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講座
Talk on Municipal Solid Waste (MSW) Charging

日期: 2022年6月2日
時間: 下午2:30 至3:30

Date: 2nd June 2022
Time: 2:30 – 3:30 pm



綠在深水埗
中心位置

 深水埗通州街339號 (榮昌邨旁)

服務時間
 自助回收區

星期一至日 | 公眾假期除外

08:00 – 20:00

 辦公室服務及「綠綠賞」回收獎勵計劃

星期二至日 | 公眾假期除外

09:00 – 18:00

▲自助回收區

服務範圍
 支援深水埗區回收

 環保教育活動



甚麼是「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實施垃圾收費的目的並不是增加庫房收入，而是推動市民改變行為習慣，以期減
少整體廢物棄置量。

根據「污染者自付」原則，在垃圾收費實施
後，所有住宅和非住宅場所（包括工商業
界）所棄置的廢物，均須按量收費。



污染者自付原則
 污染者自付原則（英語：polluter-pays principle，略稱PPP），又稱污者自付原

則，是一個環境法上的概念，要求製造污染者需要自己付出清除污染的代價。

 按「污染者自付」原則，對產生的廢物按量徵費，改變大家以為丟棄垃圾不用成
本的觀念。

 垃圾徵費非本港首個以污染者自付為本的環保政策

2015年

•塑膠購物
袋
收費計劃

2017年

•玻璃飲料
容器
生產者責任
計劃

2018年

•廢電器電
子產品
生產者責任
計劃

2021年

•塑膠飲料
容器
生產者責任
計劃
(先導計劃)

即將落實

•都市固體
廢物
收費計劃

圖. 由2015年起，已推行或計劃推行的「污染者自付」及「共同承擔環保責任」原則計劃



為甚麼要推行「垃圾收費」？
 有部分人士可能誤以爲丟棄垃圾沒有成本，未能意識到

過度消費、濫丟亂棄的壞習慣會損耗地球資源，為環境
帶來沉重負擔。

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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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要推行「垃圾收費」？
《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

 目標︰把都市固體廢物的人均棄置量
逐步減少40至45%，同時提升回收率
至約55%。

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
(中文版)

Waste Blueprint for Hong Kong 2035
(English Version)



實施垃圾徵費進程
 2005年12月發表了《 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2005-2014) 》，首先提出立法

執行「生產者責任計劃」、立法直接徵收都市固體廢物處理費等等可持續發展的
都市固體廢物管理，並目標 2007 年向立法會提交有關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條例
草案。

 2006年11月開始進行為期三個月的「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試驗計劃」

 2012年1月開展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公眾諮詢

 2013年9月進行第二階段公眾參與，如釐定收費水平的原則

 2017年環境局公布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建議實施安排，包括收費水平、機制

 2018年11月，環境局向立法會提交《2018年廢物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
訂）條例草案》

 《2018廢物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條例草案》已於2021年8月26日獲立
法會通過



實施垃圾徵費進程
 2021年8月26日︰立法會通過《2018廢物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條例草案》

 2021年9月3日︰《2021年廢物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條例》刊憲
(憲報編號︰2021年第25號)



實施時間表

*視乎相關準備工作的進度及最新疫情發展，現時目標是在 2023 年下半年實施垃圾收費



條例目的
1. 為處置都市固體廢物設立一個按量收費計劃，以達致減少廢物。

2. 為強制於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時使用指定袋或指定標籤，訂定條文。

3. 規管指定袋及指定標籤的製造、出售及供應。

甚麼是「都市固體廢物」？

指以下種類廢物外的任何廢物
- 化學廢物

- 醫療廢物; 及
- 建築廢物

《2021年廢物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條例》全文

(中文版) (English Version)



如何收費？



如何收費 - 按袋

 適用於大部份住宅樓宇及工商業樓宇、村屋、地舖及機構處所。

 市民須先購買預繳式「指定垃圾袋」，包妥廢物方可棄置。

 至於未能放進「指定垃圾袋」的大型廢物，每件大型廢物需要貼上「指定標
籤」，每個標籤劃一收費$11。



如何收費 - 按重量

 由私營廢物收集商使用非壓縮型垃圾車收集的廢物，將會按棄置於堆填區或廢物
轉運站的廢物重量，徵收入閘費。

 主要適用於工商業處所棄置的大型或形狀不規則的廢物。



違例罰則
 當局可向違例者處以定額罰款 1,500 元。

 對於嚴重違規個案，或屢次違例者，當局亦可以傳票方式檢控，有關罰則如下：
(a) 如屬首次定罪—可處第 4 級罰款(25,000 元) 及監禁 6個月；及
(b) 如屬再次定罪—可處第 5 級罰款(50,000 元) 及監禁 6個月。

