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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固體廢物的管理

撮要及主要審計結果

A. 引言 都市固體廢物包括由住宅及工商界產生的廢物。在過去十一年，棄置

在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由一九九零年的2592000公噸增至二零零一年的3395000

公噸。二零零一年，在堆填區棄置的各類廢物中，都市固體廢物佔55%。拆建物料

佔另外38%，而其他各類廢物則佔其餘7%。在二零零二年三月的《審計署署長第三

十八號報告書》中，審計署就拆建物料的管理工作的帳目審查結果作出了報告(第1.

2段)。

B. 一九九八年減少廢物綱要計劃 一九九八年，政府估計本港三個策略性堆填

區將較原先計劃的二零二零年提早五年(即在二零一五年)滿溢。建造新堆填區的費

用相當昂貴。另外，由於土地資源有限，而對土地的需求殷切，尋找適當地點興建

新堆填區並不容易。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政府推出了減少廢物綱要計劃，目的是把

策略性堆填區的使用期延長。減少廢物綱要計劃設定了一個為期十年的實施計劃，

以盡量減少棄置的廢物量及提高廢物的循環再造比率。政府預期，若減少廢物綱要

計劃成功推行，上述堆填區的使用期會由二零一五年延長至二零一九年，而到二零

零七年，管理廢物的成本則可節省七億元(第1.3至1.5段)。

C. 帳目審查 審計署進行了一項帳目審查，研究政府在達到減少廢物綱要計劃

所訂定的減少廢物中期目標方面的進展情況，以及找出是否仍有改進的空間。審查

結果撮述於下文D至K段。

D. 未能完全達到減少廢物方面的中期目標 減少廢物綱要計劃的目標，是在二

零零一年把須棄置在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數量，限制於3204000公噸。不過，自

一九九八年起，人口的增長及都市固體廢物人均產量的增幅，抵銷了政府加強都市

固體廢物循環再造工作的成果。因此，棄置在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數量一直上升，

在二零零一年達到3395000公噸，較減少廢物綱要計劃的目標水平多出191000公噸

(即6%)。由於縮減廢物體積設施(例如焚化爐)未能在原定計劃的時間投入服務，因

此，預期在二零零七年須棄置在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數量會進一步上升。當局需

要更多時間物色最適合的技術，以提供縮減廢物體積設施，並回應市民對設施選址

的關注。審計署認為，政府有需要制訂行動計劃，遏止都市固體廢物增加，以達致

減少廢物綱要計劃所訂定的減少廢物目標(第2.9及2.1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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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有需要改善公共屋 的廢物回收率 為了在住宅樓宇推廣減少廢物及廢物回

收，政府在所有公共屋 及超過800個私人屋 的每幢大廈提供一套三個的廢物分類

回收箱。透過在這些屋 舉辦以社區為本的廢物回收運動，有關方面回收了大量可

循環再造的廢物。不過，公共屋 的廢物回收率一般低於私人屋 。意見調查及二

零零零和二零零一年的試驗計劃的結果顯示，在各樓層設置廢物分類回收箱，能更

有效地提高公共屋 的廢物回收率。因此，審計署認為，有需要加快在所有公共屋

各樓層設置廢物分類回收設施(第3.4至3.9及3.17段)。

F. 有需要檢討公眾地方某些廢物分類回收箱的放置地點 政府在約1000個不同

的公眾地方設置廢物分類回收箱，以教育和方便公眾參與廢物回收。廢物收集資料

顯示，整體平均廢物回收量佔每個收集地點的廢物分類回收箱承載量約30%。有92

個收集地點的可循環再造廢物回收量更經常低於整體平均回收量。審計署認為，雖

然一些可循環再造廢物可能被拾荒者取去，但有關部門有需要認真研究把廢物分類

回收箱設於這些地點是否適當，並探討是否有需要重新安排地點或採取其他措施

(例如加強宣傳)，以增加回收率(第3.23及3.26段)。

G. 在分配土地予廢物循環再造業的安排方面有可改善的地方 以短期租約方式

把土地批租予廢物循環再造業，是減少廢物綱要計劃列出的其中一項重點措施。自

一九九八年以來，有九幅用地以短期租約的形式出租，所得經驗顯示，在規管已批

租用地的使用情況方面有可改善的地方，以確保有效率和有效益地運用這些用地，

從而達致減少廢物綱要計劃所訂的減少廢物目標。將來的租約內尤其應加入條文，

確保租戶會運用有關用地提高家居廢物的循環再造率(如減少廢物綱要計劃所訂的目

標)，並達到他們就標投批租用地所遞交的標書所註明的處理量。此外，審計署認

為，亦有需要分配更多用地主要進行塑膠循環再造活動，以助提高屋 的塑膠循環

再造率(第4.18至4.21段)。

H. 有需要推廣使用再造紙 作為一個使用大量紙張的機構，如果政府承諾使用

再造紙，便可以為再造紙製造市場需求。所增加的再造紙需求反過來可以促進廢紙

回收工作並減少在堆填區棄置廢物的整體成本。政府使用再造紙的比例，由一九九

九年的6%上升至二零零零年的33%。然而，在二零零一年卻下跌至31%。審計署認

為，當局有需要採取一套全體政府員工一同參與的方式，提高再造紙的使用率。至

於使用再造紙所涉及的較高成本，應透過節約用紙和接受使用非純白色的再造紙等

方法抵銷(第5.4、5.11及5.12段)。

I. 有需要減省用紙量 雖然政府內部已採用電子方式通訊，並已在一九九九至

二零零一年期間把員工人數削減4%，但同期的用紙量仍上升13%。審計署認為，各

員工須共同努力，節省用紙。審計署注意到，某些部門已採取措施，通過製作電子

版本的印刷品來降低對印刷的需求(例如電子憲報)。不過，根據審計署的調查，在



— v i i  —

2001–02年度印製的政府印刷品中，57%並沒有製作電子版本。透過廣泛地採用電子

版本的印刷品，政府可進一步減省用紙量(第5.7、5.9、5.12及5.13段)。

J. 有需要推廣使用翻新輪胎 輪胎佔用大量空間，如果不當地棄置在堆填區，

會帶來壓縮方面的問題。二零零二年六月，當為期兩年的試驗計劃完成後，政府決

定把翻新輪胎的使用範圍擴大至轄下所有重型及中型車輛，合共1100部。不過，政

府車隊中的5800部輕型車輛並不包括在內。審計署認為，政府有需要進一步推廣在

轄下輕型車輛使用翻新輪胎，以為私營機構樹立榜樣(第5.19及5.30段)。

K. 有需要加強行動對付非法棄置廢輪胎 過去五年，政府花費約3,000萬元處理

非法棄置在垃圾收集站和公眾地方的廢輪胎。這項安排並不符合政府的污染者自付

原則及減少廢物綱要計劃下有關鼓勵廢物生產者減少廢物的目的。審計署認為，食

物環境 生署有需要加強執法行動，對付那些把輪胎非法棄置在垃圾收集站和公眾

地方的人。長遠來說，環境保護署有需要實施生產者負責計劃，規定輪胎製造商和

供應商在收集及妥善處置廢輪胎方面承擔更大的責任(第5.31段)。

L. 審計署的建議 審計署提出下列主要建議：

(a)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和環境保護署署長應加強工作，以達致減少廢物

綱要計劃所訂的減少廢物目標。他們尤應加強公眾教育及宣傳工作，向

社會推廣減少廢物產生的意識，並採取積極的措施，改善廢物回收率

(第2.11段)；

(b)房屋署署長應加快採取行動，全面推行在公共屋 各樓層設置廢物分類

回收設施的計劃(第3.19(a)段)；

(c)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和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應

認真研究可循環再造廢物回收量低的收集地點，看看是否有需要重新安

排地點或採取其他措施 (例如加強宣傳)，以增加廢物回收率 (第3.27(a)

段)；

(d)地政總署署長應與環境保護署署長磋商：

(i)在將來的租約內加入適當的規管條文，以確保租戶會運用有關用地

提高家居廢物的循環再造率(如減少廢物綱要計劃的目的)，以及達到

其標書所註明的處理量(第4.23(a)段)；及

(ii)分配更多用地主要進行塑膠循環再造活動(第4.23(b)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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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當局應採取一套全體政府員工一同參與的方式，增加再造紙的使用。

至於使用再造紙所涉及的較高成本，應透過節約用紙和接受使用非純白

色的再造紙等方法抵銷(第5.14段)；

(f)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應聯同環境保護署署長及政府物料供應處處長：

(i)促使各局和部門就減少用紙張訂立實際可行的目標，並根據這些目

標密切監察其表現(第5.15(a)段)；及

(ii)促使有關各局和部門進行用戶調查，以確定用戶對印刷品的電子版

本的接受程度，務求可以早日引入電子版本，減低印刷需求(第5.15

(c)段)；

(g)機電工程署署長和環境保護署署長應繼續研究將翻新輪胎的使用範圍擴

大至政府輕型車輛車隊是否可行(第5.32(a)段)；及

(h)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應加強執法行動，對付那些把廢輪胎非法棄置在垃

圾收集站和公眾地方的人(第5.32(b)段)。

M. 當局的回應 當局接納審計署所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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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部分：引言

1.1這部分闡述審查政府管理都市固體廢物的背景。

背景

1.2都市固體廢物包括由住宅及工商界產生的廢物。二零零一年，在堆填區棄置的各

類廢物中，都市固體廢物佔55%(註1)。在過去11年，棄置在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由一

九九零年的2592000公噸增至二零零一年的3395000公噸(增幅為31%)。

一九九八年減少廢物綱要計劃

1.3一九九八年，政府估計在廢物處理計劃下興建的三個策 性堆填區(註2)將較原先

計劃的二零二零年提早五年(即在二零一五年)滿溢。現時的三個堆填區共佔地270公頃，

建造成本合共 60億元，每年的營運費超過四億元。建造新堆填區的費用相當昂貴。另

外，由於土地資源有限，而對土地的需求殷切，尋找適當地點建造新堆填區並不容易。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鑑於堆填區的吸納量迅速飽和，政府推出了減少廢物綱要計劃，目

的如下：

(a)延長策 性堆填區的使用期；

(b)盡量減少產生需要棄置的廢物量；

(c)提高廢物的循環再造率；

(d)協助保存不能更新的地球資源；

(e)向政府當局、工商界及公眾展示廢物管理的真正成本，以便檢討承擔這些成

本的現行做法；及

(f)務求以最具效率的方式進行廢物管理工作，並盡量減少與收集、處理和棄置

廢物有關的費用。

1.4減少都市固體廢物的目標 在一九九八年，約有30%的都市固體廢物予以回收，

供循環再造及再用，而其餘的70%則棄置在堆填區。以現行的做法為基礎，減少廢物綱

要計劃的目標是在二零零七年前，將棄置在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的預算數量進一步減

少40%。該綱要計劃設定了一個為期十年的實施計劃，並制定了中期目標，以評估有關

進度(如下文表一所示)。

註 1：拆建物料佔另外的38%，而其他各類廢物則佔其餘的7%。在二零零二年三月的《審計署署長
第三十八號報告書》中，審計署就拆建物料的管理工作的帳目審查結果作出了報告。

註 2：三個策 性堆填區分別是新界東南堆填區、新界東北堆填區及新界西堆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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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減少都市固體廢物的目標

首期終結 中期 中期 末期終結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七年

(a)在未實施減少廢物綱 3 560 3874 4219 4571

要計劃預計每年棄置

的廢物數量

(  000公噸)

(b)透過減少廢物綱要計 356 542 675 914

劃可防止產生及可再

用的廢物數量

(  000公噸)

(c)減少的百分率 10% 14% 16% 20%

(c)＝(b)/(a)×100%

(d)透過減少廢物綱要計 0 0 253 914

劃縮減體積的廢物數

量

(  000公噸)

(e)減少的百分率 0% 0% 6% 20%

(e)＝(d)/(a)×100%

(f)在達到減少廢物綱要 3 204 3332 3291 2743

計劃的目標後預計每

年須棄置在堆填區的

廢物數量

(f)＝(a)–(b)–(d)

