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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二零一三年，香港產生了 549 萬公噸都市固體廢物，其中 348 萬公噸

(63%) 棄置於堆填區，其餘 201 萬公噸 (37%) 則回收以供循環再造。與五年前

發表的統計數字比較，棄置於堆填區的都巿固體廢物增加了 6.4%，即由二零

零九年的 327 萬公噸，增至二零一三年的 348 萬公噸；而都巿固體廢物的回收

率則由二零零九年的 49%，減至二零一三年的 37%。二零一三年，每日棄置於

堆填區的都巿固體廢物，大約相等於 650 輛雙層巴士的重量。然而，環境保護

署（環保署) 估算的都巿固體廢物產生量及回收率計及了數量不明的經處理後出

口的進口可循環再造物料 (見下文第 3 及 8 段)。

2. 環保署是環境局的執行部門，職責之一是推行廢物管理政策和策略。二

零零五年十二月，環保署發表《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 (2005–2014)》(《2005

政策大綱》)，就如何避免和減少都市固體廢物，其再用、回收和循環再造；減

少廢物體積及棄置事宜，訂定策略、目標和工作計劃。二零一三年五月，環境

局發表《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2013–2022)》(《2013 藍圖》)，載列有關減少都市固

體廢物每日人均棄置量的目標。審計署最近就政府在管理都市固體廢物方面的

工作進行審查，以期找出可予改善之處。

減少都市固體廢物

3. 都市固體廢物產生量及回收率錯誤計及了數量不明的進口可循環再造 
物料 對於政府管理都巿固體廢物而進行的工作，都巿固體廢物產生量和回收

率皆屬衡量工作表現的兩個主要表現指標。前者是棄置於堆填區的都巿固體廢

物數量，以及本地產生後回收以供循環再造的都巿固體廢物數量的總和，而後

者則由都巿固體廢物回收量及產生量兩項數字計算得出。《2005 政策大綱》訂

定目標，以二零零三年為基準年，每年減少都市固體廢物產生量 1%，直至二

零一四年。按此目標，都市固體廢物產生量應由二零零五年的 577 萬公噸減少

5% 至二零一零年的 548 萬公噸。然而，由於進行估算時，數量不明的進口可

循環再造物料被一併計算在內，因此該兩個指標均被環保署高估。二零零五至

二零一零年，兩個指標的高估情況明顯，前者由 601 萬公噸增加 15% 至 693

萬公噸，而後者則由 43% 增至 52%，主要原因是進口可循環再造物料的數量

政府管理都市固體廢物的工作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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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數年間有所增加。 二零一三年， 該兩個指標分別回落至 549 萬公噸及

37%。環保署在估算本地產生後回收以供出口的可循環再造物料數量時，使用

政府統計處 (統計處) 就港產品出口可循環再造物料編算的統計數字。該等統計

數字以出口商向香港海關 (海關) 提交的貿易報關表所載資料為基礎。由於在本

港經處理後出口的進口可循環再造物料，在貿易報關時都界定為“港產品出口

貨物＂，因此港產品出口可循環再造物料的數量，實則包含本地產生和進口的

數量。都巿固體廢物回收量 (及產生量) 被高估，令政府為增加都巿固體廢物

回收及循環再造工作的成效遭到扭曲 (見下文第 8 段，以及第 2.2、2.5 至 2.11

及 2.15 段)。

4. 自二零一四年四月起，為協助蒐集可靠數據以反映本地產生後回收以供

出口的可循環再造物料數量，統計處與海關已採取措施，向出口商蒐集額外資

料，以區分出口的可循環再造物料的來源，即本地產生或是海外進口 (第 2.20

至 2.22 段)。

5. 未達推行生產者責任計劃和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的時間目標 《2005

政策大綱》為推行六種產品的生產者責任計劃訂定以下時間目標：塑膠購物袋

為二零零七年、廢電器電子產品為二零零七年、汽車輪胎為二零零七年、飲品

玻璃樽為二零零八年、包裝物料為二零零八年及充電池為二零零九年，並會在

二零零七年向立法會提交有關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條例草案。然而，審計署注

意到，首階段和第二階段塑膠購物袋生產者責任計劃先後在二零零九年七月和

二零一五年四月才推行。而截至二零一五年八月，其餘五種產品的生產者責任

計劃仍未推行，較推行時間目標遲了六至八年。另外，有關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的條例草案，在 2016–17 年度立法會會期才會提交立法會，較推行時間目標