為期6個月的適應期內

環保署主要會對違例個案發出警
告，但仍會對性質及程度嚴重的違
例行為(例如違例者在獲發警告後仍

屢次違法)採取執法行動。

「按袋」收費模式下，甚麼情況視作違例？

(a) 使用指定垃圾袋棄置垃圾時，沒有把垃圾
袋束緊，或任由當中的垃圾刺破袋身
(b) 無法放入指定垃圾袋的大型垃圾(例如餐
桌、書櫃或床褥等大型傢俬)，沒有貼上指定標
籤



如何準備



回收支援
 11個「回收環保站」

 32個「回收便利點」

 超過100個「回收流動點」

接收共8種回收物



回收物種類

塑膠 廢紙 金屬 玻璃 四電一腦 小型電器 慳電膽及光管 充電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iU6hcuLJuM


塑膠回收注意事項

塑膠 廢紙 金屬 玻璃 四電一腦 小型電器 慳電膽及光管 充電池



三紙

塑膠 廢紙 金屬 玻璃 四電一腦 小型電器 慳電膽及光管 充電池

雜質紙

紙包飲品

紙品回收分類表



塑膠 廢紙 金屬 玻璃 四電一腦 小型電器 慳電膽及光管 充電池

紙包飲品回收



塑膠 廢紙 金屬 玻璃 四電一腦 小型電器 慳電膽及光管 充電池

以下紙品不能回收

紙袋
紙袋屬於雜質紙，不過回收前必須要除去繩子(包括紙繩)。

×收據(熱感紙/過底紙) ×貼紙 ×雪梨紙

×廁紙、面紙、抹手紙 ×相紙 ×牆紙

紙品回收注意事項



金屬回收

塑膠 廢紙 金屬 玻璃 四電一腦 小型電器 慳電膽及光管 充電池

 鐵罐
 鋁罐
 由金屬和其他物料製造但難以分離的
物品（例如：鉸剪、螺絲批）

X 壓縮氣體罐



塑膠 廢紙 金屬 玻璃 四電一腦 小型電器 慳電膽及光管 充電池



電器回收

塑膠 廢紙 金屬 玻璃 四電一腦 小型電器 慳電膽及光管 充電池

法定免費除舊服務

電器類別 回收途徑

自行送往「綠在區區」

致電回收營辦商

四電一腦
（即空調機、雪櫃、洗衣機、
電視機、電腦、打印機、掃描

器及顯示器）

家用小型電器

自行送往廢舊電器回收車

(打算購入同類型電器)

