2337 2018-08-01 

(09:48) 

Marcus Tse Tsz Kei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說，會上向特首提出

離岸大面積填海造地方案，但亦表明該黨會反

對政府提出在馬料水填海的建議。 

2338 2018-08-01 

(09:51)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 

Concerning 

Grassroots' Housing 

Rights Alliance 

【棕地考察暨郊野生態導賞】 

2339 2018-08-01 

(09:51)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棕土優先! 

2340 2018-08-01 

(11:57) 

Elisa Lam 填海增加新移民人口，就是想打破泛民與建制

在沙田六 VS 四黃金比例 【獨家】馬料水填海

範圍研建「無車社區」 減塞車憂慮 

2341 2018-08-01 

(12:07) 

香港文化協進智庫 【智庫觀點】各界積極參與土地大辯論 支持林

鄭拓地安居土地大辯論中有兩種現象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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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2 2018-08-01 

(12:57) 

香港規劃情報 部份棕地=發展商土地儲備真相是，八鄉、沙埔

村、橫臺山和錦田等地方都有棕地。 

2343 2018-08-01 

(13:16) 

LinePost 線報 葉劉要求林鄭學澳門，求中央批准在港水域外

填海 

2344 2018-08-01 

(13:27) 

D18 - 東涌+離島友 係長洲以南起個人工島，用嚟做貨櫃碼頭或大

型油庫，唔知大家點睇？ 

2345 2018-08-01 

(13:46) 

LinePost 線報 湯家驊：市民不想香港成為「公屋城市」 

2346 2018-08-01 

(13:48) 

樂活鰂魚涌 土地供應 點解政府成日話要填海，話填海可以

解決房屋問題？ 

2347 2018-08-01 

(16:40) 

撐香港 Support HK 綠色和平項目主任朱江表示，新界有 723 公頃

棕地未被納入發展，當中多用作物流、貨櫃、

電子垃圾場等用途。 

2348 2018-08-01 

(16:48) 

長青網 

www.e123.hk 長者

生活資訊網站 

【團體：發展三分一棕地可容納 23 萬人】 

2349 2018-08-01 

(17:15) 

HKBC Media Limited 【立會六人組向林鄭提施政建議 首重房屋】 

2350 2018-08-01 

(17:15) 

謎米香港 

memehk.com 

【提議向中央申請於內地水域填海供港使用 葉

劉淑儀：做法效率及性價比高│謎米港聞】 

2351 2018-08-01 

(17:49) 

思考香港 【地從何來?】新民黨建議港府參考澳門模式，

向中央政府申請使用本港以外水域填海。 

2352 2018-08-01 

(17:49) 

思考香港 大灣區發展點可以冇樓！有地先有樓，不過係

咪土地儲備多就係最終贏家？ 

2353 2018-08-01 

(17:55) 

Ronny Tong Ka Wah 【土地大辯論】民主思路倡填海 湯家驊：只討

論公屋眼光狹窄 

2354 2018-08-01 

(18:37) 

有線新聞 i-Cable 

News 

【民主思路建議政府透過填海、公私營合作等

增加土地供應】 

2355 2018-08-01 

(18:41) 

地產台 Bastille 

Property Channel 

湯家驊不想香港成為公屋城市 

2356 2018-08-01 

(18:43) 

謎米香港 

memehk.com 

【指本港土地供應討論「失焦」 湯家驊：無人

想將香港變成公屋城市 │謎米港聞】 

2357 2018-08-01 

(19:58) 

852 郵報 民主思路土地諮詢研究報告倡填海 湯家驊未

正面回應是否與林鄭「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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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8 2018-08-01 

(20:21)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民調指唔少市民都撐填海，但究竟填邊度好？

葉劉淑儀就話，其實澳門都係向中央政府申請

填海，令土地增加咗三倍 

2359 2018-08-01 

(20:49) 

Brandon Yau 點解湯十一都會開記招講土地問題？ 

2360 2018-08-01 

(20:57) 

am730 【am730「土地小辯論」公開論壇 | 歡迎你嚟

發聲! 】 

2361 2018-08-01 

(21:53) 

古洞北發展關注組 【收回新界寮屋的土地，究竟用來起公屋定私

樓？】 

2362 2018-08-01 

(22:18) 

眾新聞 湯家驊批評，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出作公眾諮

詢的選項是失去聚點，缺乏宏觀視野及缺乏社

會共同追求的目標。 

2363 2018-08-01 

(22:20) 

Naraku Kamikakushi 【土地供應】湯家驊指社會討論「失焦」：無

人想將香港變成公屋城市  

2364 2018-08-01 

(23:09) 

癲狗日報 # DLLM # 廿八萬人輪緊 

2365 2018-08-01 

(23:13) 

HKBC Media Limited 【葉劉建議在內地水域填海造地供港使用】 

2366 2018-08-01 

(23:57) 

Kwan Hung Chan 香港就只有辯論同落後，拖。。。拖。。。一

拖再拖!諗到就去做啦老細! ?  香港仲要大便

論！ ? ? ? 

2367 2018-08-02 

(00:15) 

啤梨晚報 【土地供應】湯家驊指社會討論「失焦」：無

人想將香港變成公屋城市 

2368 2018-08-02 

(01:28) 

林超英 Lam Chiu 

Ying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及眾成員經常要求「理性討

論」 

2369 2018-08-02 

(01:31) 

King Lee 時事多面睇 搬遷球場？粉嶺高爾夫球場日後能

否收回建屋，成為社會爭議焦點。 

2370 2018-08-02 

(03:12) 

香港反共勁力 HK 

Riots 

填海=開闢殖民地=擴張蝗蟲版圖祇會招惹更多

蝗蟲移殖來港 

2371 2018-08-02 

(03:50) 

地產小子 

Propertykids 

又講 # 粉嶺高爾夫球場 ？係呀！ # 香港高爾

夫球會 話想將舊球場部分申請做古蹟丫嘛！ 

2372 2018-08-02 

(04:30) 

保衛香港自由聯盟 【 # 持續關注 －棕地係建屋最佳選項 ? 】 

2373 2018-08-02 

(04:32) 

橫洲綠化帶發展關注

組 

棕土優先！  【棕地建屋 刻不容緩】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374 2018-08-02 

(04:47) 

坪洲填海關注組 麻煩睇下有關國策先講在大嶼山以西中國大陸

水域填海新民黨與林鄭會面 倡仿澳門在港以外

水域填海 

2375 2018-08-02 

(05:52) 

桑普 《左右大局》：填海不是解決土地問題的好方

法 

2376 2018-08-02 

(08:51)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 //港人對住屋需求殷切，政府展開「土地大辯

論」公眾諮詢，但包括特首林鄭月娥等官員早

前卻「出口術」表明支持填海。 

2377 2018-08-02 

(09:18) 

盡在元朗 【土地供應】新界多棕地 本土研究社：發展三

分一足容納 23 萬人口  

2378 2018-08-02 

(09:55) 

民主思路 Path of 

Democracy 

香港土地供應嚴重短缺，證諸住宅樓宇價格和

租金不斷飆升，同一趨勢亦出現於商用、辦公

室及其他空間 

2379 2018-08-02 

(10:06) 

David Yau 看世界 【無法無天破壞土地！你都可以出聲！】 

2380 2018-08-02 

(10:19 

通說 【香港有政團建議在非香港水域填海】 

2381 2018-08-02 

(11:07) 

明報即時新聞 湯家驊澄清討論失焦與土地專責小組無關，亦

非針對小組主席黃遠輝 

2382 2018-08-02 

(11:32) 

姚松炎 Edward Yiu 政府想出真正源頭減人方法 

2383 2018-08-02 

(11:35) 

香港社區監察聯盟 【土地供應】新界多棕地 本土研究社：發展三

分一足容納 23 萬人口  

2384 2018-08-02 

(12:41) 

852 郵報 誤會佢啦 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55954 

2385 2018-08-02 

(13:25) 

早辰．早晨 【土地大辯論失焦?】 

2386 2018-08-02 

(13:56) 

香港文化協進智庫 【智庫觀點】借鑒新加坡經驗 為港人安居支持

填海 

2387 2018-08-02 

(14:31) 

政策．正察 【填海建公營屋】//有人訴諸對「地產霸權」的

仇恨，聲稱「填海只會供應豪宅地」 

2388 2018-08-02 

(14:36) 

天行足跡 //湯家驊指，目前的土地諮詢缺乏宏觀的視野和

共同追求的目標，只提供選項讓市民選擇，而

政府沒有先作出取捨，討論沒有意義 

2389 2018-08-02 

(16:58)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 【可能係全港首個為基層而設的土地論壇】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390 2018-08-02 

(17:40) 

RTHK 香港電台公共

事務組 

【 # 馬料水填海 】政府研究在馬料水填海建

造「無車社區」 

2391 2018-08-02 

(18:52)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無人想將香港打造為公屋城市」】 

2392 2018-08-02 

(18:52) 

巴士的政事 湯家驊不想香港成為公屋城市。 

2393 2018-08-02 

(20:10) 

民主黨 The 

Democratic Party 

【 # 鄉村發展 】 點解村屋可以起到十幾層

高？又因咩事搞到達哥嬲到要鬧到「佢」僕係

度？ 

2394 2018-08-02 

(20:51) 

80 後求生隊長 關於填海....... 填海 跟時間競跑  

2395 2018-08-02 

(22:55) 

點新聞 【 # 觀點 】內地水域填海造地有新意 

2396 2018-08-02 

(22:59)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土地小組被轟 政府在哪兒? (香港脈搏 / 餘

錦賢)】  

2397 2018-08-02 

(23:11) 

生態捍衛戰 Eco-

Rangers 

Eco-Rangers：「唔好搞香港人既郊野公園

啊 ? ? 」  【邊陲一發展，全部郊野公園都可

以發展！】 

2398 2018-08-03 

(05:19) 

撐香港 Support HK 土地規劃 //高級保育主任胡明川批評，政府發

展保育地帶，破壞生態環境 

2399 2018-08-03 

(05:42) 

譚文豪 Jeremy Tam 有必要警惕保皇黨提出「香港借內地水域填

海」呢個諗法 

2400 2018-08-03 

(07:24) 

Kai Chi Leung 梁啟

智 

【 # 持續關注 －棕地係建屋最佳選項 ? 】 

2401 2018-08-03 

(09:03) 

眾新聞 主筆楊健興：//表面上，「土地大辯論」變成大

混戰，社會上沒有清楚共識 

2402 2018-08-03 

(09:28) 

譚文豪 Jeremy Tam 【土地大辯論】繼續收集大家意見！ 

2403 2018-08-03 

(10:19) 

時聞香港 【填海對香港好重要！】聽眾鄭生：香港長時

間無填海所以無地用 

2404 2018-08-03 

(10:21)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尹生贊成喺馬料水填海，佢話以前科學園、數

碼港都係咁填出來，對交通配套發展亦較為有

利? 

2405 2018-08-03 

(10:31) 

Tin Leung Ji 點解有尚方寶劍都唔用？ ?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406 2018-08-03 

(10:31) 

King Lee 【富人有 golf 打，窮人無房瞓】 

2407 2018-08-03 

(11:17) 

謎米香港 

memehk.com 

【 屯門業主區議員反對改劃土地建公屋 憂改

劃失敗欠配套│謎米港聞】 

2408 2018-08-03 

(12:28) 

街市街視 【可能係全港首個為基層而設的土地論壇】 

2409 2018-08-03 

(12:48) 

樂活鰂魚涌 # 村民報料 ：軍事遺址來種花呢單新聞真係好

獨特，好香港。 

2410 2018-08-03 

(12:57) 

微網誌 點新聞- 【#觀點】內地水域填海造地有新意  

2411 2018-08-03 

(13:28) 

am730 樓價與供應無關? 樓愈貴住得愈大? 

2412 2018-08-03 

(13:42) 

香港獨立媒體網 土地規劃用途無法保育土地，加上執法不力，

保護生物多樣性成空談。〈吳希文：別再擺長

者上枱 借勢開發郊野〉— 長春社 

2413 2018-08-03 

(14:58) 

思考香港 【房屋問題】房協在香港仔漁光村推出過渡性

房屋計劃截止申請。 

2414 2018-08-03 

(15:26) 

葉榮 Yip Wing 出席同一節目的工黨主席郭永健說，粉嶺高爾

夫球場兩年後地契完結，可提供 170 公頃土

地，質疑政府隻字不提 

2415 2018-08-03 

(16:53) 

Aimi Chin 林芷筠﹕公私合營的天真想像 

2416 2018-08-03 

(16:57) 

Tanazhi Hirozhi 【 # 本周焦點 －住屋用地咪報大數 ? 】 

2417 2018-08-03 

(17:29) 

WWF Hong Kong 【留住大嶼郊野】 

2418 2018-08-03 

(17:42) 

撐香港 Support HK # 土地規劃 //屯門發展關注組建議，城規會應

該考慮重新規劃土地，用作提供本區就業機

會，讓市民可在原區工作 

2419 2018-08-03 

(17:53) 

852 郵報 搞活動轉移視線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56072 

2420 2018-08-03 

(19:21) 

Roy Tam 填海有屋住？少年你太年輕了……  成日話填

海大家就有屋住，都要睇 大家住唔住得起? 

2421 2018-08-03 

(22:21) 

智經 Bauhinia 便利市民生活同配合經濟發展係規劃嘅大前題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422 2018-08-03 

(22:29) 

守護大嶼聯盟 Save 

Lantau Alliance 

填海究竟對邊個有用？  【個海咁大，填吓無

壞？！】777 想推嘅嘢，一定有啲嘢！ 

2423 2018-08-03 

(23:09) 

社會民主連線 【收回軍事權貴俱樂部 大量興建公屋院舍】 

2424 2018-08-03 

(23:21) 

Tom Tong 名為發展造福香港市民! 

2425 2018-08-03 

(23:53)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綠化帶位都是位處郊野公園邊陲，在全球暖化

和氣候日益極端的情況下，綠化帶與農場都有

紓緩作用 

2426 2018-08-04 

(00:00) 

東大嶼都會關注組 

ELM Concern Group 

【個海咁大，填嚇無壞？！】 

2427 2018-08-04 

(00:40) 

明報文摘 【公私合營？】 

2428 2018-08-04 

(00:42) 

Chung-Tai Cheng 

鄭松泰 

【八月號《熱血社區》報，係乜野驅使香港人

去住納米樓啊？】 

2429 2018-08-04 

(01:05) 

Hoi Dick Chu 【推「公私合營」因地產商不甘心】  

2430 2018-08-04 

(04:33) 

香港輕新聞 

LiteNews.hk 

「土地大辯論」諮詢期尚餘兩個月，多個政黨

近日就議題發聲。當中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

批評大辯論「失焦」 

2431 2018-08-04 

(08:01) 

852 郵報 【專欄：關公拆局】//湯家驊引導公眾接受填海

造地的另一方法 

2432 2018-08-04 

(09:24) 

地產站 Property 

Station 

起多 D 公屋？起多 D 私樓？各持份者都有其意

見。 

2433 2018-08-04 

(09:46)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土地大辯論」仲有大概一個多月先結束，18

樣短中期、中長期、概念性選項中，政府已經

急不及待話「填海無可避免」 

2434 2018-08-04 

(09:46)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土地辯論猶如便秘（金針集｜金箴）】 

2435 2018-08-04 

(12:16)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土地大辯論】香港覓地困難，填海班政棍反

對，發展郊野公園邊陲政棍又反對，不過面對

人口增加，應該何去何從？ 

2436 2018-08-04 

(12:18) 

李慧瓊 Starry Lee 李慧瓊建議政府每十年造地一千公頃 

2437 2018-08-04 

(13:49)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土地大辯論】民建聯 # 李慧琼 在一個電台

節目表示，本港 # 房屋短缺 情況恐怖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438 2018-08-04 

(14:21)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新加坡的房屋政策十分成功，的確值得香港政

府學習//【精選文章】新房策找到港人置業夢的

突破點？  

2439 2018-08-04 

(16:25) 

長春社 【 # 周綠 】 # CA 時事回顧前特首梁振英在

任內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曾提出研究郊野

公園邊陲地帶建公屋。 

2440 2018-08-04 

(16:48) 

政策．正察 【香港有幾缺地？】 

2441 2018-08-04 

(18:45)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進擊的老人】為咗推填海同開發郊野公園，

政府不惜擺老人家上枱 

2442 2018-08-04 

(20:09) 

朱凱廸荃葵青團隊 【3/8 街頭論壇 - 土地大辯論之「點心紙」補

習班】［「點心紙」18 選項］ 

2443 2018-08-04 

(20:49) 

林超英 Lam Chiu 

Ying 

私人農地「公私營合作」有甚麼問題？讓我們

聽經驗豐富的前公務員解釋。  

2444 2018-08-04 

(22:17) 

青年創業軍 Youth 

Entrepreneur 

Warrior 

【土地問題？】被網民指為梅窩野戰男  

2445 2018-08-05 

(00:16) 

正思香港 香港土地奇缺，但增加土地的政治制肘很多 

2446 2018-08-05 

(01:25) 

香港綠色生活指南 成日話填海大家就有屋住，都要睇吓大家住唔

住得起? 

2447 2018-08-05 

(02:54) 

香港郊野公園是我的

呼吸空間 

住屋郊野公園不對立 - 居住劏房的市民最有發

言權，他們也不讚成借「房屋」之名去入侵郊

野公園。  

2448 2018-08-05 

(10:47) 

坪洲填海關注組 N/A 

2449 2018-08-05 

(12:58) 

思考香港 【 # 粵港澳大灣區 】大家最近成日都聽到唔

同人士建議填海，但係填個「中繼島」出嚟又

係咩玩法？ 

2450 2018-08-05 

(18:09) 

公民黨 Civic Party 【丁屋截龍兼立法限制納米樓】 

2451 2018-08-05 

(18:21)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就算回顧香港發展，填海也是提供土地的主要

方法 

2452 2018-08-05 

(19:11) 

852 郵報 【梁福元咁樣講】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56217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453 2018-08-06 

(04:52) 

Mathias Woo 胡恩

威 

# 香港房屋問題 # 做好香港地 # 進念二十面

體 # 大館 # 香港房屋 12 招 # 租務管制 @ 

大館 Tai Kwun 

2454 2018-08-06 

(07:04) 

長春社 【生態捍衛戰野外定向，非常值得一玩再玩】 

2455 2018-08-06 

(08:17) 

經濟 3.0 Tommy: 我對左翼土地迷思的三個迷思 

2456 2018-08-06 

(11:47) 

Regina Ip 葉劉淑儀 土地短缺問題嚴重，社會人士想出成立獨立組

織處理公私營合作，企圖加快土地供應，構思

新穎，可以理解。但我認為這構思並不可行 

2457 2018-08-06 

(12:09) 

守護堅城 Protect 

Kennedy Town 

【誠邀參與】「規劃大辯論」讀書組現時影響

香港未來土地發展的「土地大辯論」，發展至

今已進入了一種吊詭的局面 

2458 2018-08-06 

(16:21) 

思考香港 【回收高球場】近日有報導話政府唔想回收高

球場發展係因為交通負荷唔到，筆者就希望政

府認真考慮社會對住屋有急切的需求... 

2459 2018-08-06 

(16:58) 

通說 【香港記者體驗“棺材房”一個月，結果悲劇

了...】 

2460 2018-08-06 

(18:58) 

政策．正察 【新填海方式更環保】 

2461 2018-08-06 

(18:58) 

政策．正察 【徐家健拆解土地迷思】 

2462 2018-08-06 

(21:46) 

Albert Lai 【土地供應】環團料東大嶼填海方案涉 4,605

億 需建 7 大基建  

2463 2018-08-06 

(22:17) 

譚凱邦 Roy Tam 東大嶼填海造價近 5000 億 約 4 條三跑 

2464 2018-08-07 

(04:19) 

林超英 Lam Chiu 

Ying 

不斷有人說社會分歧阻住地球轉，以致沒有土

地建公屋，因此要開發新土地。現實是：多個

大型公屋屋 給拆掉後，土地變成私人豪宅 

2465 2018-08-07 

(07:16) 

環保觸覺 Green 

Sense 

填海破壞兩片海洋的生態，而東大嶼仲要起 7

個基建才令人工島有可接受的交通接駁……要

近 5 千億……好好好貴呀！！  

2466 2018-08-07 

(08:39) 

眾新聞 香港龍窯關注組擔心建築工程引起的振動會影

響陶窯結構 

2467 2018-08-07 

(10:18) 

思考香港 【 # 地從何來 】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468 2018-08-07 

(10:18) 

思考香港 【拓地新招】政府表明在維港以外填海，是無

可避免的長遠解決香港土地供應問題的辦法。

不過在哪裡填？規模幾大？ 

2469 2018-08-07 

(11:24) 

時聞香港 陳智思撐東大嶼填海 

2470 2018-08-07 

(12:18) 

Chris Keung 團結香港基金倡大規模填海 面積等約半個九龍

半島  

2471 2018-08-07 

(12:18) 

保衛香港自由聯盟 【 # 本周焦點 －1 分鐘拆解政府棕地「謊

言」 ? 】 政府成日話棕地零散，其實係縱容

非法作業 ?  

2472 2018-08-07 

(12:25) 

LinePost 線報 團結香港基金發表最新研究 建議在東大嶼山填

海造地 

2473 2018-08-07 

(12:30) 

852 郵報 一路起樓一路填海？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56318 

2474 2018-08-07 

(12:34)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由前特首董建華擔任主席的團結香港基金指，

現時香港備受土地和房屋問題所困擾 

2475 2018-08-07 

(13:15) 

頭條日報 【新市鎮】團結香港基金形容，大規模填海是

唯一可以扭轉乾坤的方案，建議可以在東大嶼

山填海 2200 公頃造地 

2476 2018-08-07 

(13:18)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房屋短缺 # 新移民 】 

2477 2018-08-07 

(13:31) 

Bastillepost 巴士的

報 

團結香港基金建議東大嶼山填海 2200 公頃造

地。  

2478 2018-08-07 

(13:36) 

Ronny Tong Ka Wah 團結香港基金倡東大嶼山填海 提供 25 至 40 萬

單位 「團結香港基金」發表研究報告，建議在

東大嶼山填海 2200 公頃造地 

2479 2018-08-07 

(13:37) 

撐香港 Support HK # 土地規劃 //環保觸覺義務總幹事譚凱邦不滿

政府諮詢公眾的 18 個土地選項，只列出各選項

可提供的土地面積，未有提及造價 

2480 2018-08-07 

(13:37) 

撐香港 Support HK # 土地規劃 //有規劃師指，因為政府集中覓地

建屋，忽略停車場的興建，反映政府缺乏長遠

規劃。//  

2481 2018-08-07 

(13:46) 

流動新聞 【填海造地】團結香港基金倡建人工島  

2482 2018-08-07 

(13:53)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近日自林鄭開腔稱要繞過大辯論民意直接支援

填海，到近日保皇政黨群空出來盲撐填海，都

顯示填海計劃特別意有所指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483 2018-08-07 

(15:03) 

HKBC Media Limited 【研究建議東大嶼山填海造地供 110 萬人居

住】 

2484 2018-08-07 

(15:30) 

思考香港 【 # 地從何來 】團結香港基金支持政府在東

大嶼填海造地 

2485 2018-08-07 

(15:30) 

思考香港 【 # 地從何來 】 本港長期就房屋土地問題出

現爭拗，團結香港基金認為「強化東大嶼都

會」計劃能有效舒緩爭議。 

2486 2018-08-07 

(15:30) 

思考香港 【 # 地從何來 】 團結香港基金支持政府在東

大嶼填海造地，認為計劃有助解決本港長遠的

房屋問題，究竟起到幾多樓？ 

2487 2018-08-07 

(15:32) 

香港薈 大填海大思路。您意下如何？  

2488 2018-08-07 

(15:55) 

時聞香港 團結香港倡大嶼山填海 

2489 2018-08-07 

(16:00) 

免廢讀中大 - CU X 

Rubbish 

【填海已成為一小時生活圈的同義詞】 

2490 2018-08-07 

(16:08) 

有線新聞 i-Cable 

News 

【團結香港基金倡加大東大嶼填海計劃】 

2491 2018-08-07 

(16:26) 

通說 【香港或在大嶼山填海，建最多 40 萬單位】 

2492 2018-08-07 

(17:27) 

LinePost 線報 【新聞】董建華：土地不足嚴重影響民生  

2493 2018-08-07 

(17:55) 

回歸曠野 團結香港基金今發表研究報告，提出「強化東

大嶼都會」方案 

2494 2018-08-07 

(18:26) 

八鄉朱凱廸 Chu Hoi 

Dick 

團結基金倡大增東大嶼填海 面積達半個九龍 

建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 

2495 2018-08-07 

(18:29) 

按計劃有限公司 Pan 

Asian Mortgage 

Advisory Company 

Ltd - 宏亞按揭集團

成員 

香港住屋問題由來已久，近年坊間討論解決方

案，卻似乎有「多建公營房屋」的傾向。 

2496 2018-08-07 

(18:59) 

Paul Zimmerman 司

馬文 

團結香港基金找來生態學家（黃玉山教授）以

其絕頂市場推廣策略來描繪大型填海計劃為

「看似不錯」 

2497 2018-08-07 

(19:03) 

D18 - 東涌+離島友 人工島的建議選址於香港島和大嶼山之間的中

部水域，面積大約相等於半個九龍。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498 2018-08-07 

(19:08)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在過去的 24 場巡迴展覽，小組成員本著初心，

走遍全港 18 區，聆聽社會上唔同人嘅意見。過

程中，市民不時送上嘅温馨鼓勵令小組非常鼓

舞。想知道當中邊幾個片段令主席特別難忘？

新一篇嘅主席隨筆就有答案。  

https://landforhongkong.hk/tc/news/2018-08-

06.php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

土地你我抉擇 #主席隨筆 #覓地 #揾地 #土地

供應選項 

2499 2018-08-07 

(19:16) 

Ka Hung Ching 《2030+也是廢話，國家填海項目，歡迎特區全

面投資》團結香港基金建議，在大嶼山與港島

中間的海域興建佔地 2200 公頃 

2500 2018-08-07 

(19:30) 

明報文摘 【土地諮詢】行內人都需要花氣力去瞭解的經

濟、工程、規劃等資訊，竟然妄想市民看了幾

塊壁報板就會有明智的答案 

2501 2018-08-07 

(19:32) 

紫荊雜誌 調查：近半受訪者贊成維港外填海建新市鎮 

2502 2018-08-07 

(19:32) 

紫荊雜誌 團結香港基金”倡東大嶼山填海 提供 25 至 40

萬單位 

2503 2018-08-07 

(19:33) 

癲狗日報 早前林鄭明言指，長遠來說，在維港以外填海

是無可避免。 

2504 2018-08-07 

(19:33) 

癲狗日報 團結香港基金早前發表研究報告，建議在大嶼

山東部填海二千二百公頃以增加土地供應。 

2505 2018-08-07 

(19:41) 

思考香港 【 # 土地問題 】團結香港基金主席董建華提

到強化東大嶼都會計劃  

2506 2018-08-07 

(19:41) 

思考香港 【 # 強化東大嶼都會 】對於外界關注的環境

保育，包括中華白海豚生態的問題 

2507 2018-08-07 

(19:50)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一句到尾，無土地何來計劃？何來發展？董建

華今日出席團結香港基金的高峰會，提倡利用

填海滿足長遠發展需要 

2508 2018-08-07 

(20:42) 

通說 【報告指要增香港土地，必須填海 原因是...】 

2509 2018-08-07 

(21:03) 

小麗民主教室 【填海半個九龍咁大：為打造大灣區一小時生

活圈？】 

2510 2018-08-07 

(21:50)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今次提出嘅「強化東大嶼都會」計劃可以一次

提供最多 40 萬個新住宅單位，真正長遠解決香

港土地供應短缺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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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1 2018-08-07 

(21:51) 

明報即時新聞 董建華牽頭的團結香港基金指，政府的填海規

模「過度保守」。 

2512 2018-08-07 

(22:48) 

Lunyeah Wong 【東大嶼填海，誰埋單？】 # 你估唔駛交通基

建 ？ 

2513 2018-08-07 

(22:54)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認為，填海是解決香港

房屋問題最好方法  

2514 2018-08-07 

(23:09) 

陳嘉章 可惜的是，填海造地需要幾年時間，起樓前又

要鋪渠整路，時光過去，你若想結婚不想住劏

房會守十年才結婚嗎？ 

2515 2018-08-08 

(00:32) 

關兆倫 大便論 【土地大辯論】陳智思批高球場建屋

「so stupid」 指填海是最好方法 

2516 2018-08-08 

(00:40) 

Elisa Lam 正虎根本有定案填海，不敢動棕地和哥爾夫球

場，重搞諮詢來做乜? 

