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摘要
環境保護署最新發表的《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 2017》顯示 1，在過
去 26 年間，本港都市固體廢物總量由 1991 年的 270 萬公噸，增加超過
四成，至 2017 年的 392 萬公噸。
近年香港廢物量不斷增加，使愈來愈多市民意識到垃圾圍城、堆填
爆滿的問題。這些不斷攀升的廢物量，除了為生活環境帶來沉重負擔外，
同時亦為香港整個廢物管理系統帶來巨大壓力。香港現時的廢物處理方
法十分有限，主要依賴 3 個分別位於新界打鼓嶺、將軍澳和屯門的策略
性堆填區，以堆填方式處置都市固體廢物。
對於地少人多的香港而言，堆填並不是一個可持續的廢物處理方法，
更會對周邊的環境造成影響。在《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2013–2022》提及
的廢物管理架構中，「回收」及「循環再造」是廢物處理其中重要一環。
但本港近年整體的回收率不斷下降，由 2010 年的 52%，回落兩成至 2017
年的 32%。其中，家居廢物的回收率過去都維持在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
以 2017 年為例，家居廢物更只有 23%的回收率。
廢物和資源只是一線之差，關鍵在於市民環保意識的高低。為進一
步推動回收和加強減廢的工作，特區政府已於 2018 年 11 月向立法會提
交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法案；有關法案預計最快於 2020 年底落實。鄰近
香港的城市如台北和首爾，也曾經面對減廢和回收的難題，但兩地分別
於 2000 年和 1995 年實施垃圾收費計劃後，取得一定成效，廢物量顯著
減少。
青年作為社會未來主人翁，是推動社會持續發展的中堅分子。而了
解他們對香港減廢和資源回收的意見，將為特區政府制定相關政策帶來
一定啟示。因此，本研究先檢視本港和其他地區在資源回收和減廢的策
略與成效，同時嘗試從青年角度，了解他們對促進香港減廢和資源回收
的意見，從而提出可行建議。
研究在 2019 年 2 月期間，主要透過三方面蒐集資料，包括實地青
年意見調查，共訪問了 520 位 15 至 34 歲的香港青年、20 位參與聚焦
小組青年訪談，以及 7 位專家和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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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討論
1.

香港近年廢物棄置量持續高企，進一步改善減廢與資源回收狀況刻
不容緩。
環境保護署最新發表的《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 2017》顯示 2，本港
都市固體廢物人均棄置量過去連續七年上升。由 2011 年每人每日平
均棄置 1.27 公斤垃圾，增至 2017 年的 1.45 公斤的歷史新高，上升
超過一成。有關數字與 2013 年發表的《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2013–
2022》3中，提出減至 1 公斤的目標相差甚遠。
另方面，本港近年整體的回收率也不斷下降，由 2010 年的 52%，
回落兩成至 2017 年的 32%。其中，家居廢物的回收率都只能維持
在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以 2017 年為例，家居廢物只有 23%的回
收率。
面對持續上升的廢物量，特區政府除要積極進行減廢和回收外，亦
應檢視有關工作所面對的困難，從而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解決垃
圾圍城所產生的危機。

2.