(  000公噸)

資料來源：減少廢物綱要計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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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預期效益 政府預期若減少廢物綱要計劃成功推行，現有策 性堆填區的使用期

會由二零一五年延長四年至二零一九年。就財政方面來說，如不實施上述計劃，管理都

市固體廢物的可計算成本(註3)會由一九九八年的27億元上升至二零零七年的37億元以

上。倘若上述計劃的目標全部能夠達到，二零零七年管理都市固體廢物的可計算成本將

由 37億元減至 30億元左右，即可節省七億元的成本。

1.6角色及責任 根據減少廢物綱要計劃，當時的規劃環境地政局(即現時的環境運輸

及工務局)肩負主導減少廢物政策的重要責任。所有局和部門亦須參與推行政府跨部門實

施的措施，以控制廢物數量。下列部門在這方面所擔當的角色尤為重要：

(a)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環保署負責就減少廢物的管理工作及技術發展事宜提供

意見，並推動市民的參與，以及提高他們的減廢意識；

(b)房屋署 房屋署負責鼓勵居民參與在公共屋 推行的減少廢物措施；及

(c)食物環境 生署 (食環署) 食環署負責為在廢物產生的源頭即進行分類的廢物

及可循環再用物料提供有效率及環保的收集服務。(在二零零零年前，這項工

作由市政總署及區域市政總署負責。)

帳目審查

1.7審計署已進行了一項帳目審查，以研究政府在達到減少廢物綱要計劃所訂定的減

少廢物中期目標方面的進展情況，以及找出是否仍有改進的空間。是項審查的焦點集中

在以下的範疇方面：

(a)實施減少廢物綱要計劃的整體進度(見下文第2部分)；

(b)在公共屋 、公眾地方及政府宿舍回收可循環再用廢物的情況(見下文第3部

分)；

(c)為廢物循環再造業作出的土地分配安排(見下文第4部分)；及

(d)政府帶頭促進節約用紙和推廣使用再造紙及翻新輪胎的工作 (見下文第5部

分)。

審計署就上述各項問題提出了多項建議。

註 3：根據減少廢物綱要計劃，由於計劃涉及廣泛層面，故難以準確地預測改善本港廢物的管理的全部成
本及效益，只能顯示不推行這項計劃可能帶來的財政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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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實施減少廢物綱要計劃的進度

2.1根據減少廢物綱要計劃，首階段的實施期於二零零一年結束。本部分研究實施減

少廢物綱要計劃的進度以及在此期間在減少廢物方面達到目標的程度。審計顯示，雖然

當局自一九九八年以來提高了都巿固體廢物的循環再造率，但該計劃為二零零一年定下

的減少廢物目標，並沒有全部達到。

減少廢物工作計劃

2.2為了達到減少廢物的目標，減少廢物綱要計劃載列以下減少廢物工作計劃：

(a)防止廢物產生計劃 這項計劃的目的，是於廢物產生的源頭減少都市固體廢

物數量，並在香港現有的系統上，增加回收、循環再造或再用的廢物材料數

量；

(b)體制計劃 這項計劃包括成立減少廢物委員會及多個減少廢物工作小組(減廢

工作組)，以促進和推動社會各界實行減少廢物措施；及

(c)縮減廢物體積計劃 即使防止廢物產生及循環再造的措施很有效，但仍會有

相當數量的廢物需要處理和棄置。縮減廢物體積計劃將使用廢物焚化發電及

堆肥這兩種方法，以縮減須最終棄置的廢物體積。

實施減少廢物工作計劃的進度撮述於附錄A。下文第2.3 至2.6 段探討這些計劃對棄置及

循環再造都市固體廢物數量所造成的影響。

減少廢物目標所達到的水平

2.3如上文第1.4 段表一所示，減少廢物綱要計劃的目標之一，是在二零零一年實施期

首階段結束時，把每年需要在堆填區棄置的都市固體廢物的數量，控制在3204000公噸

的上限。根據環保署的數據，在一九九八至二零零一年期間，在堆填區棄置的都市固體

廢物實際數量不斷增加 (見下文圖一)，儘管二零零一年的增長率開始放緩。二零零一年，

在堆填區棄置的都市固體廢物數量為 3 395 000 公噸，比減少廢物綱要計劃 3 204 000

公噸的目標水平高出191 000公噸 (即6%)。在堆填區棄置191 000公噸都市固體廢物的

額外成本為 2,390 萬元 (125元×191 000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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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在堆填區棄置的都市固體廢物數量

按人均計算的都市固體廢物產生量

2.4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香港的人口由一九九八年的658 萬增至二零零一年的

676 萬。人口增長是導致都市固體廢物增加的因素。關於按人均計算的都市固體廢物產生

量的分析(見下文圖二)。該圖顯示，市民每日棄置的廢物不斷增加。在一九九八至二零零

一年期間：

(a)廢物產生量增加 6﹪，即由每人每日 1.31公斤增至每人每日 1.39 公斤；及

(b)大約80﹪的都市固體廢物來自家居。家居廢物產生量由每人每日1.02公斤增

至每人每日 1.13公斤，增幅為 11%。

資料來源：環保署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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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二零零一年按人均計算的家居廢物產生量為每人每日1.13公斤，比新加坡的0.93公

斤及台北的0.94公斤為高(註4)。

圖二

按人均計算需要處理的都市固體廢物和家居廢物產生量

廢物循環再造的統計數字

2.5提高廢物的循環再造率，是減少廢物綱要計劃的主要目標之一。如下文圖三

所示，在一九九八至二零零一年期間，都市固體廢物的循環再造率上升了24%，由

1560000公噸增至1940000公噸。都市固體廢物循環再造，亦為香港帶來出口收入。二

零零一年，可循環再造物料的出口貨值為26億元。

註 4：新加坡與香港對“家居廢物” 一詞所下的定義有輕微的差別。新加坡所指的家居廢物，除了從住
宅樓宇收集的廢物外，亦包括從商業樓宇和食品市場收集的廢物。在新加坡，91%的廢物會以焚化

方式處置，餘下的9%則會棄置在堆填區。另外，金屬廢料亦會從焚化爐回收以進行循環再造。至

於台北，收集的廢物有55%以焚化方式處置，45%則棄置在堆填區。

資料來源：環保署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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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循環再造的都市固體廢物數量

2.6在都市固體廢物中，有四大類物料會循環再造，包括鐵類金屬(鐵及鋼)、紙張、塑

膠及非鐵金屬(例如鋁)。這些物料的循環再造率概述如下：

(a)鐵類金屬 循環再造的鐵類金屬由一九九八年的509000公噸增至二零零一年

的803000公噸(上升58%)(見下文圖四)；

(b)紙張 循環再造的紙張由一九九八年的684000公噸增至二零零一年的800000

公噸(上升17%)(見下文圖四)；

(c)塑膠 循環再造的塑膠由一九九八年的214000公噸跌至一九九九年的154000

公噸(下跌28%)，之後回升至二零零一年的215000公噸(上升40%)(見下文圖

四)；及

(d)鋁 循環再造的鋁持續減少，由一九九八年的21000公噸跌至二零零一年的

17000公噸(下跌19%)。

資料來源：環保署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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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循環再造的鐵類金屬、紙張及塑膠

實施縮減廢物體積計劃的進度

2.7利用堆肥這種生物分解方式，可減少都市固體廢物中的有機物質量。此外，亦可

利用現代的廢物焚化發電方式，焚燒可燃燒的都市固體廢物，以產生能源和減少堆填區

所需處理的廢物。根據減少廢物綱要計劃，用以減少都市固體廢物數量的堆肥設施預計

可在二零零五年 用，之後，兩個廢物焚化發電設施亦會在2006–07年度投入服務。

二零零二年年中，環保署就牛潭尾堆肥設施的發展計劃招標。不過，由於環保人士對焚

化設施提出反對，加上當地居民亦反對設施的選址，有關的規劃工作因而受阻。為了回

應反對的意見，政府在二零零二年四月邀請本地和國際的廢物管理業提交競投意向書，

為香港提供最適合的技術。二零零二年年初，政府告知環境諮詢委員會(註5)，假如可對

註 5：環境諮詢委員會是政府在污染控制、環境保護及自然保育有關事宜上的主要諮詢機構。委員會主席
及22名委員均由行政長官委任，包括學者、商人、專業人士及主要環保組識和工業貿易協會的代

表。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環保署、規劃署、漁農自然護理署及衛生署的代表以列席者身分參加會

議。

1998 1999 2000 2001

資料來源：環保署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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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用的技術作出決定，縮減廢物體積的設施最早亦要待二零一二年才可 用。環境諮詢

委員會成員對建議的時間表表示關注，政府在回應時承諾會在可行情況下縮短實施的時

間表。

審計署對實施減少廢物綱要計劃的進度的意見

2.8有需要加強防止廢物產生的教育及宣傳 在一九九八至二零零一年期間，按人均

計算的都市固體廢物產生率的增幅為6%，家居廢物的增幅則為11%，這些數字顯示有需

要加強公眾教育及宣傳，以向公眾灌輸防止廢物產生的重要概念。現行的公眾教育及宣

傳措施(例如電子媒介的政府宣傳短片及聲帶)主要與推行廢物回收運動和提供新的廢物分

類設施有關，重點是提高社會對廢物分類及循環再造的意識。未來的公眾教育及宣傳措

施需要加強推廣防止廢物產生的文化。

2.9未能完全達到減少廢物方面的中期目標 根據減少廢物綱要計劃，政府的目標，

是在二零零一年把須棄置在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數量，限制於3204000公噸。不過自

一九九八年起，人口的增長及都市固體廢物人均產量的增幅，抵銷了政府加強都市固體

廢物循環再造工作的成果。棄置在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數量，在二零零一年增至

3 395 000公噸，較減少廢物綱要計劃的目標水平多出191 000公噸 (即6%)。政府需要

加緊工作，以達致減少廢物綱要計劃的減少廢物目標。

2.10縮減廢物體積設施未能在二零零七年投入服務 根據減少廢物綱要計劃，發展堆

肥及縮減廢物體積設施(如焚化爐)後，預期在二零零七年，須棄置在堆填區的都市固體

廢物數量可減少914000公噸。然而，由於需要時間物色最適合的技術以回應市民的關

注，縮減廢物體積設施在二零一二年前，即二零零七年後約五年，仍不大可能投入服務。

缺乏這類設施，預期須棄置在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數量會上升。政府須制訂行動計劃，

遏止都市固體廢物增加，以達致減少廢物綱要計劃的減少廢物目標。

審計署對實施減少廢物綱要計劃的進度的建議

2.11審計署建議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和環境保護署署長應加強工作，以達致減少廢

物綱要計劃所訂的減少廢物目標 (見上文第 1.4段表一)。他們尤應：

(a)因應下列兩點，制訂行動計劃，以遏止須棄置在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持續

增加：

(i)按人均計算的都市固體廢物產生量的增幅 (見上文第 2.8段)；及

(ii)縮減廢物體積設施 (如焚化爐)到二零零七年仍不大可能投入服務 (見上文

第 2.1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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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加強公眾教育及宣傳工作，向社會推廣減少廢物產生的意識 (見上文第 2.8

段)；及

(c)採取積極的措施，改善廢物回收率 (見下文第 3部分的審計署建議)。

當局的回應

2.12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會繼續探討新措施，以推廣減

少廢物和廢物循環再造。

2.13環境保護署署長表示：

(a)二零零一年九月，當局確認有需要加倍努力，以解決因社會各界產生的廢物

持續遞增而帶來的問題。之後，當局制訂了一連串的行動，務求進一步改善

防止產生和回收廢物的工作。當局在提供更多廢物分類回收箱，試行舉辦各

項可循環再造廢物的回收計劃，以及開展流動電話電池回收再造計劃等工作

上均取得相當的進展。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和環保署正著手研究乾濕廢物分類

系統的試驗計劃和有關廢輪胎的生產者負責計劃。儘管當局努力推行上述工

作，值得注意的是，把拆建物料不當地棄置在堆填區，是導致堆填區的壓力

日增的重要因素。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和環保署正就此與其他有關的工程部門

和私營機構合作，務求盡量把拆建物料改運到堆填區以外的地方；及

(b)環保署將繼續定期推行各項宣傳和教育計劃，令市民對這個問題保持關注，

從而增加回收物料的數量，並提高收集廢物的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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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部分：廢物分類及回收

