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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台島建骨灰龕受阻 城規會通過限制土地用途

城規會通過限制蒲台島九成土地的發展用途，阻島上興建骨灰龕。開發蒲台島的發展商代表昨在城規會上，以未能
核實申述人身分和未有時間研究全部申述書為由，提出延期討論蒲台島發展被拒，計畫提出司法覆核。反對發展的
蒲台島鄉公所主席梁俊文質疑，支持發展的蒲台島值理會受發展商代表贊助，存利益衝突。

記者：曾偉龍

今年二月，有發展商於蒲台島夷平大片樹林，正在興建約千個骨灰龕。地政總署接報後認為發展商違反地契，發出
停業命令，城規會隨後於三月中刊憲，公布修訂「蒲台群島發展審批地區草圖」，把島上九成土地列為非指定用途
，即時凍結土地發展，保護鄉郊自然價值。

發展商要求押後遭拒

　　城規會昨就此展開聆訊，發展商代表先以未能核實部分提出意見人士的身分，以及未有時間研究日前才收到的
申述書為由，要求押後討論，但遭到城規會拒絕。

　　有環保團體代表指出，蒲台島具有科學及生態價值，亦為候鳥棲息重地，支持利用審批草圖，限制島上土地用
途。

有蒲台島居民表示，擔心發展骨灰龕影響島上風水，造成心理壓力。不過，聲稱受蒲台島值理會及部分村民委託的
規劃師則說，島上興建紀念花園有助帶動島內經濟活動。

　　蒲台島值理會主席梁明錦承認，發展商代表曾接觸並邀請他們簽署提交城規會的文件，但強調內容是不滿蒲台
島作發展用途的土地過少，而非支持興建骨灰龕。他又承認，蒲台島值理會去年曾收過一家發展商代表贊助，舉辦
太平清醮活動，但強調捐款是無條件贊助，不影響值理會立場，但他不願透露捐款額。他重申，蒲台島發展可吸引
投資，利好島上經濟，不應扼殺其發展空間。

觀鳥會冀速納郊野公園

　　蒲台島鄉公所主席梁俊文指，島上居民均反對發展骨灰龕和紀念公園，批評發展商指有居民支持發展是「扭曲
意見」，又質疑值理會去年首次接受發展商捐款，令值理會發表意見時有利益衝突。

　　城規會委員在聽取眾人意見後，通過草圖，保護島上鄉郊自然土地。香港觀鳥會自然保育主任鄭諾銘歡迎城規
會的決定，冀政府盡快將蒲台島納入郊野公園，避免有人進行不牽涉更改土地用途的破壞，例如清除植物。

　　另外，發展局昨更新私營骨灰龕表列名單，包括七個新增私營骨灰龕和其他個別骨灰龕資料更新，增至有八十
六間骨灰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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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朱晉科

蒲台島凍結發展 城規會叫停建龕

城規會昨日通過蒲台島發展審批地區草圖，叫停島上建龕，九成土地被凍結發展。已在島上動工的骨灰龕場發展商
和多個保育團體，昨日到地政總署與城規會開會。發展商要求城規會暫緩審批，但遭到拒絕，會後表示將提出司法
覆核。保育團體贊成城規會決定，要求當局盡快落實草圖，以保護島上具有保育價值的自然景觀。

本報記者朱晉科（文） 丁建（圖）

位於香港最南端的蒲台島，早前被揭發有發展商砍伐樹木和鋪設石屎板，興建骨灰龕場和紀念花園。事件曝光後
，地政總署急忙向土地持有人Splendid Resources Inc 發出禁令，指其違反地契，叫停工程。城規會亦於今年三月
，將未有法定圖則涵蓋的五百五十公頃的蒲台群島，指定為發展審批地區，並諮詢公眾意見。其中九成土地劃入「
非指定用途」，被劃入草圖的土地於落實用途前均暫時凍結。

保育團體贊成決定

城規會昨日開會審批草圖，聽取團體意見。規劃署表示，在諮詢期間，收到七百多份意見書，超過七成是支持限制
蒲台島發展。香港觀鳥會和各界關注骨灰龕法案大聯盟，均認為應將蒲台島列為郊野公園，保護蒲台島的科學和保
育價值。反對在島上興建骨灰龕場的蒲台島村民表示，擔心骨灰龕場影響風水，對村民造成心理壓力。

