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FAC 文件第 7/17 號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第三十六次會議  

 

議程第 2 項：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落實安排  

 

 

目的  

 

   本文件向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委員介紹都巿固體廢

物收費在香港的擬議落實安排。  

 

 

背景  

 

2. 廢物按量收費旨在提供經濟誘因，推動市民改變產生

廢物的行為，從而減少整體廢物棄置量。台北市和首爾在引

入廢物按量收費初期，都市固體廢物棄置量下跌約三成。基

於在 2012 年完成的公眾諮詢中所得的廣泛支持，政府確立引

入都市固體廢物按量收費的方向，並以此為主要政策工具以

達致減廢的目標。  

 

3. 按照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委員會）在 2014 年完成公

眾參與過程後提出的建議，環境局／環境保護署（環保署）

制訂了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擬議落實安排，並於 2017 年 3

月公布。其後，環境局／環保署舉辦了逾 70 場座談會、會議、

講座及論壇等，向公眾及不同持份者介紹擬議安排，並徵詢

他們的意見。社會大眾對擬議落實安排普遍反應正面，但不

同持份者亦就如何進一步優化有關安排提出建議。環境局／

環保署於 2017 年 10 月公布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落實安排的擬

議優化安排。  

 

 

擬議收費機制  

 

4. 為減少對環境衞生的影響，擬議的收費機制將建基於

1 



現有的廢物收集及處置系統。兩種主要的收費模式為 (i)按預

繳式指定垃圾袋收費及 (ii)按重量收「入閘費」。不同的收費

模式取決於廢物產生者使用的廢物收集服務。  

 

預繳式指定垃圾袋  

 

5. 透過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的垃圾收集車、垃圾

收集站及桶站收集的都市固體廢物，以及由私營廢物收集商

的壓縮型垃圾收集車收集的都市固體廢物，廢物收費將按預

繳式指定垃圾袋收費。都市固體廢物須在棄置前以預繳式指

定垃圾袋包妥。此收費模式適用於大部分住宅樓宇、鄉村屋

宇、街舖及公共機構處所，佔每日棄置在堆填區的都市固體

廢物約 80%。  

 

6. 在顧及多項考慮因素，包括公眾的負擔能力和接受程

度及對推動行為改變的成效等後，我們建議將預繳式指定垃

圾袋的收費在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首三年內定為每公升

0.11 元。在這收費水平下，若一個三人家庭每天使用一個 10

公升的指定垃圾袋，該家庭須每天繳付 1.1 元或每月繳付 33

元。為確保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水平可有效達致減廢的目標，

我們會在實施收費三年後檢討收費。  

 

7. 指定垃圾袋有九種不同大小 1，介乎 3 公升至 100 公

升，並有背心袋及平口袋兩款設計，以配合不同使用者的需

要。指定垃圾袋的擬議設計見附件一。指定垃圾袋為可氧化

式生物降解及含有約 50%再造物料。每個指定垃圾袋均附有

防偽標籤，以達致阻嚇膺品的功效。為方便監管及減少碳足

跡，我們計劃由外判商在本地生產指定垃圾袋，並會委託另

一承辦商負責協調指定垃圾袋的製造、存貨及銷售工作。參

考其他城市的銷售網絡後，我們計劃在超級市場、便利店、

油站及郵政局等設立約 4 000 個銷售點。此外，我們亦會考

慮在鄉郊地區及垃圾收集站設置自動售賣機。  

 

8. 我們估計最大容量的指定垃圾袋（即 100 公升）應可

切合大部分使用者的需要。然而，一些大型廢物，如椅子、

1 
    3 公升、 5 公升、 10 公升、 15 公升、 20 公升、 35 公升、 50 公升、 75 公升

及 100 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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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及梳化等，均不能以指定垃圾袋包妥。參考其他已實施

廢物收費的城市的安排，我們建議棄置這類廢物須使用大型

廢物標籤付費。雖然收費水平一般可按重量或容量訂定，然

而為了便利市民，我們會採用劃一價格標籤機制。大型廢物

不論尺寸及重量將劃一收取每件 11 元的費用。這收費參考了

100 公升的最大容量指定垃圾袋的收費。大型廢物標籤可在

指定垃圾袋的銷售點及自動售賣機購買。大型廢物標籤的擬

議設計見附件二。  

 

「入閘費」  

 

9. 餘下兩成每日棄置在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由私營

廢物收集商其他種類的廢物收集車（即非垃圾車車輛）收

集，包括夾斗車、勾斗車、起卸斗貨車等。我們建議棄置這

些廢物應按在廢物處置設施（則堆填區及廢物轉運站）所量

度的重量繳付「入閘費」。這些都市固體廢物一般為工商業

處所的較大型或不規則而未能放進指定垃圾袋的廢物，例如

大型金屬物品及卡板等。  

 