遲了九年 (第 2.23、2.26、2.31、2.32、2.40 及 2.43 段)。

6. 須更全面報告塑膠購物袋生產者責任計劃的影響 在二零零七和二零零

八年，環保署告知立法會推行塑膠購物袋生產者責任計劃旨在引導市民改變習

慣，減少過量使用塑膠購物袋。環保署在二零零九年七月推行首階段的塑膠購

物袋生產者責任計劃 (首階段塑膠購物袋計劃)。在該計劃下，符合指明規定的

訂明零售商 (主要為超級市場、便利店及個人用品店)，須就所派發的塑膠購物

袋向顧客收費，每個不少於五角。審計署注意到，根據環保署的堆填區調查結

果，在堆填區棄置的印有超級市場、便利店或個人用品店特徵的塑膠購物袋 (相

關塑膠購物袋) 的數量，由二零零九年的 6.57 億個共重 13 493 公噸，減至二零

一三年的 1.16億個 (數量減幅為 82%)共重 1 949公噸 (重量減幅為 86%)。然而，

其他塑膠購物袋則由二零零九年的 40.21 億個共重 64 942 公噸，增至二零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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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45.06 億個 (數量增幅為 12%) 共重 65 222 公噸 (重量增幅為 0.4%)。雖然

在堆填區棄置的相關塑膠購物袋數量，在二零零九至二零一三年期間減少了

11 544 公噸 (13 493 公噸減 1 949 公噸)，減幅顯著，但對減少在堆填區棄置的

都市固體廢物總重量而言 (二零一三年為 348 萬公噸)，影響卻比較少。然而，

環保署在告知立法會首階段塑膠購物袋計劃得到順利實行時，只向立法會匯報

相關塑膠購物袋所減少的數量而沒有匯報其減少的重量，這項額外資料能更全

面反映實行首階段塑膠購物袋計劃對堆填區的影響 (第 2.39 至 2.48 段)。

7. 審計署亦注意到，從環保署堆填區調查結果得知棄置於堆填區相關塑膠

購物袋 (見第 6 段) 數量，遠高於登記零售商為旗下登記零售店申報的派發量。

舉例來說，二零一二年的堆填區調查發現 1.56 億個相關塑膠購物袋，登記零售

商卻申報旗下登記零售店只派發了 5 950 萬個塑膠購物袋 (第 2.49 段)。

回收都市固體廢物

8. 都市固體廢物回收率被高估 廢物回收的工序包括廢物循環再造、堆肥

和產生能源等，旨在從產品中取得最大效益，延後消耗原生資源，減少在堆填

區棄置的廢物量，藉此盡量減少使用堆填區。都市固體廢物回收率是政府都市

固體廢物回收工作的主要表現指標。《2005 政策大綱》訂定在二零一四年或之

前都市固體廢物回收率達到 50% 的目標，而《2013 藍圖》亦訂明，在二零二二

年或之前，有 55% 的都市固體廢物將會循環再造。已發表的都市固體廢物回

收率，由二零零五年的 43% 增至二零一零年的 52%，在二零一三年卻下跌至

37%。如第 3 段所述，審計署發現，由於當局在估算都市固體廢物產生和回收

量時，把經處理後出口的進口可循環再造物料也一併計算在內，導致都市固體

廢物的回收率以至循環再造情況，多年來均受到扭曲 (第 3.2、3.4 及 3.6 至 3.13

段)。

9. 須採取行動增加回收廢塑料 審計署注意到，二零一三年的廢塑料回收

率只有 26%(已計及數量不明的進口可循環再造塑料——見第 3 段)，相比廢金

屬與廢紙的回收率卻分別有 90% 和 61%。環保署表示，可循環再造塑料的分

類程序涉及高昂的勞工成本，再加上運輸成本高昂，以致回收廢塑料的利潤幅