有聲稱受蒲台島值理會及部分村民委託的規劃師在會上表示，島上建紀念花園有助帶動經濟活動，希望島上的土地
用途能平衡保育及經濟發展。骨灰龕場發展商代表麥志揚表示，去年向城規會查詢時，當局沒有對發展提出限制
，他質疑提出意見人士的身份不明，有作弊成分，希望城規會查調清楚再討論。他又指，太遲收到部分申述書，未
有時間研究，因此要求城規會暫緩審批一至兩個月。

觀鳥會及各界關注骨灰龕法案大聯盟均反對押後審批。觀鳥會認為要盡快通過草圖，限制發展，保護蒲台島。大聯
盟指城規程序恆之有效，文件亦早已公開。城規會最終拒絕押後審批，並通過蒲台島發展審批地區草圖，未來三年
內會落實為「分區規劃大綱圖」。

發展商提司法覆核

麥志揚在討論結束前提前離場，他不滿城規會拒絕暫緩審批，由於城規會的討論會影響私人業權，關係重大，但現
時程序不合理，因此將會提出司法覆核。他又指，整個訴訟程序由第一庭到終審庭可能長達三年，如果他們在法庭
勝訴，將扭轉整個城規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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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台島建龕場 城規會叫停 90%土地列非指定用途 避免影響鄉郊景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蒲台島骨灰龕場發展計劃被凍結。城規會昨日通過《蒲台島發展審批地區草圖》
，把島上90%土地列為非指定用途，凍結所有發展，以避免影響鄉郊特色，並會把有關草圖提交行政長官及行政會議
通過。有發展商表示，當年地政總署指該處沒土地用途限制，才投資興建骨灰龕場，將提出司法覆核，圖推翻城規
會有關的決定。

　本港骨灰龕用地短缺，位處最南端的蒲台島於今年3月初被揭發，有發展商透過大型工程大量砍伐樹林，以圖謀興
建約千個骨灰龕及金塔用地；當時在島內擁有多幅地皮的2家海外註冊公司曾入稟高等法院，要求法庭聲明在地皮擺
放骨灰龕，並無違反地契條款，引起外界關注，其後地政總署在接報後即時以違反地契為由，向土地擁有人發出停
止發展命令。

團體促落實草圖保護環境

　城規會於昨日的會議上審理於3月公布的《蒲台島發展審批地區草圖》，及聽取支持及反對草圖人士的意見，席間
有蒲台島村民表示，擔心在島上興建骨灰龕場會影響風水；有環保團體認為，蒲台島是候鳥棲息的重要地區，故極
具科學及生態價值，伐木建骨灰龕及金塔用地會破壞自然環境，促請當局盡快落實草圖令蒲台島環境可得到更好的
保護。

發展商圖推翻城規會決定

　發展商代表稱，最近才收到相關的政府文件，未有時間研究當中細節，亦以城規會未核實反對人士的身份，要求
押後討論有關草圖。城規會最後否決押後討論申請，並通過有關草圖，為保護島上具保育價值的鄉郊自然景致，把
蒲台島90%土地列為非指定用途，列明不得進行挖土工程，凍結一切工程，違者即屬犯罪，首次定罪亦可罰款50萬元
。

　發展商代表稱，去年因獲地政總處回覆該地沒有土地用途限制，才會在島上投資動工，並指是次城規會的諮詢不
合理，通過有關發展草圖將凍結島上一切發展，揚言會繼續尋求法律意見，亦會提出司法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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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規凍結發展蒲台島 骨灰龕商提司法覆核

極具生態價值的蒲台島，早前被發現有發展商在島上興建骨灰龕。城規會昨通過限制蒲台島的土地發展，把島上九
成土地列為非指定用途，並暫時凍結發展，招致發展商反對。發展商已入稟法庭，提出司法覆核，將與政府對簿公
堂。本報記者城規會昨召開會議，討論蒲台島審批發展草圖，會上通過把島上九成土地列為非指定用途，限制蒲台
島的土地發展。

　　正計劃在島上興建骨灰龕的發展商代表指，因為近期才收到政府大量文件，以及懷疑提出反對蒲台島發展意見
的人士的身份有作弊成份，要求押後討論審批地區草圖，但遭城規會拒絕。