10. 現時，私營廢物收集商在市區的廢物轉運站棄置廢

物，每公噸須繳費 30 元 2 ，但在堆填區則無須繳費。在實施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後，市區廢物轉運站與堆填區每公噸 30 元

的收費差距會維持不變，以免令這些廢物處置設施的使用量

過高。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與堆填區每公噸 38 元收費差距則

會改為每公噸 30 元，以簡化收費計劃的架構。至於馬灣、北

大嶼山及其他離島的廢物轉運站，由於該等地區並無其他可

使用的廢物處置設施，在該等廢物轉運站棄置都市固體廢物

的收費水平應與堆填區的收費水平相同。故此，棄置在四個

市區廢物轉運站和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的都市固體廢物，每

公噸將收費 395 元；而棄置在其他廢物轉運站及堆填區的廢

物則每公噸將收費 365 元。與指定垃圾袋收費安排相同，「入

閘費」水平會在首三年維持不變，並會在實施收費三年後作

出檢討。  

 

11. 為協助有關人士協商一個雙方同意的繳費安排，我們

2  私營廢物收集商使用不同廢物轉運站的現行收費（如有）介乎每公噸 30 至

110 元。收費所定水平旨在讓業界有利可圖，同時可讓政府至少收回處理私

營廢物收集商所棄置廢物的額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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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採用混合式機制，容許私營廢物收集商及廢物產生者登

記為帳戶持有人及繳付入閘費。私營廢物收集商可先繳付

「入閘費」，再向他們的客戶收回有關費用，或由廢物產生

者登記為帳戶持有人，以就他們棄置的都市固體廢物直接繳

付費用。  

 

 

協助市民遵規  

 

生效安排及執法工作  

 

12. 台北市及首爾的經驗顯示，在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初期，公眾認知及參與對計劃的順利實施非常重要。由於市

民需要時間適應新收費計劃，在全港即時採取密集及嚴厲的

執法行動並非最佳方法。參考這些城市及塑膠購物袋收費計

劃的成功經驗，我們計劃聯同地區人士及物業管理界別推行

全港性活動，並為個別地區及屋苑在遵規方面提供協助。  

 

13. 同時，我們計劃在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生效後首六個月

設立「適應期」。在此期間，我們會對違例個案發出警告，

但會對性質及程度嚴重的違例行為採取執法行動，例如違例

者在獲發警告後仍屢次違法。此安排可讓市民適應有關規

定。我們會鼓勵私營廢物收集商向環保署報告違規棄置都市

固體廢物的情況，以便署方制定違規黑點清單，並進行監察

和跟進。環保署會進行調查以確定私營廢物收集商在行人路

或路邊收集都市固體廢物的地點，並向相關人士（包括物業

管理公司、居民及前線清潔員工）進行重點宣傳和公眾教育。 

 

14. 在適應期後，我們會採取嚴厲的執法行動。食環署的

前線人員及私營廢物收集商會在廢物收集點 3檢視及拒收不

符要求的廢物。此外，根據前線清潔員工、廢物收集商、物

業管理公司及市民提供的違規情況，環保署及食環署會在廢

物收集點採取監察及執法行動。我們會向在案發現場截獲的

違例者發出 1,500 元的定額罰款通知書，或以傳票方式向嚴

重及屢次違例者採取檢控行動  。同樣地，如有私營廢物收集

3   廢物收集點包括食環署及其承辦商的垃圾收集車、私營廢物收集商的壓縮

型垃圾收集車、由食環署管理的垃圾收集站及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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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接收違規都市固體廢物，我們會向其發出 1,500 元的定額

罰款通知書或以傳票方式作出檢控。  

 

15. 香港多層大廈林立。物業管理界別對於如何能辨別違

例的廢物產生者表達了關注，因為他們會在樓宇內的個別樓

層棄置廢物，再由清潔員工把廢物送到廢物收集點。我們會

在條例草案中，建議在廢物收集房或樓宇樓層及其他供收集

廢物的地方棄置任何未有使用指定垃圾袋包妥的都市固體

廢物，均屬違法。本港約有 41  000 幢住宅樓宇，在這些樓

宇進行定期巡查會大幅增加執法人手的需求，而市民或會視

之為不必要的私隱侵犯及干擾。然而，根據市民及物業管理

公司提供的違規情況，我們會制訂「違法黑點」名單，以便

進行巡查和對違例者採取執法行動。  

 

宣傳及公眾教育  

 