3.1在廢物產生的源頭即進行廢物分類是達致減少廢物綱要計劃訂下的各項廢物回收

目標首要的一步。如不把廢物分類，有用的物料便會與不可循環再造的廢物混合，令回

收工作非常困難，且不合乎經濟效益。政府承認有需要利便公眾進行廢物分類，以及協

助廢物循環再造業回收可循環再造的廢物。這部分檢討了政府在提供廢物回收設施和宣

傳回收可循環再造物料方面的工作。是項審查顯示有需要提高公共屋 、公眾地方及政

府宿舍的廢物回收率。

廢物分類設施及廢物循環再造計劃

3.2以家居廢物為工作重點 在堆填區棄置的都市固體廢物中，約有80%來自家居。

家居廢物包括住宅樓宇日常生活所產生的廢物，以及食環署在清潔公眾地方時收集的廢

物。根據一九九四年的調查，只有175000公噸(即8%)的家居廢物被回收。減少廢物綱

要計劃認為應 力提高家居廢物的回收率。

3.3家居廢物的成分 根據環保署二零零一年的調查，大部分家居廢物由會腐爛的物

質、紙張、塑膠及金屬組成(如下文圖五所示)。根據減少廢物綱要計劃，會腐爛的物質須

經由縮減廢物體積計劃(見上文第2.7段)處理，而紙張、塑膠及鋁則可利用本港的循環再

造市場回收，以供循環再造。

圖五

二零零一年家居廢物的成分

資料來源：環保署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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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廢物分類回收箱的提供 自減少廢物綱要計劃於一九九八年推出以來，政府增加

了紙張、鋁罐及膠樽廢物分類回收箱的數量，以鼓勵公眾參與廢物分類。截至二零零一

年年底，約有19510個廢物分類回收箱放置於各屋 、公眾地方、學校及政府大樓內。

廢物分類回收箱的分布概述於下文表二。政府計劃未來數年在各個地點增設約8000個廢

物分類回收箱。

表二

截至二零零一年年底廢物分類回收箱的分布情況

地點

屋

公眾地方

學校及

大專院校

政府辦公

大樓及宿舍

總計

廢物分類

回收箱數量

11 202

4 642

3 072

 594

________________

19 510

============

覆蓋範圍

全數共179個公共屋 及超

過800個私人屋 ，覆蓋總

人口的68%

約1000個公眾地方 (如街

道、垃圾收集站、巴士總站

及公眾休憩地方)

超過800所中、小學及31所大

專院校及職業訓練學院

42座政府辦公大樓及81座政

府宿舍

負責部門／機構

公共屋 由房屋署及房屋

協會負責(註1)

食環署、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康樂文化署)及漁農自

然護理署(漁護署)

各學校及大專院校(註2)

政府產業署(產業署)

資料來源：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的記錄。

註1： 環保署透過私營房屋界別減廢工作組與私人住宅的負責機構磋商(見下文第3.6段)。環保署更設立回

收熱線，提供有關廢物回收及循環再造的資料和技術意見。

註2：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見下文第3.5段)及環保署通過提供宣傳資料、培訓研習班及廢物分類回收箱，

支持各學校及大專院校的廢物循環再造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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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6：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於一九九零年成立，旨在提高公眾對環境保護事宜的意識，以及鼓勵市民在建

設更佳的環境方面，共同作出貢獻。

註 7：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於一九九四年成立，為環境保護及保育項目提供支援。該基金的管理是由行政

長官委任的委員會所監察。政府於一九九四年向該基金注入5,000萬元，其後於一九九八年再注入

5,000萬元。

註８： 公營房屋界別減廢工作組由房屋署助理署長擔任主席，成員包括房屋署、香港房屋協會、環保署及

食環署的代表。私營房屋界別減廢工作組由物業管理公司業界協會的代表擔任主席，成員包括環保

署、香港房屋協會及主要物業管理公司的代表。

註 9： 每套回收箱每月回收量的計算方式如下：

10個月內的總回收量 ÷10個月÷套裝回收箱數目

= 1.1455億公斤÷10個月÷3734套回收箱(即表二的11202個回收箱 ÷3)

= 每月3068公斤。

註 10：環保署告知審計署，由於市民通常不會帶大量可供循環再造的物料離家，所以有關的廢物回收率較
屋 為低。

每套回收箱每月回收量的計算方式如下：

12個月內的總回收量÷12個月÷套裝回收箱數目

= 281萬公斤÷12個月÷2769套回收箱[即表二的(19 510 －11 202)個回收箱 ÷3]

= 每月85公斤。

3.5廢物循環再造計劃 在不同地點放置廢物分類回收箱不能保證人們會加以使用。

過往幾年，多個政府部門一直與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註6)合作，在屋 (包括公共及私

人屋 )、學校和地區層面舉辦以社區為本的廢物循環再造計劃。二零零二年五月，立法

會通過為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註7)額外注資一億元，在這一億元的核准撥款中，約有

6,000萬元(即60%)會用於資助以社區為本的減少廢物及回收活動。

屋 的廢物回收

3.6為了在住宅樓宇推廣減少廢物及廢物回收，減少廢物委員會於一九九七年成立公

營房屋界別減廢工作組，並於一九九九年成立私營房屋界別減廢工作組(註8)。兩個減廢

工作組曾經聯同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及物業管理公司，舉辦五期的廢物回收運動，以鼓

勵公共及私人屋 住戶參與廢物回收工作。在五期的廢物回收運動舉行期間，參與屋

數目和廢物回收量均有所增加(詳細結果撮錄載於附錄B)。

3.7在二零零一年六月至二零零二年三月期間舉行，為期十個月的廢物回收運動(第五

期)中，回收所得的紙張、鋁和塑膠共重1.1455億公斤(即每月每套回收箱收集得3 068公

斤──註9)。這個數量比2001–02年度在所有其他地點的回收箱所收集得的合共281萬公

斤紙張、鋁及塑膠(即每月每套回收箱收集得85公斤──註10)多出約40倍。雖然從屋

(包括公共及私人屋 )回收所得的廢物在政府的家居廢物循環再造計劃中所佔的比例最

高，但一般來說，公共屋 的廢物回收工作仍有可予改善的地方 (見下文第3.8至3.11

段)，尤以塑膠的回收為然(見下文第3.12至3.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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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屋 的廢物回收率偏低

3.8二零零零年十一月，環保署告知減少廢物委員會，家居廢物回收率為8%至10%。

廢物回收運動的結果顯示，公共屋 的廢物回收率一般低於私人屋 ，有關摘要載於下

文表三。環保署認為，這是因為在公共屋 中，有部分可循環再造的物料，可能已被拾

荒者取去變賣，而這些物料並不包括在公共屋 所申報的廢物回收數字當中。無論如何，

政府現正考慮採取多項措施，提高廢物回收率。

表三

公共及私人屋 廢物回收率的比較

廢物回收率 (註)

房屋署 香港房屋協會

廢物回收運動 屋 屋 私人屋 整體

第三期(一九九九年七月

至二零零零年三月) 3.6% 4.5% 25.4% 7.5%

資料來源：環保署的記錄

註： 廢物回收率按以下公式計算：

回收所得的可循環再造廢物的重量

所製造的廢物的總重量
× 100%

在公共屋 推行各樓層設置廢物分類回收箱試驗計劃

3.9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在二零零零年二月進行的一項意見調查顯示，在從未或甚少

使用廢物分類回收箱的受訪者中，50.4%認為回收箱的擺放位置(通常在每幢大廈地下大

堂設有一套收集箱)不大方便或太過遙遠；90.5%的受訪者表示，如所住大廈的各樓層均

設有回收箱，他們會更踴躍參與廢物回收活動。

3.10在二零零零年推行的試驗計劃 在二零零零年八月至十一月期間，房屋署與兩個

環保團體合作，在三個公共屋 挑選三幢公屋大廈作為試點，在各樓層設置廢物分類回

收箱。試驗計劃所得結果顯示，在方便居民前往的地點擺放廢物分類回收箱，能有效地

提高廢物回收率，增幅由17%至118倍不等 (見附錄C)。儘管試驗時遇到拾荒活動和噪

音滋擾的問題，相信在採用設計較佳的回收箱後，便可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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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在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二年期間推行的試驗計劃 根據先前的試驗計劃所得經驗，

房屋署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推行較大規模的試驗計劃，以兩個公共屋 的所有大廈作為

試點。房屋署使用了特別設計的回收箱。推行試驗計劃的另一目的，是找出可能出現的

管理問題並制訂對策。房屋署的試驗結果再次證實，在各樓層設置回收箱能有效地提高

廢物回收率，增幅由50%至21倍不等 (見附錄D)。二零零二年六月，房屋署決定把試驗

計劃擴展至其他六個公共屋 ，但並無訂定有關全面推行在所有公共屋 各樓層設置回

收箱的計劃的時間表。

塑膠廢物的回收率頗低

3.12把塑膠廢物(通常是膠樽)由收集地點運往循環再造商並不符合經濟原則，理由是

塑膠物料的體積較大。許多屋 為回收的塑膠尋找穩定循環再造出路時，都會遇到困難。

公營房屋界別減廢工作組在二零零零年四月會議上，特別指出在收集塑膠廢物時面對的

問題，詳情如下：

(a)廢物回收運動第三期的塑膠廢物回收結果未如理想；

(b)一名塑膠廢物循環再造商建議待屋 的塑膠廢物積存至60袋時，才作出收集

塑膠廢物安排，代替每兩星期收集廢物一次。不過，公營房屋界別減廢工作

組認為建議的廢物收集安排不可接受，理由是在存放和 生方面均會出現問

題；及

(c)公營房屋界別減廢工作組亦曾討論利用壓縮機減少塑膠廢物的體積，但認為

在看守和操作機器方面會出現問題。

根據環保署的記錄，二零零零年公共屋 的塑膠回收率(註11)僅為0.2%，而紙張和鋁的

回收率則為13.4%和21%。

收集塑膠廢物的試驗計劃

3.13二零零一年四月，環保署推出一項試驗計劃，在各區的屋 (包括公共和私人屋 )

提供塑膠廢物收集服務。推行試驗計劃的用意，是協助有困難的屋 尋找可靠的廢物收

集商。屋 可自行決定是否參加試驗計劃。參加計劃的屋 數目由二零零一年四月的

251個增至二零零二年七月的296個。

註 11：二零零一年三月，環保署建議房屋署參照各類可供循環再造廢物的數量，監察紙張、鋁和塑膠廢物
的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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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在二零零一年四月至九月期間，即在推行試驗計劃的首六個月，只有港島區屋