　　發展商又批評，去年地政總署曾表明有關土地沒有限制，他們才投資。他們已入稟政府，估計有關法律程序會
長達兩至三年。

　　多個支持保育的團體則同意城規會決定。觀鳥會及各界關注骨灰龕法案大聯盟認為，應盡快通過草圖，限制蒲
台島發展，令當地得到更好保護。

村民擔心影響風水

　　反對在島上興建骨灰龕的蒲台島村民亦表示，擔心發展商興建骨灰龕會影響風水，造成村民的心理壓力。有村
民則期望，蒲台島的土地用途能在保育與經濟發展間取得平衡，建議在島上建紀念花園，以促進島上經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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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規會叫停蒲台島建骨灰龕

【新報訊】有發展商計劃在蒲台島興建骨灰龕，並砍伐大片樹林，引起保育團體不滿，向政府投訴。城規會昨日召
開會議，決定限制蒲台島發展的審批地區草圖，將島上九成土地，列為非指定用途，要暫時凍結發展。

大片樹林被移平

位於香港南端的蒲台島早前揭發有發展商在島上興建紀念花園和骨灰龕，並且移平了大片樹林，引起部份居民和關
注保育團體不滿而投訴。城規會早前曾公布蒲台島的發展審批地區草圖，建議保護蒲台島的科學及生態價值，限制
島上的土地用途。

城規會昨日開始聽取不同團體的意見，興建骨灰龕的發展商代表麥志揚表示，城規會有責任釐清申述人的身份，加
上日前才收到部份申述書，未有時間研究，要求將申述期限押後至兩個月。他指，如果城規會不押後會議，將不排
除提出訴訟，程序有可能長達兩三年。

不過，觀鳥會及各界關注骨灰龕法案大聯盟就反對押後，觀鳥會認為要盡快通過草圖，限制蒲台島發展，可令島上
的珍貴的物種，受到更好的保護，又指如果在島上發展骨灰龕會令島上的居民不安。大聯盟就指城規程序行之有效
，文件亦早己公開。

發展商擬提上訴

另外，聲稱受蒲台島值理會及部份村民委託的規劃師在會上表示，島上建紀念花園有助帶動島上經濟活動。亦有申
述團體就認為應押後討論，否則今日所作的決定，日後有機會受法律挑戰。

城規會不接納押後會議的要求，繼續聽取團體的意見，發展商代表麥志揚離場，並表示，城規會的討論會影響業權
，關係重大，但程序不合理，表示將會提出司法覆核。城規會最後通過《蒲台島發展審批地區草圖》，限制島上土
地用途以免影響鄉郊特色，稍後將草圖提交行政長官及行政會議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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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規會通過凍結蒲台島發展

【記者黎浩良報道】偏遠的蒲台島早前被人砍伐大片樹林，破壞生態，遭到環保團體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訴，城規
會昨日開會通過限制蒲台島發展的審批地區草圖，並將島上九成土地列為非指定用途，要暫時凍結發展。與此同時
，委員會亦否決發展公司要求押後討論審批上述地區草圖，發展商不服決議，會提出司法覆核。

計劃在島上興建骨灰龕的發展商昨日表示，城規會有責任釐清申述人的身份，加上日前才收到部分申述書，未有時
間查證提出申述意見人士的身份，因此要求將申述期限押後；不過，城規會不信服此建議，即時拒絕有關要求。發
展商代表指出，去年曾詢問地政總署，對方指那塊地沒有用途限制，才決定投資。他們對此表示失望，已經入稟控
告政府，不滿城規會的決定。

而聲稱受蒲台島值理會及部分村民委託的規劃師在會上表示，島上興建紀念花園有助帶動經濟活動，希望土地用途
平衡保育及經濟發展。

不過，觀鳥會認為要盡快通過草圖，從而限制蒲台島發展，令到該地的環境得到更妥善的保護。而各界關注骨灰龕
法案大聯盟指出城規程序恒之有效，文件亦早己公開。有環保團體代表指出，蒲台島具科學及生態價值，亦是候鳥
棲息的重要地區，支持限制島上土地用途，亦有反對在島上興建骨灰龕的蒲台島村民說，擔心工程影響風水，造成
心理壓力。

寧靜的蒲台島竟然有人覬覦，於年初開始有發展商計劃在島上興建骨灰龕，並砍伐大片樹林。地政總署接報後發出
停止營業命令，認為違反地契，凍結有關土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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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規會打窒蒲台島龕場