度偏低，因此廢塑料的回收率低於其他可循環再造物料 (第 3.11 及 3.14 至 3.1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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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缺乏統計數字顯示有多少收集的可循環再造物料在堆填區棄置 政府在

公共地方設置廢物分類回收桶以便收集可循環再造物料。食物環境衞生署委聘

承辦商從廢物分類回收桶收集可循環再造物料並送交認可循環再造商，每公噸

所涉政府開支約為 9,000 元。再者，政府承辦商會把從廢物分類回收桶收集所

得的可循環再造物料，分為受污染物料和未受污染物料。環保署表示，基於衞

生考慮，只有未受污染的可循環再造物料可回收作循環再造。因此，受污染的

可循環再造物料會在堆填區棄置，未受污染物料則會送交認可循環再造商。然

而，由於可循環再造物料收集服務合約中未有相關的呈報規定，因此政府並沒

有統計數字能顯示從廢物分類回收桶收集所得的可循環再造物料中，有多少因

受污染或其他原因而須在堆填區棄置 (第 3.24 及 3.36 至 3.38 段)。

循環再造都市固體廢物

11. 為支援本地循環再造業，政府耗資 3.08 億元在屯門發展佔地 20 公頃的

環保園，為循環再造商提供租金相宜的長期土地。環保園分兩期發展：第一期

六幅土地 (地段 1 至 6) 由二零零六年十二月起可供租用，第二期十幅土地 (地

段 7 至 16) 則在二零零九年十月至二零一二年七月期間陸續推出以供租用 (第 4.2

至 4.4 段)。

12. 部分租約規定未獲遵從 審計署的審查發現：(a) 在二零一一至二零一

四年期間，地段 1 租戶呈報的可循環再造物料處理量，只達租約所規定處理量

的 16% 至 85%；(b) 地段 3 租戶在二零一零年五月，即租約所訂開始運作時間

的 24 個月後，才開始循環再造運作。有關運作其後在二零一一年十一月至二

零一三年六月期間暫停了 20 個月，在二零一五年一月至九月期間又再暫停了

八個月；(c) 截至二零一五年八月，即租約所訂開始運作時間 (即二零一零年八

月) 的五年後，地段 4 的循環再造運作仍未開始；以及 (d) 截至二零一五年八

月，即地段 9、10 及 14 的租約所訂開始運作時間 (即二零一三年四月) 的 29

個月後，該等地段的循環再造運作仍未開始 (第 4.6 至 4.21 段)。

13. 部分租戶獲准免費使用空置地段 審計署的審查發現，在二零一二年七

月至二零一五年八月期間，環保署准許五個環保園租戶 (地段 3、8、11、13

及 14 的租戶) 免費使用空置的地段 15 及 16 內若干地方作貯存用途，每段許可

期介乎三至六個月不等 (第 4.2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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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和棄置都市固體廢物

14. 未達減少在堆填區棄置都市固體廢物的目標 《2005 政策大綱》所訂目

標，是要把棄置在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由二零零四年的 60% 減至二零一

四年的 25%，而餘下的都市固體廢物中，分別有 50% 藉回收及 25% 以綜合廢

物管理設施處理。然而，審計署注意到，在二零一三年超過 63% 的都市固體

廢物都是棄置在堆填區 (第 5.2 及 5.12 段)。

15. 近年棄置在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有所增加 《2013 藍圖》訂立目標，