不接收以下電器︰
內含阿摩尼亞的雪櫃、洗腎機、鬚刨、抽油煙機、大型煮食爐、壓縮機制冷的酒櫃、電暖毯



燈管回收

塑膠 廢紙 金屬 玻璃 四電一腦 小型電器 慳電膽及光管 充電池

各種形狀的慳電膽及熒光燈管 電燈泡

注意事項︰
- 請用新燈管的包裝物料把舊燈管裝載好，才將燈管放入收集箱內回收。
- 破爛的燈管必須放入膠袋內密封。



充電池回收

塑膠 廢紙 金屬 玻璃 四電一腦 小型電器 慳電膽及光管 充電池

 便攜式充電池
 電器附設充電池
 一般獨立式充電池

X 汽車電池

注意事項︰

為安全起見，在電池的金屬端子上貼上遮蔽保護膠紙
(皺紋膠紙)，防止金屬端子在儲存及運送中意外觸碰，
造成危險。

請不要將已破損的充電池投入回收箱。對於或有機會破
損的充電池，需用膠袋(例如用包裝新購電池的膠袋) 及
膠紙把電池密封。



社區參與項目及實踐計劃
 市民可透過參與由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的

「藉廢物分類為垃圾收費作準備的社區參與項
目」，親身體驗按量收費的安排

藉廢物分類為垃圾收費作準備的
社區參與項目2021-22

良好作業指引及工作坊
 環保署會參考社區參與項目及各項實踐計劃試行

垃圾收費的經驗，為不同界別制訂良好作業指
引。另外，環保署會舉行專題工作坊，協助業界
及市民了解垃圾收費的安排及減廢回收的重要
性。



Q&A 活動問卷



聯絡我們
 電話︰2522 4388

 地址：深水埗通州街339號（榮昌邨旁）

 辦公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6時 (星期一休息)

 Facebook︰綠在深水埗 Sham Shui Po Community Green Station 
(facebook.com/1850289471889145) 綠在深水埗Facebook

更多關於垃圾徵費的資訊
 垃圾收費專題網站(www.mswcharging.gov.hk)

 環境保護署顧客服務中心熱線︰2838 3111

 聯絡區內的環保署「綠展隊」及/或社區回收網絡營辦商

http://www.mswcharging.gov.hk/


Q︰其他國家有沒有類似的政策？

韓國-首爾

1995年實施

隨袋徵收，於2020年每公升約為25韓
圜（0.16港元） [視乎地區而定]

回收率在24年內由29%上升至67%

在1994年至2019年間，首爾的人均家
居廢物棄置量從每日1.3公斤降至

0.32公斤

台灣-台北

2000年實施

隨袋徵收，於2020年每公升約為新
台幣0.36元（0.09港元）

回收率由2 %（1999年）上升至69%（2019

年）

在2000年至2019年間，台北市的人均
家居廢物棄置量從每日1.11公斤降至

0.25公斤



Q︰怎樣知道我的處所採用哪一種收費模式？
 收費模式取決於有關處所的垃圾收集安排。

 「按袋」收費在以下三種情況適用:

(i)廢物由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或其承辦商的垃圾車收集

(ii)廢物由私營廢物收集商的壓縮型垃圾車收集

(iii)自行/由收集廢物的員工將廢物送往食環署的垃圾收集站棄置

 「按重量收費」︰

收費主要適用於工商業處所的大型或形狀不規則的垃圾。這些垃圾會於廢物轉運
站及堆填區棄置時，按它們的重量收取「入閘費」。



Q︰如何購買指定垃圾袋或指定標籤？
 在垃圾收費正式實施後，市民可以在全港數千個獲授權的銷售點購買指定垃圾袋

及指定標籤，包括超級市場、便利店、郵局和自動售賣機等。另外，指定垃圾袋
及指定標籤亦可透過獲授權的網上平台購買。

 每個指定垃圾袋及指定標籤均附有防偽特徵。環境保護署會在憲報刊登公告，訂
明指定垃圾袋及指定標籤的規格，包括其大小、形狀、設計及用料，以便市民辨
別其真偽。



Q︰以家居廢物而言，可回收的廢物佔多少？
 根據左表，可回收的家居廢物種類佔22.5%

(2) 其他紙料廢物包括紙巾、紙袋及紙餐具等。

(3) 其他塑料廢物包括透明包裝膠膜、發泡膠包裝、玩具、碎料及
廢料等。

2020年，每日平均棄置的
家居廢物為6,844公噸

廚餘 (36.2%)

紙料 (21.5%)

塑膠 (19.3%)
玻璃 (1.9%)
金屬 (1.7%)
其他 (19.4%)



Q︰現時有甚麼渠道回收廚餘？
 廚餘收集先導計劃

於2021年推展，主要接收私營（包括工商業）及公眾場地的廚餘，運往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一期（O·PARK1）處理，將其轉化為能源及堆肥。

 廚餘收集及回收資助
- 環保基金︰「社區減少廢物項目」
撥款資助非牟利機構推行廚餘收集及回收相關項目，如設置實地廚餘堆
肥處理設施。

- 回收基金
資助回收業界及合資格機構開展廚餘回收相關項目，並支援住宅樓宇採
用智能回收箱技術以收集廚餘作回收用途。

▲廚餘智能回收箱



塑膠分類編碼表

塑膠 廢紙 金屬 玻璃 四電一腦 小型電器 慳電膽及光管 充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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