【本報訊】蒲台群島疑被私人發展商砍伐大片樹林及計劃興建二千多個骨灰龕位，港府早前凍結五個群島約五百五
十公頃土地的發展，昨日城市規劃委員會通過《蒲台群島發展審批地區草圖》，進一步限制發展。發展商昨指向城
規會提交意見的申述者身份造假，質疑程序不公，可能提出訴訟。

郭儀珠表明反對在蒲台島建骨灰龕位。（張美蘭攝）

規劃署表示，島上有二千七百五十個疑作骨灰龕的「石屎板」，主要位於蒲台島西南面的三點三公頃私人土地。根
據該草圖，五百五十公頃土地中，超過九成九土地會被劃為「非指定用途」，如有人作非農業發展，必須向城規會
申請，另外又預留零點五六公頃作「鄉村式發展」。城規會收到七百二十五份意見書，八成半支持該草圖，一成四
反對。

麥志揚指向城規會表達意見人士的身份有問題，或以法律途徑提訴訟。

蒲台島約十名居民昨表明反對在島上興建骨灰龕或紀念花園，居民郭儀珠直指墓地影響風水及「嚇走」觀光遊客。
多個環保團體認為該島有極高生態價值，建議將蒲台島列為郊野公園、自然保育區等。有代表部分居民及團體的規
劃師劉先生則指，建紀念花園有助推動島上經濟，吸引更多遊客，又指紀念花園不影響觀感。

質疑申述者造假

城規會發言人表示，委員考慮過反對者的意見，認為並無足夠理據接納，故通過原有的草圖，三年後蒲台群島將以
《分區計劃大綱圖》取代，當局將考慮島上生態環境、居民意見等決定規劃用途。

擬建骨灰龕的私人發展商Splendid Resources Inc發言人麥志揚昨批評，去年底曾去信城規會，獲回覆有關土地並
非《草圖》或《大綱圖》範圍才作發展，又指支持《草圖》人士大增，質疑有人「篤數」及虛假身份陳述，要求延
遲會議不果，計劃循法律途徑再採取進一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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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台島鬥法一宗也嫌多

有發展商準備在蒲台島建骨灰龕，計畫昨日在城規會被封殺，成為另一個受阻的建龕大計，同時也反映政府在處理
建龕項目破壞環境的政策上，缺乏有效規管，讓經營者不斷尋找漏洞，造成對社區和環境的滋擾。

今年初，有人發現於蒲台島上大片樹林被夷平，用作發展近千個龕位，令自然景貌大受破壞。消息曝光後，地政總
署認為地主違反地契，發出停業命令，城規會隨後於三月中刊憲，公布修訂「蒲台群島發展審批地區草圖」，把島
上九成土地列為非指定用途，即時凍結發展。

昨日城規會展開聆訊，在聽取反對人士意見後，維持通過草圖，保護島上鄉郊自然土地，蒲台島保育先勝一仗。

加大力度落實建龕場

今次蒲台島官商鬥法，並非個別例子，過往都曾經出現過多次有人在離島或綠化地帶興建骨灰龕的風波，惹起保育
人士或附近居民的關注和不滿，這些事件最後都不了了之。

骨灰龕經常惹起事端，皆因龕位長期供不應求，造成豐厚的經濟利益，於是經營者不惜千方百計，希望從中獲益
，於是在鬧市民居附近，有人挖空心思經營，在人迹罕見的鄉郊離島，就有更多人打主意。

要減少鄉郊環境受到這些建龕大計破壞，應該雙管齊下，一方面增加供應；一方面增設規限，禁止未經批准的經營
。

要增加骨灰龕供應，最大困難是覓地選址，由於地區未必歡迎這些設施，增設龕位多數在原有設施附近安排，令到
政府龕位供應矜貴。為了平息各區對興建龕位設施擺出「不要在我後花園」的姿態，上屆政府提出在十八區都興建
有關設施的構想，以塞悠悠之口。

在各區興建龕位的大計，初步已經展開，但是否繼續進行，用多大力度推展，要待現屆政府澄清。不過，以過去當
局增建龕位的速度，就算計畫繼續執行，供不應求情況短期仍難改善，相關官員有需要考慮增加其他措施，方能解
決失衡局面。