加強減廢和資源回收，有助整體社會可持續發展、紓緩氣候暖化和
減少對人體健康的負面影響。
是次實地青年意見調查中，成功收回 520 份有效問卷。調查結果顯
示，有 358 名受訪青年表示在接受訪問前的一個月內，有「間中」
或「經常」回收塑膠、紙張或鋁罐。他們較多表示希望通過回收物品，
從而「減少對環境傷害」(64.5%)和「珍惜環境資源」(50%)。
另有受訪專家指出，鼓勵市民參與減廢和資源回收，減少對堆填區
的負擔，相信對紓緩氣候變化有一定作用。而大量廢物棄置於堆填
區內，除了造成氣候暖化外，更對人們的健康有一定影響。
綜合而言，促進減廢和資源回收，可以讓整體香港社會達致雙贏局
面：一方面能夠減輕本港廢物處理的負擔，長遠有助整體社會的可
持續發展；另方面，減廢和資源回收能紓緩氣候暖化的現象，同時減
少對人體健康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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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時本港的環保法例並不完善，遠落後於鄰近地區，存有很大改善
空間。
有受訪專家認為，香港與廢物處理有關的政策和法規仍未完善，是
導致近年廢物量有增無減的其中一個原因。以首爾、柏林和台北的
經驗為例，三地分別於 1992、1999 和 2001 年起落實強制廢物源頭
分類的法例，規定市民棄置垃圾時，必須按不同類別分類回收。台北
和首爾的生產者責任制已經涵蓋超過 30 項不同廢物，但香港目前只
實施了塑膠購物袋和廢電器電子產品兩項生產者責任制的法例，其
他廢物如玻璃飲料容器、塑膠產品容器等，則仍在草擬法例或諮詢
階段。
由此可見，要促進香港的減廢和資源回收，特區政府可加大力度從
多方面作出改善，包括盡快落實都市固體廢物徵費計劃和完善不同
種類廢物的生產者責任制。長遠而言，特區政府應積極探討實施強
制廢物源頭分類的可行性，從而推動市民更積極參與減廢和回收。

4.

本港回收業界面對經營困難，難以有效提升整體廢物回收比率。
要提升香港整體的廢物回收比率，回收業界的角色必不可少。但有
受訪專家表示，回收業界在香港經營面對很大困難，當中包括土地、
人力、運輸成本高昂等，加上部分回收物料價格下跌，導致回收業界
的經營者難以謀生。
此外，本港的回收業一直以收集及出口本地廢物的方式獲利，但隨
著 2017 年中國內地頒布「禁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理制
度改革實施方案」，收緊廢料進口和審批程序，並大幅減少固體廢物
進口種類和數量，對本已經營困難的香港回收業界來說，無疑是雪
上加霜。
回收成本及租金高昂、廢料價值低和依賴外地接收本港的廢物等，
都是回收業界面對的主要困難，這將直接打擊本港的廢物回收量。
特區政府應加強對回收業界的支援，如提供經濟誘因、尋找新的廢
物出口地、協助業務轉型等，以提升業界技術，使其符合新的環保標
準，從而增加本港廢物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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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收的便捷程度仍有待改善。有關當局宜針對青年認為回收麻煩和
設施不足問題，便利他們參與回收。
本研究的實地意見調查顯示，在受訪前一個月內皆「未試過」或「甚
少」回收物品的青年中，逾六成(63.6%)表示因「攞去回收好麻煩」。
相反，在表示「間中」或「經常」回收物品的受訪青年中，也有四成
一的受訪青年表示因「回收設施好方便」(41.3%)而驅使他們進行回
收。由此可見，回收設施是否便捷，對青年人會否參與物品回收有重
要影響。
若要長遠提高香港的整體回收率，促進更多香港青年人和市民參與
回收，首先需要提升回收物品的便捷程度。有關當局應在回收設施
和回收程序方面多下工夫，並支持有助減廢和資源回收的創新科技
產品，讓更多市民可更方便、容易地把建立回收習慣。

6.