2517 2018-08-08 

(00:47) 

Albert Lai 【 # 持續關注 －棕地係建屋最佳選項 ? 】 

2518 2018-08-08 

(03:08) 

林超英 Lam Chiu 

Ying 

香港的郊野公園，既有雄奇，又有溫婉，看一

下圖片已經心曠神怡。 

2519 2018-08-08 

(03:12) 

微網誌 土地不是無限房屋不是商品！ - 短評團結香港

基金「強化東大嶼都會」計劃 

2520 2018-08-08 

(03:36) 

香港規劃情報 收回發展商土地？依家元朗都賣成萬幾兩萬蚊

呎！佢哋點會肯呢？而棕地部分其實又係發展

商地。再且未來新市鎮樓宇面臨老化 

2521 2018-08-08 

(04:02) 

地產站 Property 

Station 

【土地供應】4 年填埋海、起埋樓、入埋夥，真

係得？ 

2522 2018-08-08 

(04:09) 

香港女主播研究所 【團結香港基金倡加大東大嶼填海計劃】 

2523 2018-08-08 

(07:50)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香港人咁聰明，無理由唔識衡量填海嘅利弊輕

重? 

2524 2018-08-08 

(08:16) 

社會民主連線 善用港鐵站上蓋 

2525 2018-08-08 

(08:17)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人工島 =「半個九龍」？究竟想使幾多個億去

填海？ 

2526 2018-08-08 

(08:17) 

香港風味 剩係想知呢個臀結基柑係啲咩組織？  團結基

金倡大增東大嶼填海 面積達半個九龍 建大灣

區一小時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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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7 2018-08-08 

(08:18) 

香港風味 比你有 110 萬人住又點每日放 150 隻蝗蟲落嚟

唔駛幾年就生一堆蝗蟲蛋到時又話地方唔夠又

再填海 

2528 2018-08-08 

(08:40) 

眾新聞 香港獨有而非常罕見的鮑氏雙足蜥只在香港的

喜靈洲、周公島、石鼓洲，以及大嶼山離岸地

區生活 

2529 2018-08-08 

(08:48) 

陳曼琪 Maggie 香港不夠地，總要找出路！ 智庫倡東大嶼建人

工島 料可建 40 萬個住宅單位  

2530 2018-08-08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今個禮拜五、六、日，我哋嘅巡迴展覽會去到

屯門栢麗廣場同黃大仙鳳德商場。住喺附近嘅

街坊，記得抽時間嚟參觀我哋嘅展覽，了解多

啲香港有咩增加土地嘅選項，同埋表達你嘅睇

法。等你！  其他巡迴展覽場次：  

https://landforhongkong.hk/tc/participation/eng

age_act.php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

巡迴展覽 #野生捕獲小組成員注意 #周末好去

處 #屯門栢麗廣場 #黃大仙鳳德商場 

2531 2018-08-08 

(09:14) 

麥美娟 會上，我們就土地供應、房屋政策、物流業用

地，以及如何改善基層住屋等政策議題進行交

流。 

2532 2018-08-08 

(09:15) 

晴報 Sky Post 個填海範圍都幾大喎……本港土地供應不足問

題仲有咩解決方法？ 

2533 2018-08-08 

(09:21) 

D100 Fans Club 【 # 持續關注 －棕地係建屋最佳選項 ? 】 

2534 2018-08-08 

(09:37) 

80 後求生隊長 團結香港基金倡填海建「東大嶼都會」連接大

灣區 建議面積比政府多逾 1 倍  

2535 2018-08-08 

(09:42) 

梁啟智 【盲搶地會減低而非增加供應】 

2536 2018-08-08 

(10:32) 

大紀元時報（香港） 東大嶼填海被批政治任務 

2537 2018-08-08 

(10:40) 

香港獨立媒體網 呢張「一小時生活圈」既圖，係團結香港基金

做既，說明瞭「強化東大嶼都會」既真正用

意。 

2538 2018-08-08 

(11:24) 

時聞香港 東大嶼倡建人工島 半個九龍大 住 110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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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9 2018-08-08 

(11:39) 

Mark Lam 吹沙造島 建屋安民香港土地資源被某些人控制

起來了，使普通市民住不上好房子，被迫要擠

在狹小的環境中生活。 

2540 2018-08-08 

(11:54) 

時聞香港 胡應湘：填海想要快吹雞唔好遲 

2541 2018-08-08 

(11:54) 

am730 人工島有成半個九龍咁大 ?【建地 2200 公頃住

110 萬人 團結香港基金倡加強版人工島】 

2542 2018-08-08 

(12:17) 

香港獨立媒體網 魔鬼在細節，原來填咁多地出嚟，或者唔會放

出嚟起樓既，因為要調節市場。 

2543 2018-08-08 

(12:24) 

時聞香港 團結基金倡東大嶼填海 

2544 2018-08-08 

(12:28) 

柯創盛議員 柯創盛：填海是增土地供應好方案 

2545 2018-08-08 

(12:41) 

正思香港 //在內地海域填海造地，將對全港土地用途和供

應，以及環保等等，產生質的改變。//【內地水

域填海造地有新意】 

2546 2018-08-08 

(12:46) 

Albert Lai 填海造地建屋 還是建城、建人？（文：伍美

琴） 文摘 政府在土地大辯論未有共 

2547 2018-08-08 

(13:42)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 【萬人聯署！】 我要土地公義 反對土地供應

假諮詢網上聯署連結 

2548 2018-08-08 

(13:50)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在維港以外地方填海，你又支持嗎？// 

2549 2018-08-08 

(14:09) 

Chi Chung Ng 「填海」刻不容緩！ 

2550 2018-08-08 

(14:44)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 巨大的填海能提供大量土地方便政府隨意使

用，但基金報告及政府都沒有提及我們需要背

負的巨大投資風險。 

2551 2018-08-08 

(15:08) 

正報 議員：政府守土有責  

2552 2018-08-08 

(15:25) 

MSN 香港 樓價升勢銳不可擋，土地債 可能紓緩香港 4 年

情況，但也恐面臨這些難關 

2553 2018-08-08 

(16:03) 

地產站 Property 

Station 

大規模填海，當然希望能取得公眾共識。 

2554 2018-08-08 

(16:21)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3 個沙田！】 # 團結香港基金 高級研究員 # 

葉文祺 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不同意建造

2200 公頃的人工島是「開天殺價」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555 2018-08-08 

(17:04) 

Hoi Dick Chu 速評「強化東大嶼都會計劃」 問題源於土地不

足，所以解決方法是增加土地？？  

2556 2018-08-08 

(17:11) 

Roy Tam 【陳智思 最無資格叫人支持就係你！】 

2557 2018-08-08 

(17:25) 

Smart ED 經濟一週 香港大學日前倡議發行「土地債劵」，用以收

購新界土地，希望透過債 加快整合新界屋地及

農地，釋出更多土地以供發展..... 

2558 2018-08-08 

(17:55) 

喜劇演員 香港樓價只升不跌之謎 大灣區 開發郊野公園

全是騙局  

2559 2018-08-08 

(17:56) 

Joey Manuela 環團會見張建宗 表明反對填海及開發郊野公園

# 支持哥爾夫球場起公屋  

2560 2018-08-08 

(18:33) 

南區萬事屋 【萬人聯署！】我要土地公義 反對土地供應假

諮詢 ? 

2561 2018-08-08 

(18:41)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另類房屋、房策批判、屋地供應、公屋資源、

重建模式、房稅改革、置業政策、劏房問題

等，都是現時民間房屋研究較關心的範疇。 

2562 2018-08-08 

(18:55) 

LinePost 線報 環保團體：應優先發展棕地 非填海 

2563 2018-08-08 

(19:50)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香港地少人多係不爭嘅事實，如果再不效仿周

邊城市、國家填海造地，積極拓展，我哋嘅子

孫後代居住環境將會更加惡化。撐填海 

2564 2018-08-08 

(19:50)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今次加強版嘅東大嶼填海計劃，比政府之前提

出嘅面積大一倍，劉偉棠話絕對可行，而且基

建成本其實都同開發新界北差唔多?撐 

2565 2018-08-08 

(19:53) 

Aimi Chin 【土地大辯論－ 填海係咪比大家住先？】 

2566 2018-08-08 

(20:14) 

綠領行動 Greeners 

Action - 全新專頁 

向政務司司長提出堅決反對開發郊野公園及盲

目填海 ???♀? 及儘快垃圾收費立法 ? 

2567 2018-08-08 

(20:40) 

香港獨立媒體網 陳智思話填海係解決香港房屋問題嘅最好方

法，拆粉嶺高爾夫球場呢？他認為是 so stupid

喎...... 

2568 2018-08-08 

(21:00) 

Damon Wong Chun-

pong 

填埋過嚟梅窩丫。 土地不是無限 房屋不是商

品！——短評團結香港基金「強化東大嶼都

會」計劃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569 2018-08-08 

(21:35) 

Ng Man To John 修改《土地法》只是解決「不可歸責」土地的

問題，而對業權人所作的等價補償，亦不涉及

地產商的額外補償或額外利益。 

2570 2018-08-08 

(22:19) 

環保觸覺 Green 

Sense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就施政報告舉行諮詢會，多

個環保團體代表出席 

2571 2018-08-08 

(22:20) 

坪洲填海關注組 【團劫香港】瓜分五千億大茶飯以董建華同一

干中港地產商為首嘅 

「 團結香港基金 」 

2572 2018-08-08 

(22:56) 

周庭 Agnes Chow 

Ting 

【為土地公義，萬人聯署！】 

2573 2018-08-08 

(23:54) 

01 新聞 土地問題真係好嚴重 

2574 2018-08-09 

(00:36) 

地產小子 

Propertykids 

香港有無需要填咁多海？  

2575 2018-08-09 

(01:47) 

思考香港 【 # 時事短打 】 填海造地，相比任何其它形

式收回新界棕地，都要「多快好省」，所以正

在成為香港社會徹底解決土地問題 

2576 2018-08-09 

(01:47) 

思考香港 【覓地新招】 如何收回新界土地，包括農地及

棕地，成為城中熱話，也有人提出恢復換地權

益書制度。 

2577 2018-08-09 

(01:47) 

思考香港 【 # 土地供應 】 近日有智庫和團體建議政府

對新界土地作五五分帳發展，筆者覺得如果成

功嘅話，可以係短時間解決房屋問題 

2578 2018-08-09 

(01:47) 

思考香港 【 # 強化東大嶼都會 】團結香港基金提出

「強化東大嶼都會」計劃 

2579 2018-08-09 

(01:53) 

市民日報 團體籲針對歸責盡快修土地法冀恢復行政長官

裁量權 

2580 2018-08-09 

(02:53) 

通說 【好奇！填海後的香港是怎樣的...】 

2581 2018-08-09 

(03:12) 

巴士的政事 智庫組織團結香港基金建議在大嶼山東部水域

填海 2 千 2 百公頃，預料最多可提供 40 萬個新

住宅單位。  

2582 2018-08-09 

(09:48) 

經濟 3.0 土地小辯論 美國克林信大學（Clemson 

University） 經濟系副教授徐家健指以公私營合

作，釋放土地發展，較政府傳統收地做法更有

效率。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583 2018-08-09 

(09:52)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公屋聯會回應指，團結香港基金的「強化東大

嶼都會」建議填海 2,200 公頃規模，可以增加

25 萬個至 40 萬個新住宅單位 

2584 2018-08-09 

(10:09) 

譚文豪 Jeremy Tam 【土地大辯論】而家我係慈雲山中心，向各位

街坊解釋政府強推「公私營合作」嘅弊病 

2585 2018-08-09 

(10:11) 

香港獨立媒體網 守護大嶼聯盟 Save Lantau Alliance 召集人謝

世傑批評，團結香港基金建議是一種「階段及

人口」遷移的策略，將市區旺地士紳化。 

2586 2018-08-09 

(12:39) 

政策．正察 【強化東大嶼都會 技術上可行】 

2587 2018-08-09 

(12:39) 

政策．正察 【民調: 填海起新市鎮嘅支持度上升！ 】 

2588 2018-08-09 

(12:39) 

政策．正察 【強化東大嶼都會計劃︰房屋篇】土地不足，

房屋短缺，加強版東大嶼都會將會提供 25 萬至

40 萬個住宅單位 

2589 2018-08-09 

(12:45) 

點新聞 【 # 焦點 】團結基金倡東大嶼填海造半個九

龍本港土地短缺問題嚴重 

2590 2018-08-09 

(13:00) 

社會民主連線 繼續呼籲大家廣傳！爭取親朋戚友聯署！ 

2591 2018-08-09 

(13:12) 

香港文化協進智庫 【智庫觀點】凝聚共識推動填海 解決港人安居

問題 

2592 2018-08-09 

(16:26) 

民協 ADPL 【萬人聯署：反對土地供應假諮詢】 

2593 2018-08-09 

(17:37) 

Knight Frank China 萊坊高級董事及估價及諮詢主管林浩文便認

為，在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下月完成公眾諮詢並

提交報告後，特首林鄭月娥應該盡快拍板多管 

2594 2018-08-09 

(18:33) 

回歸曠野 王福義 ~ 前漁護署助理署長  拆解 郊野公園

發展機制 

2595 2018-08-09 

(18:35) 

Ssl Ssl 團結香港基金將在八月七日舉行新聞發布會，

介紹香港的發展計劃。 

2596 2018-08-09 

(18:59) 

湯文亮 即日專欄：填海造地 一石二鳥 

2597 2018-08-09 

(19:18)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強化東大嶼都會 # 填海 】 

2598 2018-08-09 

(19:40) 

譚凱邦 Roy Tam 東大嶼人工島根本就係一個天馬行空、流於概

念嘅填海計劃。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599 2018-08-09 

(21:16) 

政策．正察 【東大嶼都會 - the game changer!】 

2600 2018-08-09 

(21:45) 

港文集 完結香港基金 (517)近日政府倡議，在大嶼山、

港島之間填海 1000 公頃，興建人工島，發展

「東大嶼都會」。 

2601 2018-08-09 

(22:18) 

升旗易得道 冚家剷老董又開埋工程公司賺曬 D 錢？？？  

2602 2018-08-10 

(02:39) 

Toby Cham 大填海 The Promised Land-土地房屋歸根結底

是一個政治問題  

2603 2018-08-10 

(03:19) 

環保觸覺 Green 

Sense 

【大白象工程 咪俾人氹落疊！】 

2604 2018-08-10 

(03:22)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拆解 郊野公園發展機制 

2605 2018-08-10 

(03:26) 

香港輕新聞 

LiteNews.hk 

團結香港基金日前提出強化東大嶼都會計劃方

案，建議填海 2,200 公頃建人工島，比政府構

思大一倍，並提高公營房屋比例達 7 成 

2606 2018-08-10 

(03:37) 

風火山林月刊 保衛郊野公園  有朋友話以為發展郊野公園是

指擴建郊野公園，所以按錯了  你又點睇？ 

2607 2018-08-10 

(08:21)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開天殺價。本土研究社陳劍青接受眾新聞查詢

時表示：「這（團結香港基金方案）看似是民

間建議，但實際上是為政府的計劃做勢。」 

2608 2018-08-10 

(13:18)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政府 # 諮詢 】現時的土地諮詢，其中不

乏不問可知的結果 

2609 2018-08-10 

(13:42) 

智經 Bauhinia 唔攪清楚責任誰屬，又點可以好好咁發展棕地 

土地大思考系列：棕地污染 誰來清理？ 

2610 2018-08-10 

(15:55) 

思考香港 【 # 土地供應 】 政府拍賣土地成交價近年不

斷創新高，地價高同供應少都係事實，要改善

依個問題除左地價訂低少少仲有咩辦法 

2611 2018-08-10 

(16:32) 

Gary Fan 《土地收回條例》賦予政府的權力巨大，包括

何謂公共用途，皆由特首與行政會議決定 

2612 2018-08-10 

(17:18) 

Pat Ching 土地問題主要係因為冇地起樓，當然樓價貴也

是重要一環 

2613 2018-08-10 

(18:04) 

青年創業軍 Youth 

Entrepreneur 

Warrior 

近來好多呢啲 POST，唔係土地問題都無人信

啦 ! 【土地問題？】男女銅鑼灣唐樓天台烈日

下野戰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614 2018-08-10 

(19:00) 

進步教師同盟 

Progressive 

Teachers' Alliance 

【填填填海】團結香港基金的建議中，填海工

程連基建近五千億(未計超支)，的確大茶飯。 

2615 2018-08-10 

(20:32) 

WWF Hong Kon 【求其填海 分明靠害】 

2616 2018-08-10 

(21:14)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王福義（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客

座教授）： 趁著 「土地大辯論」，我提出一

些使用郊野公園的土地個人的看法。 

2617 2018-08-10 

(21:50) 

港人講地 //其實香港而家好多基層嘅居住環境都好差，有

啲政客可以當睇唔到，但佢哋有冇諗過佢哋嘅

下一代，都可能會因此而受害呢？// 

2618 2018-08-11 

(02:44) 

看中國 近日香港政府倡議，在大嶼山、港島之間填海

1000 公頃以發展「東大嶼都會」、「實現大灣

區『一小時生活圈』」概念 

2619 2018-08-11 

(03:20) 

胡恩威 # 土地大辯論 

2620 2018-08-11 

(06:53) 

不合作運動之少交十

元稅 

保衛郊野公園  

2621 2018-08-11 

(09:10) 

眾新聞 漁護署前助理署長王福義：//郊野公園「邊陲地

帶」的重要性絕對不容忽視，這是「核心區」

的屏障，一旦被蠶食，核心區也不保。 

2622 2018-08-11 

(11:27)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土地問題】 # 公屋 平均輪候時間進一步延

長，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 5.3 年，再創新

高。 

2623 2018-08-11 

(11:48) 

Kwok Ka Ki 郭家麒 【應做不做，不知羞恥，與民為敵！】 

2624 2018-08-11 

(11:59) 

Save Lantau 

Alliance 

土地分配不均 vs 土地供應不足 香港的確有土

地問題，但並非土地不足，而是土地分配不

均。 

2625 2018-08-11 

(11:59) 

Save Lantau 

Alliance 

學生咁睇填海，你又點睇？ 

2626 2018-08-11 

(12:50) 

綠洲 Oasistrek 為何郊野公園的完整性、連續性和可持續性那

麼重要？而郊野公園「可加可減」機制和「沒

有淨減少」機制又是否否行？ 

2627 2018-08-11 

(12:50) 

852 郵報 而家填海係起組屋咩？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56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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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8 2018-08-11 

(15:19) 

橙新聞 Orange 

News 

填海造地無可厚非! 

2629 2018-08-11 

(16:08) 

團結香港基金 一張圖瞭解呢個加強版東大嶼都會計劃，點樣

可以紓緩我哋目前住屋困境！  【強化東大嶼

都會計劃︰房屋篇】土地不足，房屋短缺 

2630 2018-08-11 

(16:08) 

團結香港基金 強化東大嶼都會計劃獲各大傳媒報道！！ 

2631 2018-08-11 

(16:39) 

Lance Yan //奧雅納工程顧問董事劉偉棠：「如果要收回新

界農地，即高價格每呎 1560 元，而填海的估

算，根據現時的價格，造一呎地出來…. 

2632 2018-08-11 

(17:02) 

Initium Media 端傳

媒 

【香港的房屋策略，其實一直以私人市場為主

導】 

2633 2018-08-11 

(20:09) 

置富花園居民協會 - 

南區改劃綠化地 - 

關注組 

拆解 郊野公園發展機制 

2634 2018-08-11 

(20:09) 

富花園居民協會 - 

南區改劃綠化地 - 

關注組 

【團劫香港】瓜分五千億大茶飯以董建華同一

干中港地產商為首嘅「 團結香港基金 」 

2635 2018-08-11 

(20:37) 

Jacky Lim 林鴻達 唔該 團結香港基金 黃元山攞你條啫啫同春袋

出嚟擔保 #東大嶼填海 真係起 #新加坡組屋 

嗰隻最細建築面積 800 呎又仲要係 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 咁嘅價錢嘅樓，先好製造

噪音 

2636 2018-08-11 

(21:23)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 <<2018/8/11 民間土地論壇 – 與基層對話>> 

2637 2018-08-11 

(21:23)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 有劏房住戶說：「我自己也受困擾兩年了，木

蚤和老鼠，現時我的房間也有隻老鼠。住一或

兩年業主又加租，要被逼要搬屋 

2638 2018-08-11 

(22:35) 

有線新聞 i-Cable 

News 

【民間土地論壇 劏房戶要求增公營房屋比例】 

2639 2018-08-12 

(03:33) 

Isaac Cheng 然之後粉嶺高爾夫球場，都只係講緊$2000 租 

2640 2018-08-12 

(04:54) 

地產小子 

Propertykids 

# 不能只有我看見 # 粉嶺高爾夫球場 # 郊野

公園 # 土地大辯論 # 本土研究社 土地供應專

責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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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1 2018-08-12 

(08:16) 

思考香港 【 # 東大嶼都會 】團結香港基金發表「強化

東大嶼都會」計劃，希望擴大填海 

2642 2018-08-12 

(08:17) 

思考香港 團結香港基金早前提出「強化東大嶼都會」計

劃，建議維港以外填海 2200 公頃，有人質疑未

來人口增長未如預期，無需那麼多地。 

2643 2018-08-12 

(09:24) 

通說 【哭！香港公屋輪候時間屢創新高 這次要等近

6 年？？】 

2644 2018-08-12 

(10:01) 

癲狗日報 團體「全港關注劏房平台」聯同民間組織舉行

土地論壇。 

2645 2018-08-12 

(10:04) 

Kevin Yam 任建峰

（澳洲西人） 

但係香港以前成日填海，以前啲單位都係比新

加坡嗰細好多喎。# 我唔一定逢填海必反 

2646 2018-08-12 

(10:16) 

傅振中 坦言集：香港海域外填海 

2647 2018-08-12 

(10:27) 

Cherry Wong 用個假獨立組織推波助瀾，搵個有名氣的 I-

banker 黎襯托，再用傳媒洗腦，最終目的是洗

劫：不單劫財，還有香港的價值。 

2648 2018-08-12 

(11:22) 

政策．正察 【一文理清棕地源頭及解決方法】依家社會上

有人探討發展棕地嚟可能性，但喺討論之前，

大家係咪需要更加多棕地嚟相關資料？ 

2649 2018-08-12 

(11:50)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填海的確是增加土地供應的最好方法//【精選

文章】 填海是增土地供應好方案? 

2650 2018-08-12 

(16: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最後一場嘅公眾論壇，將會

喺 8 月 25 日（星期六）下午喺九龍區嘅教育局

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演講廳舉行。記得把握機

會，聽日（8 月 13 日）上午 9 點開始，用以下

其中一種方式報名喇：  1. 網上登記： 

www.landforhongkong.hk/tc/participation/enga

ge_act.php ； 2. 在網站下載報名表格，填妥

後電郵至 pflandforhongkong.hk@a-

world.com.hk 或傳真至 2865 2559；或 3. 電

話登記： 2114 4972（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提提大家，每次報名只能預留一個座

位，報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土地供應專

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公眾

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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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1 2018-08-12 

(17:03) 

有班男人 香港土地問題總是解決不了的事 

2652 2018-08-12 

(17:45) 

招文亮 Alvin Chiu 

Man Leong 

【強烈反對馬料水填海】 

2653 2018-08-12 

(19:38) 

林超英 Lam Chiu 

Ying 

最近民間不斷有人推大幅填海，殊不知這是落

後於時代形勢的「恐龍概念」。 

2654 2018-08-12 

(20:55) 

LinePost 線報 【博客】林若思《評強化東大嶼都會：香港能

否複製新加坡濱海灣？》 

2655 2018-08-13 

(01:36) 

Ronny Tong Ka Wah Why Hong Kong should choose reclamation, 

not public housing 

2656 2018-08-13 

(01:53)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昨舉辦民間土地論壇，約有

50 名來自各區劏房住戶出席。 

2657 2018-08-13 

(11:51)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撐填海！解決土地問題！//【精選文章】沒土

地儲備便應加快程式 

2658 2018-08-13 

(12:21)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專訪】黃遠輝：歸納兩三個供地大方向 

2659 2018-08-13 

(13:02) 

Roy Tam 填海最大的破壞，係填了自己的海洋，採海砂

時還是破壞人地的海洋   

2660 2018-08-13 

(16:07) 

香港 01 土地大辯論 粉嶺高爾夫球場，收定唔收？ 

2661 2018-08-13 

(16:33) 

The Lion Rock 白仲祺(獅子山學會營運總監)《香港是沒有土地

需要》 

2662 2018-08-13 

(18:16) 

思考香港 團結香港基金最近發表「強化東大嶼都會」計

劃，建議在香港島和大嶼山之間的中部水域，

建造面積相當於半個九龍的人工島 

2663 2018-08-13 

(19:15) 

經濟 3.0 Kevin：公私合營由下而上 提高發展效率 

2664 2018-08-13 

(23:09) 

Hugo Yu 【團劫香港】瓜分五千億大茶飯以董建華同一

干中港地產商為首嚟「 團結香港基金」 

2665 2018-08-14 

(00:49) 

李庭豐 Jay Li 【所謂填海不就是以市民的住屋權益和保障為

地產商「填 」嗎？】 

2666 2018-08-14 

(07:53) 

Hoi Dick Chu 【土地歸於人民 撤回東北規劃】 

2667 2018-08-14 

(08:56) 

林超英 Lam Chiu 

Ying 

民間土地資源專家小組成員任憲邦，為大家拆

解推銷二千公頃大填海宣傳的盲點和誤導，句

句「頂心杉」，十分精彩，萬勿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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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8 2018-08-14 

(08:56) 

林超英 Lam Chiu 

Ying 

推銷填海二千公頃的宣傳充滿盲點和誤導，建

議大家細看民間土地資源專家小組成員任憲邦

的解讀和解毒。 

2669 2018-08-14 

(09:12) 

港文集 【立場新聞】林超英：填海造地是恐龍概念，

違反中央治國新理念  

2670 2018-08-14 

(10:00) 

Sai Leong Chan 環保團體和左膠指出政府開發「郊野公園邊

陲」，會一步一步擴充「郊野公園邊陲」，最

終使郊野公園因不斷被蠶食而消失。 

2671 2018-08-14 

(11:29) 

David Tang 【城規三部曲】專訪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

香港不缺地，缺規劃 

2672 2018-08-14 

(13:36) 

政策．正察 【高地價的迷思】 

2673 2018-08-14 

(15:13) 

東南亞觀察社 

(Southeast Asia 

Observer) 

看完了整篇的報道，其實香港人不需要羡慕新

加坡。 

2674 2018-08-14 

(18:19) 

David Yau 看世界 「強化東大嶼都會」真相與其計劃最大推手過

去一年半以來，團結香港基金不斷極力鼓吹在

本港開展大型填海工程 

2675 2018-08-14 

(19:08) 

Save Lantau 

Alliance 

填海造地大茶飯 

2676 2018-08-14 

(19:40) 

周健平 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說：「香港不缺地，缺

規劃。」 

2677 2018-08-14 

(20:30) 

政府新聞網 【最後一場】對土地供應選項有咩睇法？ 

2678 2018-08-14 

(20:44)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現時政府的策略，是當你質疑房屋用地需求估

算過多，它就會指出其他用途需求殷切 

2679 2018-08-14 

(20:53) 

Hong Kong Policy 

Research 

《香港政策研究所》與《持續智庫》、《未來

@香港》和《團結香港基金》合辦「土地房屋

供應大辯論—挑戰與機遇」研討會 

2680 2018-08-14 

(21:05)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 

Concerning 

Grassroots' Housing 

Rights Alliance 

//故此，要解決基層住屋問題，應該立即先檢視

市區重建土地的分配不均！ 

2681 2018-08-14 

(21:56) 

LinePost 線報 【博客】林超英《填海造地，違反中央治國新

理念》 

2682 2018-08-15 

(00:03) 