增加龕位的工作能夠治標，與此同時，在市場供求未明顯改善前，經營「陰宅」生意利錢豐厚，引起坊間源源不絕
的投資興趣，大家窮盡心思希望可以分一杯羮。各式各樣的開發大計，經常變成擾民或者破壞鄉郊環境的風波，結
果每次當局都要設法打擊，個別情況無法有效取締，變成拖拖拉拉，業者繼續經營牟利，變相再鼓勵其他人鑽空子
。

考慮針對性規管措施

現時政府透過地政規劃等條例，堵截私營龕場擾民的安排並不理想，既造成部分項目成為漏網之魚，成了既定事實
；就算封殺了的項目，在過程中可能都對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要有效對應這個問題，當局可以考慮收緊規管
，特別針對與處理人類遺體或骨灰有關的安排。

中國人對身後事相當重視，龕位不足成為不少長者心中的掛慮，擔心在身故後沒有安身之所，有人在生前節衣縮食
，只求覓得一個死後放置龕位的地方。為了賺取可觀利潤，各方人士想方設法，不惜在民居、郊野興建龕場，結果
為附近居民及環境帶來噩夢，像蒲台島這類事故過往已經發生不少，未來再有一宗也嫌多，現在是時候政府揭示新
風，為市民搞好龕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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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規會暫凍結蒲台島發展

有發展商早前被揭發在蒲台島上砍伐樹林，準備興建骨灰龕和紀念花園，引起附近居民和保育團體不滿，城規會昨
日通過早前公布的蒲台島審批發展草圖，同意保護島上生態及科學價值， 限制島上土地用途， 九成土地列為非指
定用途，暫時凍結發展。有發展商代表要求延期討論被城規會拒絕，代表稱公司計劃提出司法覆核。

發展商砍樹建龕場惹不滿今年2 月，有發展商在蒲台島移平一大片樹林，計劃興建骨灰龕。地政總署接報後向地主
發出停止營業命令，發展商在5月入稟高院，要求地政總署釐清土地用途。

城規會昨開會審議《蒲台島發展審批地區草圖》，發展商代表麥先生一度要求城規會押後會議，又指若城規會繼續
審議，不排除提出訴訟，程序有可能長達兩三年。保育團體反對押後，要求盡快通過草圖。聽取各方意見後，城規
會公布通過蒲台島地區草圖，並把島上九成土地列為「非指定用途」，有關土地在落實用途前要暫時凍結；草圖稍
候會提交行政長官及行政會議核准。

發展商：或提訴訟

另外，發展局昨日更新私營骨灰龕資料，截至本月28 日數字，全港有32 個「表一」龕場（ 即土地可用作骨灰龕用
途），另有85 個「表二」龕場（即不符土地契約用途），其中「表二」龕場較上次增加6個，包括3 間位於紅磡區
的私營骨灰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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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台島發展規劃 凍結建龕場

　　【本報訊】城規會昨日通過有關蒲台島發展審批草圖（DPA），令島內建骨灰龕計劃遭凍結，但正在計劃在島上
發展龕場的發展商則聲稱，將會透過訴訟解決問題。

　　涉及蒲台島及螺洲、橫瀾島等群島近550公頃用地的《蒲台群島發展審批地區草圖》，為城規會於今年3月為避
免島上的環境生態遭到破壞，凍結骨灰龕場發展而設立，並於昨日進行審議。

　　計劃在蒲台島發展的公司代表出席會議，要求押後審議一至兩個月，因為近期才收到政府大量文件，以及懷疑
提出反對蒲台島發展意見的人士身份，希望城規會調查清楚再討論，更稱如果不押後會議，可能會提出訴訟。

法藏寺申增建龕位

　　然而，城規會委員並未有接納該發展商意見，認為反對理據並不足夠，而提出訴訟亦與法律精神不相符，因此
最終通過該份DPA。地政總署早前亦以違反地契為由，凍結有關土地的發展。

　　另外，慈雲山法藏寺現時寺內擁有約5,437個骨灰龕位，近日再向城規會申請將該寺4樓及5樓內，合共2,368平
方呎樓面，設置骨灰龕，涉及約9,000個龕位，令寺內龕位增加1.65倍至1.4萬個龕位。