的塑膠廢物收集量有所上升，原因是在推行試驗計劃前，港島區屋 因與循環再造工場

距離甚遠(工場多位於新界)，很難安排妥善的塑膠廢物收集服務。二零零一年年底，環保

署僱用新的承辦商在二零零一年十月至二零零二年三月期間提供收集服務。在該段期間，

所收集的塑膠廢物數量持續上升。二零零二年七月，每個屋 平均收集的塑膠數量為

91公斤，二零零一年四月的數量則為34公斤。由於塑膠廢物收集量增加，環保署已將新

僱用的承辦商的服務合約延長至二零零二年九月。

3.15由於廢物收集量在試驗計劃推出後有所上升，環保署估計，收集塑膠廢物的平均

成本由二零零一年四月每公噸的5,700元下降至二零零二年七月的2,200元。

審計署對屋 廢物回收的意見

3.16在所有設有廢物分類回收箱的地點中，房屋界別取得極佳的成效 (見上文第3.7

段)。不過，屋 廢物回收的成效仍有可改善的地方，因為公共屋 的整體廢物回收率，

特別是塑膠廢物回收率，仍然是低的。

3.17有需要加快在各樓層設置廢物分類回收設施 意見調查及在五個屋 推行的試驗

計劃的結果均顯示，在各樓層設置廢物分類回收箱能有效地提高公共屋 的廢物回收率

(見上文第3.9至3.11段)。不過，至於何時在房屋署轄下159個公共屋 各樓層設置廢物

分類回收設施，卻仍未定出時間表。鑑於減少廢物綱要計劃所訂定的二零零一年的減少

廢物目標已無法達到，加上將來還有更多具挑戰性的目標，審計署認為，有關方面必須

加快採取行動。

3.18塑膠廢物收集計劃的成本效益仍有待進一步提高 這項試驗計劃於二零零一年四

月開始推行，用意是協助有困難的屋 尋找可靠的塑膠廢物收集商。這項計劃令塑膠廢

物回收數量上升。塑膠廢物回收的數量增加，有助減低收集成本 (見上文第3.14和3.15

段)。不過，由於塑膠廢物的體積龐大，大大影響了收集過程的成本效益。有關方面有需

要考慮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減低塑膠廢物的龐大體積，從而提高收集塑膠廢物的成本

效益。

審計署對屋 廢物回收的建議

3.19審計署建議：

(a)房屋署署長應加快採取行動，全面推行在公共屋 各樓層設置廢物分類回收

設施的計劃；及

(b)環境保護署署長應考慮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減低塑膠廢物的龐大體積，從

而提高收集塑膠廢物的成本效益。



—  17  —

當局的回應

3.20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同意有關的審計結果，並表示會與環保署及房屋署合作，

以落實審計署的建議。

3.21房屋署署長表示，房屋署會在考慮下述各點後，分階段在各樓層設置廢物分類回

收設施：

(a)地區屋 管理諮詢委員會的贊同及支持；

(b)場地條件所限及消防處對逃生途徑的意見；及

(c)一次過為1042個多層公屋大廈設置廢物分類回收設施所帶來的財政影響。

房屋署已認定六個屋 ，以在二零零二年年底左右推行有關計劃，並會就下一階段推行

的計劃揀選另外12個屋 。

3.22環境保護署署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就是減少膠樽的體積將有助改善收集的成本

效益。他表示：

(a)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特別針對這個問題，利用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的撥款，發

展流動膠樽壓縮機。這部壓縮機可使膠樽的體積減少達80%，令運輸成本大

幅降低。此外，一些私營公司亦正研製其他類型的膠樽壓縮機。環保署正研

究多個型號的壓縮機，並將在一些社區計劃中試用；及

(b)塑膠廢料回收試驗計劃旨在確保在處理所回收的塑膠物料時遇到困難的屋

最終不會把塑膠當作垃圾棄置。自計劃推行以來，環保署一直把重點放於提

高回收率和收集塑膠廢料的成本效益。

公眾地方的廢物回收

3.23食環署、康樂文化署及漁護署根據其職權範圍，負責提供和管理公眾地方及休憩

地方的廢物分類回收箱。為了提高成本效益，在公眾地方收集可循環再造廢物的工作由

食環署統籌。二零零零年十月，食環署批出一份為期兩年的服務合約(下文稱為合約A)，

聘請承辦商在最初設有廢物分類回收箱的160個公眾地方，收集可循環再造廢物。二零零

一年十二月，有762個新地點增設廢物分類回收箱，食環署於是再批出服務合約(下文稱

為合約B)，使收集範圍可涵蓋新地點。當合約A於二零零二年十月屆滿時，合約B會涵

蓋所有收集地點。合約B亦為37個由產業署管理的政府宿舍及物業提供收集可循環再造

廢物的服務。有關政府宿舍及選定物業(例如邊境管制站)的廢物回收詳情，載於下文第

3.29至3.3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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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可循環再造廢物的平均回收量 根據這兩份服務合約，食環署規定承辦商每星期

收集可循環再造廢物一次(註12)，並就每個地點所收集的可循環再造廢物數量提交記錄。

審計署根據有關的收集資料，計算每個收集地點的可循環再造廢物(即紙張、鋁及塑膠)

的平均回收量(見下文表四)。

表四

每個收集地點的可循環再造廢物的平均回收量

平均收集廢物

每個地點 數量佔廢物分類

平均收集 平均收集 平均收集的 回收箱承載量

時期 地點數目 的廢物數量 廢物數量 的百分比

(註3)

(a) (b) (c)=(b)/(a) (d)=(c)/140x100%

(公斤／月)  (公斤／月)

二零零一年 197 7143 36 25.7%

(註1) (約26%)

二零零二年 944 38704 41 29.3%

(一月至六月) (註2) (約30%)

資料來源：審計署根據食環署記錄所作的計算

註1： 收集地點數目由二零零一年一月的165個增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中的927個。分析時採用的加權平

均數為197個地點。

註2： 二零零二年一月至六月期間，收集地點數目由二零零二年一月的927個增至二零零二年二月的

948個。分析時採用的加權平均數為944個地點。

註3： 一套廢物分類回收箱的承載量是35公斤(即28公斤紙張、3公斤鋁及4公斤塑膠樽)。由於每星期才

提供一次收集服務，一套回收箱一個月的總承載量是140公斤(35公斤 ×4星期)。

註 12：廢物分類回收箱七成滿時，承辦商須提供額外收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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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審計署的分析 審計署對可循環再造廢物的收集資料的進一步分析顯示(註13)，

一些收集地點的回收量，經常低於整體平均回收率(30%)，即佔擺放於該等地點的廢物分

類回收箱的承載量30%以下。在二零零二年一月至六月期間，在每周收集行動中，80%

的情況如下(註14)：在合約B所涵蓋的762個收集地點中，有92個的回收量為承載量的

30%以下，而在19個地點中，所有三種可循環再造廢物的回收量甚至是零。

審計署對公眾地方廢物回收的意見

3.26在公眾地方設置廢物分類回收箱，是加深公眾對廢物分類的認識和方便公眾參與

廢物回收的重要途徑。二零零一年五月，當時的環境食物局向政務司司長委員會建議增

加廢物分類回收箱數目，並承諾如廢物分類回收箱成效不佳，會進行檢討。如上文第3.

24段表四所顯示，每個收集地點每月的平均廢物回收量只是41公斤，佔廢物分類回收箱

承載量約30%。有92個收集地點的可循環再造廢物回收量更經常低於整體平均回收率

(30%)。審計署從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得悉，一些可循環再造廢物被拾荒者取去變賣，以及

有需要(尤其是在公眾地方)設置廢物分類回收箱，以教育和方便公眾參與廢物回收。不

過，審計署認為，有關部門有需要認真檢討廢物分類回收箱的位置，尤其是那些回收量

偏低的地點，看看是否有需要重新安排地點或採取其他措施(例如加強宣傳)，以增加廢物

回收率。

審計署對公眾地方廢物回收的建議

3.27審計署建議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和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

應：

(a)認真研究可循環再造廢物回收量低的收集地點，看看是否有需要重新安排地

點或採取其他措施 (例如加強宣傳)，以增加廢物回收率；及

(b)密切注視可循環再造廢物的收集資料，以便監察所管理的廢物分類回收箱的

回收量。

當局的回應

3.28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及漁農自

然護理署署長均接納審計署的建議。

註 13：合約B的收集資料以電子形式備存，但合約A的收集資料則以人手編製。提取和分析合約A的資
料很費時，因此，在有限的時間內，審計署只分析了合約B的收集資料。

註 14：80%的情況，是指在二零零二年一月至六月期間的26次每周收集行動中有2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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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宿舍及邊境管制站的廢物回收

3.29二零零零年六月，政府部門減廢工作組(註15)檢討政府內部的廢物回收服務。工

作組注意到，雖然自一九九七年四月起，政府宿舍已推行廢紙回收計劃，但一九九九年

每月每戶的廢紙回收率仍然偏低，只有約2公斤。一些政府宿舍及市民經常到訪的辦公大

樓都沒有設置廢物分類回收箱。產業署於是將政府內部廢物回收服務範圍擴大，該署現

已在42座政府辦公大樓及81座政府宿舍設置廢紙、鋁及塑膠的廢物分類回收箱，並且加

強宣傳。根據該署資料，從政府辦公大樓回收的可循環再造廢物總數量由二零零一年四

月的44公噸增加至二零零二年三月的57公噸，增幅為30%。不過，政府宿舍仍有需要加

強廢物回收的工作，並需將更多廢物分類回收箱設置於一些選定地點，例如邊境管制站

(詳情參閱下文第3.30至3.34段)。

政府宿舍的廢物回收率偏低

3.30在2001–02年度，從政府宿舍回收的可循環再造廢物數量為511公噸。至於每月每

戶的平均廢物回收率則為3.3公斤，較一九九九年每月每戶2公斤為高。不過，與廢物回

收運動第五期的公共及私人屋 每月每戶平均廢物回收率8公斤比較(見附錄B)，政府宿

舍的廢物回收率仍屬偏低。

在邊境管制站設置廢物分類回收箱

3.31目前，香港共有六個邊境管制站，當中兩個分別位於港澳客運碼頭及中港客運碼

頭(下文稱為港口管制站)，另外四個位於羅湖、落馬洲、文錦渡及沙頭角(下文稱為陸路

邊境管制站)。邊境管制站由多個政府部門共同使用，包括海事處、入境事務處(入境處)、

香港海關及香港警務處。在二零零一年一月的跨部門會議上，環保署表示，該署正與公

共運輸公司緊密合作，推廣減少廢物及將廢物分類回收，但由政府管理的邊境管制站卻

沒有廢物分類回收箱，該署對此表示關注。二零零一年一月，環保署要求海事處統籌在

港口管制站設置廢物分類回收箱，並提供收集可循環再造廢物的服務的事宜。至於四個

陸路邊境管制站，環保署已要求產業署及入境處就設置廢物分類回收箱和提供收集服務

作出統籌(註16)。

註 15：按照減少廢物綱要計劃在政府內部開展的減廢措施，政府部門減廢工作組於一九九九年六月成立。
該工作組初時由政府物料供應處處長擔任主席。由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起，小組主席由環境運輸及工

務局副局長(前身為環境食物局)接任。小組的成員包括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政府物料供應處、環保

署、產業署及食環署的代表。其他有關部門亦會獲邀就特定問題提供技術意見。

註 16：在二零零一年四月，產業署已將港口管制站的清潔合約批出及管理事宜交由海事處負責，但陸路邊
境管制站的清潔服務合約則繼續由產業署負責，理由是各部門用戶仍未就管理責任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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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在二零零一年年底，海事處已在港口管制站設置了廢物分類回收箱，並且提供收

集廢物服務。至於陸路邊境管制站，產業署於二零零二年一月告知環保署，由於產業署

並非負責管理陸路邊境管制站的部門，因此不宜由其設置和管理廢物分類回收箱。不過，

產業署將安排收集可循環再造的廢物。截至二零零二年七月(實地審計工作的完成日期)，

各有關部門仍未就設置和管理廢物分類回收箱的責任達成協議。

審計署對政府宿舍及邊境管制站廢物回收的意見

3.33政府宿舍的廢物回收率偏低 一如上文第3.30段所述，儘管由一九九九年起政府

宿舍的廢物回收率已有改善，當局仍需繼續努力，務求進一步提高廢物回收率(現時的政

府宿舍廢物回收率為每月每戶3.3公斤，公共和私人屋 的廢物回收率則為每月每戶8公

斤)。當局應鼓勵所有政府宿舍的住戶積極參與以社區為本的廢物回收運動。

3.34在邊境管制站設置廢物分類回收箱 入境處的統計數字顯示，在2000–01年度，

約有1.01億名旅客經由上述四個陸路邊境管制站過境。陸路邊境管制站是設置廢物分類

回收箱的理想地點，有助提高廢物回收率。雖然在二零零一年一月已認定有需要在陸路

邊境管制站設置廢物分類回收箱，但對於應由哪個部門負責設置和管理廢物分類回收箱，

卻未能達成協議。審計署認為，有關方面應從速設置廢物分類回收箱。

審計署對政府宿舍及邊境管制站廢物回收的建議

3.35審計署建議：

(a)政府產業署署長應聯同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鼓勵所有政府宿舍的住戶積極參

與以社區為本的廢物回收運動，以期進一步提高廢物回收率；及

(b)各個陸路邊境站的部門用戶應盡快決定設置廢物分類回收箱的管理安排。

當局的回應

3.36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同意審計結果，並表示會與各有關部門合作，以落實審計