小麗民主教室 【 # 許勝不許敗 ｜土地公義大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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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3 2018-08-15 

(01:31) 

天行足跡 // 政府選擇哪一項土地供應選項將直接影響兩

派未來 2,000 億元的巨大土地收益，兵家必

爭。//何不魚與熊掌兼得？ 

2684 2018-08-15 

(04:37) 

思考香港 【 # 強化東大嶼都會 】 # 韓成科 ：近年樓

價飆升，市民不問價搶樓，根源是對於樓價只

升不跌的預期 

2685 2018-08-15 

(04:37) 

思考香港 【房屋政策】深圳樓市新政用了 2 星期徵求社

會意見，之後一個半月就將改革文件出台 

2686 2018-08-15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其中一個最「貼地」嘅公眾

參與活動 - 巡迴展覽，今個禮拜五、六、日會

去到筲箕灣愛東商場，接住嘅禮拜一、二、三

就會喺港鐵沙田站。仲未睇過展覽嘅市民記得

把握機會，了解多啲增加土地供應嘅選項同表

達意見啦。  其他巡迴展覽場次： 

https://landforhongkong.hk/tc/participation/eng

age_act.php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巡迴展覽 #野生捕獲小組成員注意 #周末好去

處 #筲箕灣愛東商場 #港鐵沙田站 

2687 2018-08-15 

(17:31)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土地 # 填海 】現代填海技術進步，填海

所需的時間比從前可以縮短 2 至 3 年。 

2688 2018-08-15 

(18:18) 

透視新加坡 【全球最宜居城市：新加坡同香港傳媒嚟重

點...】 

2689 2018-08-15 

(20:26) 

LinePost 線報 【新聞】劉慧卿：陳浩天又無持刀持槍！劉慧

卿邀請了葉劉淑儀進行討論。她憂慮葉劉的

「境外填海」方案影響港人自由。 

2690 2018-08-15 

(21:47) 

喜劇演員 郊野公園疑有捉龜黨出沒 價值十萬金錢龜恐成

活捉目標 香港郊野公園孕育各種稀有物種，但

屢成不法之徒目標。 

2691 2018-08-15 

(22:23) 

852 郵報 好過話搞我哋個海啦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56945 

2692 2018-08-15 

(22:25) 

置富花園居民協會 - 

南區改劃綠化地 - 

關注組 

「強化東大嶼都會」真相與其計劃最大推手過

去一年半以來，團結香港基金不斷極力鼓吹在

本港開展大型填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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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3 2018-08-15 

(23:01) 

天行足跡 又係豪宅！// 有人如果再以劏房戶、老人家的

慘況合理化任何開發郊野公園邊陲以至其他天

然資源，偽善之最。//   

2694 2018-08-15 

(23:46)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郊野公園，陪伴過我們度過不少愉快的童年，

是香港人重要的集體回憶。 

2695 2018-08-16 

(00:40) 

保衛香港自由聯盟 保衛郊野公園  

2696 2018-08-16 

(01:22) 

葛珮帆 Elizabeth 

Quat 

仗義執言：拓土考驗港府決心不知從哪時開

始，港府做事動輒進行龐大、長時間諮詢。 

2697 2018-08-16 

(01:42) 

CAPITAL CEO 資本

才俊 

香港樓價高企，本地人想覓得理想窩殊不容

易，更何況外派人員及留學生。 

2698 2018-08-16 

(04:16) 

政策．正察 【平衡發展與保育，由設計做起】“人工島?! 即

係會整死啲白海豚，即係唔環保啦。 

2699 2018-08-16 

(11:32) 

Jimmy Ng 【填海係「洪水猛獸」？大錯特錯！】 

2700 2018-08-16 

(12:46) 

Lau Chee Sing 香港漁村代表聯會主辦, 在聯益漁村舉辦反對填

海土地供應選項諮詢會 

2701 2018-08-16 

(13:51) 

明報校園計劃 【專訪黃錦星】香港適合發展的土地有限，現

時更備受環境問題所困擾。 

2702 2018-08-16 

(17:45) 

政策．正察 【強化東大嶼都會】//反對填海者，尤其是年輕

人，不要忘記他們或自己孩子出生的醫院、就

讀的學校、現在的住所… 

2703 2018-08-16 

(21:51) 

添美新村繼續撐傘！ 利害啦， 特搜有冇份參與分 肉呀？  【私樓

豪宅，全部都係私樓豪宅】 

2704 2018-08-17 

(11:16) 

林健鋒 跳出框框 拓展東大嶼 由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牽

頭的「土地大辯論」踏入尾聲；社會許多聲音 

2705 2018-08-17 

(12:38) 

Coco Yu Yan Hui 晨早忽發奇想，香港土地問題咁嚴重，如果係

樹上面建屋，姐係「樹屋」，你地又讚唔讚成

呢？ 

2706 2018-08-17 

(13:29) 

地產站 Property 

Station 

各界繼續就增土地供應獻計，填海仍是大熱議

題。 

2707 2018-08-17 

(14:50) 

張小江 從市區重建的事例可見，香港的住屋問題是源

於分配不均，而非供應不足！ 

2708 2018-08-17 

(15:52) 

am730 公屋係咪真正幫到香港最需要幫助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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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9 2018-08-17 

(18:42) 

輔仁媒體 可能看者會有感：「為何香港人要坎坷到住水

管屋？」起碼都叫有獨立浴室、廁所及煮食位

置…  

2710 2018-08-17 

(23:18) 

政策．正察 【加快開發土地效率】土地短缺問題嚴峻，但

開發土地往往涉及多重程式，如果可以合理地

壓縮發展程式，就可以更快有土地出爐 

2711 2018-08-17 

(23:18) 

政策．正察 【冇新移民就唔使造地？】 

2712 2018-08-17 

(23:25) 

思考香港 【 # 土地大辯論 】 填海、收回高球場定發展

新界農地好？新加坡填海已經填出個新智慧城

市，咁香港又如何？ 

2713 2018-08-17 

(23:25) 

思考香港 【 # 強化東大嶼都會 】 # 劉瀾昌 ：香港土

地短缺危機已經到了已經逐步成為災難的同義

詞，不須再囉嗦。 

2714 2018-08-18 

(00:52) 

有線新聞 i-Cable 

News 

【年青人倡填海建青年宿舍 黃遠輝：填海用地

有限制、未必回應青年需求】 

2715 2018-08-18 

(03:31)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HKFYG) 香

港青年協會 

【青年說】 -  我「地」想「港」本港土地和房

屋問題一直深受青年關注。 

2716 2018-08-18 

(05:56) 

香港風味 其實仲有好多囉 【土地大搜查】西區警署前宿

舍丟空 12 年 市區靚地曬太陽  

2717 2018-08-18 

(06:19) 

巴士的政事 表態支持填海 鄉議局見林鄭 支持填海及重置

堆填區 

2718 2018-08-18 

(07:32) 

Joe's investment Joe：新加坡的都市計畫，近年來真的比香港好

很多 

2719 2018-08-18 

(08:50) 

Aimi Chin 老千局！  「強化東大嶼都會」真相與其計劃

最大推手 

2720 2018-08-18 

(10:35) 

Daniel Yau 強烈要求每星期單程證來港人士減至 10，廢事

又要填海 

2721 2018-08-18 

(12:29) 

時聞香港 調查：6 成青年誤解 填海即填維港 

2722 2018-08-18 

(16:06) 

香港女童軍總會 The 

Hong Kong Girl 

Guides Association 

[香港土地供應研討會] 眾所周知，土地短缺問

題近年一直困擾香港。樓價高、租金貴、上車

難；生活空間狹小擠迫、社區設施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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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3 2018-08-18 

(16:39) 

關兆倫 【緊貼 01 深度 】新加坡啲公共房屋閒閒哋都

成千呎… 好葡萄囉 ? 

2724 2018-08-18 

(18:17) 

on.cc 東網∕東方日報 土地問題最容易觸動大家嚟底線？ 

2725 2018-08-18 

(21:40) 

Cheng Kwok Keung 特首林鄭月娥決心解決土地問題，但就不贊成

取消每日 150 個單程證，稱家庭團聚係人權，

巴打絲打同意特首說法嗎？ 

2726 2018-08-18 

(22:17)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衛奕信徑穿越香港多個郊野公園，是行山友其

中一條至愛的山徑，聽聽衛爵點介紹...... 

2727 2018-08-19 

(10:10) 

雅虎香港新聞 【土地大辯論】研究中心提出的「土地區劃整

理」是以地換地的制度，並在日本、德國等多

國沿用多時 

2728 2018-08-19 

(10:51) 

Tony Leung 【房協研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建屋】黃遠輝：若

市民不支持、相信會停止研究房協正委託顧問

研究發展兩幅郊野公園邊陲土地 

2729 2018-08-19 

(11:37) 

Chow Sung Ming 濕地就濕地、農地就農地、已破壞的就是棕

地，但它們之間有什麼關係呢？ 

2730 2018-08-19 

(12:17) 

01 新聞 【 # 01 港聞 】 林奮強批港人太多「陰謀

論」，社會「講嚟講去都係政治」，形容港人

是「自己阻住自己」 

2731 2018-08-19 

(13:34) 

保衛香港自由聯盟 地產商撐發展軍事用地建屋 指有收回先例  

2732 2018-08-19 

(14:23) 

期日生活 Sunday 

Mingpao 

土地大辯論步入尾聲，行政長官林政月娥突然

揚言香港土地問題要靠填海解決。 

2733 2018-08-19 

(14:50) 

Cathy Ng 香港土地。 是否可無止境的接收，中國移民進

入香港 

2734 2018-08-19 

(19:26) 

正思香港 團結香港基金建議在大嶼山海岸填海建造一個

面積等於半個九龍的人工島，亦委託專家尋找

影響海洋航道和海洋生物最少的位置。 

2735 2018-08-19 

(19:54) 

楊雪盈 Clarisse 

Yeung 

曾到新加坡居住三個月就土地規劃取經的伍美

琴直指「香港缺乏土地」只是一個規劃迷思 

2736 2018-08-19 

(20:09) 

政策．正察 【填海益邊個】//另一個則是「填海只會益了有

錢佬論」 

2737 2018-08-19 

(22:20) 

Tai Man Chan 點解每次「劏房窮人受害者」來來去去總係熟

口熟面的？ 逾 21%劏房女住客曾遭性騷擾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738 2018-08-19 

(22:39) 

思考香港 【 # 東大嶼都會 】 20 年前好多人都覺得東涌

遠，今時今日東涌已經應有盡有，如果東大嶼

成功造地，20 年後又會點？ 

2739 2018-08-19 

(23:54) 

Mike Leung 滘西洲是香港唯一的公眾高爾夫球場，由香港

賽馬會撥款興建，是一個擁有三個十八個洞的

球場，也是一個自然生態天堂。 

2740 2018-08-20 

(01:48)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 填海為休閒設施 ?//林芷筠稱如預留過多土地

儲備，將浪費納稅人金錢。 

2741 2018-08-20 

(07:10) 

港文集 【明報】周日話題：新加坡高明填海法  

2742 2018-08-20 

(07:11) 

地產小子 

Propertykids 

【召集房屋諗】構想民間房屋研究新議程本研

社上星期舉辦了房屋研究腦震盪會議 

2743 2018-08-20 

(11:31)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填海 # 域外填海 】 在香港海域以外填

海，是避開香港內部的政治紛爭和阻撓，借助

中央政府的支持 

2744 2018-08-20 

(12:03)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雷鼎鳴：「香港近年出現了一小撮頗為自私而

又無腦但卻喜歡發表言論的人，他們認為自己

反正不會是填海新地的居民 

2745 2018-08-20 

(12:52) 

智經 Bauhinia 除咗成本效益外，喺基建上蓋動土仲有咩要考

慮? 土地大思考系列：創造天空之城 在香港談

及覓地發展 

2746 2018-08-20 

(13:20) 

經民聯 BPA 【施政報告諮詢】新界鄉議局今日與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女士會面一小時 

2747 2018-08-20 

(14:21) 

洪龍 對比過香港及新加坡，今天對比東京，同樣採

用 5 公里圖，文盲都睇到咩問題。 

2748 2018-08-20 

(15:22) 

蘇浩 Anthony So 【政府拒絕安置 地政逼遷將軍澳回收場】 

2749 2018-08-20 

(16:02)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新加坡 # 早婚 】 新加坡的公共房屋政

策，夫妻一起申請組屋，有優先權。青年人結

婚，有安居的保障。 

2750 2018-08-20 

(16:32) 

壹週刊 政府解決唔到土地問題，只好搵原居民幫手？ 

2751 2018-08-20 

(17:42) 

街市街視 保留高球場就是香港特色，保留郊野公園就是

自私，如此邏輯也真是令人費解。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752 2018-08-20 

(18:05)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郊野公園是香港重要而又寶貴的資產，大家必

須努力保護。 

2753 2018-08-20 

(19:44) 

Albert Lai 【九成公屋比例不是夢？反駁公屋＝悲情城

市】  

2754 2018-08-20 

(19:45) 

Jacky Lim 林鴻達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尋晚搞到香港幾咁情何以堪 

2755 2018-08-20 

(21:05) 

專業。民主。起動 土地供應大辯論：前言：大而複雜的問題，本

質上不能由「大辯論」解決，大辯論的本質如

非講講概念，便是真的大吵大嚷一輪 

2756 2018-08-20 

(21:17) 

地產台 Bastille 

Property Channel 

智庫倡分割資助房屋與私樓市場。 市民支持限

制轉售對象 智庫倡資助房屋與私樓市場分割 

2757 2018-08-20 

(22:57) 

LinePost 線報 【博客】周顯《回林超英：中央政府是反對填

海嗎？》 

2758 2018-08-20 

(23:04)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 共用房屋未來想像 — 合作社會房屋  

2759 2018-08-20 

(23:17)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有網媒在林鄭的 Facebook 直播中問她，如何

展現解決土地房屋問題的決心，例如採用收地

條例。 

2760 2018-08-21 

(00:28) 

影子長策會 既要大型填海 又信奉大市場?就我有限的認

識，支持資本主義的人，應該不會支持社會主

義 

2761 2018-08-21 

(01:50) 

政策．正察 【舊樓危危乎】相信你同我都會問，點解唔拆

曬啲舊樓、重建起多啲單位？ 

2762 2018-08-21 

(01:50) 

政策．正察 【重建舊區 需新土地安置居民】啲舊樓咁矮，

如果拆曬佢再重建高樓大廈，咁咪可以住多啲

人，解決房屋問題囉？ 

2763 2018-08-21 

(03:28) 

葉榮 Yip Wing 反對馬料水填海方案！請廣傳！ 【緊急聯署 

反對馬料水填海方案】  

2764 2018-08-21 

(03:44) 

Simon So 重建必先有地安置居民是錯的！政府有不少空

置房屋可用。衹是政府沒有心建公屋吧！   

2765 2018-08-21 

(08:32) 

Nereis Lee 仲有幾日，你表達咗意見未？ 【緊急聯署 反

對馬料水填海方案】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766 2018-08-21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我哋揀我地 簡介：香港土地匱乏問題】  自

7 月中開始，小組成員輪流喺商台節目《人民大

道中》嘅《我哋揀我地》特約環節，同主持人

黃永傾下土地供求情況，同分享各個土地供應

選項嘅詳情，當然唔少得聆聽同回應市民「風

煙」嘅意見。  想重溫節目可以到 

https://event.881903.com/landforhongkong/。

打頭陣有小組主席黃遠輝同委員劉振江與何喜

華，講下土地短缺同建立土地儲備嘅需要。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

抉擇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人民大道中 #

我哋揀我地 #土地儲備 

2767 2018-08-21 

(12:50) 

正思香港 //要在解決本港居住問題上取得更大成效，就不

能只考慮將資助房屋定價與私樓市場脫，更應

對資助房屋流轉設定更嚴格的限制 

2768 2018-08-21 

(12:52)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填海 # 人工島 # 大嶼山 】 香港近年出

現了一小撮頗為自私而又無腦但卻喜歡發表言

論的人 

2769 2018-08-21 

(14:14) 

香港獨立媒體網 唔填大嶼山，填珠江口如何？公共專業聯盟 

The Professional Commons 

2770 2018-08-21 

(15:28) 

HKG 報 HKGpao 【施永青 Blog】政府認為，必須大量增加土地

供應，才能真正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 

2771 2018-08-21 

(15:33) 

Regina Ip 葉劉淑儀 內地水域填海造地實為變革良方  

2772 2018-08-21 

(18:48)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公共專業聯盟今日提出了「一島二市」方案 

2773 2018-08-21 

(19:40) 

Albert Lai //公共專業聯盟建議，在已填海建成的港珠澳大

橋「西人工島」向南北兩方向延伸，填海興建

一座「外港人工島」 

2774 2018-08-21 

(19:40) 

Albert Lai 【土地供應】公專聯提「一島二市方案」 重置

貨櫃碼頭高球場  

2775 2018-08-21 

(20:15) 

團結香港基金 【人工島？點解咁多點解？】「點解要填？」 

2776 2018-08-21 

(20:20) 

巴士的政事 「一島二巿」全面發展後可居住 83 萬人，不須

再在港內填海。  

2777 2018-08-21 

(20:20) 

巴士的政事 有民間智庫組織倡議香港的樓市應分開居住市

場和私營市場。 倡資助房屋與市價脫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778 2018-08-21 

(20:22) 

眾新聞 泛民主派的公共專業聯盟提出「一島二市」方

案 

2779 2018-08-21 

(22:37) 

LinePost 線報 【博客】周顯《郊野公園是 at the expense of 

從來不去的市區人》絕大部分的香港人都不會

去郊野公園。 

2780 2018-08-21 

(22:37) 

香港風味 政府成日呃人話無地其實好多政府地同物業都

響度荒廢唔知呢啲地駛唔駛比差餉呢？要比嘅

話又係咪納稅人負責幫佢埋單？  

2781 2018-08-21 

(22:46)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收地問題的核心在於市民對政府和發展商的不

信任，覺得公私營合作模式便等於「益」發展

商， 無視社會各界對土地的需求 

2782 2018-08-21 

(22:47) 

思考香港 【填海造地】 # 周顯 ：歪曲本意的原因，一

可能是水準不夠，二可能是立場問題，有心曲

解 

2783 2018-08-21 

(22:48) 

思考香港 【增加土地儲備】 # 寒柏 ：只有大幅填海及

發展郊野公園之後，香港政府才能重新掌握

「土地發展權」。 

2784 2018-08-21 

(22:53) 

眾新聞 由建築、測量、都市規劃界選委組成的智庫

「專業。民主。起動」今日召開記者會，指對

填海持「審慎贊成」態度 

2785 2018-08-21 

(22:58) 

專業。民主。起動 【土地大辯論】民間智庫倡引入非本地人限購

私樓 防止市場炒賣 

2786 2018-08-21 

(22:58) 

專業。民主。起動 我們提出為了首先滿足本地居民的需要，建議

政府正式研究引入外人限購制度，及落實前作

出公眾諮詢及經過立法會辯論通過。 

2787 2018-08-21 

(23:25) 

Wah Wah Wan 諗左幾年...  

2788 2018-08-21 

(23:41) 

Tin Leung Ji 團體倡「一島二市」 

2789 2018-08-21 

(23:46) 

2047 HK Monitor 香

港監察 

往後香港每一場選舉，也是一場「價值之

戰」！  【抗威權 許勝不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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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0 2018-08-22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今個禮拜五、六、日嘅巡迴

展覽會喺新界兩個地方進行，分別係上水名都

商場同港鐵葵芳站。新界區嘅市民記得把握機

會，過黎了解多啲增加土地供應嘅選項同表達

意見啦。  其他巡迴展覽場次： 

https://landforhongkong.hk/tc/participation/eng

age_act.php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

巡迴展覽 #野生捕獲小組成員注意 #周末好去

處 #上水名都商場 #港鐵葵芳站 

2791 2018-08-22 

(10:57) 

LinePost 線報 四個專業學會倡建立土地儲備 政府應以宜居城

市為目標 

2792 2018-08-22 

(11:44) 

觀塘友 你地又點睇呢? 觀塘區重建工程進行得如火如

荼，重建區內的物業已被逐步收回，等待清

拆，而被劃分成第 5 發展區的裕民坊亦然。 

2793 2018-08-22 

(12:20) 

28Hse.com 倡東大嶼填海 2,200 公頃，可容納 110 萬人  

2794 2018-08-22 

(12:27) 

進步教師同盟 

Progressive 

Teachers' Alliance 

【土地辯論】//伍華強稱，現時發展新界農地面

對的問題，是農地「現有價值」與「預期價

值」相差太遠 

2795 2018-08-22 

(12:57)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被問及對填海的意見時，建築師學會、測量師

學會及規劃師學會均表示，不排除在維港以外

填海的可能性 

2796 2018-08-22 

(14:06) 

CUP 媒體 土地問題 深深困擾全球，城市居大不易，生活

環境欠佳，生活價格卻居高不下；郊區較為舒

適，但歸園田居又怕面臨諸多不便。 

2797 2018-08-22 

(15:05) 

am730 香港不缺土地? 香港缺乏土地? 

2798 2018-08-22 

(15:52)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土地大辯論 # 地產商 】 

2799 2018-08-22 

(17:30)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公屋聯會多名代表與房協行政總裁黃傑龍會

面，聯會總幹事招國偉會後稱，政府擬撥出啟

德地給房協重建屋  

2800 2018-08-22 

(17:43) 

852 郵報 【伍華強咁講】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57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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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1 2018-08-22 

(20:14)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由反對派組成嘅公共專業聯盟，建議喺港珠澳

大橋「西人工島」內地水域向南北兩方延伸，

興建「外港人工島」 

2802 2018-08-22 

(20:20)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我城我地：郊野公園－造地 Vs 特殊功能？ 

2803 2018-08-22 

(20:49) 

香港郊野公園是我的

呼吸空間 

土地諮詢接近尾聲，讓我們重溫最有權威講這

個題目的王福義教授的談話。   

2804 2018-08-22 

(20:51) 

HKBC Media Limited 【房協擬重建真善美村 居民將遷往啟德】 

2805 2018-08-22 

(21:30) 

關兆倫 【土地大辯論】四大專業學會稱填海不涉收地 

發展相對容易  

2806 2018-08-22 

(22:39) 

Albert Lai 為何公專聯提出「一島二城」方案？公共專業

聯盟提出「一島二城」方案  

2807 2018-08-22 

(23:10) 

WWF Hong Kong 【趕盡白海豚】「一島二市」建議中，填海位

置喺正珠江口中華白海豚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2808 2018-08-22 

(23:55) 

Roy Tam 填海，no way~~  【填海用機砂真係環保

啲？】填海爭議有一個重要部分，就係係講砂

料問題。 

2809 2018-08-22 

(23:55) 

Roy Tam 所以，不應填海……  【 ? ? 為填海採砂是

「不可持續發展」！】 

2810 2018-08-23 

(00:16) 

Designing Hong 

Kong 

「我城我地」對談系列 — 【郊野公園 － 造

地 Vs 特殊功能？】 

2811 2018-08-23 

(00:29)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團結香港基金建議是「bull shit」？】 

2812 2018-08-23 

(00:32) 

Frecky Tsui 強化東大嶼填海，好似幾好喎。。。 強化東大

嶼填海 香港扭轉乾坤  

2813 2018-08-23 

(00:58) 

香港郊野公園是我的

呼吸空間 

反對郊野公園割地建樓不應祇是「環團」，還

應該是所有關心香港的人。 

2814 2018-08-23 

(05:10) 

University College of 

Estate Management 

- Hong Kong 

【土地大辯論 - 四大專業學會稱填海不涉收地 

發展相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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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5 2018-08-23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我哋揀我地－棕地發展、利用私人的新界農

地儲備】  《我哋揀我地》電台節目嘅第二

集，先傾下棕地同新界私人農地呢兩個熱門嘅

土地供應選項。究竟宜家棕地嘅使用情況及發

展潛力喺點樣？採用公私營合作模式發展私人

農地同運用土地收回條例嘅界線又喺邊度？一

齊聽下黃遠輝主席同小組委員梁焯輝點講！  

節目重溫：

https://event.881903.com/landforhongkong/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

抉擇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人民大道中 #

我哋揀我地 #土地儲備 #棕地 #私人新界農地

儲備 #公私營合作 #土地收回條例 

2816 2018-08-23 

(09:14) 

香港獨立媒體網 公共專業聯盟 The Professional Commons 提

出外港人工島填海的「一島二市」方案，遭環

保團體質疑 

2817 2018-08-23 

(09:35) 

am730 【 am730 「土地小辯論」公開論壇 】 市民

發聲的機會香港土地資源短缺，基層住屋情況

嚴峻 

2818 2018-08-23 

(10:43) 

香港獨立媒體網 # 土地大辯論 諮詢即將結束，四個工程及規劃

專業學會昨舉行記者會，認為政府應以宜居城

市為目標進行規劃。 

2819 2018-08-23 

(12:57) 

盧偉國 WK LO 2016 # 有話直說 【盧偉國：填海土地現沉降屬正常 

數字影響樓價說法是過慮 (第一節)】 

2820 2018-08-23 

(13:09) 

01 新聞 【 # 01 港聞 】 棕地零碎分散難發展？她批評

「這只是對於大型發展商而言」…… 

2821 2018-08-23 

(16:39) 

Albert Lai //政府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出全港未來發展欠缺 

1,200 公頃土地，公專聯認為這項估算有不少

水份 

2822 2018-08-23 

(19:36) 

RTHK 香港電台 【 # 土地供應 】政府為解決土地供應短缺問

題，喺上年 9 月成立 #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

討論唔同土地供應嘢選項 

2823 2018-08-23 

(20:11) 

思考香港 【能否重推？】當年特首曾蔭權宣佈推出可租

可買嚟置安心項目，但 CY 上場後就取消計劃，

改為「只賣不租」 。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824 2018-08-23 

(22:16) 

小麗民主教室 【 # 直播 維修香港土地論壇】林鄭成日話香

港地太少，仲話要幫基層兒童發聲！但香港真

係「地少人多」？定係土地分配不均？ 

2825 2018-08-23 

(22:33) 

852 郵報 如果特區政府已經有足夠土地、住屋、醫療、

䕶老等各項配套，相信沒有人會反對「真實」

的家庭團聚。但現時特區政府根本無法處理積

壓的需求 

2826 2018-08-23 

(23:22) 

紫荊雜誌 填海不收地 造地相對易 

2827 2018-08-23 

(23:49) 

地產小子 

Propertykids 

規劃署前助理署長倡政府 2047 收農地 土地小

組稱或會引來大量司法覆核 

2828 2018-08-23 

(23:49) 

地產小子 

Propertykids 

# 地產潮文 # 地產小子//上星期五 # 林鄭月娥 

在 facebook 就新一年施政報告進行直播，冀收

集市民意見 

2829 2018-08-24 

(03:16) 

Hong Kong Dolphin 

Conservation 

Society 

填海造地來起高爾夫球場？為左個三千個權貴

的娛樂而犧牲你我牠的大自然 【土地供應】公

專聯提「一島二市方案」 重置貨櫃碼頭 

2830 2018-08-24 

(08:20) 

守護大嶼聯盟 Save 

Lantau Alliance 

【硬食東大嶼？】土地大辨論已進入白熱化階

段，不少政府官員在公眾諮詢仍未完結，已吹

噓填海的必要 

2831 2018-08-24 

(08:29) 

香港規劃情報 【四大學會倡建立土儲 贊成維港以外填海造

地】 

2832 2018-08-24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最後一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眾論壇，聽日 25

號（星期六）會喺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演講廳舉行。成功登記咗嘅朋友記得準時出

席。其他朋友都歡迎睇 Facebook live，留言提

問或者表達你嘅意見。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公眾論壇 

2833 2018-08-24 

(12:28) 

LinePost 線報 沙田區議員計劃動議反對馬料水填海政府早前

完成馬料水填海的完整技術研究報告，指填海

60 公頃在技術上可行。 

2834 2018-08-24 

(13:47) 

蘇浩 Anthony So 香港不缺土地? 香港缺乏土地? 