　　另外，遠東發展（00035）系內帝盛酒店（02266），申請將堅尼地城爹核士街12-22號香港帝盛酒店，當中28至
30樓，合共逾8,659平方呎樓面改作為會議室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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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台島建龕位再收緊

【本報訊】蒲台群島疑被私人發展商砍伐大片樹林及計劃興建二千多個骨灰龕位，港府早前凍結五個群島約五百五
十公頃土地的發展，城規會昨通過《蒲台群島發展審批地區草圖》，進一步限制發展。

規劃署表示，島上有二千七百五十個疑作骨灰龕的「石屎板」，主要位於蒲台島西南面的三點三公頃私人土地。根
據該草圖，五百五十公頃土地中，超過九成九土地會被劃為「非指定用途」，如有人作非農業發展，必須向城規會
申請。

蒲台島約十名居民昨表明反對在島上興建骨灰龕或紀念花園，居民郭儀珠直指墓地影響風水及「嚇走」遊客觀光。
多個環保團體認為該島有極高生態價值，建議將蒲台島列為郊野公園、自然保育區等。有代表部分居民及團體的規
劃師劉先生則指，建紀念花園有助推動島上經濟，吸引更多遊客，又指紀念花園不影響觀感。

擬建骨灰龕的私人發展商Splendid Resources Inc發言人麥志揚昨批評，去年底曾去信城規會，獲回覆有關土地並
非《草圖》或《大綱圖》範圍才作發展，又指支持《草圖》人士大增，質疑有人「篤數」及虛假身份陳述，要求延
遲會議不果，計劃循法律途徑再採取進一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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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規會不接納蒲台群島草圖反對意見

城規會近年就一些可能違規發展的鄉郊土地，加快以發展審批地區草圖形式限制土地的發展，惟部分用地則受到發
展商反對。

申延審遭拒

蒲台島近年有發展商計劃發展骨灰龕項目，城規會因而設置發展審批地區草圖，惟遭反對，城規會昨天討論後，不
接納所接獲的反對意見。

城規會昨天討論蒲台群島發展審批地區草圖所接獲的意見，惟有受發展商委託的代表在會議早段指出，近期才收到
政府的大量文件，並懷疑部分提交意見人士的身分，要求城規會調查清楚，並押後審議一至兩個月。

城規會拒絕延審的建議，並續審議有關草圖，有島上居民表示，擔心發展將影響風水，也有環保團體關注發展骨灰
龕對島上生態的影響。

會方最終不接納全數反對意見，通過《蒲台群島發展審批地區草圖》，稍後將提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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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李明生

香港需要什麼？如何滿足需要？

近日，從新界東北，到啟德，以至蒲台島，究竟具體地如何發展，或者根本地應否發展，都惹來社會各界的廣泛討
論。

    其實，發展到底為了什麼？就是滿足香港各方各面的需要。目前，當務之急，無疑乃住屋需要，由公屋、居屋
的資助房屋，到增加整體供應穩定樓價，無論近水、抑或遠水，不管傳統核心家庭間隔、還是新興的一人單位，都
在在須要加大發展。當中，重點非單「已有其他土地」、「已有空置單位」，而是供應根本愈多愈好，不但有利拉
低整體樓價，且更有助拉高人均居住面積以及生活質素，真真正正讓更多人安居。其他由醫院(特別是產科)、老人
院，到學校、幼兒園，以至體育館、藝術館等等，同樣須要加大發展，同樣須要更多土地。除了民生以外，經濟發
展亦須土地支持，包括增加商廈供應拉低寫字樓租金、增加零售消費點拉低商舖租金等等。莫非繼續坐讓這些供不
應求問題惡化？倘真如此，可以預期，公屋輪候冊肯定更加之長、樓價或恐愈升愈高、營商成本亦勢居高不下。

    當然，保育也是不可或缺的。事實上，港府近年也愈來愈重視。所以，香港決意保護維港，除非凌駕性需要
，不容縮減維港面積一分一毫，另外亦設立了米埔自然保護區、香港濕地公園等，同樣通過立法司法等手段保護這
些珍貴的天然資源。除了自然環境，歷史文物亦然，最佳例子莫如保育中環。可以看到，這些保育政策，也是照顧
到香港需要，有效回應了民間及人文方面的訴求。