要把都市固體廢物每日人均棄置量，由二零一一年的 1.27 公斤，至二零一七年

或之前減至 1 公斤或以下，及至二零二二年或之前再減至 0.8 公斤或以下。然

而，審計署注意到，都市固體廢物每日人均棄置量由二零一一年的 1.27 公斤，

增至二零一四年的 1.35 公斤，增幅為 6.3% (第 5.13、5.14 及 6.3 段)。

16. 未有向立法會提供堆填區使用年限所採用的可量化資料和所作假設 香

港有三個堆填區，佔地 271(100+61+110) 公頃，總設計容量為 1.39 億立方米。

二零一二年三月，環保署告知立法會，堆填區容量在二零一一年年底合共耗用

了 7 900 萬立方米，按此推斷本港三個堆填區在二零一四至二零一八年期間會

陸續填滿，耗盡其堆填容量。審計署根據一九九三至二零一一年期間在三個堆

填區棄置的廢物總量，以及期間耗用的堆填容量作出估算，結果顯示三個堆填

區的剩餘使用年限，在二零一八年後仍能維持一段時間。環保署表示，在估算

三個堆填區的剩餘使用年限時，假設部分堆填容量須留作其他用途，以及在堆

填區棄置的都市固體廢物、建築廢物和特殊廢物將按年遞增。然而，環保署並

無向立法會提供相關的可量化資料及假設 (第 5.16 至 5.20 段)。

未來路向

17. 鑑於多年來在堆填區棄置大量都市固體廢物，令香港有限的堆填區空間

於擴建後將於 20 年內陸續耗盡。環保署在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向立法會申請撥

款 96 億元以擴建三個堆填區其中兩個時，告知立法會預計該兩個堆填區的使

用年限可延長至二零二三年和二零二八年。環保署亦展開詳細研究，以期把餘

下另一堆填區的使用年限延長至二零三三至二零三四年。假設財委會批准撥

款，而經批准和擬議的擴建工程均完成後，三個堆填區將合共佔地 554 公頃，

其面積約相等於 550 個標準足球場。鑑於香港土地珍貴，政府和社會各界均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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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盡量減少在堆填區棄置都市固體廢物，以助保存珍貴的堆填區空間，留供

這一代和後代使用 (第 1.7、6.8 及 6.9 段)。

審計署的建議

18. 審計署的各項建議載於本審計報告書的相關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

議。審計署建議 政府應：

減少都市固體廢物

(a) 採取措施，以取得本地產生後回收以供出口的可循環再造物料數量

的準確統計數字， 用以估算都市固體廢物的產生量和回收率 (第
2.34(a)(i) 段 )；

(b) 加快推行生產者責任計劃和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 (第 2.34 (c) 及
(d) 段 )；

(c) 加強工作，提高日後蒐集統計數字的準確度，以評估生產者責任計

劃的成效 (第 2.52(b) 段 )；

回收都市固體廢物

(d) 在日後提高警覺，對都市固體廢物回收率大幅波動作出監察，並盡

快查明原因 (第 3.20(a) 段 )；

(e) 研究通過回收基金提供適切的支援，促進廢塑料循環再造業的可持

續發展 (第 3.20 (c) 段 )；

循環再造都市固體廢物

(f) 探討可行方案，以確保租戶遵從環保園租約內訂明的規定 (第
4.30(a) 段 )；

(g) 向牟利機構就他們暫准使用的空置土地收取合理租金 (第 4.30(d)
段 )；

處理和棄置都市固體廢物

(h) 加強工作，以減少產生並增加回收都市固體廢物 (第 5.21(a) 段 )；



— ix —

摘要

(i) 在日後為堆填區擴建工程申請撥款時，須向立法會提供估算堆填區

剩餘使用年限時所採用的可量化資料及假設 (第 5.21(b) 段 )；及

未來路向

(j) 加強工作，向公眾闡明堆填區耗盡問題的嚴重性 (第 6.15(a) 段 )。

政府的回應

19. 政府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