2835 2018-08-24 

(14:21) 

招文亮 Alvin Chiu 

Man Leong 

今早接受香港電台訪問，就馬料水填海的相關

議題表達意見，並重申反對馬料水填海的立場

及理據！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836 2018-08-24 

(17:52) 

Sue Tyson Brownfields first 

2837 2018-08-24 

(19:03) 

Designing Hong 

Kong 

【硬食東大嶼？】 

2838 2018-08-24 

(20:59)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土地大辯論五個月的諮詢期去到到最後一個

月，我們應該堅持信念，繼續發聲，全力反對

開發郊野公園！ 

2839 2018-08-24 

(21:38) 

沙田區 Sha Tin 

District 

//政府早前完成馬料水填海的完整技術研究報

告，指填海 60 公頃在技術上可行。 

2840 2018-08-25 

(01:18) 

星期日生活 Sunday 

Mingpao 

郊野公園範圍本受《郊野公園條例》保護，近

年政府卻提出發展郊野公園內小量生態價值不

高、公眾享用價值較低 

2841 2018-08-25 

(05:37) 

容溟舟 Michael 

Yung 

【又起樓】今日發展局局長到訪沙田區議會，

宣佈利用大圍遊樂場用地發展大圍綜合大樓，

並於上蓋興建資助房屋。 

2842 2018-08-25 

(07:09) 

思考香港 「填海」兩個字講就簡單，但其實香港水域未

必處處適合填，剩低可行嚟選址仲有幾多個？# 

填海 # 土地 # 造地 # 思考 

2843 2018-08-25 

(07:09) 

思考香港 【土地大辯論】消息指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將於

諮詢期結束前提交中期報告，內容會提及東大

嶼都會填海及發展新界棕地。 

2844 2018-08-25 

(07:36) 

Kai Chi Leung 梁啟

智 

只要少量駐軍用地已可解決所有住屋問題。真

架。   

2845 2018-08-25 

(12:53) 

環保觸覺 Green 

Sense 

【土地諮詢最後一次公眾論壇】土地供應專責

小組就快要埋尾，聽日就係最後一次公眾論

壇。 

2846 2018-08-25 

(12:53) 

環保觸覺 Green 

Sense 

土地諮詢最後一次公眾論壇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今日（8 月 25 日）舉行最後一次公眾論壇。填

海真係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2847 2018-08-25 

(13:39) 

Albert Lai 【 # 現場直擊 －最後一場公眾諮詢！】 土地

大辯論自 4 月底開始，短短 3 個多月已經有超

過 3 萬有心市民聯署 ?  

2848 2018-08-25 

(13:57) 

工黨 LabourParty 

HK 

土地大辯論最後一場公眾諮詢論壇  

2849 2018-08-25 

(14:02)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Facebook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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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0 2018-08-25 

(15:28) 

LinePost 線報 【新聞】朱凱廸指公私營合作如同「盲婚啞

嫁」  

2851 2018-08-25 

(15:40) 

Aimi Chin 【土地供應】公私合營發展逾千公頃農地？朱

凱迪斥選項盲婚啞嫁  

2852 2018-08-25 

(16:05) 

香港電台公共事務組 【 # 慎思結果 】 

2853 2018-08-25 

(17:03)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Facebook live) 

2854 2018-08-25 

(17:28) 

LinePost 線報 【新聞】最後一場土地供應公眾論壇 多個團體

場外請願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舉行最後一場公眾

論壇。 

2855 2018-08-25 

(17:33) 

公屋被迫遷戶關注組 最後一場公開的土地諮詢# 不要假諮詢 

2856 2018-08-25 

(18:53) 

思考香港 【土地辯論】最後一場土地供應公眾論壇，有

市民反對填海、有反對發展郊野公園及邊陲

地、有人擔心會帶來的破壞不可逆轉 

2857 2018-08-25 

(19:17)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CY 講得好，香港的確需要更多人勇於發表正義

之聲 

2858 2018-08-25 

(20:09)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 

Concerning 

Grassroots' Housing 

Rights Alliance 

【最後一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眾諮詢論壇】

土供組今天在九龍塘舉辦了第四場公眾諮詢論

壇，關注基層住屋聯席聯同 # 土地公義 

2859 2018-08-25 

(21:59) 

香港郊野公園是我的

呼吸空間 

關心郊野公園的朋友，不要錯過。黃福義是漁

護署前助理署長，經營郊野公園數十年，他的

說話最有份量。  

2860 2018-08-25 

(23:50) 

筲箕灣・梁詠詩

Jenny 

香港土地困局 

2861 2018-08-26 

(00:58) 

社會民主連線 反對公私合營官商勾結！ 

2862 2018-08-26 

(01:35)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 【最後一場土地公眾諮詢論壇】 

2863 2018-08-26 

(01:40) 

周庭 Agnes Chow 

Ting 

【土地大辯論 - 最後一場諮詢會】 土地供應專

責小組今天在九龍塘舉行最後一場諮詢會，我

與土地公義聯合陣線的戰友一同在場外 

2864 2018-08-26 

(03:31) 

香港社區監察聯盟 【土地供應】高球場派人「溝淡」論壇意見 自

稱賣平民食物捱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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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5 2018-08-26 

(05:14) 

政策．正察 【填海增供應】點解要填海？ 

2866 2018-08-26 

(07:52) 

李卓人 Lee Cheuk 

Yan 

土地大辯論最後一場公眾諮詢論壇  

2867 2018-08-26 

(09:58) 

點擊香江 不同陣營都有居住權利  //聽到呢位先生嘅慘

況，就知全港超過 20 萬個劏房戶有幾渴望上

樓? 

2868 2018-08-26 

(10:05) 

時聞香港 近百人示威 質疑小組有預設立場 

2869 2018-08-26 

(10:35) 

東南亞觀察社 

(Southeast Asia 

Observer) 

新加坡各類房屋的供樓數據。新加坡 yahoo 

2017 年評論文章提到新加坡房屋政策下  

2870 2018-08-26 

(13:17)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你又讚成用郊野邊陲地建屋嗎？// 

2871 2018-08-26 

(14:36) 

Tin Leung Ji 最後一場公眾諮詢！土地大辯論自 4 月底開

始，短短 3 個多月已經有超過 3 萬有心市民聯

署 ? 支持 保衛郊野公園 ? 

2872 2018-08-26 

(15:22)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土地大辯論」諮詢期尚餘約一個月。土地公

義聯合陣線多名示威者，今日前往粉嶺高爾夫

球場示威，要求收回高球場作興建公屋之用 

2873 2018-08-26 

(15:47) 

葉榮 Yip Wing 最後一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舉辦嚟公眾論壇，

強烈反對馬料水填海，要求永久擱置！ 

2874 2018-08-26 

(15:50)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提出「利用私人的 # 新

界農地 儲備」作短中期土地選項之一。 

2875 2018-08-26 

(16:39) 

Kwok Hung Leung 白象毀土地 

2876 2018-08-26 

(17:31) 

Tipota Karma 土辯最後場：高球場棕地重建地盤起公屋呼聲

高[草根.行動.媒體] 

2877 2018-08-26 

(17:57) 

天行足跡 // 本身是社區組織協會主任的土地供應專責小

組成員何喜華表示，不支持發展高球場，會優

先選擇短期內提供大量土地的選項。// 

2878 2018-08-26 

(20:12) 

創建香港 Designing 

Hong Kong 

【為人民服務，2700 公頃軍地曬太陽，改為民

用有辦法】 

2879 2018-08-26 

(21:14) 

北區友 【團體到粉嶺高球場示威 職員用高球車堵出入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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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0 2018-08-27 

(06:44) 

Simon So 議會不能監察政府就全民動起來一齊監察政

府！ 【土地供應】政府狂放風 sell 填海 環團

憂破壞海洋生態無法逆轉  

2881 2018-08-27 

(07:18) 

TMHK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最後一場公眾論壇 市民：

反對發展郊野公園 高爾夫球場職員：收地會令

數百人失業】 

2882 2018-08-27 

(07:37) 

大澳永續發展教育工

作室 

TaiO.SDEWorkshop 

//填海也不一定有屋住，但一定會失去海洋，認

為政府可就土地作規劃，但海洋的空間卻沒

有，填海前應先考慮未來要如何使用海洋 

2883 2018-08-27 

(08:18) 

保衛香港自由聯盟 高球場土地本屬市民，政府代管，應收回興建

公屋，縮短申請者輪候年期!!!  土地陣線突擊抗

議 

2884 2018-08-27 

(08:25)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四個專業團體就土地供應發表聯合建議，支持

維港以外填海造地 

2885 2018-08-27 

(10:42) 

Now News - 新聞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出的選項包括在屯門龍鼓

灘填海，有居民擔心會令空氣越來越差；環保

團體促請政府擱置填海方案。 

2886 2018-08-27 

(11:45) 

主街旺角鳩嗚團 員工心聲就是讀稿。  粉嶺高球場員工心聲在

最後一次土地大辯論的公眾論壇上，粉嶺高球

場員工空群而出，講述其對高球場的感情 

2887 2018-08-27 

(12:24) 

Hoi Dick Chu 真。土地大辯論(1)土地大辯論進入尾聲，除了

收回粉嶺高球場，填海、開發郊野公園及公私

合營的選項，同樣惹來很大爭議。 

2888 2018-08-27 

(12:51) 

Winnie Chen 感謝黨啦，應該編班廢老住呢到 鄰近發電廠患

癌急增 龍鼓灘村民反對又填海  

2889 2018-08-27 

(13:17) 

跟埋發叔 岩喎咁改建安老院啦 【土地大辯論】激辯收回

高球場 員工：傷風感冒打高球助康復 可打到

100 歲 

2890 2018-08-27 

(14:06) 

am730 填海嚟後果，由一班村民硬食【建議龍鼓灘填

海 村民憂再不宜居】 

2891 2018-08-27 

(15:00)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土地反洗腦。//柯提點他們要先舉手，然後問：

「點解林鄭月娥不做這個政策呢？」...有孩子

說：「因為政府冇地！」 

2892 2018-08-27 

(15:45) 

東大嶼都會關注組 

ELM Concern Group 

社區討論「土地大辯論」之 東大嶼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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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3 2018-08-27 

(17:43) 

852 郵報 點解唔可以填海呢？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57732 

2894 2018-08-27 

(18:31) 

民協 ADPL 【平反六四比！追究公屋責任！】 

2895 2018-08-27 

(18:51) 

時聞香港 土地小組將提交中期報告 

2896 2018-08-27 

(19:08) 

香港舊照片 - 

oldhkphoto.com 

// 其實，昔日的填海政策，並不完全適用於今

日香港。此一時、彼一時，民情各異，絕對不

可同日而語。//  

2897 2018-08-27 

(19:11) 

Roy Tam 越討論，大家都會察覺填海係最差的選項...  

【真理越辯越明】 

2898 2018-08-27 

(19:22) 

長青網 

www.e123.hk 長者

生活資訊網站 

【環團反填海 倡規劃海洋空間】 

2899 2018-08-27 

(19:39)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新民黨早排提出香港可向中央政府申請，劃出

內地水域畀香港填海?葉劉話，港人需跳出「四

方框」 

2900 2018-08-27 

(20:23) 

香港 01 【土地大辯論高峰論壇 - 全程現場直播】 

2901 2018-08-27 

(20:24)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 

Concerning 

Grassroots' Housing 

Rights Alliance 

【萬人聯署！ 我要土地公義 反對土地供應假

諮詢】 

2902 2018-08-27 

(20:53) 

巴士的政事 香港土地不足，房屋委員會面對公營房屋地盤

的發展限制，亦地盡其用。 

2903 2018-08-27 

(20:54) 

Kristine Cheng 馬來西亞又填海，香港又填海! 不過林鄭冇馬哈

蒂爾咁嚟吉屎! ? 【謝絕強國人】大馬「決不為

外國人起樓」  

2904 2018-08-27 

(22:06) 

01 新聞 【 # 01 港聞 】有部分高球愛好者反映，因高

球場週末只開放予會員使用，因此無法享用設

施 

2905 2018-08-28 

(00:19) 

政策．正察 【市區重建 邊個出錢？】之前市建局通過咗將

馬頭圍道項目用嚟做「首置上車盤」先導計劃 

2906 2018-08-28 

(00:24)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整合目前民間和政府的討論，土地大辯論大致

可分成三個核心討論問題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907 2018-08-28 

(00:42)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 搞乜郊野政府話要開發郊野公園邊陲來造地

起樓，但唔少市民每逢假日都會去郊外呼吸新

鮮空氣 

2908 2018-08-28 

(01:08) 

Capital Weekly 資本

壹週 

【 # 樓市速報 ：四大專業學會倡填海造地】 

2909 2018-08-28 

(01:10) 

Winson Wan 講得好,但施永青講就唔知係咪扯貓尾 ? ? ? ?  

2910 2018-08-28 

(03:31) 

King Lee 【私樓地起公營房屋有咩後遺症?】在 6 月推出

的「娥六招」裏，其中一招是將 9 幅私樓地改

作興建公營房屋。 

2911 2018-08-28 

(03:40) 

周顯 周顯：關於填海，與林超英先生商榷 日前，天

文台前台長林超英發表了《填海造地，違反中

央治國新理念》的文章 

2912 2018-08-28 

(05:20) 

守護大嶼聯盟 Save 

Lantau Alliance 

土地大辯論進行得如火如荼，十八個選項之中

有不少具爭議的項目，當中的「發展東大嶼都

會」與離島居民密切相關，你又知多少？ 

2913 2018-08-28 

(05:44) 

民間人權陣線 Civil 

Human Rights Front 

即係就算鐘意打高球嚟都有 2 成人支持關閉粉

嶺高爾夫球場  

2914 2018-08-28 

(09:29) 

Calvin Chan 深圳高球場「光榮結業」 粉嶺高球場應緊隨其

後  

2915 2018-08-28 

(09:50) 

香港獨立媒體網 整個 # 土地大辯論 最「真」及最有意思的討

論，並不是揀咩增加土地供應既選項，而是討

論其選項背後的經濟學 

2916 2018-08-28 

(12:48) 

Marcus Tse Tsz Kei 訪問高球愛好者和從業員都只係有 78%反對全

面關閉，咁就證明真係好應該全面關閉 

2917 2018-08-28 

(14:21) 

經濟 3.0 土地小辯論: 徐家健 曾鈺成 妙論公私合營增建

公屋//徐：有人指在現時制度下，發展商不申請

更改土地用途，有囤地之嫌。 

2918 2018-08-28 

(14:40) 

am730 唔係唔想用土地收回條例，而係用咗幫唔到件

事?! 

2919 2018-08-28 

(15:00) 

Kwok Ka Ki 郭家麒 感動到喊 ?  粉嶺高球場員工心聲在最後一次

土地大辯論的公眾論壇上，粉嶺高球場員工空

群而出，講述其對高球場的感情 

2920 2018-08-28 

(15:03) 

尹兆堅 Andrew Wan 政府短期內可收回建屋的「熟地」，首選是二○

二○年租約到期，佔地約一百七十二公頃的粉嶺

高爾夫球場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921 2018-08-28 

(15:06) 

LinePost 線報 土地大辯論 智庫建議應發展可負擔房屋的新模

式 

2922 2018-08-28 

(16:06) 

Samuel Hung Ka Yiu 如果大家 (尤其是記者) 仍然停留喺「填海點樣

破壞海洋環境？」、「填海會唔會過到環

評？」既層面 

2923 2018-08-28 

(16:16) 

852 郵報 世界末日啦！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57794 

2924 2018-08-28 

(16:18) 

am730 市民發聲的機會香港土地資源短缺，基層住屋

情況嚴峻，土地問題牽涉不同 

2925 2018-08-28 

(16:27) 

進步教師同盟 

Progressive 

Teachers' Alliance 

【土地辯論】//如果香港尚有土地可用，是否需

要犧牲海洋生態去大規模填海呢？民間土地資

源小組成員任憲邦指香港不是沒有土地 

2926 2018-08-28 

(16:27) 

852 郵報 寫咗等於冇寫，咁不如唔好交啦！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57788 

2927 2018-08-28 

(16:28) 

進步教師同盟 

Progressive 

Teachers' Alliance 

【大嶼東填海】//在全球暖化背景下，海平面上

升已成定局，此外海水溫暖令更多超強颱風出

現 

2928 2018-08-28 

(16:56) 

Capital Entrepreneur 近期，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舉行了多個公眾論

壇，有關覓地建樓的建議亦多不勝數。但林筱

魯卻認為大家先瞭解土地有否被刻意團積 

2929 2018-08-28 

(17:01) 

眾新聞 由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開展的「土地大辯論」，

聚焦如何增加土地供應，方向正確。然而，若

要令討論更加有意義.. 

2930 2018-08-28 

(17:34) 

香港女童軍總會 The 

Hong Kong Girl 

Guides Association 

[香港土地供應研討會] 香港的土地供應短缺，

造地及發展需時，並無單一選項可解決整體土

地供應問題 

2931 2018-08-28 

(18:37) 

Y.t. Chan 孫明揚去年三月在《發展新市鎮應劃一收地》

一文中寫道：「其實政府可以沿用四、五十年

前那一套發展沙田、屯門、將軍澳… 

2932 2018-08-28 

(18:44)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政府推動的土地大辯論進入尾聲。前金融管理

局總裁任志剛今日發表網誌，提倡以外匯基金

注資至一間「特殊目的」公司 

2933 2018-08-28 

(19:15) 

AAStocks 阿思達克

財經網 

【市場焦點：任總講樓】任總相隔十個月再寫 

BLOG，加入土地大辯論！話政府係「獨市」供

地者，應該大刀闊斧增加土地供應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934 2018-08-28 

(21:29) 

Albert Lai 政府應從善如流，擱置東大嶼都會]//儘管有這些

弱點，但權衡利弊，方案還是利大於弊。 

2935 2018-08-28 

(22:39) 

So Lo 老任，不如填平維多利亞港啦，笨！到時不單

土地問題，連交通隧道等問題也可以解決！ 任

志剛網誌提出「吐露港填海」 

2936 2018-08-28 

(22:39) 

活在觀塘 土辯最後場：高球場棕地重建地盤起公屋呼聲

高 

2937 2018-08-28 

(23:34)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講得好！//【如雷貫耳】施永青「人權不及草

權」撐建屋金句網上熱爆 

2938 2018-08-29 

(00:35)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尋日高球會有個研究，話有 8 成人反對收回粉

嶺哥爾夫球場喎。   

2939 2018-08-29 

(00:42) 

明報文摘 【填海方案】建制一方不應因人廢言，方案雖

是泛民陣營團體提出，但既然對香港和大灣區

都有利，也能較快增加房屋供應紓解民困 

2940 2018-08-29 

(00:42) 

明報文摘 【填海賭博】從未來人口增減情 考慮，人工島

沒有必要。 

2941 2018-08-29 

(00:43) 

撐香港 Support HK # 土地規劃 # 海洋保育 //一群依賴海洋維生及

熱愛海洋人士，反對政府在欠缺全面規劃的情

況下提出填海建議 

2942 2018-08-29 

(01:08) 

Kay Lam 賣港賊  ? 【高球地小人多】似乎有人已經出

賣左基層… 

2943 2018-08-29 

(04:10) 

Brandon Yau 連「孫九招」始作俑者孫明揚都頂唔順土供組

打手徐家健：「其實政府可以沿用四、五十年

前那一套發展沙田、屯門、將軍澳和烏溪沙 

2944 2018-08-29 

(07:00) 

Capital Weekly 資本

壹週 

【 # 迎戰 16 度 ：參考海外環保方案 填海造

地效益大】 

2945 2018-08-29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諗住呢個禮拜五、六、日，去鯉魚門或西貢食

海鮮嘅朋友，不妨順路嚟我哋喺油塘鯉魚門廣

場同將軍澳南豐廣場舉行嘅巡迴展覽，同我哋

交流下意見；同學們亦可以趁住開學前，嚟了

解多啲土地供應嘅問題同解決方法，上一堂通

識課。到時見！  其他巡迴展覽場次： 

https://landforhongkong.hk/tc/participation/eng

age_act.php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巡迴展覽 #野生捕獲小組成員注意 #周末好去

處 #鯉魚門廣場 #南豐廣場 

2946 2018-08-29 

(11:06) 

LinePost 線報 【線報直播】香港房地產協會：願牽頭?究成立

獨立協力廠商法定機構 釋除公眾對推動公私營

合作疑慮香港房地產協會(HKRPF) 

2947 2018-08-29 

(11:18) 

Tsang Yok Sing 唔係唔想用土地收回條例，而係用咗幫唔到件

事?! 

2948 2018-08-29 

(12:31)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房地產協會發表報告回應土地大辯論，指短期

可以「浮動城市」的概念 

2949 2018-08-29 

(13:13) 

《社區公民約章》運

動 

【萬人聯署！- 我要土地公義 反對土地供應假

諮詢】 「土地大辯論」諮詢期將於九月底完

結，多個民間團體和關注民生的政黨組成 

2950 2018-08-29 

(14:17) 

地產站 Property 

Station 

任志剛就土地政策提 4 重點 建議用 SPV 負責

土地開發及供應 

2951 2018-08-29 

(14:23) 

Lucy Bebe 其實如何為香港人解決高樓價、土地問題，根

本連 c9 都知，人家英國人都可以解決，就係

去到強國人及其貪官手下，就永遠解決 

2952 2018-08-29 

(14:30) 

八鄉朱凱廸 Chu Hoi 

Dick 

聯署： https://goo.gl/uYNmB1 土地大辯論的

「點心紙」充滿前設，不斷講有地就等於有屋

或者樓價跌 

2953 2018-08-29 

(14:48) 

上車盤 - 香港樓盤 //任提出四個土地政策重點 

2954 2018-08-29 

(15:30) 

團結香港基金 【填海不只為自己 更為下一代打算】人人都在

熱議點解要填海？點解要「強化東大嶼都會」

計劃？ 

2955 2018-08-29 

(15:30) 

團結香港基金 【董建華：覓地單靠東拼西湊 難解香港缺地問

題】 

2956 2018-08-29 

(15:33) 

852 郵報 林鄭似乎都係想香港內填海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57877 

2957 2018-08-29 

(15:51) 

野 Guide - Hong 

Kong Discovery 

香港郊野公園剛剛過左佢 40 歲的生日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958 2018-08-29 

(15:57) 

思考香港 【 # 房屋供應 】 未來居屋落成量唔夠，特首

積極覓地同考慮填海，但土地問題複雜，究竟

邊個要為本港房屋供應問題負起責任？ 

2959 2018-08-29 

(16:21) 

WWF Hong Kong 慎思填海禍害！政府一直將填海包裝成解決房

屋問題嘅方法，今次辯論就係畀大家認清真相

－大部分填出嚟嘅地都唔係用嚟起樓架！ 

2960 2018-08-29 

(16:44)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政府提出土地大辯論，多名官員和智庫都建議

用填海來增加土地供應，但前規劃署助理署長

伍華強就大唱反調，指香港不是沒有土地， 

2961 2018-08-29 

(17:36) 

雷霆 881 在晴朗的

一天出發 

土地大辯論即將結束，規劃署前助理署長伍華

強對政府土地管理問題發表咗一份「終極方

案」。 

2962 2018-08-29 

(18:22) 

看中國 今年以來，很多地方房價依然堅挺，上半年還

出現了很多地方一房難求的搶房局面，但是跟

房子相對應的土地市場，卻快速降溫 

2963 2018-08-29 

(20:40) 

思考香港 【地從何來？】香港房地產協會建議，土地不

足問題由海解決，提出建造「浮動城市」，即

是什麼？ 

2964 2018-08-29 

(20:47) 

點擊香江 施生金句正  //施永青金句連連！//【一語中

的】施永青「撐起屋」再爆金句：「全世界我

都未見過環保人士反對起屋畀人住」 

2965 2018-08-29 

(21:37) 

Summy Wong 【萬人聯署！】我要土地公義 反對土地供應假

諮詢  

2966 2018-08-29 

(21:40) 

Winnie Chen 大家贊唔贊成填海？ 鄔滿海慨嘆香港經濟好卻

住得差 撐東大嶼填海  

2967 2018-08-29 

(23:36) 

Ching Hang Wong 【土地大辯論】馬灣義大利海岸成泡影 政府不

應免新鴻基的債  

2968 2018-08-30 

(01:08 

Kay Lam 今鋪我絕對反對「境外填海」，連「國務院

令」劃歸香港的河套，本身法源半分爭議都

冇，賣港政府都要屈服深圳去「合作」 

2969 2018-08-30 

(01:36) 

利世民 //假如要我簡單地形容任老的建議，那就是土地

版的量化寬鬆。//  

2970 2018-08-30 

(06:43) 

香港商報財經 【土地】任志剛：須大刀闊斧增住宅地行政會

議成員、香港金融管理局前總裁任志剛今日發

表「土地政策」文章。 

2971 2018-08-30 

(09:51) 

尹兆堅 Andrew Wan 尹兆堅對以「特殊目的」公司的方式來處理香

港土地供應問題應到懷疑及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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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2 2018-08-30 

(11:38) 

時聞香港 規劃署前高官 轟填海及發展郊園「雙輸」 

2973 2018-08-30 

(11:39) 

香港獨立媒體網 從未來人口增減情 考慮，人工島沒有必要。 

2974 2018-08-30 

(11:40) 

時聞香港 鄔滿海卸任 撐東大嶼填海 

2975 2018-08-30 

(12:47)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居屋改輪候制？5 倍地積比？】 

2976 2018-08-30 

(13:07) 

海豚三十 收復豚地 

Saving the 

Handover Mascot 

無論填海 1000 或 2000 公頃，一定破壞生態，

也絕對沒法補償。順應時代價值觀念的轉移，

這個人工島必不可建。 

2977 2018-08-30 

(14:03) 

非常香港 Very Hong 

Kong 

【空置市區地皮空置十年無用】 

2978 2018-08-30 

(14:17) 

Sampson Wong 賀本土研究社做了一條超過 10,000 人 share 的

影片出來，好厲害，真的好厲害！如果香港

2018 年有一場「土地大辯論」 

2979 2018-08-30 

(14:35) 

LinePost 線報 【新聞】鄔滿海：政府有財力建屋 但無足夠土

地供應房屋協會主席鄔滿海將於下月 6 日卸

任。 

2980 2018-08-30 

(17:03) 

Hong Kong Real 

Property Federation 

- Young Elites 

Committe 

團體建議啟德跑道尾建水上房屋 但長遠仍須填

海造地房地產協會發表報告回應土地大辯論 

2981 2018-08-30 

(17:03) 

Hong Kong Real 

Property Federation 

- Young Elites 

Committe 

組織倡海上放躉船設貨櫃屋 選址啟德跑道北面

內港香港有數萬計劏房戶，有組織建議在海上

設臨時房屋。 

2982 2018-08-30 

(17:03) 

Hong Kong Real 

Property Federation 

- Young Elites 

Committe 

【傳媒報道】房地產協會 : 浮動城市解決住屋

問題近年樓價高企，引伸社會關注土地供應不

足的問題。 

2983 2018-08-30 

(17:26) 

CUP 媒體 Greenpeace 綠色和平 - 香港網站 ：香港的 # 

郊野公園 成立 41 年，佔全港土地 4 成 

2984 2018-08-30 

(18:29) 

Albert Lai 規劃署前高官轟填海及發展郊園「雙輸」 - 東

方日報 【本報訊】為期五個月的土地大辯論即

將完結，曾負責本港土地規劃發展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2985 2018-08-30 

(18:53) 

香港獨立媒體網 社區組織協會發聲明，指該會主任何喜華日前

於土地供應公眾公眾論壇上的言論被誤解，又

指支持改變高球場用途以增加土地供應。 

2986 2018-08-30 

(19:09) 

Roy Tam 當大家連東大嶼想填海的位都唔知係邊……？   

2987 2018-08-30 

(19:34)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 當日本會主任何喜華發言，提及「反對發展

高爾夫球場」中的「發展」一詞的意思，是指

「維持現有的和發展新的高爾夫球場」 

2988 2018-08-30 

(21:05) 

巴士的政事 羅兵鹹永道認為港府應與私人土地業權人合

作，釋出超過 1,000 公頃的新界私人土地儲

備。  

2989 2018-08-30 

(22:37) 

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 今日關綜聯成員聯同 小麗民主教室 進行聯合

街站，希望市民支持土地公義聯合陣線的聯

署，要求收回高球場增建公屋 

2990 2018-08-30 

(23:26) 