署的建議。

3.37政府產業署署長同意上文第3.35(a)段所述的審計署建議。她表示，政府宿舍在住

戶人數及居住方式方面都與屋 有差異，而這些差異將影響廢物回收率。

3.38入境事務處處長表示，入境處正準備帶頭統籌有關盡快在陸路邊境管制站設置廢

物分類回收箱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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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分配土地予廢物循環再造業

4.1減少廢物綱要計劃確認有需要為廢物循環再造業提供一個更切合實際的經營環境，

以達致提高整體循環再造率的目標。本部分探討政府幫助廢物循環再造業以合理價格取

得土地經營業務的安排。審計署發現在土地分配安排方面有可改善的地方，以確保已分

配予廢物循環再造業的土地有效率及有效益地得到運用，從而達致減少廢物綱要計劃所

訂定的減少廢物目標。

香港廢物循環再造業的特點

4.2根據環保署在一九九九年進行的一項顧問研究，香港的廢物循環再造業由市場帶

動，並且沒有一套正式的系統收集可循環再造物料。由於香港面積細小，加上製造業遷

至境外，可循環再造物料的本地市場甚小。廢物循環再造業以出口為主，而內地為最重

要的出口市場。

4.3本地廢物循環再造業的特點對可循環再造物料的來源、業界回收物料的種類及在

香港的活動地點均有影響，現撮述如下：

(a)以回收工商業廢物為重點 由市場帶動的廢物循環再造業在揀選可循環再造

物料時非常謹慎。與受污染及夾雜其他廢物的家居廢物相比，業界偏好回收

性質相同及乾淨的工商業廢物。這樣業界可取得較高的市場價值，並減低將

物料分類的成本。因此，廢物循環再造業不大熱衷從家居廢物中回收可循環

再造的物料。家居廢物的回收屬非正式，且集中於高價值的物料(例如鋁罐)。

這種非正式的回收行動不能使家居廢物有高的回收率；

(b)回收物料的種類 最普遍的回收物料為金屬及紙張。塑膠廢物的回收再造主

要限於工業界；及

(c)活動地點 廢物循環再造業主要集中於工商業區及舊式住宅區。廢物循環再

造業通常較少見於偏遠或較少人居住的地區，又或租金昂貴或把循環再造業

的活動被視為與周遭土地用途不協調的新發展地區。

減少廢物綱要計劃建議的行動

4.4以家居廢物為重點 根據環保署在一九九四年進行的一項調查，1367000公噸

(即53%)的工商業廢物獲循環再造，而只有175000公噸(即8%)的家居廢物被回收。減

少廢物綱要計劃指出，以國際標準來衡量，工商業廢物的循環再造率已是相當的高。最

需要及有機會作出改善的範疇在於家居廢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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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以土地分配政策作為減少廢物的工具 減少廢物綱要計劃確認香港的廢物循環再

造業一般利潤不高。廢物循環再造業者通常以短期形式在較便宜的舊建築物或在農地上

經營業務。由於貯存廢物有礙觀瞻、壓縮及捆札廢物時會發出噪音、廢物會發出臭味及

弄髒附近的環境，因此，廢物循環再造業者被視為“不受歡迎的鄰居”。廢物循環再造

業者沒有確定的營運地點，加上僅有輕微利潤的回收再造物料的市場價格波動不定，他

們不願投資在新穎及較環保的技術上。這情況窒 廢物循環再造業的進一步發展。減少

廢物綱要計劃建議採取以下措施，以利便廢物的循環再造：

(a)以短期租約形式，為廢物循環再造業提供適當的用地；

(b)將廢物循環再造活動集中在現有及日後的廢物處理設施，例如垃圾轉運站及

策略性堆填區；

(c)在已修復的堆填區設置廢物回收及循環再造的設施；

(d)公布可供廢物循環再造業使用的工業用地和樓宇；及

(e)鼓勵合適的廢物循環再造業者(例如那些擁有新技術及重大資本投資的廢物循

環再造業者)申請香港工業 公司所管理的工業 用地。

根據短期租約安排出租土地

4.6自一九九八年推出減少廢物綱要計劃以來，共有九幅總面積達56780平方米的土

地，已根據短期租約安排出租作廢物回收及／或循環再造用途(註17)。該九幅短期租約

用地的租賃年期一般為一至三年，隨後或會每季續約。詳情載於下文表五。

註 17：除根據減少廢物綱要計劃的土地分配政策出租九幅短期租約用地外，地政總署亦已向廢物循環再造
業出租另外15幅短期租約用地。其中14幅是以直接批地方式出租，以令廢物循環再造業佔用的土

地合法化，或因發展項目的影響而須另再提供短期租約用地。餘下一幅用地透過公開招標出租，只

作廢物循環再造用途。這些用地的租賃年期大多為六個月，隨後或會每季續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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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根據減少廢物綱要計劃出租予廢物循環再造業的短期租約用地

面積 租賃期 每年租金

短期租約用地 (平方米) 及續約 生效日期 (元)

1.上水30A區 16000 三年定期及 一九九八年九月 642,000

(註) 隨後每季續約

2.啟德消防總局 15100 三年定期及 一九九九年七月 10,000

(註) 隨後每季續約

3.啟德舊消防局 3900 一年定期及 一九九九年七月 864,000

隨後每季續約

4.大埔工業 4980 三年定期及 二零零零年二月 51,000

大貴街 隨後每季續約

5.柴灣創富道 2530 一年定期及 二零零零年五月 600,000

隨後每季續約

6.油塘仁宇圍 2100 三年定期及 二零零零年六月 364,000

隨後每季續約

7.上水置華里 6770 兩年定期及 二零零零年七月 132,000

隨後每季續約

8.長洲排廠路 340 七年定期 二零零一年七月 30,000

9.大埔工業 5060 三年定期及 二零零二年四月 444,000

大貴街B區 ________________隨後每季續約

總計 56 780 (約 5.7公頃)

============

資料來源：環保署的記錄

註：地政總署在二零零二年七月收回這兩幅用地作其他發展用途。二零零二年年中，該署就三幅位於大埔

工業 、茶果嶺及葵涌的新短期租約用地進行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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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財政影響 由於在減少廢物綱要計劃的土地分配政策下，短期租約用地的用途受

到限制(即只可作廢物循環再造之用)，地政總署估計所得的租金會較出租作其他用途的市

場租金為少。根據地政總署的資料，因提供該九幅短期租約用地而損失的租金，估計每

年為1,500萬元 (詳情見附錄E)。因此，有需要確保能有效率及有效益地使用這些短期租

約用地，從而達致減少廢物綱要計劃所訂的減少廢物目標。

行政安排

4.8地政總署與環保署共同負責管理作廢物循環再造用途的短期租約用地。兩署的工

作包括物色用地、招標、分配用地及管理已分配的用地。

4.9招標制度 地政總署就短期租約用地的分配，採用了一個雙階段的招標制度。遴

選的第一階段甄選出合資格的廢物循環再造商，而無須理會其投標的出價。遴選的第二

階段按地政總署的一貫做法，把用地批予出價最高的競投人。這個雙階段的招標制度對

配合政府欲協助廢物循環再造商的政策，至為重要。不然，廢物循環再造商則難以與其

他行業的競投人競爭。經過甄選程序後，政府可淘汰那些不屬於短期租約招標公告所訂

的特定優先類別的競投人。

4.10租約規定 為確保短期租約出租用地的租戶，確實是在租賃期間進行規定的廢物

循環再造／回收工作，短期租約協議內載有一個工程規格附表，訂明下列各項主要規定：

(a)租戶須在簽訂短期租約協議後三個曆月內，開始進行可令環保署滿意的廢物

回收及循環再造工作；

(b)租戶只可利用短期租約用地回收和循環再造都市固體廢物(或規定的特定種類

廢物)；

(c)租戶須確保每月平均至少有70%(以重量計算)的回收或循環再造廢物，是在

本港產生的(註18)；及

(d)租戶須向環保署提交季度報告，載述下列的資料：

(i)在報告期內每月各類回收、處理或循環再造廢物的數量；

(ii)廢物的來源；

(iii)回收、處理或循環再造廢物的銷售點；及

(iv)上述第(i)至(iii)項資料的證明，包括交易記錄、收據及送貨單。

註 18：一九九九年，政府實施規定，在短期租約用地回收/循環再造廢物中，本港產生的廢物必須佔一個
固定的百分比。一九九九年，有關的百分比為30%，在二零零零年起，則增至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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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監察程序 環保署負責監察租戶有否遵循短期租約中有關廢物回收及循環再造的

規定。除審閱租戶的季度報告外，該署亦會定期進行實地視查。如發現有違約情況，便

會知會地政總署跟進。

短期租約用地的使用情況

4.12政府可參照當時本地廢物循環再造業的情況，在短期租約招標公告上訂明短期租

約用地的優先用途。例如，一九九八年年底，本地兩間廢紙循環再造廠，有一間倒閉，

廢紙循環再造業出現危機。廢紙循環再造業向政府求助。一九九九年年初，當時的規劃

環境地政局覓得啟德消防總局舊址，以供貯存／處理廢紙，作為協助廢紙循環再造業的

措施。已批租的九幅短期租約用地的循環再造廢物種類載列於下文表六。

表六

在短期租約用地進行循環再造的廢物種類

短期租約用地 循環再造的廢物種類

1.上水30A區 金屬(100%)

2.啟德消防總局 紙張(85%)及金屬(15%)

3.啟德舊消防局 金屬(84%)及紙張(16%)

4.油塘仁宇圍 金屬(100%)

5.上水置華里 金屬(75%)及紙張(25%)

6.大埔工業 大貴街 輪胎碎(69%)及塑膠 (31%)

7.柴灣創富道 紙張(99.9%)及塑膠 (0.1%)

8.長洲排廠路 正收回用地再行招標(見下文第4.14段)

9.大埔工業 大貴街B區 資料不詳，有關的循環再造廠於二零零二年年中成

立。根據租戶提供的資料，該地點主要會用作廢紙循

環再造工場。

資料來源：環保署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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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很少短期租約用地用作塑膠循環再造工場 從上文表六可見，九幅短期租約用地

中，六幅用作廢紙及／或金屬循環再造工場，只有兩幅用地(上文表六第6及7項)用作塑

膠循環再造工場，因為環保署在招標公告內訂明，塑膠循環再造用途是其中一項優先用

途。不過，即使就這兩幅用地來說，塑膠循環再造只佔其處理量的小部分(0.1%及31%)。

由此可見，除非當局在租約內加入特別租賃條件，否則，由市場帶動的廢物循環再造業

不會選擇把短期租約用地用作從事利潤較低的塑膠廢料循環再造工作。以已批租的短期

租約用地總面積5.7公頃計，只有9%用作循環再造塑膠及輪胎，見下文圖六。

圖六

在減少廢物綱要計劃下已批租短期租約用地

的廢物循環再造業主要分類

紙張

40%

金屬

51%

資料來源：環保署的記錄

塑膠及輪胎

9%

4.14長洲的空置地點 如上文第4.6段表五所示，長洲的短期租約用地於二零零一年七

月租出，供回收／循環再造都市固體廢物。短期租約的工程規格附表訂明，租戶應在簽

署短期租約後三個曆月內(即二零零一年十月或以前)，開始經營廢物循環再造的業務。然

而，儘管環保署在二零零二年一月及四月已發出催辦函，直至二零零二年七月(實地審計

工作的完成日期)，租戶仍未開業。到二零零二年七月，地政總署採取行動，收回地點再

行招標。

4.15實際處理量少於預期 已批租的短期租約用地的投標者須在標書中註明估計廢物

處理量，以顯示他們有能力及潛力善用該地進行廢物回收及循環再造。投標者的擬議經

營規模，是環保署進行第一階段標書評審時的主要考慮因素之一。然而，如下文表七所

示，七名租戶開業後全部未能達致其標書所註明的處理量。其中三名的處理量不足標書

所註明的預期數量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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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由循環再造業務開始營運至二零零二年三月底