受訪青年對廢物徵費的成效存疑。但不少外地例子顯示，實施廢物
徵費後，長遠均有助減廢與促進回收。
在實地青年意見調查中顯示，在實施垃圾收費計劃後，三成六(36.5%)
受訪青年表示同意相關措施可以令自己更積極進行減廢和廢物分類
回收，而兩成二(22.9%)受訪青年則表示不同意。另有三成五(35.0%)
受訪青年表示一半半。而在青年聚焦小組訪談中，也發現不少訪談
青年對於垃圾徵費計劃能否鼓勵自己參與減廢和回收的意見不一。
此外，不少受訪專家、學者都認同香港應盡快實施廢物徵費的相關
法例。參考台北和首爾兩地經驗為例，實施廢物按量徵費後，家居廢
物量顯著下跌。台北的人均垃圾產生量由 1997 年的 1.04 公斤下降
至 2017 年的 0.77 公斤；而首爾則由 1995 年的 1.3 公斤，降至 2016
年的 0.94 公斤。在回收比例方面，台北由 1997 年的 53%增至 2017
年的 72%。首爾則由 1994 年的 21%上升超過 3 倍，至 2016 年達
到 68%。
從上述經驗可見，在實施廢物按量徵費後，對減廢和資源回收有一
定幫助。特區政府應借鑒並落實相關法例，同時在執行細節上，定期
作出檢討，加強執法力度和堵塞法例漏洞，從而推動更多市民參與
減廢和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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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基於上述研究結果及討論要點，可透過下列幾項建議，促進香港的
減廢和資源回收：
1.

完善減廢政策及法例，包括生產者責任制及都市固體廢物徵費計劃。
研究建議，特區政府應盡快考慮把生產者責任制擴充至其他物品，
例如鋁罐、紙包飲品等其他包裝物料或容器，以透過「污染者自付」
的原則，讓相關持分者可以分擔回收、循環再造、處理和棄置廢棄產
品的責任。特區政府在落實廢物徵廢相關法例的同時，執行細節上
亦應定期作出檢討，加強執法力度和堵塞法例漏洞，從而推動更多
市民參與減廢和回收。

2.

試行垃圾強制分類回收，長遠亦應探討全港實施的可行性。
研究建議特區政府可於現階段揀選公共屋邨、鄉郊、商場、公營機
構、受資助機構或學校等場所試行，以測試計劃成效。長遠來說，政
府亦應把立法強制分類回收的選項，加入香港未來資源減廢的行動
藍圖內，為將來全港落實推行作準備。

3.

增加及改善回收設施，提升市民回收動機。
建議特區政府應增加回收設施的數量，提升市民回收動機。政府亦
應在現有回收設施上增設指示，以標示可以回收的物品和正確的回
收步驟，強化提醒和教育公眾的功能。另外，當局亦應增設更多逆向
膠樽回收機（Reverse Vending Machine，簡稱 RVM），並以
經濟誘因鼓勵市民保持回收膠樽清潔和正確地回收。

4.

增加對本地廢物回收再造業的支援：優化回收基金，給予回收物料
定額補貼和完善回收再造產業。
為長遠推動本港回收業的可持續發展，研究建議特區政府參考外地
經驗，把所有環保徵費的收入，例如已經實施的膠袋徵費、將來的都
市固體廢物和生產者責任制的收費等，撥入回收基金，以恆常及穩
定地支援本港回收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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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回收商面對的經營困難，政府應考慮直接給予回收物料定額
補助，提升回收物料如塑膠的價格，以減少回收物料價格過低對回
收商造成影響。
研究亦建議政府應繼續支援本港廢物再造業，於環保園批出更多土
地興建回收再造廠﹔長遠使所有本地收集到的回收物品，都能在香
港重新再造成環保物料，達致「在地使用、在地回收、在地再造」。
5.

鼓勵業界人士參與環保創新產品的開發，讓公眾更方便、舒適地參
與減廢行動。
政府可以透過創科生活基金提供經濟誘因，鼓勵業界人士參與環保
創新產品的開發，從而讓市民可透過一些創新及環保設計，把減廢
和綠色環保的文化融入日常生活。

6.

設立「全民走塑日」，推廣減廢和環保生活文化。
研究建議設立「全民走塑日」，讓全港學生和市民有機會參與實踐減
廢和環保生活，同時讓公眾持續關注有關議題，建立減廢的生活習
慣。此外，在教育和宣傳策略上，除了要提升整體市民的環保意識
外，也需加強市民對正確回收的認識。同時，政府也要增加市民參與
回收的信心，確保市民棄置於回收箱的物品得到適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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