TMHK 【出席集團旗下土地論壇 施永青：政府應降地

價 助正租私樓市民置業】 

2991 2018-08-30 

(23:32) 

Read with Me 我的

「悅讀」誌 My 

Reading Blog 

今個星期六，你會來參加有關郊野公園的研討

會嗎？ 

2992 2018-08-31 

(00:18) 

Society for 

Community 

Organization 香港社

區組織協會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澄清於土地供應公眾論壇

有關高爾夫球場提問之言論 】 

2993 2018-08-31 

(07:00) 

大澳永續發展教育工

作室 

TaiO.SDEWorkshop 

巨集觀看人工島 — 只輸不贏的世紀大賭博 | 

林超英 | 立場新聞  

2994 2018-08-31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我哋揀我地－於新界發展更多新發展區、增

加「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發展密度】  最近有

學者話新界嘅未來規劃就係香港嘅「唯一出

路」，咁喺新界發展更多新發展區同增加「鄉

村式發展」地帶嘅密度，係咪解決土地短缺嘅

靈丹妙藥呢？又有咩需要考慮嘅地方？不如等

小組成員張學明同許虹喺《我哋揀我地》第四

集慢慢講你知！  節目重溫：

https://event.881903.com/landforhongkong/  #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抉擇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人民大道中 #

我哋揀我地 #土地儲備 #新界新發展區 #鄉村

式發展 

2995 2018-08-31 

(10:10) 

am730 施: 將私樓市場分割為永久居民及自由投資 可

助港人置業 【土地小辯論 冀停建納米樓 新房

策助港人首置】 

2996 2018-08-31 

(15:10) 

蘇浩 Anthony So 【城規三部曲．片】點解新加坡可以人人住大

屋？因為有規劃三寶！  

2997 2018-08-31 

(16:08) 

Kay Lam 把原本香港的水域租畀香港填海，香港就付

「開發費」與「租金」43 億，然後大陸就唔需

要畀 86 億成本，再以象徵式$1000 租 

2998 2018-09-01 

(10:10) 

am730 施永青認為分割私樓市場，是一石多鳥的方

案。【測量師認同發展棕地】施永青：應先取

願景共識 

2999 2018-09-01 

(12:41) 

am730 【反對填海的只是環保主義者？】 

3000 2018-09-01 

(17:52) 

香港獨立媒體網 樓價高企係因為土地不足？ 姚松炎 Edward 

Yiu 引述國際研究話你知，樓價同外來資本有

更大關係！ 

3001 2018-09-01 

(19:08) 

King Lee 香港第一次填海係幾時？香港填海造地史可以

追溯到 1851 年嘅晚清時代，究竟當時發生咩事

觸發第一次填海呢？當時又填咗邊度？ 

3002 2018-09-01 

(19:22) 

有線新聞 i-Cable 

News 

【土地大辯論 漁業代表反對填海】 漁農界再

度舉行土地大辯論諮詢會，有漁業代表堅決反

對填海。 

3003 2018-09-01 

(20:22) 

正思香港 //政府不再依賴「高地價政策」，大刀闊斧開拓

土地，以有形之手分配土地及房屋資源，包括

增建公營房屋，推出更優惠價格的資助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3004 2018-09-01 

(20:34)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 成個土地大辯論的過程中，共識就預咗搵唔

到，但就搵到好多聲稱自己係想幫啲劏房基層

嘅人，當中唔少都係土供組成員。 

3005 2018-09-02 

(02:59) 

大澳永續發展教育工

作室 

TaiO.SDEWorkshop 

【 土地公義大遊行】一齊行出黎！爭取香港

地！  記得同時聯署  

3006 2018-09-02 

(03:01) 

潘小濤 //本土研究社指，過去 25 年小磡村附近一帶棕

土不斷擴張，令村內或周邊的樹林、農地變為

貨櫃場、倉庫等 

3007 2018-09-02 

(03:29) 

Albert Lai 【土地供應】香港郊野公園之父憂發展邊陲變

打開缺口毀生態  

3008 2018-09-02 

(04:17) 

香港郊野公園是我的

呼吸空間 

大家千萬要在 9 月 26 日前向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提出你的意見，反對從郊野公園割出土地。已

經有三萬人參加了綠色和平的聯署 

3009 2018-09-02 

(04:20) 

林超英 Lam Chiu 

Ying 

寫了網誌文章，記下一些在論壇上講的說話。

「在想方設法找地建屋之時，政府不應考慮郊

野公園的土地 

3010 2018-09-02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我哋揀我地－維港以外近岸填海、發展東大

嶼都會】  填海造地對香港人唔陌生，究竟有

邊啲維港以外近岸地點可以填海？喺中部水域

去發展“東大嶼都會”係乜概念? 應該點規劃填出

嚟嘅地？環境生態影響又點處理？小組副主席

黃澤恩、小組成員王坤同麥凱薔喺《我哋揀我

地》第五集有嘢講！  節目重溫：

https://event.881903.com/landforhongkong/  #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

抉擇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人民大道中 #

我哋揀我地 #土地儲備 #維港以外近岸填海 #

東大嶼都會 

3011 2018-09-02 

(10:02) 

852 郵報 //葵青貨櫃碼頭近期成為社會焦點，當了「土地

大辯論」的主角。 

3012 2018-09-02 

(11:36) 

LinePost 線報 【新聞】陳智思：林鄭不大量填海，年輕人置

業永遠無望陳智思表示，團結香港基金倡議在

東大嶼填海 2200 公頃 

3013 2018-09-02 

(12:17) 

香港 01 面對土地困局，中學生又點睇？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3014 2018-09-02 

(12:45)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土地大辯論的公眾諮詢本月底結束，土地供應

專責小組將會整合意見並向政府提交宏觀的初

步觀察。 

3015 2018-09-02 

(13:23) 

Now News - 新聞 行政會議召集人 # 陳智思 指，即使收回整個

粉嶺高爾夫球場建屋亦無助長遠解決土地供應

問題，填海才是有效方法。 

3016 2018-09-02 

(13:34)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長遠解決土地問題，就一定要撐填海喇！//

【填海造地】陳智思：東大嶼填海建議為青年

提供置業希望 

3017 2018-09-02 

(13:40) 

綠活地圖

wherevergreen.hk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正進行公眾諮詢，提出不同

的土地供應選項，包括利用私人的新界農地儲

備。 

3018 2018-09-02 

(15:29) 

Albert Lai //王福義稱社會有聲音指郊野公園邊陲生態價值

低、遊人少，政府早前更邀房協研究在大欖及

馬鞍山郊野公園建屋。 

3019 2018-09-02 

(15:50) 

時聞香港 黃遠輝指 3 至 4 個土地選項較清晰 

3020 2018-09-02 

(16:09) 

Aimi Chin 保衛郊野公園  

3021 2018-09-02 

(17:58) 

Alvin Chan 你是第一件垃圾用來填海 陳智思：填海用地可

避免爭議  

3022 2018-09-02 

(18:17) 

852 郵報 自欺欺人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58227 

3023 2018-09-02 

(18:24) 

思考香港 陳智思表示，東大嶼填海為香港年輕人提供組

織家庭及置業的希望。 

3024 2018-09-02 

(18:58) 

橙新聞 Orange 

News 

陳智思讚成擴大東大嶼都會填海至二千二百公

頃，認為這樣造地方案最可取。為年輕人提供

置業希望  

3025 2018-09-02 

(19:42) 

東網 Money 18 鄭家華表示，香港，一定會再起，亦必須要再

起！我說的「起」，是起樓的起。普通話一點

的說法，是建築又或者是重建。眾所皆知 

3026 2018-09-02 

(19:43) 

巨輪下的新界東北 -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關

注組 

【「我城我地」論壇－ 郊野公園 – 造地 vs. 

特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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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7 2018-09-02 

(19:43) 

巨輪下的新界東北 -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關

注組 

本土研究社成員兼城市規劃師林芷筠女士，於

2018 年 8 月 15 日舉辦之「信仰不離地——土

地供應與土地公義對話」活動中發言 

3028 2018-09-02 

(19:52)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請所有愛護郊野公園的朋友立即行動，於 9 月

26 日之前去信小組告訴他們你的反對意見 

3029 2018-09-02 

(20:06) 

LinePost 線報 【博客 + 短片】政策．正察《專訪韋志成：市

區重建需土地，策略填海解困局》 

3030 2018-09-02 

(20:55) 

明報即時新聞 陳智思另外澄清，日前他一番言論，並非為了

捍衛高球場。 

3031 2018-09-02 

(21:37) 

社會民主連線 【填海無爭議？】近日，多位政府官員以及保

皇黨出來表示支援填海，今日行政會議召集人

陳智思亦在港台節目《給香港的信》 

3032 2018-09-02 

(22:31) 

譚凱邦 Roy Tam 單程證解決人口老化更加不過是一廂情願。 

3033 2018-09-02 

(22:37) 

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 關綜聯將會繼續聯同 小麗民主教室 於廣東道

街市進行街站，收集市民簽名，支持收回高球

場起公屋 

3034 2018-09-03 

(00:32) 

Go Green Hong 

Kong~ 香港綠色生

活指南 

填左~  【土地供應關你事   926 最後召集】 

3035 2018-09-03 

(09:44) 

新民黨 New 

People's Party 

內地水域填海 助港走出困局 土地短缺及地價

過高，令房屋短缺，樓價飛漲，無疑是限制香

港發展最大的因素 

3036 2018-09-03 

(09:51) 

海豚三十 收復豚地 

Saving the 

Handover Mascot 

又嚟出口術撐填海？公眾論壇果陣都有好多人

提出需要先改善人口政策，連陳玉娥（娥姐）

都喺上個月 26 號嘅論壇入面質問新移民政策 

3037 2018-09-03 

(09:59) 

坪洲填海關注組 //黃遠輝又指，雖然環保團體及漁民團體反對填

海，但漁民態度並非強硬，而是希望有補償機

制 

3038 2018-09-03 

(10:22) 

Regina Ip 葉劉淑儀 內地水域填海 助港走出困局 土地短缺及地價

過高，令房屋短缺，樓價飛漲，無疑是限制香

港發展最大的因素 

3039 2018-09-03 

(12:37) 

on.cc 東網∕東方日報 香港樓價太貴，唔少人因為買唔到樓而選擇遲

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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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0 2018-09-03 

(13:07) 

Humaus Orle 137 區臨時填料庫(不是填堆區, 佢只收建築廢

物, 經篩選後泥頭再用來填海)  

3041 2018-09-03 

(18:36) 

香港 01 【緊貼 01 深度 】 調查仲顯示，有一半受訪者

覺得「土地大辯論」其實幫唔到手…… 

3042 2018-09-03 

(20:27)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 

Concerning 

Grassroots' Housing 

Rights Alliance 

當年作為中短期的一個政策已經失效，甚至被

嚴重地濫用時，政府卻對此視而不見，繼續高

呼土地不足 

3043 2018-09-03 

(21:03) 

852 郵報 【扭曲概念】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58341 

3044 2018-09-03 

(21:20) 

流動新聞 何時推限購令？房署：必要時不預告即調控房

屋署署長應耀康今日出席離島區議會會議，有

問及政府何時推出房屋限購令？ 

3045 2018-09-03 

(22:45)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 陳智思日前在電台表態支持東大嶼都會填

海，其理由冠冕堂皇，「為年輕人提供組織家

庭及置業希望」。 

3046 2018-09-04 

(00:50) 

香港蘋果日報 政府的橫洲發展計劃，避開了原居民村和墓

地，放著大片棕地不管，先收回三條非原居民

村興建公屋。 

3047 2018-09-04 

(02:15) 

Xoni Javier 「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的倡議，在沒有政

策、明確機制，及充分共識下，如果一意孤

行，只會撕裂社會，這肯定不是香港之福。」 

3048 2018-09-04 

(03:31) 

撐香港 Support HK # 土地規劃 //漁護署前助理署長王福義昨出席

論壇時，大讚香港郊野公園環境優美，40 年來

更發展成為聞名國際的知名郊遊徑 

3049 2018-09-04 

(05:44)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好無奈啊。# 丁屋研究 【土地大辯論．對談】 

侯志強：新界人無奈接受丁權 歡迎取消  

3050 2018-09-04 

(06:57) 
Trailwatch 徑‧香港 

TrailWatch 與長春社早前共舉辦 2 次「郊野公

園沒有邊陲」行山團，反應熱烈現加開一團。

希望與大眾一起解拆邊陲言論 

3051 2018-09-04 

(08:50) 

政策．正察 【土地大辯論】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早前在

電台節目《給香港的信》中，談到郊野公園、

填海同高爾夫球場的土地供應選項，其中佢又

支持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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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2 2018-09-04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我哋揀我地－發展內河碼頭及鄰近用地】 未

必好多人留意，屯門西有個佔地 65 公頃嘅內河

碼頭。近年佢嘅貨物處理量逐漸減少，有人就

建議將內河碼頭騰出作其他用途。不過，受到

旁邊嘅特殊工業嘅影響，內河碼頭嘅用地未必

適合作住宅用途。到底可以點樣好好利用內河

碼頭同鄰近土地？小組成員胡定旭同馮成章喺

《我哋揀我地》第六集有啲諗法！聽下佢哋點

講……  節目重溫：

https://event.881903.com/landforhongkong/  #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

抉擇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人民大道中 #

我哋揀我地 #土地儲備 #內河碼頭 #屯門西 

3053 2018-09-04 

(12: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小組成員喺上星期一個黃雨嘅下午，去咗將軍

澳一間長者中心，同一班「老友記」交流。想

知道班「老友記」最關心嘅土地問題係啲乜？

主席黃遠輝又點睇長者安老？Click 入去睇下最

新一篇嘅主席隨筆啦！  

https://landforhongkong.hk/tc/news/2018-09-

04.php   9 月 26 日前，快啲登入土地供應專

責小組公眾參與活動網頁 

https://landforhongkong.hk/tc/views/index.php 

，表達你對各個選項嘅意見啦！  #土地供應專

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主席

隨筆 #覓地 #揾地 #土地供應選項 #人口老化 

#安老院舍 #長者安老 #遲下有片睇 

3054 2018-09-04 

(12:29) 

Albert Lai 【土地大辯論．對談】 侯志強：新界人無奈接

受丁權 歡迎取消 「其實新界人很無奈接受丁

權 

3055 2018-09-04 

(13:00) 

HKCSS 香港社會服

務聯會 

土地房屋問題牽涉複雜利益，政府應如何建立

共識？看來不易，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出十八

個選項，每一個都有不少反對聲音。 

3056 2018-09-04 

(14:27)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公營房屋 # 房屋短缺 】 要在短期內紓

解房屋短缺，香港只須撤除現有規管關卡之

一，就是為公營房屋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3057 2018-09-04 

(14:34)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 …政府官員刻意淡化、無視境外資金流入房屋

市場的稅制漏洞，為了維持房地產利益，不惜

犧牲市民的居住需要。 

3058 2018-09-04 

(15:02)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土地大辯論」的公眾諮詢

將於本月 26 日結束。 

3059 2018-09-04 

(16:34) 

地產站 Property 

Station 

土地大辯論接近尾聲，其中於維港以外的近岸

填海，相信是熱門選項之一。 

3060 2018-09-04 

(17:05) 

Jack Cheung 咁危險，政府係咪應該封咗塊地唔俾任何人士

進入呢？  

3061 2018-09-04 

(19:48) 

李卓人 Lee Cheuk 

Yan 

九月十五日，一齊出來踢爆土地假辯論，要真

正以公義分配土地資源，落實居住權，還香港

人過幸福生活的權利！ 

3062 2018-09-04 

(20:17) 

香港輕新聞 

LiteNews.hk 

土地大辯論即將於月底結束，土地供應專責小

組主席黃遠輝表示，棕地及填海是目前較多人

贊同的選擇，惟各選項的支持度必未過半數 

3063 2018-09-04 

(20:17) 

陳勇 Yung Chan 新社聯：填海覓地非新事 著實研究尋共識住房

問題尖銳，特首林鄭月娥上任以來連番出招，

最近又公佈將居屋訂價與市價脫勾 

3064 2018-09-04 

(20:37) 

守護大嶼聯盟 Save 

Lantau Alliance 

社區討論「土地大辯論」之 東大嶼都會 

3065 2018-09-04 

(21:29) 

思考香港 【地從何來?】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

指，香港未來實際的土地短缺，較估算的 1200

公頃更高 

3066 2018-09-04 

(21:38)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郊野公園邊陲也屬郊野公園，缺口一旦打開，

後患無窮。 

3067 2018-09-04 

(21:49) 

東大嶼都會關注組 

ELM Concern Group 

從高鐵白象到填海白象廣深港高鐵香港段 9 月

23 日正式通車，土地大辯論則於 9 月 26 日結

束。 

3068 2018-09-05 

(00:28) 

巴士的政事 土地真是老大難...... 稱郊野公園邊陲建安老院

須深思 黃遠輝:老友記話怕子孫難探望 | 社會

事 | 巴士的報 ? 

3069 2018-09-05 

(01:16) 

新民黨 New 

People's Party 

特區政府去年成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推展

的「土地大辯論」，不經不覺已進入尾聲，目

前至少有四個方案… 

3070 2018-09-05 

(07:42) 

香港風味 發展郊野或撕裂社會 土地小組成員籲學外國勿

「學啲唔學啲」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3071 2018-09-05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悠長嘅暑期終於完結，而我哋嘅巡迴展覽亦已

走遍港九新界 30 幾個唔同嘅地方。今個禮拜

五、六、日，巡迴展覽會去到尖沙咀九龍公園

同東涌逸東商場。住喺附近或者經過嗰度嘅市

民，記住過嚟同我哋傾下，表達你對土地供應

選項嘅意見！  其他巡迴展覽場次： 

https://landforhongkong.hk/tc/participation/eng

age_act.php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

巡迴展覽 #野生捕獲小組成員注意 #周末好去

處 #九龍公園 #逸東商場 

3072 2018-09-05 

(10:29) 

HKG 報 HKGpao 近年政府不停覓地建屋，但就受反對派阻攔，

處處碰壁。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

儀指，為長遠發展，境外填海是可行方法。 

3073 2018-09-05 

(13:14) 

流動新聞 黃遠輝：長者不願安老院舍建於郊野公園邊陲 

3074 2018-09-05 

(13:49) 

朱凱廸荃葵青團隊 【社區書櫃 － 土地空間規劃篇】 土地供應諮

詢擾攘多個月，但明顯整場大辯論已早有前設 

3075 2018-09-05 

(14:24) 

01 新聞 【 # 01 港聞 】講還講，唔使郁手嘅 

3076 2018-09-05 

(14:28)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新界 # 土地規劃 】 新界地廣人稀，是

戰後支撐香港都市發展的重要資源，開發新界

理應是最有效益、最符合持續發展的 

3077 2018-09-05 

(15:29) 

Albert Lai 林又指，有意見認為郊野公園面積大，邊界一

定劃得粗疏，但此說法並不公平 

3078 2018-09-05 

(18:29) 

La Choy 官員重建議填海再建人工島，他們和地產商只

理賺錢利潤，他們又不是住在人工島，出事都

唔理啦! 

3079 2018-09-05 

(18:52) 

正思香港 //土地發展不單只在於收回一個哥爾夫球場土地

或全力發展新界東北 

3080 2018-09-05 

(19:45)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 土供組一開始設定一個無法對應真正房屋問

題的覓地議程，如無意外就會重點建議「填

海」及「公私合營」這兩個選項 

3081 2018-09-05 

(21:02) 

香港 01 【轉自 01 深度 】其實冇地唔關填唔填海事，

係政府規劃出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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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2 2018-09-05 

(23:11) 

Paddy Man 譚凱邦又表明反對東大嶼填海，認為政府應先

發展離岸邊較遠的棕地及粉嶺哥爾夫球

場。 ? ? ? 最尾呢句先至係重點！ 

3083 2018-09-06 

(00:29) 

Albert Lai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展開的公眾諮詢中，其中一

個選項為填海興建中部水域人工島。 

3084 2018-09-06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我哋揀我地－利用岩洞及地下空間、填平部

分船灣淡水湖】 岩洞同地下空間係隱藏嘅土地

資源，但又唔適合住人，咁可以點樣利用呢？

而填平部分船灣淡水湖做新市鎮呢個坊間倡

議，又係咩概念呢？等小組成員鄒廣榮同彭一

邦喺《我哋揀我地》第七集，同大家續一解

答！  節目重溫：

https://event.881903.com/landforhongkong/  #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

抉擇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人民大道中 #

我哋揀我地 #土地儲備 #岩洞 #地下空間 #船

灣淡水湖 

3085 2018-09-06 

(09:23) 

喜劇演員 發展郊野或撕裂社會 土地小組成員籲學外國勿

「學啲唔學啲」  

3086 2018-09-06 

(09:31) 

三十過後一個人住 將港島同九龍填埋咪可以溝淡樓價囉# 曲 稱公

眾諮詢「有點多餘」 利基單偉彪：找不到填海

有何大壞處 

3087 2018-09-06 

(09:32) 

曾鈺成 Tsang Yok 

Sing, Jasper 

成語「精衛填海」意思是意志堅定，但其實源

於一個報復的故事  你以為填海依家先有？上

古時代已經有人識填海！ 

3088 2018-09-06 

(09:34)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共識既野。  【共識遊戲：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的十宗罪】 

3089 2018-09-06 

(10:20) 

時聞香港 劉智鵬指清拆高球場 「是走保育回頭路」 

3090 2018-09-06 

(10:51) 

時聞香港 鄭耀棠倡大灣區 租地建港式新市鎮 

3091 2018-09-06 

(11:34) 

Lygi Beautyland 點樣先可以有屋住 ? 解決香港人居住環境差同

香港住宅地缺少嘅問題？可以問下專家博士們

嘅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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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2 2018-09-06 

(12:08) 

明報文摘 【土地辯論】例如以民主黨中委李永達為首的

「土地監察」，已公開表態，願意在一定條件

下支援政府與地產商合作發展後者的農地儲備 

3093 2018-09-06 

(14:52)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港區人大鄭耀棠建議香港在惠州、中山等地，

租地建「港式新市鎮」，可以住 50 至 60 萬

人 

3094 2018-09-06 

(15:22) 

香港獨立媒體網 // 土供組一開始設定一個無法對應真正房屋問

題的覓地議程，如無意外就會重點建議「填

海」及「公私合營」這兩個選項 

3095 2018-09-06 

(15:23) 

謎米香港 

memehk.com 

【東大嶼宏圖的氣候隱患│李偉才｜謎米博客】 

3096 2018-09-06 

(15:40) 

am730 應「先綠後棕」而不是「先棕後綠??!「如要發

展棕地，政府除需要向地主賠錢外，是否就不

用考慮如何重置這些儲藏大型建築器械 

3097 2018-09-06 

(17:54)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新界 # 土地規劃 】 如果政府和市民都

能夠以正確的態度面對歷史，拿出決心消除新

界與港九市區的地域界線 

3098 2018-09-06 

(18:57)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 坊間倡議的東大嶼都會及吐露港填海兩個方

案，未有充份評估氣候變化可能導致的安全隱

患 

3099 2018-09-06 

(19:33) 

李世榮 【區議會一致通過 | 反對馬料水填海動議】 今

日下午繼續開會，沙田區議會發展及房屋委員

會一致全票通過「反對馬料水填海」 

3100 2018-09-06 

(19:54)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 …整場以土地不足為序章，化上一個名為「土

地大辯論」的妝容，實質上是「大灣區人」的

騙人大戲正式上演，既然香港不夠地 

3101 2018-09-06 

(20:03) 

Kwan Chi Hang 鄭耀棠倡租大灣區地建港式新市鎮 當地人住滿

7 年可成港永久居民  

3102 2018-09-06 

(20:07)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 …本港有著大量閒置的土地及建築，未有得到

善用和規劃。我們能否利用這些閒置的資源，

實踐更在地、更前瞻的住屋規劃模式 

3103 2018-09-06 

(20:55) 

Lunyeah Wong 【飛燕撲日】關西機場淹成澤國 林超英：東大

嶼填海完全是賭博 

3104 2018-09-06 

(23:42) 

澳亞衛視 【一隻手掌拍唔響】有議員關注前海洋世界土

地空置多年，批評政府管理失職，嚴重浪費土

地資源，促請政府盡快回收該土地。 ?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3105 2018-09-07 

(00:58) 

La Choy # 土地規劃 //熱帶氣旋「飛燕」吹襲日本，重

災區大阪關西機場一度淹成澤國，令人關注未

來香港填海造島隱憂。 

3106 2018-09-07 

(02:01) 

守護大嶼聯盟 Save 

Lantau Alliance 

《反對填海 不要東大嶼都會》聯署 

3107 2018-09-07 

(03:26) 

思考香港 【公私合作建屋?】土地大辯論進行多時，有團

體提出可以學效外國的「公私營合作」，筆者

認為可以於公開透明機制下合作 

3108 2018-09-07 

(03:26) 

思考香港 【房屋問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鄭耀棠建議在

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內租借 30 公里土地給香港

興建新區，預計可容納 60 萬港人居住 

3109 2018-09-07 

(03:39)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開發郊野公園，將會破壞原有大自然的景觀。

我們必須全力反對，表態發聲。 

3110 2018-09-07 

(03:45) 

南大嶼關注組 South 

Lantau Concerning 

Group 

我們反對擬建的東大嶼都會計劃。 

3111 2018-09-07 

(05:23) 

葉榮 Yip Wing //區議員麥潤培及葉榮會前抗議，要求政府擱置

馬料水填海。麥潤培提出的動議指，沙田區約

有 70 萬居民，區內交通擠塞 

3112 2018-09-07 

(05:24) 

All About Macau 回收閒置土地一拖再拖 

3113 2018-09-07 

(09:29) 

譚凱邦 Roy Tam 東大嶼填海，等如送香港人去死 關西機場淹沒 

香港機場有冇事？ 東大嶼填人工島很高危 關

西機場人工島在颱風吹襲下水浸 

3114 2018-09-07 

(13:07) 

守護堅城 Protect 

Kennedy Town 

//上海浦東和新加坡的填海計劃總會配合經濟發

展策略，但香港的填海提案卻只能配合一堆堂

皇空泛的口號。說是「跳出框框」 

3115 2018-09-07 

(13:19) 

啤梨晚報 Barry 

Evening Post 

香港好多賣港賊 【土地大辯論】古諮會 6 比 5

通過將粉嶺高球場發還評級 

3116 2018-09-07 

(13:22)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土地大辯論公眾諮詢月底結束，香港高爾夫球

會今年 5 月和 6 月，兩度去信古物諮詢委員

會 

3117 2018-09-07 

(13:50) 

時聞香港 沙田區議會發展及房屋委員會，一致通過動

議，反對馬料水填海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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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8 2018-09-07 

(14:27)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土地大辯論 】 土地大辯論將在今個月 26

號結束，不過，從辯論的質量來看，肯定會令

市民失望。 

3119 2018-09-07 

(17:07) 

信報手筆 hkej.com 【覓地多大膽 幻想多難產 (金針集 / 金箴)】 

3120 2018-09-07 

(17:11) 

am730 「在棕地發展的最大挑戰，不是在於賠償，反

而是如何安置，因為他們的行業並不容易搬遷

到另一地方」 

3121 2018-09-07 

(17:27)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東大嶼都會 # 填海 # 氣候變化 】 就東

大嶼都會及吐露港填海這類建議，我們反對任

何好大喜功、不必要的 

3122 2018-09-07 

(17:34)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土地供應咁緊張，各方應該務實討論，解決問

題! 