租戶平均每月處理量

標書註明的 實際平均

短期租約用地 處理量 處理量 百分率

(a) (b) (c)=(b)/(a)x100%

(公噸／月) (公噸／月)

1 啟德舊消防局 1 800 274 15%

2.柴灣創富道 3 840 1 236 32%

3.上水 30A區 8 000 3 027 38%

4.大埔工業 大貴街 389 259 67%

5.啟德消防總局 10000 6755 68%

6.油塘仁宇圍 5850 4541 78%

7.上水置華里 2000 1565 78%

資料來源：環保署的記錄

發展回收園

4.16在二零零一年年中進行的檢討中，政府認為以短期租約批租的用地(即使最長的租

賃期也有三年)，未能提供足夠誘因，吸引營辦商添置新設備。此外，這些用地散布各

區，亦未能發揮協同作用。如回收廢物量大幅增加，則這些用地的面積將太過細小，不

能應付所需。儘管減少廢物綱要計劃建議適合的循環再造商申請工業 的土地，但由於

大部分的廢物循環再造業不獲視作創新工業，所以未能在工業 經營。

4.17二零零一年，政府決定在屯門第38區預留20公頃工業用地興建回收園，以應付循

環再造活動的長遠土地需求。由於大部分回收廢物會出口珠江三角洲，該幅用地可供船

隻從海路直達。回收園的規劃和發展工作目前正在進行，預計第一階段可於二零零四年

開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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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對廢物循環再造業的租地安排的意見

4.18以適當的短期租約租賃土地給廢物循環再造業，是減少廢物綱要計劃列出的重點

措施之一(見上文第4.5段)。自一九九八年以來，有九幅用地以短期租約的形式出租，所

得經驗顯示，在規管已批租用地的使用情況方面仍有可改善的地方，以確保有效率及有

效益地運用這些用地，從而達致減少廢物綱要計劃所訂的減少廢物目標。審計署認為，

日後在處理廢物循環再造業的土地租賃事宜時，應從上述經驗汲取教訓(見下文第4.19至

4.22段)。

4.19確保家居廢物循環再造的規管條文 減少廢物綱要計劃指出，家居廢物的循環再

造率最需要改善。不過，短期租約協議只規定不少於70%的再造廢物須在本港產生。至

於在本地產生的廢物中，家居廢物的比例應佔多少，卻沒有進一步說明。如上文第4.3(a)

段所述，由市場帶動的廢物循環再造業偏好較乾淨的工商業廢物多於家居廢物。環保署

告知審計署，據他們觀察所得，短期租約用地，亦有用作進行家居廢物循環再造，但這

並不足以確保短期租約用地能如減少廢物綱要計劃所預期般，獲廣泛用作提高家居廢物

的循環再造率，因為租約並無限制租戶必須進行家居廢物循環再造。

 4.20提高塑膠循環再造率的措施 如上文第4.13段所述，除非短期租約協議內訂明特

別租賃條件，否則由市場帶動的廢物循環再造業不會選擇利用短期租約用地來進行利潤

較低的塑膠廢物循環再造活動。至於該兩幅環保署指定應優先用作塑膠循環再造活動的

短期租約用地，塑膠循環再造僅分別佔有關租戶業務的處理量的0.1%及31%。這是由於

短期租約內並無條文訂明塑膠循環再造活動需達致的數量水平。如上文第3.12段所述，

屋 的塑膠循環再造率需予改善。審計署認為，有需要分配更多用地主要進行塑膠循環

再造活動，以助提高屋 的塑膠循環再造率。此外，招標通告及租約亦應訂明所需達致

的塑膠循環再造數量水平。

4.21確保善用用地的規管條文 雖然租戶提出的營運規模(以處理量計)是評估標書的

考慮因素之一，但目前並無機制確保租戶會達到其標書所註明的處理量。如上文第4.15

段所述，該七個已開業的租戶，全部未能達到其標書所註明的處理量。儘管廢物循環再

造業有所增長(見上文第2.5段圖三)，其中三個的處理量甚至不足所述水平的50%。這種

情況顯示需要在租約內訂明規管條文，以防止投標者在標書內誇大處理量，並確保租戶

會盡量善用土地進行廢物循環再造活動。

4.22有需要及時採取行動，收回長洲的空置用地 根據短期租約協議，該幅長洲用地

的租戶應在二零零一年十月或以前開始進行廢物循環再造活動。不過，該幅用地至二零

零二年七月一直空置，有關方面才 手收回供重新招標。環保署先後曾於二零零二年一

月及四月提醒該租戶展開循環再造活動。不過，審計署認為，應在較早時間，即二零零

一年十一月當有證據顯示該租戶沒有遵行短期租約的規定時，便採取行動。由於收回土

地的過程延長，以致未能提早有效運用該幅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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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對廢物循環再造業的租地安排的建議

4.23為確保盡量有效率和有效益地運用那些根據減少廢物綱要計劃撥作進行廢物循環

再造活動的土地，審計署建議地政總署署長應與環境保護署署長磋商：

(a)在將來的租約內加入適當的規管條文，以確保租戶會運用有關用地：

(i) 提高家居廢物的循環再造率 (如減少廢物綱要計劃的目的) (見上文第

4.19段)；及

(ii) 達到其標書所註明的處理量 (見上文第 4.21段)；

(b)分配更多用地主要進行塑膠循環再造活動，並在投標通告及租約內列明所需

達致的塑膠循環再造數量水平 (見上文第 4.20段)；及

(c)當發現租戶未有善用已批租的用地時，立即採取行動，終止租約並收回該幅

用地 (見上文第 4.22段)。

當局的回應

4.2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同意審計結果。她表示她會與有關的部門合作，以落實審

計署的建議。

4.25地政總署署長接納審計署的建議。他表示他會與環保署共同處理有關的管理及執

行事宜，以期制訂部門指引，落實有關建議。

4.26環境保護署署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就是應在土地租約內加入規管條文，以更有

效地管制批租土地應作的用途，從而達致就廢物循環再造所訂的目的。他表示：

(a)環保署將與地政總署緊密合作，以在日後簽立的短期租約內加入適當的租賃

條件。現時的短期租約租賃期一般過短，循環再造商難以建立業務。環保署

正嘗試與地政總署研究，以訂立租賃期較長的短期租約；

(b)環保署支持把更多土地分配予循環再造業，特別是一些現時利潤甚微的業務；

及

(c)視乎地政總署的意見，在日後簽立的所有租約內引入警告制度將是個有用的

做法。在該制度下，屢次違反租賃條件的人士將在合理時限內被下令遷離。



第5部分：政府帶頭減少廢物的工作

5.1減少廢物綱要計劃指出，政府會帶頭減少廢物，確保其政策及措施有助這方面的

工作。本部分研究政府在促進各部門減少廢物的工作所取得的進度。審計署發現，政府

須帶頭促進使用再造紙，減少用紙量和使用翻新輪胎。

減少廢物的初步工作範圍

5.2在一九九九年六月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政府減廢工作組承諾該組的初步工作會

包括以下範圍：

(a)使用量 減廢工作組會研究政府部門可採取什麼行動，以減少使用容易對環

境造成影響的物品數量 (如紙張)；

(b)循環再造 減廢工作組會就政府部門使用的物品中，有那些可供循環再造及

再造產品的採購(如再造紙)，進行檢討；

(c)包裝 減廢工作組會就包裝的規定或使用不環保或造成棄置問題的包裝材料，

進行詳細調查；及

(d)符合環保原則的採購 減廢工作組會就造成環保問題的產品，徵詢專家意見，

並討論投標規定或標書評審程序可怎樣顧及這些受關注的問題。

再造紙的使用

5.3政府物料供應處每年採購大約3600 公噸影印紙，作為常備庫存物料，供各部門使

用。一九九九年，經過一段試用再造影印紙的時間後，政府物料供應處評定，雖然再造

紙的成本比非再造紙高20﹪左右，但兩者在功能上沒有顯著差異。自一九九九年九月

起，政府物料供應處已在常備庫存物料中提供再造影印紙，以便各部門可按其需要及預

算，決定使用哪種紙張。

5.4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環保署告知政府減廢工作組，為鼓勵廢紙回收再造，政府在

使用再造紙的承擔相當重要。若有更多的廢紙回收再造，政府將可因在堆填區棄置廢紙

所需的費用降低而得益。環保署及政府物料供應處進行的研究顯示，美國、英國和日本

等政府機構以及歐洲的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已承諾只會使用再造紙。由二零零零年起，

政府減廢工作組考慮多種措施，以增加使用再造紙，包括：

(a)制訂逐步取消使用非再造紙的時間表；

(b)除非有充分理由支持使用非再造紙，否則只會向各部門供應再造紙；及

(c)只會採購再造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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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關於使用再造紙的成本較高卻受到關注。政府減廢工作組注意到，使用非純白色

的再造紙可收窄成本差距，但有些部門因這些再造紙帶黃色，所以拒絕使用。節省用紙

是抵銷使用再造紙較高成本的另一個方法。二零零一年五月，當時的環境食物局告知政

務司司長委員會，推廣使用再造紙不會令政府增加成本，因為減少用紙量可抵銷採購再

造紙的額外成本。

5.5審計署的分析 審計署根據政府物料供應處提供的資料(註19)，分析了政府使用

再造紙的情況(見下文圖七)。使用再造紙的比例由一九九九年的6﹪ 增加至二零零零年

的33﹪，二零零一年則輕微下跌至31﹪。

圖七

再造紙及非再造紙的使用情況

註 19：用紙量的分析是根據政府物料供應處的常備庫存物料發給各局及各部門使用的A3及A4兩種尺碼的
印刷及影印紙(主要的紙張種類) 數量。政府減廢工作組採用相同的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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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政府物料供應處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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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經進一步分析個別局及部門使用再造紙的結果顯示：

(a)二零零零年，大多數局及部門(78%)較一九九九年增加使用再造紙。不過，

二零零一年，大多數局及部門(54%)都比二零零零年減少使用再造紙(詳情見

附錄F)；及

(b)沒有使用任何再造紙的局及部門的數目由二零零零年的11個增加至二零零一

年的14個。

政府的用紙量

5.7一九九六年，當局開始發展政府通訊網絡，把政府總部各個局與部門聯繫起來，

通過電子方式傳遞信息和郵件。二零零零年，政府各個局及部門的所有內聯網均已連接

該網絡。雖然政府內部已採用電子方式通訊，並已把員工人數削減4%(註20)，但用紙量

仍不斷增加。用紙量由一九九九年的164萬令紙上升至二零零一年的186萬令紙，增加了

22萬令紙(13%)(見上文第5.5段圖七)。每名員工的用紙量由一九九九年的8.9令紙增加至

二零零一年的10.6令紙，增幅為19%。

5.8審計署根據政府物料供應處的資料，分析87個局及部門於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一

年三年間的用紙量，分析顯示：

(a)其中55個局及部門(63%)增加用紙，同期，有32個局及部門(37%)減少用紙

(註21)；

(b)在55個增加用紙的局及部門當中，有35個的增幅較全政府平均增幅(13%)為

高(見上文第5.7段)；及

(c)在七大部門用戶(即用紙超過50000令紙的部門)中，有五個的用紙量增幅高

出全政府平均增幅(13%)。該五個部門均沒有在其管制人員環保工作報告中定

下減省用紙的目標數量。

採用電子版本的印刷品

5.9政府印務局每年使用8000公噸印刷紙。政府減廢工作組提出的建議之一，是加強

使用電子版本的印刷品，務求降低對印刷的需求。現有的成功例子是引進電子憲報。自

憲報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起上載互聯網後，印本數量亦由每星期3500份減至二零零二年