    既然，香港出現了這樣那樣的諸多需要，究竟如何能夠一一滿足？顯而易見，一定不能顧此失彼，既不能只談
發展，亦不能只談保育，關鍵是必須有效平衡，做到趨利避害，爭取發揮每寸土地的最大潛能。舉例而言，新界東
北作為一個可以容納15萬至25萬人口的地方，現在只有千多戶居民棲身，明顯不是土地最佳利用；啟德作為一個東
九龍新的核心區域，大型體育館遷往他區尤其是適合運動的環境則或更好；蒲台島作為一個遠離塵囂的怡人小島
，城規會昨日通過限制發展亦是適切之舉，保育需要明顯勝過發展。同理，上水既已發展成為住宅區，擾民的水貨
集散活動須予遏制。這些都是有效平衡發展與保育，繼而充分發揮土地優勢的良好例子。

    可惜，目前的社會討論不夠全面、不夠理性，亦未有吸收「議而不決」的教訓。諸多發展規劃都面對反對聲音
，反對者很多時只片面地談負面影響，對正面幫助卻基本漠視避過，這肯定無助圓滿建設性地解決問題。進一步言
，這些聲音亦趨於感性宣洩，很容易就黨同伐異，將事情簡單地兩極化、二元對立起來，中間彷彿沒有磋商空間
，這也必然無助冷靜客觀地凝聚共識。還有的是，在一味推倒重來、只餘撤與不撤的聲音下，諮詢完結之後又要再
度諮詢，相關議題恐怕永遠無限期討論下去！

    必先認真釐清「香港需要什麼？」然後全面理性思考「如何滿足需要？」還須「議而有決，決而有行」；否則
，民生、經濟等諸多需要無從解決並積累下來，最終受害的肯定是香港本身。

    香港商報評論員李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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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規會定蒲台主要發展農業

【本報訊】極具生態價值的蒲台群島，遭放上逾2,000塊石屎板以改建為骨灰龕場，引起島民反對。城市規劃委員會
昨通過蒲台群島發展審批地區草圖，島上幾乎所有用地屬「非指定用途」，只可發展農業。骨灰龕場發展商昨要求
城規會延期討論被拒，計劃提出司法覆核。

城規會昨通過的蒲台群島發展審批地區圖，土地面積約550公頃，只有0.56公頃屬「鄉村式發展」，其餘屬「非指定
用途」，只可發展農業；政府計劃三年內制訂分區計劃大綱圖。但有關骨灰龕場發展商於發展審批圖制訂前，已開
始夷平大片樹木，至今在地上鋪上逾2,000塊石板。早前發展商入稟法院，要求法院頒令於島上的發展沒違規。對於
製圖前的改動是否可繼續，地政總署昨表示，因事件已進入司法程序，不便評論。

違規龕場增加七間

發展商代表麥先生表示，今次討論涉及業權問題，但部份提出申述人士身份不明，要求城規會押後議程一至兩個月
，但遭拒絕，正計劃提出司法覆核。

此外，發展局昨更新私營骨灰龕場名單，違反規劃或地契等條款的第二部份名單增加七間，當中五間位於紅磡，包
括廣渡苑及正善精舍等，全部原屬住宅規劃。

Source: Wisers electronic service. The copyright of this content is owned by the relevant media organization / copyright owner.  Any
reproduction,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this content without express authoriza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內容經慧科的電子服務提供。 本內容之版權由相關傳媒機構 / 版權持有人擁有。除非獲得明確授權，否則嚴禁複製、改編、分發或發布本內容。版權持有人
保留一切權利。
Print out of Wisers electronic service 慧科電子服務列印本


	蒲台島建骨灰龕受阻 城規會通過限制土地用途
	蒲台島凍結發展 城規會叫停建龕
	蒲台島建龕場 城規會叫停 90%土地列非指定用途 避免影響鄉郊景色
	城規凍結發展蒲台島 骨灰龕商提司法覆核
	城規會叫停蒲台島建骨灰龕
	城規會通過凍結蒲台島發展
	城規會打窒蒲台島龕場
	蒲台島鬥法一宗也嫌多
	城規會暫凍結蒲台島發展
	蒲台島發展規劃 凍結建龕場
	蒲台島建龕位再收緊
	城規會不接納蒲台群島草圖反對意見
	香港需要什麼？如何滿足需要？
	城規會定蒲台主要發展農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