16. 根據其他城市的經驗，公眾教育是成功推行都市固體

廢物收費的關鍵。為此，我們會以「揼少啲、慳多啲」為主

題，推出有關減廢及回收的宣傳活動，以宣傳收費安排及鼓

勵減廢。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自 2015 年開始至今共提供了超

過 5,500 萬元撥款，以資助團體在不同類別的處所舉辦社區

參與項目。在實際環境試行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經驗可提供

有用參考，並協助制定落實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良好作業指

引。  

 

17. 我們會在通過條例草案後及條例生效前的 12 至 18 個

月設立「準備期」，並在此期間加強公眾教育及宣傳。我們

會接觸不同界別的持份者及市民，以提升他們就落實細節的

認識及為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作好準備。我們亦會與不同

的持份者合作，包括環保團體、物業管理公司及鄉郊村落

等，以舉辦不同的宣傳和教育活動。  

 

 

減廢及回收支援  

 

社區支援  

 

18. 引入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會為社會提供經濟誘因，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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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減廢及回收。故此，政府需投入充足資源，以加強對回收

的支援。除了我們已推出各項鼓勵回收的措施外，我們會在

環保署成立外展隊，在社區為居民和物業管理公司提供在地

指導，協助他們實踐廢物妥善分類和乾淨回收，並支援居民

為落實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及其他減廢措施作好準備。  

 

19. 此外，我們亦打算引入新服務，中央收集從社區回收

中心收到的廢膠樽，並在有需要時直接從全港各個源頭收集

廢膠樽，以更好支援廢膠樽的收集及回收工作。我們會開展

可行性研究，探討如何為合適塑膠產品容器（主要為飲料或

個人護理產品）引入生產者責任計劃，並會同步落實兩個生

產者責任計劃，分別為廢電子電器產品及飲品玻璃樽的生產

者責任計劃。  

 

20. 就提供回收桶以便利回收方面，推行廢物收費一般會

同時增加公共空間的回收桶及減少廢屑箱，以鼓勵回收及減

少不當使用廢屑箱，以逃避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就此，由環

境局局長主持的公共空間回收及垃圾收集設施改造督導委

員會（督導委員會）在 2016 年 2 月成立，以檢視公共空間的

回收桶及廢屑箱的數目、分布及設計。參考了顧問研究建議

的一般性規劃指標 4，在實施都巿固體廢物收費前，公共空

間的廢屑箱（包括由食環署管理的路邊廢屑箱及設於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管理的室內及室外場地的廢屑箱）數目將減少

40%，及公共空間的回收桶數目將增加 45%。督導委員會已

委託顧問進行第二階段研究，以檢討設於公共空間的廢屑箱

和回收桶現行的設計及建議新設計，為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

費作好準備。  

 

21. 另外，我們會在環保署設立廚餘回收組，專責研究及

制定新的廚餘棄置監管措施，包括研究推行強制廚餘源頭分

類及繼續推行「惜食香港運動」。  

 

支援回收業  

 

22. 為提高本地回收商處理廢塑膠的能力，以達到內地對

4
  按照一般性規劃指標，回收桶的數目應增加，以減少兩個回收桶之間的距離

至約 250 米。另一方面，廢屑箱的數目應減少，以增加兩個廢屑箱之間的距

離至約 15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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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回收物實施的更嚴格規定，回收基金諮詢委員會已於

2017 年 9 月預留  2,000 萬元，以支援回收商購置各種所需器

械，包括塑膠分類器、標籤及樽蓋移除器、清洗機、風乾機

及切粒機等。同時，基金亦已額外預留  5,000 萬元，鼓勵回收

商採用配備壓縮系統的貨車，從而提高運作效率，以及降低

處理本地回收物 (特別是塑膠與紙張 )的高昂收集與運輸費

用。  

 

23. 因應回收業的最新需要和規定，環保署正與回收基金

研訂更多措施並於不久將來推出，從而擴闊回收基金涵蓋的

範圍，並加強基金的職能和運作。其中，我們會檢視長遠而

言應否及如何協助推動本港發展產品製造業以善用本地產

生的回收物，藉此更好吸納並重用從本地回收的資源，以及

盡量減少依賴以出口方式處置本地回收物。為此，我們亦會

審視如何善用環保園的土地資源，以及是否需要其他鼓勵措

施；審視過程中會考慮回收業及其他持份者的意見和需要。  

 

 

實施時間表  

 

24. 我們計劃盡快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條例草案。假設審議

修訂條例草案需時  12 個月，而在法例生效前另設  12 至  

18 個月的準備期，我們最早可於 2019 年年底時實施都市固

體廢物收費。  

 

 

徵詢意見  

 

25. 請委員察悉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擬議落實安排及提

供意見。  

 

 

 

環境局／環境保護署  

2017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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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5 公升指定垃圾袋的擬議設計  

 

 

 
 

背心袋                平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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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大型廢物標籤的擬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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