一月的每星期1500份(減幅為57%)。

註 20：政府員工人數由一九九九年183488人削減至二零零一年175970人，減幅為4%。

註 21：二零零零年成立的五個部門於二零零零及二零零一年的用紙量均已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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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調查

5.10審計署進行了一項調查，以確定個別局和部門以採用電子版本的印刷品，從而減

少印刷需求的程度。是項調查涵蓋政府印務局(根據政府印務局的記錄)及外間承辦商(資

料由相關用戶部門提供)於2001–02年度印製的印刷品(註22)。87個局和部門已全部對調

查作出回應。調查結果顯示，在3635份印刷品，2075份(57%)並沒有製作電子版本，

1560份(43%)則有。進一步的分析顯示：

(a)在沒有製作電子版本的2075份印刷品中，有2054份(99%)的相關局／部門並

無就電子版本的接受程度，向用戶進行調查。至於其餘21份(1%)，負責的局

／部門則曾向用戶進行調查，或有意引入電子版本；及

(b)在已有電子版本的印刷品當中，有521份屬經常性質(註23)。相對這些印刷品

在引入電子版本前的印刷需求而言，225份(43%)的印刷本數量有所減少，

167份(32%)不減反增，其餘129份(25%)的印刷本數量則維持不變。

審計署對使用紙張的意見

使用再造紙

5.11作為一個使用大量紙張的機構，如果政府承諾使用再造紙，便可以為再造紙製造

市場需求。所增加的需求反過來可以促進廢紙回收工作。政府的再造紙使用量，由一九

九九年的6%上升至二零零零年的33%。然而，二零零一年卻下跌至31%，原因是部分

的局和部門恢復使用更多非再造紙(見上文第5.5及5.6段)。再造紙的價格較非再造紙高，

遂對在政府內部推廣更廣泛地使用再造紙構成障礙。部門需要節省用紙，才可抵銷使用

再造紙所增加的成本。此外，員工亦須在心態上作出改變，接受較便宜但顏色非純白的

再造紙。

在政府內部減省用紙量

5.12儘管政府內部已採用電子方式通訊，而政府員工人數亦已縮減4%，但政府在一九

九九至二零零一年的用紙量仍有 13%的增幅。在這段期間，每名員工的用紙量上升了

19% (見上文第5.7段)。當局有需要採取一套全體政府員工一同參與的方式，以增加使用

再造紙，各員工亦須共同努力，節省用紙量。審計署注意到，在二零零二年六月，政府

減廢工作組決定要求各局和部門制訂具體的減廢目標(包括用紙量)，並每年在管制人員環

保報告中，報告有關表現。審計署歡迎政府減廢工作組在這方面的努力。審計署認為，

註 22：所調查的印刷品不包括文具物品、標準表格及海報。

註 23：未能就其餘1 039份有電子版本的印刷品進行同類分析，原因是這些刊物不屬經常性質。

—  34  —



環保署及政府物料供應處應為各局和部門提供協助及支援，以助它們達到所訂的目標，

尤其是那些用紙量大增的主要用戶(見上文第5.8段)。

採用電子版本的印刷品

5.13根據審計署的調查，在2001–02年度印製的政府印刷品中，57% (2 075份)並沒

有製作電子版本。這顯示出，如果更廣泛地採用電子版本的印刷品，政府可進一步減省

用紙量(見上文第5.10段)。鑑於有關的局和部門對大部分沒有電子版本的印刷品均無進

行用戶調查，以確定用戶對以電子版本取代印刷本的接受程度，審計署認為，各局和部

門有需要進行這類調查。至於那些已經採用電子版本，但在印刷本數量上仍有所增加的

印刷品，當局有需要進行檢討，確定箇中原因。

審計署對使用紙張的建議

5.14審計署建議，在增加再造紙的使用方面，當局應採取一套全體政府員工一同參與

的方式。至於使用再造紙所涉及的較高成本，應透過以下方法抵銷：

在使用再造紙方面

(a)節約用紙；及

(b)接受使用非純白色的再造紙。

5.15審計署建議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應聯同環境保護署署長及政府物料供應處

處長：

在減少用紙方面

(a)促使各局和部門就減少用紙張訂立實際可行的目標，並根據這些目標密切監

察其表現；及

(b)向最近用紙量有所增加的局和部門提供意見及支援，以助其實現其在管制人

員環保報告中所公布的減少用紙目標；

在採用電子版本的印刷品方面

(c)對於沒有電子版本的印刷品， 促使有關各局和部門進行用戶調查，以確定用

戶對印刷品的電子版本的接受程度，務求可以早日引入電子版本，減低印刷

需求；及

(d)若引入電子版本仍然未能減低有關局和部門的印刷需求，提醒它們檢討和考

慮減少其印刷品的印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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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的回應

5.16環境保護署署長同意上文第5.14及5.15段所述的審計署建議。他表示：

(a)當局應採取更積極的政策，游說所有政府部門轉用再造紙；及

(b)所有政府部門需就減少用紙作出承諾，並設立有效的監察制度，只有這樣，

減少用紙量的工作才會得到改善。環保署亦同意，管制人員環保報告，以及

就印刷品進行用戶調查亦是達致這些目標的有效途徑。

5.17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表示，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和環保署一直促請各局╱部門使

用更多再造紙，減低用紙量，並採取其他減少廢物的措施。然而，各局╱部門是否和如

何推行這些措施，則主要取決於其預算(例如再造紙較為昂貴)、員工的喜好及運作需要。

不過，他們會繼續為各局╱部門提供意見和支援，並與它們緊密合作，務求在政府內部

進一步推廣減少廢物及廢物回收。

5.18政府物料供應處處長同意審計署在上文第5.14段和5.15(a)及(b)段所提出有關使用

再造紙及減少用紙的建議。她表示，政府物料供應處可在政府網站上貼出使用該處服務

的各局╱部門每月紙張需求的資料，以協助它們更有效地監察用紙量。

翻新輪胎的使用

5.19根據環保署的統計資料，每年約有10000公噸的橡膠輪胎棄置在堆填區。橡膠輪

胎佔用大量空間並帶來壓縮方面的問題。為盡量減少棄置廢輪胎所需佔用的堆填區空間，

環保署自一九八九年起已委托了一家承辦商提供切碎輪胎的服務(有關服務的背景見下文

第5.26段)。

5.20根據環保署在一九九九年所進行的一項顧問研究，使用翻新輪胎是減少廢棄輪胎

其中一種必要的方法。由於翻新輪胎較全新的輪胎便宜(特別是那些重型車輛的輪胎)，使

用翻新輪胎亦有助車主節省金錢。在本港，翻新重型車輛的輪胎是慣常的做法。環保署

的統計資料可顯示這點。根據該署的資料，二零零一年，翻新及以其他方式循環再用的

輪胎數量約有一萬公噸。

5.21政府的車隊中約有6900部車輛。機電工程署(機電署)負責保養其中約5900部的

政府車輛，而食環署則透過其工場、承辦商及機電署為其轄下約1000部車輛提供保養。

機電署的使用翻新輪胎試驗計劃

5.22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政府減廢工作組同意值得在政府內部開展一項使用翻新輪胎

的試驗計劃，以評估政府車輛是否適合使用該等輪胎。二零零零年五月，實地探訪本港

一間翻新輪胎公司以及進行市場調查後，環保署、機電署及政府物料供應處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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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本地有優質的翻新輪胎服務，而有關技術亦相當可靠；

(b)一家開業已久的巴士公司的巴士車隊有使用翻新輪胎的長期經驗；及

(c)一些其他國家亦已使用翻新輪胎多年。例如，美國政府在一九九三年發出了

一項行政命令，指令所有政府車輛使用翻新的輪胎。

5.23二零零零年七月，機電署展開了一個試驗計劃，挑選一些重型及中型政府車輛使

用翻新輪胎。這項試驗計劃的目的，是協助建立一套質素控制系統，以促進安全使用翻

新輪胎，同時，如計劃成功的話，會把翻新輪胎的使用推廣至所有重型及中型的政府車

輛。

5.24二零零一年十月，機電署向政府減廢工作組報告，在使用翻新輪胎的初期遇到阻

滯，一些車輛的前軸因使用這類輪胎出現不正常磨損。由於有關問題已經解決，機電署

預期可大力推行使用翻新輪胎。二零零二年六月，經檢討試驗計劃後，政府減廢工作組

接納了機電署提出的建議把翻新輪胎的使用推廣至所有重型及中型的政府車輛(約1100

部)。

5.25審計署注意到，在選定參加上述試驗計劃的185部車輛中，只有81部 (即44%)

曾在兩年的試驗期內裝上翻新輪胎，這是因為重型及中型政府車輛的更換輪胎周期較長，

而只有在到期更換輪胎時，該等車輛才可裝上翻新輪胎。

環保署的輪胎切碎服務合約

5.26如上文第5.19段所述，由於廢輪胎的體積大，且具有彈性，在堆填區棄置廢輪胎

會造成特別的問題。一九八九年，為減少棄於堆填區的輪胎的體積，環保署委聘了一名

承辦商，在將軍澳堆填區提供輪胎切碎服務。政府每月會向該承辦商付還一筆營運開支，

金額按所處理的輪胎重量計算。將軍澳堆填區關閉後，環保署於一九九三年將輪胎切碎

服務遷至新界西堆填區。

5.27環保署曾針對在填堆區棄置廢輪胎的做法，發出一份實務守則。根據該實務守則，

在堆填區棄置廢輪胎時，須符合以下條件：

(a)棄置大量廢輪胎時，須事先與環保署商訂安排；

(b)廢輪胎須沿圓平面橫切成兩塊；及

(c)已切割的廢輪胎須棄置於傾卸區，並於壓土前蓋上垃圾。

5.28根據環保署的統計數據，二零零一年，棄置在堆填區的9860公噸廢輪胎當中，

約6 120公噸(62%)是由私營廢物收集商運往堆填區。這些輪胎均已按照環保署的規定切

成兩塊。其餘3740公噸(38%)輪胎則由環保署的承辦商切碎後，運往堆填區。二零零一

年，環保署就所處理的3740公噸輪胎向承辦商支付了52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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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審計署分析在一九九七至二零零一年五年內，有關環保署輪胎切碎服務的數據。

審計署發現，在環保署的承辦商切碎的廢輪胎中，平均只有550公噸(即15%)來自政府車

隊。在環保署的承辦商切碎的廢輪胎中，每年平均有3220公噸(即85%)是由食環署從各

垃圾收集站和公眾地方收集所得的。根據《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第132章)，任何人如在