3123 2018-09-07 

(19:08) 

坪洲填海關注組 //反對新界東北發展撥款案中，被裁定非法集結

罪成的 13 名被告，終審法院裁定他們的刑期上

訴得直 

3124 2018-09-07 

(20:27) 

LinePost 線報 【專題】觀塘重建，市建局豪花千萬公帑做分

手費重建項目一般和發展商合作，無論建築成

本再高，在香港總能提高售價 

3125 2018-09-07 

(21:14) 

美齡細語 「你我的香港論壇：增房闢地」今天在會展舉

行了「你我的香港」的土地論壇。 

3126 2018-09-07 

(21:21) 

進步教師同盟 

Progressive 

Teachers' Alliance 

【填海大計】//東大嶼都會∕強化東大嶼都會無法

紓緩短期住屋需求，長遠卻會造成土地供應過

剩。 

3127 2018-09-07 

(21:21) 

進步教師同盟 

Progressive 

Teachers' Alliance 

【辯論成笑話】//大辯論將在今個月 26 號結

束，不過，從辯論的質量來看，肯定會令市民

失望。 

3128 2018-09-08 

(04:36) 

東涌社區發展陣線

Tung Chung 

Community 

Development 

Alliance 

各位，守護大嶼聯盟發起的「反對填海，不要

東大嶼都會的聯署，請幫手聯署 

3129 2018-09-08 

(04:59) 

香港郊野公園是我的

呼吸空間 

郊野公園建安老院不切實際，由長者自己講出

來最有力。不要借長者之名搞郊野公園！ 稱郊

野公園邊陲建安老院須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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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0 2018-09-08 

(05:57) 

港文集 【獨立媒體】李偉才：東大嶼宏圖的氣候隱患  

3131 2018-09-08 

(07:37) 

政策．正察 【行前一大步】大規模填海對香港非常重要，

政府建議東大嶼填海 1000 公頃，團結香港基金

建議將填海範圍大幅增加至 2200 公頃 

3132 2018-09-08 

(07:45) 

地產站 Property 

Station 

土地大辯論諮詢進入最後直路，其中發展棕地

受不少市民支持，惟如何安置棕地上的業者是

最大考驗。 

3133 2018-09-08 

(08:28) 

明報文摘 【土地辯論】在人口增長放緩、出生率下降的

環境下，香港人口升至 2043 年的 822 萬便會封

頂 

3134 2018-09-08 

(08:28) 

明報文摘 【土地辯論】當經濟突飛猛進、土地需求大增

時，政府由於沒有土地儲備，而造地又要長達

10 年以上的時間，所以會顯得一籌莫展 

3135 2018-09-08 

(09:07) 

創建香港 Designing 

Hong Kong 

土地發展 利益為先 Land supply? 

3136 2018-09-08 

(10:07) 

時聞香港 黃遠輝料土地初步觀察結果包括棕地及高球場 

3137 2018-09-08 

(12:17) 

Yuk Man Wong 人口老化，政府拓土建屋並無顧及長者。為期

五個月的土地大辯論月底結束。 

3138 2018-09-08 

(12:53) 

Linda Look 別拿災難反填海 

3139 2018-09-08 

(16:28) 

HKG 報 HKGpao 【邵盧善 blog】經過四個月來的全面諮詢，香

港社會更進一步體驗房屋用地短缺之嚴重，以

及各階層利益與觀點分歧之深遠 

3140 2018-09-08 

(18:54) 

陳惠達 出席香港 01 主辦「土地大辯論高峰論壇」01

倡議收回粉嶺高球場，並認為短期可解決土地

問題。 

3141 2018-09-08 

(21:07) 

時聞香港 曾鈺成：新土地供應上承諾公屋比例助爭民意 

3142 2018-09-09 

(12:57) 

852 郵報 所以填海就有地？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58730 

3143 2018-09-09 

(13:30) 

頭條日報 【房屋政策】林鄭今日表明，房屋議題將是今

年施政報告內容的重中之重。 

3144 2018-09-09 

(14:41)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日出席香港電台節目《眾

言堂》，就下一份施政報告聽取市民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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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5 2018-09-09 

(15:13) 

盧斯達 港獨又話紅線，要有移民審批權又話紅線？這

就是我經常說的，他需要的時候，任何自治事

務都會變成他們的紅線。 

3146 2018-09-09 

(15:20) 

民主街旺角鳩嗚團 香港住屋問題最嚴重，原因就是每日 150 名單

程來香港定居。 現場觀眾促收回單程證審批權 

林太提醒勿踩紅線？  

3147 2018-09-09 

(15:48) 

九十後股票投資 三

火木 

【若果樓價回調不超過三成 農地棕地發展回報

或遠高於樓價回調影響 首選恒地】 

3148 2018-09-09 

(17:46) 

民間人權陣線 Civil 

Human Rights Front 

現場觀眾促收回單程證審批權 林太提醒勿踩紅

線？  

3149 2018-09-09 

(18:44)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撐政府積極有位，搵多啲地起多啲樓，解決房

屋問題！//【積極有為】林鄭月娥：令下一代住

闊啲 要從今日起步規劃 

3150 2018-09-09 

(19:22) 

巴士的政事 曾鈺成指增加土地供應不能有共識才去做，作

為有為的政府，有些土地供應方法也會做。 

【土地大辯論】曾鈺成建議收回新界農地 

3151 2018-09-09 

(19:22) 

巴士的政事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重申，房屋和土地是重中之

重的問題，不過「無麵粉做不到麵包」，最重

要的切入點仍是土地問題。  

3152 2018-09-09 

(19:31) 

樓市資訊站 收緊單程證解房屋醫療問題？ 林鄭籲勿排斥：

我爸爸也是移民  

3153 2018-09-09 

(20:11) 

有線新聞 i-Cable 

News 

【林鄭月娥出席施政報告諮詢會 重申土地房屋

是重中之重】 

3154 2018-09-09 

(21:20) 

香港電台視像新聞 

RTHK VNEWS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本台節目表示，只要有土

地，政府願意多興建出售房屋，讓市民「供得

起、買得起」。多名市民關注單程證問題 

3155 2018-09-09 

(21:24) 

政策．正察 【大辯論的焦點】資深傳媒人劉瀾昌提認為，

土地大辯論的焦點不是要不要填海，而是要不

要大規模填海。 

3156 2018-09-09 

(21:37) 

Automobile 

Magazine Hong 

Kong 

【解決香港土地問題？】 

3157 2018-09-09 

(23:44) 

巴士的政事 「土地大辯論」月尾完結，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主席黃遠輝說，發展棕地的反對聲音較少，又

重申填海不會是唯一的土地供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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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8 2018-09-10 

(00:00) 

Simon So 政府政策成日都搬龍門啦。 回購領展「無基

礎」 林鄭：政策決定難以逆轉  

3159 2018-09-10 

(04:37) 

譚凱邦 Roy Tam 【片】星期六出席「香港 01 土地大辯論高峰論

壇」，再次重申東大嶼人工島不論成本定係風

險都極之高 

3160 2018-09-10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小組的一天】   大家成日聽到土地供應專責

小組嘅消息，小組成員真係全情投入公眾參與

嘅工作，一日走幾場活動可謂等閒事。今次我

哋就追訪咗小組其中一日嘅行程，直擊佢哋朝

十晚十、走勻全港港九新界嘅緊湊日程！   小

組亦開始咗電話意見調查，咁好彩收到電話嘅

你，記住幫下手答問題！   公眾參與已經進入

最後階段。9 月 26 日前，快啲登入小組網頁  

https://landforhongkong.hk/tc/views/index.php

，表達你嘅意見啦！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覓地 #揾地 #

土地問題 #電話意見調查 

3161 2018-09-10 

(11:13) 

Roy Tam 睇到尾，聽下兩個中學生問咩？   

3162 2018-09-10 

(17:14) 

港地產代理商總會 倡私人會所 遷郊野公園邊陲有關土地供應諮詢 

3163 2018-09-10 

(17:17) 

自由黨青年團 土地運用，當然要係乎合香港發展啦，睇下我

去地主席點講!# 趙式浩 

3164 2018-09-10 

(17:23) 

香港 01 【01 土地大辯論 - 高球篇】 

3165 2018-09-10 

(17:42) 

明報文摘 【土地辯論】若然我們只聚焦於選擇一兩個中

長期方案，香港社會在未來幾年間所面對的土

地短缺問題將無從解決。社會是會為此付出 

3166 2018-09-10 

(18:01) 

地產台 Bastille 

Property Channel 

「土地大辯論」月尾完結，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主席黃遠輝說，發展棕地的反對聲音較少，又

重申填海不會是唯一的土地供應方案。  

3167 2018-09-10 

(18:19) 

University College of 

Estate Management 

- Hong Kong 

【棕地建屋支持多 安置業者考驗大】 資深產

業測量師彭兆基表示，棕地發展是較為無痛的

選項，但主要問題是要安置棕地上的作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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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8 2018-09-10 

(18:30)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由多個民間團體及政黨組成的「土地公義聯合

陣線」今午召開記者會，宣佈於本週六（15 

日）舉辦遊行 

3169 2018-09-10 

(18:35) 

八鄉朱凱廸 Chu Hoi 

Dick 

龍子維：「原來即使是非常激進的措施，例如

從現時開始，所有新發展區╱重建區的公私營

房屋比例，全變成前所未有的 10：0 之比 

3170 2018-09-10 

(19:43)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反對發展郊野公園不等於贊成填海發展。是次

土地大辯論，政府要民間內 ，分化不同群組的

人，我們不可以落入圈套。 

3171 2018-09-10 

(19:45)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 

Concerning 

Grassroots' Housing 

Rights Alliance 

土地公義聯合陣線今天下午召開記者會，呼籲

市民參與星期六下午 3:00 的遊行，向政權表達

我們對假諮詢和分配不公的強烈不滿！ 

3172 2018-09-10 

(21:34) 

香港 01 【轉自 01 深度 】發展東大嶼有四大爭議，唔

係咁易 …… 

3173 2018-09-10 

(22:20) 

Aimi Chin 【不要土地假辯論 還我分配真公義】 

3174 2018-09-10 

(23:20) 

灣仔好日誌 郊野公園需要我們。我們更加需要郊野公園。

郊野公園如今危在旦夕，立即聯署，守護屬於

全香港人嘅郊野公園 ?  

3175 2018-09-10 

(23:36) 

譚香文 Mandy Tam 上星期六下午出席香港 01 舉辦「土地大辯論高

峰論壇」，與一眾新知舊雨交流意見。 

3176 2018-09-10 

(23:50) 

薄扶林置富願景 

Pokfulam Chi Fu 

Vision 

聯署守護珍貴海洋和郊野公園 守護土地價值 

方可持續發展 政府在高叫香港缺乏 1200 公頃

土地的背景下主導的「土地大辯論」 

3177 2018-09-11 

(00:38) 

林超英 Lam Chiu 

Ying 

其他人講東大嶼人工島，供參考。討論中提到

海沙供應問題，反映全球缺沙的現實，會推高

填海成本。 

3178 2018-09-11 

(01:15)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釋放土地與造地 才是大辯論核心思考方向

（姚天娜）】  

3179 2018-09-11 

(02:01) 

綠領行動 Greeners 

Action - 全新專頁 

【聯署反對東大嶼填海 – 千億白象 基建泥

沼！】 

3180 2018-09-11 

(05:18)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搵地真相】死搵爛搵原來要黎做特別娛樂?土

地大辯論是一面照妖鏡，官商利益集團空群而

出推銷瘋狂造地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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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1 2018-09-11 

(05:37) 

Waiky Completed ????【搵地真相】死搵爛搵原來要黎做特別娛

樂?土地大辯論是一面照妖鏡，官商利益集團空

群而出推銷瘋狂造地計劃 

3182 2018-09-11 

(07:33) 

眾新聞 //「土地大辯論」正在進行得如火如荼，政府經

常說「唔夠土地」，但筆者想告訴大家，政府

即將又會「贈送」一塊約 1.18 公頃 

3183 2018-09-11 

(08:56) 

保衛香港自由聯盟 香港人，最後個半月！立即聯署，保衛郊野公

園 ? 政府正諮詢公眾，將郊野公園列入土地供

應選項。 

3184 2018-09-11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今個禮拜四至六，我哋嘅巡迴展覽會去到赤柱

廣場！入開去玩嘅朋友，不妨過嚟表達下你對

各個土地供應選項嘅意見吖！而禮拜五、六、

日喺大埔富善商場都會有巡迴展覽，各位大埔

友千祈唔好錯過喇！到時見！ 其他巡迴展覽場

次： 

https://landforhongkong.hk/tc/participation/eng

age_act.php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

巡迴展覽 #填問卷 #野生捕獲小組成員注意 #

周末好去處 #赤柱廣場 #大埔富善商場 #把握

機會 

3185 2018-09-11 

(09:40) 

Cherry Wong 請簽名 我們反對填海 不要東大嶼都會 

3186 2018-09-11 

(12:23)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房屋問題 】 香港的房屋困局，正是由於

過去一段時間，覓地建屋受到泛政治化和充滿

猜疑的幹擾，寸步不讓的吵吵鬧鬧 

3187 2018-09-11 

(13:43) 

生活 立場 【專訪】當「大辯論」淪為利益輸送戲碼 地理

學者鄧永成：土地問題必須再政治化  

3188 2018-09-11 

(13:46) 

守護大嶼聯盟 Save 

Lantau Alliance 

怎樣將假辯論變成再政治化的真討論，才是我

們要思考的問題！//但鄧永成反指，香港社會過

去討論土地、房屋問題，不是太政治化 

3189 2018-09-11 

(15:04) 

明報文摘 【土地辯論】政府不如老老實實跟普羅市民說

清楚，當局不會以公眾利益為由，引用《收回

土地條例》收回這類荒廢農地 

3190 2018-09-11 

(15:17) 

郭永健 Kwok Wing 

Kin 

係土地大辯論外，仲有私人遊樂場契約諮詢，

大家唔好俾呢啲富豪俱樂部走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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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1 2018-09-11 

(16:05) 

香港眾志 

Demosist  

【915 土地公義遊行記招】 所謂大辯論只是巧

立名目為盲目發展鋪路，政府密謀與財團瓜分

農地、郊野公園、海洋 

3192 2018-09-11 

(16:15) 

思考香港 【 # 政策正察 】 有人認為填海所需時間長，

難以解決迫在眉睫的土地不足問題 ，其實呢個

講法都唔完全準確呀 

3193 2018-09-11 

(16:15) 

地產站 Property 

Station 

政府低估左土地的需求？？ 

3194 2018-09-11 

(16:16) 

思考香港 【時事動畫廊之「揭開強化東大嶼真面目」】

政府建議喺東大嶼對出填海，團結香港基金更

倡議加大填海面積，究竟係盲撐政府 

3195 2018-09-11 

(18:16) 

Aimi Chin 【9 月 15 日土地公義大遊行】爭取公屋及社福

設施 反對公私合營 

3196 2018-09-11 

(18:23) 

長春社 【豪宅旁邊搵地 點解決房屋問題？】 政府指

經過過去數年的土地用途檢討，已物色到逾 210

幅土地，興建逾 31 萬個房屋單位 

3197 2018-09-11 

(18:26) 

Kenneth Leung 梁繼

昌 

土地、房屋政策是很貼身的議題，政府一直強

調香港欠缺土地資源，更多次建議發展郊野公

園，然而，我們是否沒有其他選項 

3198 2018-09-11 

(18:36)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公屋聯會代表前往行政長官辦公室進行請願，

反映對 2018 年《施政報告》土地房屋的期望。 

3199 2018-09-11 

(18:36)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公屋聯會指本港公營房屋短缺，港人難以置

業，期望新一份施政報告，將公私營房屋比例

由六四比，改至七三比 

3200 2018-09-11 

(19:05) 

WWF Hong Kong Can reclamation really solve Hong Kong’s 

housing problem? 

3201 2018-09-11 

(19:05) 

WWF Hong Kong # 填海 真係解決房屋問題嘅靈丹妙藥？政府最

近成日講填海可以幫香港人上樓，但犧牲咗海

洋生態之後，香港人就真係… 

3202 2018-09-11 

(22:17) 

香港 01 【01 土地大辯論 - 農地篇】 無地？抑或無好

好用地？香港 01 對發展商閒置農地點睇？ 

3203 2018-09-11 

(22:32) 

正思香港 //發展棕地可釋出土地興建房屋及作其他用途，

理順新界鄉郊土地用途，但發展涉及的安置賠

償，帶來不少挑戰。//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3204 2018-09-11 

(23:23) 

01 新聞 【 # 01 港聞 】粉嶺高爾夫球場？小編表示之

前聽都無聽過全文+足本播放： 

http://bit.ly/2CJTjik 

3205 2018-09-12 

(00:09) 

民協 ADPL 【平反六四比例，追究公屋責任！】民協呼籲

大家出席「土地公義大遊行」！「土地公義聯

合陣線」(土公陣)召開記者會 

3206 2018-09-12 

(00:15) 

政策．正察 【低估需求？】有報道指，政府《香港

2030+》報告的土地需求估算明顯低估，未有計

及「住大啲」訴求 

3207 2018-09-12 

(01:01)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徹底釋放新界土地資源造福香港（上）（伍

華強）】 bit.ly/2CH4Rmk 目前香港可供發展而

又未發展的土地 

3208 2018-09-12 

(02:14) 

Ho Depp Depp 郊野公園如今危在旦夕，立即聯署，守護屬於

香港人嘅郊野公園。 

3209 2018-09-12 

(03:35) 

周庭 Agnes Chow 

Ting 

【鮮花變大廈 是我們想要的未來嗎？】 你上

次去郊野公園是何時？如果開發一部分的郊野

公園，你會贊成嗎？ 

3210 2018-09-12 

(04:31) 

民建聯深水埗支部 

DAB Sham Shui Po 

Branch 

蔣議員非常關心舊樓的安全問題以及重建政

策，她亦促請政府增加資助房屋，以滿足市民

安居的需求。 

3211 2018-09-12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把握最後機會，快啲發表意見！】  網上問

卷: 

https://landforhongkong.hk/tc/views/index.php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嘅公眾參與仲有大概兩星期

就完結，未發表意見嘅朋友，快啲喺 9 月 26 日

或之前去小組嘅公眾參與網頁填寫問卷，表達

你對各個土地供應選項嘅意見啦！  #土地供應

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覓

地 #揾地 #土地問題 #填問卷 #把握機會 

3212 2018-09-12 

(09:30) 

頭條日報 《星島》獲悉，港府高層經全盤考慮後，亦傾

向不收回佔地 170 頃的粉嶺高爾夫球場興建房

屋。 

3213 2018-09-12 

(10:18) 

01 新聞 【 # 01 港聞 】 究竟點樣對一個滿布草木的地

方作古蹟評級？如果高球場可以，郊野公園邊

陲係咪都得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3214 2018-09-12 

(12:55)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粉嶺高爾夫球場成為土地大辯論最矚目議題之

一。《星島日報》今日報道，港府高層經全盤

考慮後，已初步傾向不利用粉嶺高爾球場 

3215 2018-09-12 

(14:04) 

思考香港 【地從何來】有傳媒引述港府高層消息指，政

府傾向不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興建房屋，為什

麼？ 

3216 2018-09-12 

(14:18) 

譚文豪 Jeremy Tam 我真心想睇土地小組除咗用幾十年、幾千億起

人工島同大填海之外，仲有咩短期供地建

議？！ 

3217 2018-09-12 

(15:03) 

852 郵報 小組成員的「個人意見」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58930 

3218 2018-09-12 

(15:10) 

工黨 LabourParty 

HK 

政府一直指香港缺乏土地，但卻一直拒絕收回

佔地約 341 公頃，由不同私人體育會以象徵式

地價佔用的土地。 

3219 2018-09-12 

(15:55) 

謎米香港 

memehk.com 

【政府傾向不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建房屋 指難

作高密度發展│謎米港聞】 

3220 2018-09-12 

(18:20) 

Aimi Chin 保衛郊野公園  

3221 2018-09-12 

(19:37) 

TMHK 【環團與土供組會面 反對填海及發展郊野公園

邊埵】十四個環保團體包括世界自然基金會、

長春社、綠色和平、環保觸覺、香港觀鳥 

3222 2018-09-12 

(19:57) 

Lam Tsz Kwan 

Camille 

本週六在中大有論壇 # 土地大辯論  今星期六

3 位研究員，與大家一起重奪棕土及閒置官地! 

3223 2018-09-12 

(20:33) 

撐香港 Support HK # 土地規劃 //十多名土地公義聯合陣線成員，

到政府總部外請願，要求政府收回粉嶺高爾夫

球場及清水灣鄉村俱樂部 

3224 2018-09-12 

(20:50)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香港媽咪都為咗下一代企出嚟支持保衛郊野公

園！真係令人感動！ ? 各位家長，為咗你哋嘅

小朋友著想！事不宜遲！立即聯署 

3225 2018-09-12 

(22:57) 

香港電台視像新聞 

RTHK VNEWS 

有報道指，政府傾向不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興

建房屋 

3226 2018-09-12 

(23:50) 

Covering The Other 

Side SG 

By taking land reserved for public housing to 

let them be developed by private developers 

3227 2018-09-12 

(23:54) 

Albert Lai 【專訪】當「大辯論」淪為利益輸送戲碼 地理

學者鄧永成：土地問題必須再政治化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3228 2018-09-13 

(02:00) 

正思香港 //將過渡房政策納入正軌，既顯示為政者體察民

情，關顧民生，也是贏取民心的工程。// 

3229 2018-09-13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我哋揀我地－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

點或其他地點】 郊野公園佔香港土地面積約四

成，社會有冇空間討論一下發展部分生態同公

眾享用價值較低嘅郊野公園邊陲地帶用黎起公

營房屋或者其他非牟利用途嘅可行性呢？如果

大家想了解多啲房協喺兩個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試點進行緊嘅研究內容，同埋郊野公園究竟有

啲咩嘢功能同重要性，就千祈咪錯過由小組成

員黃傑龍同埋林健枝喺《我哋揀我地》第八集

嘅介紹喇！ 節目重溫：

https://event.881903.com/landforhongkong/ #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

抉擇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人民大道中 #

我哋揀我地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3230 2018-09-13 

(11:31) 

King Lee 有報道指，政府傾向不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興

建房屋 

3231 2018-09-13 

(12:27) 

01 新聞 【 # 01 港聞 】 發言人話高球運動無貴族之

分，指社會對小眾運動的思想「封建」全文： 

http://bit.ly/2C 

3232 2018-09-13 

(13:14) 

明報文摘 【土地辯論】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接下來要做的

抉擇，是如何總結這眾聲喧嘩的辯論：小組會

冒險向政府提供涉及價值取捨的選項建議 

3233 2018-09-13 

(13:37) 

明報文摘 【土地辯論】上一代為我們填海闢地開拓空

間，我們這一代又怎能讓年輕人生活在斗室

中？如今港人愈住愈貴、愈住愈小 

3234 2018-09-13 

(13:49) 

撐香港 Support HK # 土地規劃 //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吳希文認

為，政府要求小組在未完成公眾諮詢就提交初

步建議，予人「偷步」的感覺 

3235 2018-09-13 

(14:00) 

Save Our Country 

Parks 保衛郊野公園 

【土地大辯論】90 後指揮家監製《燕尾蝶》 冀

為下一代留休憩空間 90 後合唱指揮家劉卓熙

（Sanders） 

3236 2018-09-13 

(15:34) 

Knight Frank China 土地大辯論踏入尾聲，不同的團體和社會大眾

對選項都有不同的意見，專責小組在兩周後將

會向特首提交初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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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7 2018-09-13 

(16:20) 

新力量網絡

SynergyNet 

陳智傑：土地大辯論 社會何所得？ 

3238 2018-09-13 

(16:42) 

第「綠」頻道 Green 

Channel 

研究報告：填海後龍鼓灘以南空氣超標 不宜人

居 【龍鼓灘填海】實測空氣污染超標 7 倍 村

長：有冇理過啲人？  

3239 2018-09-13 

(17:18) 

Friends of the Earth 

(HK) 香港地球之友 

【你贊唔贊成填海 ? 】? 地球之友及一眾環團

反對填海、郊野公園建屋， # 恐嚴重影響生態

環境小編尋日同一班環團戰友同 

3240 2018-09-13 

(17:48) 

明報文摘 【土地辯論】只要將連年虧損的迪士尼關門大

吉，又或將其所佔面積大幅縮減，則現時閒置

比例極高的竹篙灣填海區 

3241 2018-09-13 

(19:02) 

852 郵報 【偷步】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59029 

3242 2018-09-13 

(19:04) 

Bloomberg Markets A Hong Kong housing correction? It could 

happen. Hong Kong 

3243 2018-09-13 

(19:22)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 

Concerning 

Grassroots' Housing 

Rights Alliance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聯同土地公義聯合陣線的十

多個團體及政黨，於 2018 年 9 月 12 日在公民

廣場外請願，要求政府回收部份私人… 

3244 2018-09-13 

(19:41)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土地大辯論諮詢到尾聲，土地公義聯合陣線今

日到軍事用地佐敦三軍會門外示威，要求解放

軍歸還閒置軍事用地以興建公營房屋 

3245 2018-09-13 

(20:22) 

01 社區 土地大辯論裏有群年過半百的「保育」異軍，

對他們來說，龍鼓灘填海發展工業是毒氣封

村。 

3246 2018-09-13 

(20:28)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 

Hong Kong Dolphin 

Conservation 

Society 

【土地大辯論】香港海豚保育學會針對土地大

辯論的公開信 (摘要)本會有以下的回應： ... 

3247 2018-09-13 

(21:03) 

眾新聞 //已有研究指出，本港有著大量閒置的土地及建

築，未有得到善用和規劃。我們能否利用這些

閒置的資源，實踐更在地 

3248 2018-09-13 

(21:06) 

土地正義聯盟 【修改法例，刻不容緩】∕∕今次案件的焦點，是

環保署根據《條例》，就私人土地上傾倒建築

廢料批出的有效認可時，是否能考慮傾 

3249 2018-09-13 

(23:42) 

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 反對土地供應假諮詢 網上聯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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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0 2018-09-14 

(01:31) 

Lok Yan Pang 【萬人聯署！】我要土地公義 反對土地供應假

諮詢 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政府總部西翼 17 

樓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 

3251 2018-09-14 

(08:56) 

冼家樂 香港向惠州租地可行嗎？ - 曾廣標  

3252 2018-09-14 

(10:44) 

地產小子 

Propertykids 

【四千億起個金銀島？】三分鐘解釋東大嶼都

會有幾荒謬政府同董建華智庫日吹夜吹的東大

嶼人工島，一時話可以解決 70 萬人居 

3253 2018-09-14 

(10:48) 

時聞香港 港已發展土地四分一填海得來 

3254 2018-09-14 

(12:59)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 

Hong Kong Dolphin 

Conservation 

Society 

//守護大嶼聯盟代表批評填海將造成不可逆轉的

破壞，不符合環境、社會公義。而發展東大嶼

都會之成本更高達五千億，不符合成本 

3255 2018-09-14 

(14:09) 

綠田園基金 Produce 

Green Foundation 

政府推動的「土地大辯論」即將完結，懇切請

求大家把握機會發聲！「農業界反對土地大辯

論動用農地選項」聯合聲明及聯署 

3256 2018-09-14 

(14:23)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林鄭月娥 # 特區政府 # 填海 】 筆者一

向對林鄭政府能夠管治好香港不存什麼期望，

尤其是樓市的政策，真是差強人 

3257 2018-09-14 

(15:12) 

政策．正察 【環保填海】好多人對填海印象仲停留喺舊技

術，殊不知「非浚挖式」填海技術，已經大大

減低填海影響，仲會配合其他環保措施添！ 

3258 2018-09-14 

(15:52) 

am730 增加地積比率是否最快可以解決房屋問題? 

3259 2018-09-14 

(16:33) 

正思香港 //香港造地建屋在先，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隨

後，但是都不能再拖了，特首新一份施政報告

應要提出時間表。// 

3260 2018-09-14 

(16:49) 

保衛香港自由聯盟 今星期六 3 位研究員，與大家一起重奪棕土及

閒置官地! 