垃圾收集站和公眾地方棄置大量(即超逾100升)行業廢物(包括輪胎)，即屬違法。據政府

估計，收集都市固體廢物的成本為每公噸380元 (按1997-98年度的價格水平計算)。據

此，政府每年收集3220公噸非法棄於垃圾收集站和公眾地方的輪胎，便要花上122萬

元。此外，政府亦需就切碎輪胎服務支付473萬元。總的來說，政府每年須花費約600萬

元，以收集輪胎，並在棄置於堆填區前將之切碎。詳細的計算方法載於附錄G。

審計署對使用翻新輪胎的意見

5.30有需要推廣使用翻新輪胎 二零零二年六月，當為期兩年的試驗計劃完成後，政

府決定把翻新輪胎的使用範圍擴大至轄下所有重型及中型車輛，合共1100部 (見上文

第5.23及5.24段)。與使用翻新輪胎超過十年的私營機構及某些海外政府相比，政府在使

用翻新輪胎以減少輪胎廢物方面的進度頗慢。此外，政府車隊中的5800部輕型車輛並未

有包括在內。如環保署於一九九九年進行的顧問研究指出，雖然當時本港使用翻新輪胎

的輕型車輛不多，但在海外卻非常普遍。近80%的輪胎廢物來自輕型貨車和的士。政府

有需要進一步推廣在轄下輕型車輛使用翻新輪胎，為私營機構樹立榜樣。

5.31有需要加強行動對付非法棄置廢輪胎 過去五年，政府花費約3,000萬元處理非法

棄置在垃圾收集站和公眾地方的廢輪胎。這項安排並不符合政府的污染者自付原則及減

少廢物綱要計劃下有關鼓勵廢物生產者減少廢物的目的。根據環保署的記錄，約有200間

車房及輪胎經銷商是潛在廢輪胎生產者，但其中只有29間(註24)曾將割破的輪胎運往堆

填區棄置。食環署有需要加強執法行動，對付那些把輪胎非法棄置在垃圾收集站和公眾

地方的人。長遠來說，環保署有需要實施生產者負責計劃(請同時參閱附錄A第II(b)段)，

規定輪胎製造商和供應商在收集及妥善處置廢輪胎方面承擔更大責任。

審計署對使用翻新輪胎的建議

5.32審計署建議：

(a)機電工程署署長和環境保護署署長應繼續研究將翻新輪胎的使用範圍擴大至

政府輕型車輛車隊是否可行 (見上文第 5.30段)；

(b)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應加強執法行動，對付那些把廢輪胎非法棄置在垃圾收

集站和公眾地方的人 (見上文第 5.31段)；及

註 24：其中五間為收集商或循環再造商，同時為其他生產者提供廢輪胎收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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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環境保護署署長應實施生產者負責計劃，規定輪胎製造商和供應商在收集及

妥善處置廢輪胎方面承擔更大的責任 (見上文第 5.31段)。

當局的回應

5.33機電工程署署長同意第5.32(a)段所述的審計署建議。他表示機電署會努力研究把

翻新輪胎的使用範圍擴大至政府輕型車輛車隊的可行性。考慮到目前本地市場的輪胎翻

新設施，機電署暫時仍未能確定在輕型車輛使用翻新輪胎是否絕對安全。不過，機電署

會繼續尋求輪胎循環再用的新技術。

5.34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同意在上文第5.32(b)段所述的審計署的建議。

5.35環境保護署署長歡迎在上文第5.32(c)段所述的審計署的建議，就是應引入生產者

負責計劃，要求輪胎製造商和供應商承擔更大的責任。他表示，生產者負責計劃下的流

動電話電池回收再造計劃已經展開，而環保署亦開始與輪胎生產商╱進口商磋商，研究

是否可推行類似的再造計劃。環保署正計劃通過公開招標，委聘承辦商把現時由食環署

所收集的廢輪胎循環再造，如有關做法有助節省切碎和棄置輪胎所需的費用，便會予以

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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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減少廢物工作計劃的進度

減少廢物工作計劃 進度

I. 防止廢物產生計劃

(a)在策略性公眾地點設 當局已於多個公眾地方(包括巴士總站、公共交通轉駁

處、地鐵／九鐵車站出口、公園、文康場地、政府大

樓及郊野公園)、大專院校、學校及私人／公共屋 設

置約19510個廢物分類回收箱。政府計劃在未來數年

增設約8000個新的回收箱 (見第3部分審計署的意

見)。

置廢物分類回收箱

(b)土地分配 自一九九八年推展減少廢物綱要計劃以來，政府已特

別為廢物循環再造業撥出九幅用地，以短期租約方式

批租。在二零零二年年中，當局就三幅新的短期租約

用地進行招標。(見第4部分審計署的意見)

在二零零一年，政府決定預留位於屯門第38區的

20公頃工業用地，興建回收園，以應付循環再造活動

的長遠土地需求。回收園的規劃和發展工作目前正在

進行，預計第一階段可於二零零四年開始運作。

(c)公眾教育及宣傳工作 為提倡廢物分類，由二零零一年九月起，當局在電子

傳媒及電視廣告中播放新的政府宣傳短片及聲帶；又

在巴士車身張貼廢物分類的信息。(見第2部分審計署

的意見)

環保署與區議會及一些社區組織合作，在各區舉辦減

少廢物計劃活動，例如設立可循環再造廢物流動收集

站，以及向學生環境保護大使提供訓練。

附錄A

三之一

(參閱第2.2段)



I. 防止廢物產生計劃 (續)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一向為環保團體及社區組織提供

經費資助，以在地區層面推行廢物回收計劃。二零零

二年五月，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為基金額外注資

一億元。

(d) 環保署的回收熱線 該署已在所有宣傳資料上印上回收熱線，電視廣告亦

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首播。自二零零一年十一月起，

每日接獲的查詢平均100宗以上，增幅超過十倍。

II. 體制計劃

(a)減少廢物委員會及七個 減少廢物委員會繼續舉行活動，向公營及私營機構宣

傳回收廢物的信息。各減廢工作組繼續為達致在其所

屬界別鼓勵減少廢物的共同目標而努力。

減廢工作組的成立

(b)生產者負責計劃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環保署與來自四個廢物種類(即包

括電腦的電器用品、電池、輪胎及飲料容器)的業務代

表、環保團體以及學者舉行交流會議，請他們支持在

香港推行大規模的生產者負責計劃。

二零零二年四月，為期12個月的廢棄流動電話電池回

收再造試驗計劃展開。這項試驗計劃為首個透過自願

參與的生產者負責計劃，由本港工業界自行斥資籌辦

的循環再造計劃。

(c)政府內部的減廢措施 正在制訂對環境負責的採購指引。

政府已採取措施，增加使用再造紙，並把翻新輪胎的

使用擴大至所有重型及中型政府車輛(見第5部分審計

署的意見)。

附錄A

三之二

(參閱第2.2段)



II. 體制計劃 (續)

(d)“明智減廢”計劃 是項計劃於一九九九年推出，目的在宣傳及表揚參與

機構在減少廢物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截至二零零一年

十二月，共有154間機構參與“明智減廢”計劃。環

保署已向37間來自不同行業 (例如建築業、公用事

業、製造業及政府部門的機構)頒贈三批“明智減廢”

標語證書。

III. 縮減廢物體積計劃

(a)廢物焚化發電 由於受到環保人士及本地居民的反對，焚化設施的規

劃工作已放慢。為處理這些反對意見，政府於二零零

二年四月，邀請本港及國際機構提交意向書，建議合

適的技術，以管理及處置香港的都市固體廢物。政府

希望是次收集意向書，會有助選取最適合香港的可持

續的廢物處置設施(見第2部分審計署的意見)。

(b)堆肥 環保署曾測試家用及商用堆肥機。約有20架堆肥機已

於各個機構投入使用，其中包括15個屋 及兩個政府

機構。二零零二年年中，環保署為於牛潭尾發展一個

有機廢物處理場進行招標。

附錄A

三之三

(參閱第2.2段)



廢物回收運動的結果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時間 (一九九八年 (一九九八年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三月至 十月至 七月至 六月至 六月至

一九九八年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五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參與屋 數目 41 132 300 716 1050

(a)住戶數目 159988 458500 80906411931551429016

(b)紙張 880300 15609005247600876280010959400

(c)鋁 7000 38700 76200 153700 420500

(d)塑膠 – – 25600 71600 75600

(e)總計 ＝  887 300 1 599 600 5 349 400 8 988 100 11 455 500

(b)＋(c)＋(d)

(f)每戶的每月

回收量 ＝ (e)/(a)5.5 3.5 6.6 7.5 8.0

(公斤)

資料來源：《環境諮詢委員會文件第14/2002號》

註1：廢物回收運動首兩期並不包括膠樽回收。

註2：廢物回收運動第六期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展開。

附錄B

(參閱第3.6段)

每月回

收量

(公斤)



附錄C

(參閱第3.10段)

在選定的公共屋 推行

各樓層設置廢物分類回收箱試驗計劃的結果

(二零零零年八月至十一月期間)

試驗計劃推行期間

回收量的增 (減)

屋 紙張 塑膠 鋁

元朗朗屏 77倍 21倍 (47%)

(註)

九龍彩雲一 17% 118倍 54%

藍田廣田 1.6倍 2.8倍 36%

資料來源：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的記錄

註：鋁的回收率有所減少，據稱與拾荒活動有關。



附錄D

(參閱第3.11段)

在兩個公共屋 所有大廈推行

各樓層設置廢物分類回收箱試驗計劃的結果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至二零零二年四月期間)

試驗計劃推行期間

回收量的增 (減)

屋 紙張 塑膠 鋁

長沙灣澤安 50% 21倍 3.6倍

沙田秦石 4.2倍 58% (33%)

(註)

資料來源：房屋署的記錄

註：鋁的回收率有所減少，據稱與拾荒活動有關。



附錄E

(參閱第4.7段)

為廢物循環再造業提供九幅短期租約用地所損失的租金

估計

短期租約用地 面積 每年所得租金 每年市場租金 每年損失租金

(a) (b) (c) (d)＝(c)－(b)

(平方米) (千元) (千元) (千元)

1 上水30A區 16000 642 4,480 3,838

2 啟德消防總局 15100 10 4,530 4,520

3 啟德舊消防局 3900 864 864 0

4 大埔工業 大貴街 4980 51 996 945

5 柴灣創富道 2530 600 1,645 1,045

6 油塘仁宇圍 2100 364 3,696 3,332

7 上水置華里 6770 132 1,557 1,425

8 長洲排廠路 340 30 41 11

9 大埔工業 大貴街B區 5060 444 759 31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計： 56 780 3,137 18,568 15,431

==============================================

約 1,500萬元

資料來源：審計署根據環保署的記錄及地政總署的租金評估作出的計算

註：地政總署表示，視乎短期租約用地的地點、面積、設計、鄰近土地的用途及區內出租土地的供應，短

期租約用地可改作工場、混凝土生產設施、貨物裝卸區或遊憩用地。



附錄 F

(參閱第5.6(a)段)

一九九九至二零零一年使用再造紙的情況

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至二零零一年

使用再造紙佔 局及部門的 局及部門的

總用紙量的比例 數目 百分比 數目 百分比

(a)在這段期間增加用量 65 78% 30 35%

(b)在這段期間用量不變 2 2% 10 11%

(c)在這段期間減少用量 16 20% 47 54%

總計 83 100% 87 100%

資料來源：審計署根據政府物料供應處的記錄所作分析

註：二零零零年，有五個部門成立，另有一個部門解散。



一九九七至二零零一年政府處理非法棄置的廢輪胎的成本

切碎的 輪胎切碎 處理非法棄置廢輪胎的成本

切碎的廢 非法棄置的 佔總數的 服務合約

年份 輪胎總量 廢輪胎數量 百分比 成本 切碎成本 收集成本 總成本

(註 1)

(b)/(a)× (b)×每公噸

100%＝ (c)×(d) 380元 (e)＋(f)＝

(a) (b) (c) (d) ＝(e) ＝(f) (g)

(公噸) (公噸)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1997 3230 2930 91% 5.02 4.57 1.11 5.68

1998 3750 3150 84% 5.95 5.00 1.20 6.20

1999 4400 3380 77% 6.49 5.00 1.28 6.28

2000 3730 3290 88% 4.97 4.37 1.25 5.62

2001 3740 3350 90% 5.26 4.73 1.27 6.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計： 18 850 16 100 27.69 23.67 6.11 29.78

======================== =====================================

約 3,000萬元

每年平均 3 770 3 220 85% 5.54 4.73 1.22 5.95

(註 2) 約 600萬元

資料來源：環保署及食環署的記錄

註1： 食環署只備有本身在二零零零及二零零一年的廢輪胎數量資料。至於食環署本身在一九九七至一九

九九年的廢輪胎數量，則是按該等輪胎佔須送往切碎的廢輪胎總數量3%(如二零零零及二零零一年

的比例)的假設計算所得。

註2： 源自政府車隊的廢輪胎每年平均數量

＝ 切碎的廢輪胎總數量－切碎的非法棄置的廢輪胎數量

＝ 3 770公噸－3 220公噸

＝ 550公噸

附錄G

(參閱第5.29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