3261 2018-09-14 

(18:27)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 

Hong Kong Dolphin 

Conservation 

Society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兩個半小時民調】土地大

辯論 ? 已經到左尾聲（9 月 26 日結束），見

到好多市民支持保育，亦有人同意 

3262 2018-09-14 

(21:58) 

Yingnam Fong 邊個話會將成個人工島專為建屋而用的？就算

個人工島落成，政府都會作出理性嘅城市規

劃，跟整體可用嘅土地作出調配，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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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3 2018-09-14 

(23:33) 

Winson Wan 雖然填海造地係會可以更多人有樓住和另到樓

價會下跌,但他的說法也有道理 

3264 2018-09-15 

(07:51) 

香港社區監察聯盟 【土地供應】斥淪權貴後花園 團體促三軍會交

還槍會山建屋 由關注基層住屋聯席、工黨、小

麗民主教室、香港眾志 

3265 2018-09-15 

(12:44) 

Percy Fan 保衛郊野公園  

3266 2018-09-15 

(15:16)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 # 黃遠輝 出席電台節

目時表示，期望在月底提供小組的初步觀察予

特首，內容應會涵蓋 4 至 5 個選項 

3267 2018-09-15 

(17:50) 

謝偉銓 Tony Tse 

Wai Chuen 

【土地大辯論嘉賓分享-供應與規劃並重】 土地

大辯論即將接近尾聲，昨日（14 日）應油尖旺

區青年關社組邀請 

3268 2018-09-16 

(08:02) 

BennyLeung.com 拓展土地 急如救火 - 林奮強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小組）為期 4 個月的公眾諮詢進入最後一個

月。小組實是令大家驕傲的一群港人 

3269 2018-09-16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我哋揀我地－利用公用事業設施用地的發展

潛力、於現有運輸基建設施上作上蓋發展】  

喺《我哋揀我地》第九集，小組成員韋志成同

吳永順就同大家傾下兩個較少人提及嘅土地供

應選項。究竟喺現有嘅運輸基建設施上蓋起

樓，有咩好處同難度呢？而電話機樓之類嘅公

用事業設施用地又有冇潛力用嚟發展呢？快啲

去片睇睇！  節目重溫：

https://event.881903.com/landforhongkong/  #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

抉擇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人民大道中 #

我哋揀我地 #運輸基建設施上蓋 #公用事業設

施用地 

3270 2018-09-16 

(15:32) 

星期日生活 Sunday 

Mingpao 

【學新加坡填海，唔學 新加坡點對高球場？】 

3271 2018-09-16 

(16:50) 

喜劇演員 保衛郊野公園  

3272 2018-09-16 

(17:02) 

852 郵報 【華懋 CEO 咁講】全文： 

https://www.post852.com/?p=259198 土地大辯

論快將結束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3273 2018-09-16 

(18:17) 

01 社區 【土地大辯論．龍鼓灘填海】龍鼓灘周邊已集

聚大量污染工業，擬填海作更用特殊工業之

用，對居民健康又有何威脅？【龍鼓灘填海】 

3274 2018-09-16 

(18:18) 

RTHK's The Pulse New season of The Pulse: Housing - A Crisis 

in Land Supply? 

3275 2018-09-16 

(20:32) 

香港蘋果日報 華懋集團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蔡宏興是少數表

態反對發展郊野公園的發展商，他堅決反對發

展郊野公園，稱「一步都唔可以退」 

3276 2018-09-17 

(00:28) 

Naraku Kamikakushi 華懋 CEO 轟丁權過時 反對郊園建屋 

3277 2018-09-17 

(00:29) 

David Yau 看世界 Can reclamation really solve Hong Kong’s 

housing problem? 

3278 2018-09-17 

(01:04) 

Albert Lai 我們反對填海 不要東大嶼都會 為免專責小組

將聯署意見歸納為同一意見，請務必在「其他

意見」留下個人見解，可參考守護大嶼 

3279 2018-09-17 

(11:54) 

香港地產代理商總會 以「新市鎮發展」 大量收回土地雖然前朝港英

政府在整體城市規劃上，有很多令人詬病的地

方，例如規劃新市鎮時有所粗疏 

3280 2018-09-17 

(13:38)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土地大辯論 # 諮詢 # 民意 】 茶客甲：

這場土地大辯論是勞民傷財，浪費時間。明知

任何一種開發土地的辦法都有人 

3281 2018-09-17 

(15:09) 

HKG 報 HKGpao 【施永青 Blog】，環保人士主張優先發展棕地

作住宅用途的理據並不充分，原因是這種做

法，既不能在整體上減少棕地的面積 

3282 2018-09-17 

(21:23) 

LinePost 線報 【博客】曾鈺成《真假民意》乙：政府不應拿

技術問題去問市民，但決定政策方向時就應該

尊重民意。要徵詢民意的問題，不是要不要 

3283 2018-09-17 

(21:55) 

工黨 LabourParty 

HK 

【工黨與土地供應小組會面，表達不滿土地大

辯論假諮詢】為期五個月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

公眾諮詢即將結束，工黨際此時候約見小組 

3284 2018-09-17 

(21:57) 

政策．正察 【棕地問題】開發棕地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中原集團創辦人施永青就指出棕地有其社會功

能，開發棕地仲會衍生其他問題 

3285 2018-09-17 

(23:04)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土地大辯論最後核彈，不日揭曉。# 官地資源

大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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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6 2018-09-17 

(23:54) 

林超英 Lam Chiu 

Ying 

所謂欠缺土地 1200 公頃，在顯微鏡下變成難以

自圓其說的口號，關心土地問題的朋友必讀以

下的詳細解說文章（長文慎入） 

3287 2018-09-18 

(01:05) 

葉榮 Yip Wing 【強烈反對馬料水填海】今天晚上我們工黨成

員約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先生，阿

榮繼續同黃主席表達馬鞍山居民反對馬料水 

3288 2018-09-18 

(01:45) 

Go Green Hong 

Kong~ 香港綠色生

活指南 

呢點最中~4）告別施永青：中原地產老闆施永

青在土地大辯論中豪言應填海三萬公頃，又嘲

笑環保團體反對填海是保動物唔保人。 

3289 2018-09-18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我哋揀我地－重置葵青貨櫃碼頭、葵青貨櫃

碼頭上蓋發展】  葵青貨櫃碼頭位處市中心，

有完善嘅交通基建配套。有人提議將碼頭搬去

其他地方，亦有人話不如喺佢上蓋起樓。究竟

呢兩個土地供應選項嘅可行性有幾大？又面對

咩挑戰？不如聽下小組成員黃元山同雷鼎鳴喺

《我哋揀我地》第十集嘅分享。  節目重溫：

https://event.881903.com/landforhongkong/  #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

抉擇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人民大道中 #

我哋揀我地 #重置葵青貨櫃碼頭 #葵青貨櫃碼

頭上蓋發展 

3290 2018-09-18 

(10:49) 

正思香港 //土地不是麵粉，房子亦非麵包。房屋作為一種

特殊商品，其定位與終端市場需求的大小息息

相關。假如政府僅僅著眼於供應面 

3291 2018-09-18 

(11:08) 

添美新村繼續撐傘！ 
真‧土地大辯論？  土地大辯論最後核彈，不日

揭曉。# 官地資源大揭幕 

3292 2018-09-18 

(11:50) 

團結香港基金 【填海湘對論（第二集）】胡應湘爵士妙珠連

珠論香港，他認為香港反對文化充斥，任何事

任何決定都無辦法滿足所有人，寄語執政者 

3293 2018-09-18 

(15:09) 

流浪攝。 # 保衛郊野公園 # 守護香港未來 

3294 2018-09-18 

(15:51) 

LinePost 線報 【新聞】本土研究社：逾 300 公頃官地未有善

用本土研究社發表一份土地調查報告，指研究

團隊發現逾 300 公頃官地未有善用 

3295 2018-09-18 

(15:54) 

西灣河筲箕灣工作隊 【東區官地未善用-「土地大辯論：民間選項」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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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6 2018-09-18 

(16:15) 

發展局 

Development 

Bureau 

東涌新市鎮擴展的填海及前期工程已於 2017 年

12 月底展開，想知更多最新進展？ 

3297 2018-09-18 

(23:55)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有得睇啦】《隱藏選項：香港臨時使用及閒

置官地研究》報告正式上線!呢個研究報告最大

既發現，區區都搵到加埋 532 塊 

3298 2018-09-19 

(00:44) 

前線科技人員 全文頗長，考驗大家嘅耐力。不過，睇幅圖已

經知道最重要嘅部份...政府要咁多地係咪因為愛

呀？係豪宅呀，七成地係俾庶民買唔起 

3299 2018-09-19 

(07:40) 

眾新聞 「本土研究社」認為，政府移山填海之前，應

詳細檢視手上的土地資源，惟有關官地的公開

資料透明度甚低，公眾過去難以掌握 

3300 2018-09-19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把握最後機會，快啲發表意見！】  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嘅公眾參與仲有一個星期就完結。

記得今個中秋同家人朋友團聚賞月之餘，不妨

去到北角、深水埗、旺角同元朗嘅巡迴展覽，

把握最後機會發表你對增闢土地嘅意見啦！   

嚟唔到巡迴展覽嘅朋友，亦可以喺 9 月 26 日或

之前去小組網頁 

https://landforhongkong.hk/tc/views/index.php 

，填寫網上問卷㗎！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

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抉擇 #覓地 #揾地 #土

地問題 #巡迴展覽 #野生捕獲小組成員注意 #

周末好去處 #西九龍中心 #健威坊 #元朗賽馬

會廣場 #旺角東站 #萬勿錯過 #把握機會 

3301 2018-09-19 

(09:47) 

Hong Kong Critical 

Geography Group 

香港批判地理學會 

(HKCGG) 

【 # 土地大辯論 】想知香港土地六大謬誤嘅

頭三大係乜？ 

3302 2018-09-19 

(11:56) 

撐香港 Support HK # 土地規劃 //本土研究社透過地圖工具、航空

照片、實地考察及翻查文件等，探討官地現況

的發展潛力。 

3303 2018-09-19 

(12:59)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填海兼拓棕農地 始可紓解地荒香港總商會支持

特區政府採取多管齊下的措施增加土地供應，

包括在維多利亞港以外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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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4 2018-09-19 

(13:37)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早上召開特別會議，聽

取公眾對土地供應規劃的意見。 

3305 2018-09-19 

(15:08) 

明報文摘 【土地辯論】若把香港城市發展簡化成供求關

係，空談市場而不談其社會背景，是片面的分

析。 

3306 2018-09-19 

(16:03) 

公民黨 Civic Party 【丁屋截龍 釋放土地】 

3307 2018-09-19 

(16:15) 

HKBC Media Limited 【黄偉綸稱當局會詳細研究填海計劃工程設

計】土地短缺問題困擾香港多年。立法會發展

事務委員會今早舉行特別會議 

3308 2018-09-19 

(16:23)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填海起公屋定私樓？】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

會召開特別會議，聽取公眾對 # 土地供應 規

劃意見。 

3309 2018-09-19 

(16:47) 

AAStocks 阿思達克

財經網 

【市場焦點：土地大辯論點收科？】為期五個

月嘅土地大辯論，搞咗百幾場諮詢，你又講我

又講，最後真係會有結論咩？ 

3310 2018-09-19 

(17:03) 

凱撒創作 Kaiser 

Creation 

【土地供應】大辯論下週三結束 4 萬人聯署反

對發展郊野公園 「土地大辯論」將於本月 26

日結束 

3311 2018-09-19 

(17:17) 

姚松炎 Edward Yiu 姚松炎認為，政府應將商業及就業機會放在香

港北面，包括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和元朗一帶

的棕地，並發展商業及就業區。 

3312 2018-09-19 

(17:27) 

綠領行動 Greeners 

Action - 全新專頁 

【土地諮詢公聽會】綠領行動認為香港絕對有

覓地建屋的迫切性，但政府有否高估人口增長

和土地需求至 4,200 公頃呢？ 

3313 2018-09-19 

(17:31) 

撐香港 Support HK # 土地規劃 //本土研究社估計，全港有約 301

公頃的官地未有被善用，成員陳劍青表示，當

中不少是短期租約用地，亦有撥予 

3314 2018-09-19 

(18:01) 

LinePost 線報 【新聞】黃遠輝：土地大辯論不是兒戲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出席立法會一個公聽

會，期間表示土地供應大辯論不是兒戲 

3315 2018-09-19 

(18:19) 

麥美娟 [回應] 房協推出「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

計劃」對於房協宣佈推出「未補價資助出售房

屋出租計劃」，讓轄下資助出售房屋合資 

3316 2018-09-19 

(18:27) 

米報 Rice Post 世界自然基金會 、 Friends of the Earth (HK) 

香港地球之友 及土地公義聯合陣線，今早前赴

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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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7 2018-09-19 

(18:40)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土地大辯論下周結束，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今日舉行公聽會，聽取公眾就土地供應規劃上

的意見。 

3318 2018-09-19 

(19:50) 

FinTV 現代電視 # 有話直說 【招國偉：冀《施政報告》將公私

營房屋比調至 7:3 考慮過渡性房屋和租津（第

二節）】 

3319 2018-09-19 

(20:17) 

WWF Hong Kong 【覓地何必移山填海？】趁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今日喺立法會舉行公聽會，我地向黃遠輝主席

表達 WWF 同 2,371 名市民… 

3320 2018-09-19 

(20:32)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 保護極地__加速填海  一個資深極地探險家

竟參與東大嶼人工島啦啦隊大合奏，更加是團

結香港基金 2200 公頃版本，無視… 

3321 2018-09-19 

(20:37) 

前線科技人員 什麼是丁權？真係同條丁有關的...  # 睇到尾 

【 ? 呢碌黑丁還俾你 ? 眾志原居民反 # 丁

權 ? 】 

3322 2018-09-19 

(20:42) 

思考香港 【 # 土地大辯論 】 政府土地大辯論進入尾

聲，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指，認為土

地大辯論絕非兒戲 

3323 2018-09-19 

(20:43) 

Now Finance - 財經 【房屋新政】排公屋排得耐? 有間未補地價資

助房屋，但又想出租? 房協推出先導計劃，讓

未補價業主出租單位內的睡房給合資格 

3324 2018-09-19 

(20:46) 

Hugh Guan 填海都變成保育，真係唔識評價 【土地大辯

論】極地探險家李樂詩撐團結香港填海方案 倡

人工島建文化區 

3325 2018-09-19 

(20:49) 

Hong To 你唔係信填海比你搞藝術丫麻？西九夠話搞藝

術啦，衣家呢？西九搞左，你就唔使傻嘅咁又

要求填海啦  

3326 2018-09-19 

(20:53) 

環保觸覺 Green 

Sense 

【立法會公聽會討論土地供應】 

3327 2018-09-19 

(22:23) 

文化同行 

ARTicipants 

係呀係呀，民政事務局話做文化藝術要上大灣

區，嗰度好多場館，填海呢啲真係唔啱香港 

3328 2018-09-19 

(23:34) 

WWF Hong Kong 【政策倡議 1：優先考慮棕地】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即將發表施政報告，WWF 敦促政府發展土地

時，需竭力保護海洋生態及郊野公園 

3329 2018-09-19 

(23:45) 

Brandon Yau 古早級環保人士跳出來撐填海，臨老失節，可

笑又可悲。 【土地大辯論】極地探險家李樂詩

撐團結香港填海方案 倡人工島建文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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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0 2018-09-19 

(23:56)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區區有地用】全港首個未善用官地地圖正式

上線啦！今次「土地大辯論」政府好明顯有傾

向性，大力推銷移山填海或同釋放… 

3331 2018-09-20 

(00:26) 

浪。跡 Travel Life 

Memories 

香港的郊野公園和行山徑其實是十分漂亮的，

但假如一棵棵樹變成一幢幢大廈那就慘了。 

3332 2018-09-20 

(01:00) 

後殖人間世 真係好諷刺 【土地大辯論】極地探險家李樂詩

撐團結香港填海方案 倡人工島建文化區 | 立場

報道 | 立場新聞 土地大辯論 

3333 2018-09-20 

(01:23) 

社會民主連線 社民連秘書長陳寶瑩批評小組只是「得個講

字，唔會帶來任何改變」，因特首林鄭月娥早

表明填海無可避免，「咁仲講嚟做乜」 

3334 2018-09-20 

(03:28) 

350HK 希望大家明白，反對興建人工島不是阻礙社會

發展，而是這真的不是一個理想的解決方案...  

【立法會公聽會討論土地供應】 

3335 2018-09-20 

(08:06) 

香港 01 【01 土地大辯論 - 丁權篇】無地？抑或無好好

用地？香港 01 對丁權有咩想講？ 

3336 2018-09-20 

(09:00)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我哋揀我地－總結：日後增闢香港土地的方

向】  小組 22 位成員喺之前 10 集嘅《我哋揀

我地》同大家介紹咗香港土地供應情況同 18 個

選項。嚟到最後一集，就等小組主席黃遠輝同

副主席黃澤恩同大家分享下呢幾個月進行公眾

參與嘅感想同體會。立即去片。  節目重溫：

https://event.881903.com/landforhongkong/  #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公眾參與 #增闢土地你我

抉擇 #覓地 #揾地 #土地問題 #人民大道中 #

我哋揀我地 

3337 2018-09-20 

(09:15) 

Kwok Ka Ki 郭家麒 政府一直積極為東大嶼都會填海和公私營合作

發展農地造勢。然而，「土地收回條例」已提

供極合理條件收回農地發展 

3338 2018-09-20 

(11:20) 

LinePost 線報 【線報直播】劉鳴煒：不提填海，不提高球場

智經研究中心副主席劉鳴煒指，土地專責小組

的「土地大辯論諮詢即將結束 

3339 2018-09-20 

(11:27) 

上車盤 - 香港樓盤 //為配合行政長官二零一七年施政報告的建議，

房協以先導計劃方式推出「未補價資助出售房

屋—出租計劃」，增加過渡性住屋供應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3340 2018-09-20 

(11:46) 

正思香港 //房協昨日推出「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

劃」，讓轄下資助出售房屋合資格業主，將未

補價單位內的個別睡房分租予合資格租戶 

3341 2018-09-20 

(11:56) 

大紀元時報（香港） 土地供應公聽會民間爭議大 

3342 2018-09-20 

(12:25) 

時聞香港 黃偉綸料東大嶼填海須千五億 

3343 2018-09-20 

(13:29) 

陳志全議員（慢必）

專頁 

【發展哥爾夫球場】慢必：近日有傳政府傾向

不會收回粉嶺高球場興建房屋，當局事先「放

料」，妄圖向市民「打定底」 

3344 2018-09-20 

(13:37)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填海 # 人工島 # 湯文亮 # 麥美娟 】 

如果香港有 1000 萬人口，才考慮在大嶼山以東

填海。如果是為了興建房 

3345 2018-09-20 

(15:18) 

明報文摘 【土地辯論】在科技發達的現代社會，一旦接

納香港土地問題是量的問題，而非社會不公義

的體制問題，只好依靠貌似理性、客觀 

3346 2018-09-20 

(15:23) 

Chung-Tai Cheng 

鄭松泰 

鄭松泰：『所謂「土地大辯論」，可以完全略

過不提人口政策，若新增土地供應無法追上移

民增幅，填海造地又有何意義？ 

3347 2018-09-20 

(16:16)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土地問題曠日持久，而填海正是徹底解決不二

法門//【支持填海】李樂詩：填海是最少爭議但

又有效增加土地的方法香港的土地 

3348 2018-09-20 

(16:20) 

LinePost 線報 【新聞】葉劉當場撕爛土地大辯論文件：浪費

時間葉劉淑儀表示，認同在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提出的 18 個選項中，只有維港以外填海 

3349 2018-09-20 

(17:42) 

852 郵報 廢定唔廢，大家有眼睇…… 

3350 2018-09-20 

(17:55) 

Hin Leung 輪到 01 反填海要棕地死拖爛拖最好乜都唔好

做，香港人一係搬去新界，一係瞓市區劏房 

3351 2018-09-20 

(18:01) 

公民黨 Civic Party 【政府覓地捨易取難】 

3352 2018-09-20 

(18:21) 

政策．正察 【土地估算】安老問題與土地問題息息相關，

加上人口老化嚴重，相關的土地供應不足，明

報社評認為除了覓地以外，怎樣才可合理地 

3353 2018-09-20 

(18:28)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導正土地規劃。//「是有土地需求，但應優先用

什麼？有棕地、官地可用，怎會這些都未用，

就移山填海？有時政府只是想幫地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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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4 2018-09-20 

(18:45) 

思考香港 【地從何來】土地大辯論將在 9 月底結束，新

民黨葉劉淑儀批評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18 項土地

選項偏頗及不全面，更當場撕爛諮詢文件! 

3355 2018-09-20 

(18:52) 

公屋聯會 Federa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土地大辯論」公眾諮詢將於本月底結束，當

中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出 18 個未來土地供應選

項。 

3356 2018-09-20 

(18:55) 

時聞香港 倘增土地 54%居民倡建公屋 

3357 2018-09-20 

(19:38) 

港股策略王週刊 

winmoney.hk 

【記者會精華系例】劉鳴煒於智經研究報告記

者會表示，與其仿效其他智庫團體討論填海或

以高爾夫球場建屋之利弊 

3358 2018-09-20 

(20:12) 

HKBC Media Limited 【新民黨促請政府向中央申請內地水域填海】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眾諮詢即將完結，新民黨

今召開記者會，回應小組公眾參與活動意見 

3359 2018-09-20 

(20:19)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咁激動？】土地大辯論將在 9 月底結束， 

新民黨今天召開記者會回應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的文件。 

3360 2018-09-20 

(21:13) 

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 

【土地大辯論】土地供應公眾諮詢將於本月底

結束，新民黨指合共提出 7 個中短期及長期的

土地供應方案 

3361 2018-09-20 

(21:16) 

Simon So 土地大辯論的關鍵是在土地如何分配。周庭指

出了辯論的重點。【  唔檢討土地規劃  香港

人生活唔會改善 】 

3362 2018-09-20 

(21:17) 

民間社福界資訊 【 ? 唔檢討土地規劃 ? 香港人生活唔會改

善 ? 】? 眾志成員 周庭 Agnes Chow Ting 

3363 2018-09-20 

(21:40) 

Regina Ip 葉劉淑儀 新民黨 回應《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眾參與活

動》 意見書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眾諮詢即將完

結，新民黨今天（20 日）召開記者會 

3364 2018-09-20 

(21:42) 

巴士的政事 田北辰籲，不要以二元對立心態討論土地問題 

田北辰贊成局部發展粉嶺高球場 倡政府盡快收

回棕地 | 政事 | 巴士的報 ? 

3365 2018-09-20 

(21:52) 

林超英 Lam Chiu 

Ying 

超巨型宣傳機器抹黑反對填海和入侵郊野公園

的人，形容「只會反對，毫無建設」，漠視民

間不斷為政府出謀獻策，提出可用土地選項 

3366 2018-09-20 

(22:17)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土地大辯論】香港土地缺乏，唔單止對住屋

需求帶來極大壓力，對安老服務同樣構成唔少

限制，令老人家唔能夠「老有所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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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7 2018-09-20 

(22:19) 

眾新聞 歷時 5 個月的「土地大辯論」公眾諮詢，將於

下週三（26 日）結束。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明天

（21 日）將開會，就公眾諮詢的初步觀點 

3368 2018-09-20 

(23:42) 

地產台 Bastille 

Property Channel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今日舉行公聽會，聽取

公眾對土地供應選項的意見。 土地大辯論下週

三結束 4 萬人聯署反對發展郊野公園 

3369 2018-09-20 

(23:55) 

Kay Lam 我保證最多市民支持的，唔係填海，係收回單

程證審批權，再減單程證配額，一如董建華於

2002 年的建議 

3370 2018-09-21 

(00:37) 

信報通識 

iknow.hkej.com 

大熱議題  【土地大辯論】土地方案利與弊各

個土地方案利與弊，一頁睇哂！全文︰ 

http://bit.ly/2 

3371 2018-09-21 

(00:44) 

黃之鋒 Joshua 

Wong 

【 唔檢討土地規劃  香港人生活唔會改善 】 

昨日我在發言中指出，政府預設香港需要 1200

公頃 

3372 2018-09-21 

(01:22) 

時聞香港 葉劉當場撕爛土地大辯論文件....... 

3373 2018-09-21 

(11:30) 

Mark Lam 解決土地問題要有創新思維昨天土地供應專責

小組開會，反對派反對填海，也反對利用郊野

公園邊埵土地，也即是說無屋的人繼續無屋 

3374 2018-09-21 

(12:17)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調查顯示大多數港人都支持填海，以便盡快解

決住屋問題//【支持填海】公屋聯會調查顯示：

78.4%市民支持填海 

3375 2018-09-21 

(12:40) 

何厚祥 今日在立法會土地政策公聽劊的發言稿全文：

就本港的土地政策，我今天主要想講兩點。第

一，本港因土地短缺而導致樓價飆升 

3376 2018-09-21 

(12:46)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促房協為未補價出租計劃訂

租金標準 

3377 2018-09-21 

(13:12) 

田北辰 【 # 土地大辯論 ｜起屋起係邊？大家最 Buy 

填海？定係發展棕地？ 】 香港地少人多，房

屋供應嚴重失衡！ 

3378 2018-09-21 

(13:12) 

852 郵報 【土地供應小組淨係負責喚起危機感？ # 真心

咩 】 

3379 2018-09-21 

(14:11)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香港樓價超貴、空間超少、上樓時間超長！香

港群策匯思副主席陳志豪話要改善「三超」問

題，填海造地迴避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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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0 2018-09-21 

(14:13) 

創建香港 Designing 

Hong Kong 

香港有充足的土地。與其投放資源興建東大嶼

人工島以獲取土地，倒不如利用資源處理新界

現有的土地和基建配套 

3381 2018-09-21 

(15:54) 

思考香港 【土地短缺】新界鄉議局建議可於北區天平山

村和粉嶺靈山擴展區，作為試點，興建多層丁

廈。大家又認為是否值得考慮？ 

3382 2018-09-21 

(16:06) 

流動新聞 批土地選項欠全面 葉劉淑儀撕爛「點心紙」土

地供應專責小組就 18 個土地選項做公眾諮詢 

3383 2018-09-21 

(16:58) 

邵家臻 林鄭月娥：現時的問題是有錢都解決唔到，沒

有院舍、沒有樓房、沒有土地，亦沒有人手，

要增加水準、要改善院舍的人均面積 

3384 2018-09-21 

(17:20) 

LinePost 線報 【線報直播】公民黨街站 冀以土地收回傑例收

回棕地公民黨早前訪問 696 位市民，並根據結

果提出四大建議，在諮詢結束前夕特意 

3385 2018-09-21 

(17:53) 

吳文遠 Avery Ng 社民連副主席周諾恆，於公聽會發言中公開邀

請土供組星期日與遊行人士辯論！ 

3386 2018-09-21 

(18:00) 

長春社 【1965 年的報告 預視今日郊野公園「被發

展」】 眾所周知，香港郊野公園自《郊野公園

條例》1976 年生效而成立 

3387 2018-09-21 

(18:09) 

譚文豪 Jeremy Tam 【土地大辯論】 # 陪我講 @ 龍蟠苑 今日公

民黨正式向政府遞交「土地大辯論」嘅建議書 

3388 2018-09-21 

(18:17) 

政策．正察 【近 8 成人撐填海】土地大辯論接近尾聲，公

屋聯會就向公屋及居屋居民就住土地供應選項

進行問卷調查，公居屋居民點睇？ 

3389 2018-09-21 

(18:17) 

Speak Out HK 港人

講地 

沈運龍表示自己年青時係劏房戶，好瞭解劏房

戶嘅痛苦。佢認為只要下定決心填海造地，造

多幾個新市鎮 

3390 2018-09-21 

(19:25) 

Alvin Yeung 楊岳橋 【陪我講】土地大辯論公民黨 Civic Party 已向

政府遞交土地大辯論建議書 

3391 2018-09-21 

(19:40) 

Suet Man Tsang 第時屯公咪塞上加塞? ? 【土辯填海】屯門去年

全港空氣最差 低處未算低？未來將基建圍城 

在土地大辯論「5＋1」近岸填 

3392 2018-09-21 

(20:40) 

地產小子 

Propertykids 

【 # 地產小子 # 週末公投 】 # 人口 與 # 

土地需求 有直接關係，你是否同意「只要香港

停止輸入大量外來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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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3 2018-09-21 

(21:05)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官地識得用其實好好用】大家有冇發現，大

家住或做嘢嘅地方附近，總會有一啲地吉咗係

度，圍起咗養草，或者亂咁擺雜物 N 年 

3394 2018-09-21 

(22:55) 

紀元時報（香港） 特首林鄭月娥日前重複稱土地及房屋問題乃施

政重中之重，只要有土地，政府願意興建更多

市民負擔得起的資助房屋。有指其內容空泛 

3395 2018-09-21 

(23:47) 

Ching Hang Wong 政府必須廢除丁權  界限街以北就係新界，咁

點解九龍冇原居民？全文+影片︰ 

http://bit.ly/2O14mIj# 

3396 2018-09-21 

(23:49) 

風火山林月刊 # 土地大辯論 已經來到尾聲，不少山友都為保

郊野盡心盡力。今期我們訪問了來自綠色和平

和長春社的朋友，看看他們這幾個月 

3397 2018-09-22 

(00:02) 

李卓人 Lee Cheuk 

Yan 

【沒有土地公義，談何幸福？】 

3398 2018-09-22 

(06:13) 

Tin Leung Ji 【 # 土地大辯論 ｜起屋起係邊？大家最 Buy 

填海？定係發展棕地？ 】 香港地少人多，房

屋供應嚴重失衡！ 

3399 2018-09-22 

(07:11) 

眾新聞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週五（21 日） 開會討論

180 場公眾諮詢的初步觀察結果。小組主席黃遠

輝會後接受眾新聞查詢 

3400 2018-09-22 

(08:53) 

隨我行 FolloMe 暫時只有少部分郊野公園及地質公園設施重

開，請留意最新情況。 受超強颱風山竹影響郊

野公園及地質公園設施最新情況（附圖） 

3401 2018-09-22 

(09:52) 

香港有機生活社 《在地說農》之九：農地是「土地供應」的好

方案嗎﹖土地大辯論諮詢期即將結束。由於當

中的「公私營方案」建議… 

3402 2018-09-22 

(10:19) 

Jacinto Tong 增加土地供應的四大堅持（fb#1955） 

3403 2018-09-22 

(10:28) 

巴士的政事 「土地大辯論」將於下週三結束！ 土地小組將

交初步報告 未有量化數據僅提五選項 | 政事 | 

巴士的報 ? 

3404 2018-09-22 

(11:20) 

LinePost 線報 【新聞】前規劃署助理署長伍華強：土地諮詢

好假，都幾拙劣！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眾諮詢

接近尾聲，前規劃署助理署長伍華強表示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3405 2018-09-22 

(12:23) 

Aimi Chin 社民連副主席周諾恆公聽會發言全文：「土地

假辯論應零分重作 邀請土供組與遊行人士辯論

由第一日，社民連和其他民間團體… 

3406 2018-09-22 

(14:07) 

PassionTimes 熱血

時報 

【規劃署前官員向政府獻策：2047 後不續租農

地】歷時 5 個月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眾諮詢

下星期結束，不同人都就是次… 

3407 2018-09-22 

(18:18) 

浸大山神 學聯代表會主席張倩盈發言時透露，學聯明日

舉辦土地供應論壇，但土地小組最後無法出

席，她指不少年輕人關心土地問題 

3408 2018-09-22 

(18:38) 

橫洲綠化帶發展關注

組 

【官地識得用其實好好用】大家有冇發現，大

家住或做嘢嘅地方附近，總會有一啲地吉咗係

度，圍起咗養草，或者亂咁擺雜物 N 年 

3409 2018-09-22 

(19:05) 

To Siu Ming 咁仲使填海？ ? 

3410 2018-09-22 

(20:44) 

黃浩銘 Raphael 

Wong 

歸還閒置軍地 大量增建公屋各位早晨！今日我

們常都在說「無地」，我都聽見很多的人說。

有些就說要用郊野公園邊陲，又或填海。 

3411 2018-09-22 

(21:25) 

公民黨 Civic Party 【土地公義大遊行】土地大辯論公眾諮詢結束

前夕，土地公義聯合陣線發起土地公義大遊

行，向土地分配不公說不！ 

3412 2018-09-22 

(22:18) 

HKBC Media Limited 蘇偉文：市民要面對現實接受很多土地是填海

得來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蘇偉文出席一個土地

供應研討會時表示，填海是過去香港新增土 

3413 2018-09-22 

(22:46) 

正思香港 //政府應多聽基層市民，尤其是輪候公屋多年仍

未「上樓」近三十萬草根人士的聲音和感受才

切題。他們面對住屋問題，租金昂貴 

3414 2018-09-22 

(23:39) 

Irwin Choy 2200 公頃已經等於起人工島 【土地大辯論】

田北俊：等填海天都光 倡收回屯門青山靶場建

屋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4 月底起展開 

3415 2018-09-23 

(00:31) 

社區前進 

Community March 

【土地公義大遊行】明天星期日，由土地公義

聯合陣線發起的土地公義大遊行，我們呼籲各

位踴躍參與，向官商勾結說不 

3416 2018-09-23 

(13:06) 

Kanix Lee 保衛郊野公園  

3417 2018-09-23 

(15:21) 

姚松炎 Edward Yiu # 反對用郊野公園或填海起樓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3418 2018-09-23 

(15:24) 

社會民主連線 土地公義分配遊行即將於三時開始，警方全力

監視起點街站# 土地公義分配 

3419 2018-09-23 

(16:15) 

香港 01 【轉自 01 深度 】「原居民」可以有咁多特

權，唔係因為佢哋住得耐，而係...... 

3420 2018-09-23 

(16:32) 

李庭豐 Jay Li 【香港人要住得幸福】小麗民主教室 x 社區前

進－民間土地論壇我昨日代表民協出席了「民

間土地論壇」。 

3421 2018-09-23 

(16:33) 

長春社 「郊野公園就是郊野公園，沒有分邊陲不邊

陲。」——KAMI 。感謝 風火山林月刊 的採

訪，讓我們講出「守護郊野的聲音」！ 

3422 2018-09-23 

(17:03) 

生活 立場 // 「人都沒地方住了，還要保住農地？」這是

最膚淺的對立思維方法，甚麼事情都只有二元

對立，非此即彼。你將「農地」兩個字 

3423 2018-09-23 

(19:19)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 

Hong Kong Dolphin 

Conservation 

Society 

【土地公義聯合陣線大遊行】 

3424 2018-09-23 

(19:39) 

綠領行動 Greeners 

Action - 全新專頁 

【土地公義大遊行 ︳現場實況】- 填咗個海、

輸咗地球 ? ，值得咩 ?! 

3425 2018-09-23 

(20:11) 

香港電台視像新聞 

RTHK VNEWS 

土地公義聯合陣線發起遊行，要求政府收回粉

嶺高球場、閒置軍營及地產商囤積的土地建

屋，並減少賣地予私人發展商，增加公營房屋 

3426 2018-09-23 

(20:14) 

LinePost 線報 【線報專訪】許楨專訪黎廣德：東大嶼填座山

都得，但不如在珠江口重置貨櫃碼頭若果必須

填海，東大嶼也非唯一方案。藍塘海峽… 

3427 2018-09-23 

(20:16) 

香港眾志 

Demosist  

# 遊行 【  不要假辯論  還我土地真公義  】 

今日香港眾志及一眾土地公義聯合陣線的團

體… 

3428 2018-09-23 

(20:24) 

社區前進 

Community March 

【土地公義大遊行】土地大辯論接近尾聲階

段，社區前進今日參加「 # 土地公義聯合陣

線 」發起的遊行，向官商勾結說不 

3429 2018-09-23 

(21:10) 

社會主義行動 

Socialist Action 

社會主義行動參加土地公義聯合陣線遊行，反

對土地假辯論，反對林鄭贈送土地予地產商興

建私樓。我們要求公有化全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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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0 2018-09-23 

(21:33) 

LinePost 線報 【博客】丁煌《粵港澳大橋水域造地填海，一

箭雙雕！》粵港澳大橋所經過的水域 95% 以

上都在珠海水域內。 

3431 2018-09-23 

(22:20) 

公民黨 Civic Party 【土地公義遊行】 

3432 2018-09-23 

(22:22) 

周庭 Agnes Chow 

Ting 

【還我土地公義遊行】今天與土地公義聯合陣

線一眾團體一起參加了遊行，反對政府有預設

立場的土地諮詢，重申土地問題重點不在… 

3433 2018-09-23 

(22:26) 

Aimi Chin 【即時文摘】完結香港基金（馮睎乾） 近日政

府倡議，在大嶼山、港島之間填海 1000 公頃，

興建人工島，發展「東大嶼都會」 

3434 2018-09-23 

(22:28) 

綠領行動 Greeners 

Action - 全新專頁 

【土地公義大遊行 】 

3435 2018-09-23 

(22:55) 

香港獨立媒體網 【今日早前直播】土地公義聯合陣線由灣仔盧

押道遊行至政府總部門外，舉行「不要土地假

辯論 還我分配真公義」集會 

3436 2018-09-23 

(23:11) 

有線新聞 i-Cable 

News 

【團體發起遊行 批土地大辯論是假諮詢】 土

地大辯論接近尾聲，有團體發起遊行，批評土

地供應專責小組，有支持填海的前設… 

3437 2018-09-24 

(00:35) 

Kin Man Chan 社民連副主席周諾恆公聽會發言全文：「土地

假辯論應零分重作 邀請土供組與遊行人士辯論

由第一日，社民連和其他民間團體… 

3438 2018-09-24 

(02:27) 

小麗民主教室 【沒有土地公義，談何幸福？】今日土地公義

大遊行，剛好與高鐵通車同一日，當年反高鐵

運動的參與者，今天遊行時無不感慨萬千 

3439 2018-09-24 

(03:22) 

社會民主連線 【 反對土地假諮詢 】 

3440 2018-09-24 

(03:45) 

置富花園居民協會 - 

南區改劃綠化地 - 

關注組 

已超過 500 人聯署了!「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

公眾諮詢期將於本星期四 2018.9.27 完結。請

爭取最後機會表達你的意見： 

3441 2018-09-24 

(10:26) 

香港獨立媒體網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拒絕出席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 對話。# 土 

3442 2018-09-24 

(10:33) 

時聞香港 填海倘屬社會主流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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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3 2018-09-24 

(10:54)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 【團體發起遊行 批土地大辯論是假諮詢】 //全

港關注劏房平台街坊胡女士參與土地公義大遊

行期間接受傳媒訪問 

3444 2018-09-24 

(12:26)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政府已經好大膽……】為期 5 個月的 # 土地

大辯論 將於本週三結束，財政司司長 # 陳茂

波 昨出席港台節目時表示… 

3445 2018-09-24 

(12:48) 

香港規劃情報 【棕地安置工廈設計曝光 業界指不夠用 洪水

橋 7 至 8 幢元朗 1 幢 最快 2025 落成】 

3446 2018-09-24 

(12:55)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 

Hong Kong Dolphin 

Conservation 

Society 

【最後數天！為海豚發聲！土地供應公眾諮詢 

26/9 截止！】  

3447 2018-09-24 

(13:42) 

撐香港 Support HK # 土地規劃 //土地公義聯合陣線發起遊行，要

求政府收回粉嶺高球場、閒置軍營及地產商囤

積的土地建屋，並減少賣地予私人發展 

3448 2018-09-24 

(13:57)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單偉彪 # 填海 # 土地大辯論 】 單偉彪

指出，填海最起碼可以預測，其他方式例如談

判收回棕地 

3449 2018-09-24 

(15:42) 

林本利 - 利財筆記 林本利 - 【土地大辯論】收高球地建屋最優先 

- 香港經濟日報 - iMoney - 專欄 長達 5 個月的

「土地大辯論 

3450 2018-09-24 

(17:39) 

巴士的政事 填海、不填海，哪種才是社會主流意見? 填海

若是社會主流意見 財爺：立會不敢不批錢 | 政

事 | 巴士的報 ? 

3451 2018-09-24 

(17:54)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專責小組）今日（九月二

十四日）向行政長官提交了專責小組從公眾參

與活動所得的初步觀察。  專責小組主席黃遠

輝致行政長官的相關函件見附件。  

https://landforhongkong.hk/file/Appendix_tc.pdf   

2018 年 9 月 24 日（星期一） 

3452 2018-09-24 

(18:02)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 

Hong Kong Dolphin 

Conservation 

Society 

【土地大辯論！不要填海】1. 填海廢除海岸公

園功能大嶼山北面現時有兩個海岸公園- 沙洲及

龍鼓洲海岸公園同大小磨刀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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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3 2018-09-24 

(18:02)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 

Hong Kong Dolphin 

Conservation 

Society 

【土地大辯論！不要填海！】2. 填海重疊晚間

海豚活動範圍漁護署每年公佈的海豚數字和分

佈的數據，均來自日間的船上調查 

3454 2018-09-24 

(18:05) 

地產站 Property 

Station 

土地供應諮詢已結束，專責小組趕及特首發表

施政報告前提交初步建議，究竟邊個選項最多

人 buy？市民是否仍對私人農地發展… 

3455 2018-09-24 

(19:26) 

撐香港 Support HK # 土地規劃 //規劃署前助理署長伍華強出席港

台節目後則指，社會對填海的支持與反對聲音

同樣多，到立會審議時亦未必順利。 

3456 2018-09-24 

(19:53)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土地大辯論的公眾諮詢即將結束，土地供應專

責小組今日向特首林鄭月娥提交初步觀察。七

頁報告主要談及五個社會討論較多的土地供… 

3457 2018-09-24 

(20:11) 

有線新聞 i-Cable 

News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交初步觀察 指發展棕地最

多人支持】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向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提交諮詢工作的初步觀察 

3458 2018-09-24 

(20:15) 

政策．正察 【填海環保術】填海技術愈趨成熟，過去的問

題日漸解決。反對填海者集中海洋環境污染、

成本、時間和土地沉降影響等問題 

3459 2018-09-24 

(21:35)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 【有前設初步觀察 之 基層被代表】 初步觀察

報告的遣詞用字相當偏頗，尢以「私用私人的

新界農地儲備」為甚 

3460 2018-09-24 

(21:49)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土地大辯論 幕後演員名單 Closing credits of 

the Big Land Debate】 今日土供組繞… 

3461 2018-09-24 

(22:56) 

政策．正察 【土地不只是一條數】將棕地、私人遊樂場地

契約土地、低用量政府土地數字加埋一齊，雖

然會有一定數量土地，但係 @經濟 3.0 

3462 2018-09-24 

(23:57) 

香港蘋果日報 土地供應公眾參與活動去到 26 號咋！# 土地供

應 

3463 2018-09-25 

(00:33) 

時聞香港 【土地大辯論】棕地發展獲多數支持 發展高球

場意見兩極 

3464 2018-09-25 

(00:47) 

坪洲填海關注組 黃遠輝土供組給林鄭的信件，左一句有基層團

體支持填海，右一句有基層團體支持郁郊公…

喂，寫漏左也有許多基層團反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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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5 2018-09-25 

(10:05) 

香港本地農業發展關

注組 

《在地說農》之九：農地是「土地供應」的好

方案嗎？土地大辯論諮詢期即將結束。由於當

中的「公私營方案」建議，是利用發展 

3466 2018-09-25 

(11:38) 

雅虎香港新聞 【增加土地供應】 

3467 2018-09-25 

(11:53) 

天行足跡 【語言偽術示範】「不少對填海持正面態度市

民表示支持發展東大嶼都會」不少對西環持正

面態度的人都支持梁振英，鬼唔知阿媽係女人 

3468 2018-09-25 

(11:54) 

天行足跡 【語言偽術示範 2】// 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上，

小組稱「有基層團體支持發展以興建公營房

屋」// 

3469 2018-09-25 

(12:04) 

Regina Ip 葉劉淑儀 【新民黨建議：內地水域填海】早前，新民黨

舉行記者招待會，回應《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

眾參與活動》意見書。 

3470 2018-09-25 

(12:20) 

工聯會 【多元開發土地 增住屋 拓產業】工聯會記者

講述對香港土地供應選項的建議。  多元開發

土地 增住屋 拓產業 

3471 2018-09-25 

(15:01) 

工聯會 【土地開發】為期 5 個月的「土地大辯論」公

眾諮詢明日(26 日)結束，工聯會今(25 日)均就

土地供應選項發表意見 

3472 2018-09-25 

(15:31) 

麥美娟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諮詢明日將完結，我和 #

工聯會物流及交通行業委員會副召集人蘇栢燦 

今召開記者會，簡介工聯會意見。 

3473 2018-09-25 

(16:00) 

基進報導 【不能逾越的郊野紅線】為期 5 個月的土地大

辯論還有幾日結束。雖然土供組承認郊野公園

發展有巨大爭議，但不少親建制的智庫… 

3474 2018-09-25 

(16:22) 

公民黨 Civic Party 【假借公眾諮詢之名】袒護囤地集團利益為實

既然民意都十分擔心「公私營合作」機制有利

益輸送，咁點解小組仍然建議政府設立所謂… 

3475 2018-09-25 

(16:23) 

Now News - 新聞 #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已向政府提交初步觀察， 

# 工聯會 支持填海及開發棕地。 

3476 2018-09-25 

(18:25) 

Camille Lam 林芷筠 【土地大辯論埋單計數】要講的講過，以往在

論壇發言也是圍繞以下幾個主題。 

3477 2018-09-25 

(18:29) 

HKBC Media Limited 【黃遠輝﹕無需在最終報告前就個別土地供應

選項下結論】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表

示，土地供應公眾諮詢的「初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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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8 2018-09-25 

(19:10) 

民協 ADPL 【立即加入聯署】我要土地公義！反對土地供

應假諮詢！ 

3479 2018-09-25 

(20:49) 

Go Green Hong 

Kong~ 香港綠色生

活指南 

我們反對填海 不要東大嶼都會 為免專責小組

將聯署意見歸納為同一意見，請務必在「其他

意見」留下個人見解 

3480 2018-09-25 

(21:39) 

海豚三十 收復豚地 

Saving the 

Handover Mascot 

【 # 土地大辯論 代海豚發聲！】諮詢 26/9 

五點截止 近岸填海有咩問題？一齊去信話俾林

鄭同土地供應小組知啦！ 

3481 2018-09-25 

(22:53) 

向香港員警致敬 大家覺得香港有無需要大幅填海呢？？  //香港

樓價超貴、空間超少、上樓時間超長！ 

3482 2018-09-26 

(01:23) 

政治咖哩飯 【土地大辯論】商場倒模充斥自由行 港女崩

潰：喺香港拍拖好辛苦 香港土地問題嚴重，除

樓價持續高企，年輕一族上車無望 

3483 2018-09-26 

(02:45) 

綠領行動 Greeners 

Action - 全新專頁 

【土地諮詢 - 問卷街站  最後沖刺  】我地聯

合街站 ，都係想話畀你知，土地諮詢今日截止

喇！ 

3484 2018-09-26 

(03:00) 

Aland Chan 深知填問卷很難改變政府決定 

3485 2018-09-26 

(06:11)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民間土地資源小組的專家意見，強調 1200 公頃

土地需求高估。小組建議將資源優先規劃新界

發展，善用棕地和閒置政府土地 

3486 2018-09-26 

(06:24) 

眾新聞 //自古以來，人賴土地以生存，土地是有關乎民

生的一個整體用途觀。現致函 貴會，藉此溝通

管道，向政府傳達有關土地與民生… 

3487 2018-09-26 

(07:09) 

鄭泳舜 Vincent 

Cheng 

【欣·論土地發展】由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理，

為期五個月的「土地大辯論」將於明天結束。

一方面，香港市民引頸以待 

3488 2018-09-26 

(08:23)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解決房屋及空間擠逼問題，方法多的是，正所

謂「XX 不只一條路」，可惜政府總是跟你講

「造地」啦「填海」啦。 

3489 2018-09-26 

(09:25) 

眾新聞 香港總商會總裁袁莎妮：//有別於其他土地供應

方案，在維港以外填海，不會影響現有土地用

途，毋須耗時處理收回私人土地及安置 

3490 2018-09-26 

(10:33) 

Hoi Dick Chu 土供組的語言偽術 689 的語言偽術，好似「僭

建處理咗，個僭建就唔存在」，人所共知，卻

原來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也不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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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1 2018-09-26 

(11:12) 

隨我行 FolloMe 最後今天，未填問卷記得填  

3492 2018-09-26 

(11:56) 

思考香港 【地從何來】土地大辯論結束，最終能否解決

房屋問題? 

3493 2018-09-26 

(11:57)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 土地大辯論 】 政

府成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尋找新土地供應，

事實上，若然施政「以人為本」 

3494 2018-09-26 

(12:36) 

王進添 因應政府政策[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

條例]的實施，隨著老舊建築物屋齡越來越高，

易遭地震倒塌受損，且台灣也將面臨… 

3495 2018-09-26 

(12:41) 

葉傲冬 Chris IP 【欣·論土地發展】歷時五個月的土地供應諮詢

今日結束 

3496 2018-09-26 

(12:52) 

信報手筆 hkej.com 【黃遠輝才是真正「出氣袋」 (金針集 / 金

箴)】  

3497 2018-09-26 

(12:52) 

王月山 大便論終於收皮。賣民派當然第一時間撲出黎

哂 紙牌表達意願:填海&其他短期措施 etc.。其

實正苦依然唔切 150 人日日黎, 

3498 2018-09-26 

(13:37) 

明報文摘 【土地辯論】5 個月公眾諮詢，有沒有得出一個

主流意見？答案是否定的。有人指土地供應專

責小組是「廢」的，特首林鄭月娥的回應.. 

3499 2018-09-26 

(13:47) 

香港規劃情報 政治利益大於一切 信報即時新聞 -工聯會支持

收回粉嶺高球場建屋 歷時 5 個月的土地大辯論

今日結束。立法會房屋事務 

3500 2018-09-26 

(13:57) 

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 #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 土地大辯論 】 土

地供應專責小組用心良苦，搞諮詢又搞民調，

然而大部分諮詢會都變成不同團體… 

3501 2018-09-26 

(14:12) 

地產小子 

Propertykids 

收回粉嶺高球場的意義，就是政府是否真心紓

緩房屋問題的重要證據 

3502 2018-09-26 

(14:14)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 

Hong Kong Dolphin 

Conservation 

Society 

【 # 土地大辯論 代海豚發聲！】諮詢今日 

26/9 五點截止 ?黃主席咁落力聽左咁多場諮

詢，初步觀察的內容與事實不符 

3503 2018-09-26 

(14:45) 

思考香港 【土地供應】 # 鍾民傑 ：「土地大辯論」本

身就仿如為反政府人士專門搭建的舞台。它永

遠無法排解紛爭，倒是為那些以反政府 

3504 2018-09-26 

(15:03) 

時聞香港 麥美娟支持收回粉嶺高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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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5 2018-09-26 

(15:04) 

Albert Lai 有民間團體倡優先發展棕地 對東大嶼填海有保

留 為期五個月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諮詢期今日

結束，「民間土地資源小組」認為… 

3506 2018-09-26 

(15:04) 

基進報導 「土地大辯論。待填的漏洞？」 長者服務用地

諮詢會 安老服務倡導聯盟（下稱：安倡聯） 

3507 2018-09-26 

(15:17) 

撐香港 Support HK # 一人一信 # 請廣傳 ：反對填海 不要東大嶼

都會 (Click See More for English)聯署由 

3508 2018-09-26 

(15:25) 

CUP 媒體 Chenglap 文章筆記 ：香港人因為不斷有人口

移入，已擠迫到活在水深火熱中，需要新的土

地，但哥倫布早已死亡，這世界… 

3509 2018-09-26 

(16:25) 

眾新聞 「土地大辯論」公眾諮詢尾聲，退休建築師李

鉞再度撰文，支持重置葵青貨櫃碼頭選項：//香

港的貨櫃碼頭貨運量，以從 1970 年… 

3510 2018-09-26 

(16:40) 

Roy Tam 民間版土地大辯論的初步觀察 

3511 2018-09-26 

(16:58) 

Paul Zimmerman 司

馬文 

我們並非「缺乏」土地。We are NOT short of 

land 

3512 2018-09-26 

(17:04) 

前線科技人員 【專業團體就土地諮詢向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作

出的建議】特區政府責成貴小組進行六個月的

土地供應公眾諮詢，現正進入最後階段 

3513 2018-09-26 

(17:06) 

Edward Lau 【增加土地供應 交通基建要做足】 

3514 2018-09-26 

(17:23) 

社會民主連線 今午，社民連聯同土地公義聯合陣線到特首辦

抗議，反對特區政府行「土地大辯論」之名，

大搞填海、開發郊野公園及公私營合作。 

3515 2018-09-26 

(17:35) 

LinePost 線報 【新聞】施永青：林鄭，土地大辯論一開始就

是「錯誤」施永青直指，五個月的土地諮詢是

錯誤，認為應先在大方向及價值觀上取得市 

3516 2018-09-26 

(18:04) 

思考香港 【本末倒置？】 # 劉信 ：即使地產商願意以

折讓價錢，讓政府收回土地，這些土地只能用

來興建居屋及公屋。 

3517 2018-09-26 

(18:04) 

思考香港 【 # 土地大辯論 】為期 5 個月諮詢期今日結

束， # 李華明 話自己去咗由小組舉辦全部的 4

個公眾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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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8 2018-09-26 

(18:34) 

小麗民主教室 【土地假辯論】今日同各個團體一齊去特首辦

遞交我哋幾個月來辛辛苦苦喺民間收集嘅幾百

份意見書 

3519 2018-09-26 

(18:35) 

環保觸覺 Green 

Sense 

【多個團體推《民間觀察》 反駁土地小組偏頗

報告】日前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向特首提交「初

步觀察」報告，內容偏頗，避重就輕 

3520 2018-09-26 

(18:39) 

Eric CM Lo 叫人番內地都講得出？# 民建聯最無恥  

3521 2018-09-26 

(18:53)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 

Concerning 

Grassroots' Housing 

Rights Alliance 

土地公義聯合陣線 【回應土供組中期報告 抗

議行動 新聞稿】 

3522 2018-09-26 

(19:21) 

綠洲 Oasistrek 今天是「土地大辯論」公眾諮詢的最後一天，

把握機會提出你的意見 !   

3523 2018-09-26 

(19:22) 

社會民主連線 土供組一開波就將「公眾意見」打走！【土地

假辯論中期報告 自己友圍威喂】//土供組根本

沒有把民間團體的多次抗議、市民過萬 

3524 2018-09-26 

(20:19) 

政策．正察 【填海利弊】坊間對於填海填料、成本，乃至

沉降問題仍有疑問，三位元元工程師就以過往

的填海例子一一解答，睇下佢哋點講？ 

3525 2018-09-26 

(20:23) 

工聯會 【土地供應要多元化】為期 5 個月的「土地大

辯論」今天結束。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主

席、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認為，土地供

應… 

3526 2018-09-26 

(20:40) 

政治咖哩飯 任憲邦要求政府及土供小組馬上披露有關計劃

的成本預算，讓社會衡量在海中心填海的財務

可行性是否符合現實。 

3527 2018-09-26 

(21:09) 

Shuo Online 說在線 【本網訊】土地大辯論結束後，政府收集了各

界對土地用途的意見。議員出席電台節目時表

示，香港應該發展長遠的土地儲備 

3528 2018-09-26 

(21:37) 

外匯達人 〈合作社房屋．一〉公私市場外的第三條路 歐

洲雙「瑞」作為範例 經歷過去數月的土地大辯

論，香港的房屋討論彷彿就一直被牽 



編號 日期 來源 標題  

3529 2018-09-26 

(21:49) 

新界社團聯會(新社

聯) New Territories 

Association of 

Societies (NTAS) 

【欣·論土地發展】為期五個月的「土地大辯

論」今日結束，為讓市民得以安居樂業，我認

為政府應拿出勇氣，並作出承擔 

3530 2018-09-26 

(22:25) 

眾新聞 專業團體就土地諮詢向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作出 7

項建議： 

3531 2018-09-26 

(22:34) 

時聞香港 土地供應諮詢結束收 2 萬問卷 

3532 2018-09-26 

(22:53)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 香港高爾夫球會歷史悠久，球場內有大量植

物，我們同意拆卸可惜。但此 170 公頃是現時

全港罕有的單一大型土地 

3533 2018-09-26 

(23:03) 

Albert Lai 建 5 條海隧及 37 公里鐵路 民間土地資源小組

論東大嶼填海：根本不設實際 | 立場報道 | 立

場新聞 土地大辯論公眾諮詢 

3534 2018-09-26 

(23:03) 

Stand News 立場新

聞 

// 土供組特別提及有人反對在馬料水填海，只

是假裝不偏不倚，因為這個選址根本不是其心

水，「東大嶼都會」才是。 

3535 2018-09-26 

(23:14) 

橫洲綠化帶發展關注

組 

好正嘅一段短片，解構香港土地問題！  被消

失嘅市區閒置土地，從來唔係未來土地開發嘅

選項。香港冇地，從來都係一個謊言。 

3536 2018-09-26 

(23:58) 

Roy Tam 【土地供應】議員學者批初步報告漠視人口政

策 斥東大嶼都會勢淘空庫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