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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都市固體廢物收費達致減廢的社區參與計劃」 

良好作業指引 

1. 社區參與項目概覽 

本項目獲得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舉辦為期一年的「藉都市固體廢物收費達致減廢的社區

參與計劃」。透過進行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測試，包括派發模擬指定垃圾袋，進行垃圾審計及重

量量度，紀錄參與樓宇的廢物產生量及回收率。再透過宣傳及教育，令參與樓宇的租戶認識廢

物收費計劃，了解其日常生活如何導致「多棄多付」，為「生產者自付」的廢物收費模式作好

準備，促使市民實踐減廢。 

 

1.1 目標界別/ 參與處所詳情  

本項目的目標界別為有聘用管理公司的工商業樓宇，共有 4 棟位於長沙灣的樓宇參與都市固

體廢物收費測試，分別為:  

 

 
目標樓宇/處所名稱 地址 

參與單位

(戶數) 

涉及持分者 

1 合興工業大廈 青山道 704 號 190 

1) 所屬大廈租戶 

2) 所屬大廈物業管理處 

3) 所屬承辦商清潔工人 

4) 所屬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2 時采中心 青山道 696 號 48 

3 時信中心 長沙灣道 912-914 號 90 

4 製衣中心 青山道 576/586 號 60 

總數: 388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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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廢物收集及棄置模式 

 
目標樓宇/處所名稱 廢物收集及棄置模式 

1.  合興工業大廈 棄置於食環署管理的廢物收集站／桶站 

2.  時采中心 聘用私營廢物收集商以壓縮型垃圾車收集廢物 

3.  時信中心 聘用私營廢物收集商以壓縮型垃圾車收集廢物 

4.  製衣中心 聘用私營廢物收集商以壓縮型垃圾車收集廢物 

 

 

1.3 項目日期及工期 

本項目為期一年，由 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  

 

籌備階段 由 1/11/2019 至 29/2/2020 

正式測試 由 1/3/2020 至 31/8/2020 

後期檢討 由 1/9/2020 至 31/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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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之前期規劃 

2.1 管理架構 

本機構採用以下管理架構、監察及實施模擬徵費:  

 

 

 

 

 

 

 

 

 

 

 

 

 

 

 

 

 

本機構預先定立工作計劃時間表，包括前期籌備、測試階段、以及後期檢討的實施時間。 

制定標準，包括指定垃圾袋數據記錄卡、登記住戶表格等。 

 

另外，亦成立環保大使專責小組，在大廈進行環保推廣工作，教育市民回收減廢的重要性，以

及鼓勵住戶參與垃圾徵費測試計劃，試用模擬指定垃圾袋。本機構亦會聘請兼職工人，定時在

每層大廈記錄模擬指定垃圾袋的數目和重量、及回收物量。 

 

副項目主任及項目主任會監察環保大使和兼職工人的工作進度及分析數據，以便填寫報告遞交

予環保處。 

項目主任(1 個) 

副項目主任 

(1 個) 

環保大使 (18 個) 兼職工人(18 個) 

參與計劃的廢物生產者 (211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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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聯繫持分者以獲取支持及參與 

 

本項目負責人預先聯絡荔枝角的物業管理處，作出簡介宣傳，邀請他們參與本計劃及 簽署參

與計劃同意書。是次項目能順利完成，有賴以下機構提供協助和支持: 

 

機構 職位 姓名 

社建中心 總幹事 黃敬博士 

合興工業大廈 業主立案法團 主席 黃如虹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高級分區經理 蔡蘭斯 

 

2.3 加強廢物分類/回收 

 
目標大廈地方狹窄，沒有足夠空間長期放置不同種類的回收桶，本計劃於區內設置「環保回收

站」，讓市民能夠將不同種類的回收物直接送到回收站。 

 

「環保回收站」增設的回收種類有:  1)廢紙、2)金屬、3)塑膠、4)玻璃樽、5)小型家電、6)充電

池、7)慳電膽、8)舊衣物。於回收站收集到的物料會分別送到不同的回收商，以便處理。 

新增的回收物料出路：  

 回收類別 回收商名稱 

1 廢紙、金屬 桃記廢紙五金 

2 塑膠、小型家電 長沙灣街坊福利會－環保社區回收中心 

3 玻璃樽、充電池、慳電膽、 綠在深水埗 

4 舊衣物、家庭用品 救世軍 

 

2.4 收集持分者意見機制 

本計劃採用問卷調查方式向租戶收集對於正式測試垃圾徵費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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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設立一個反映意見或回饋的平台，例如在大廈各主要出入口(電梯、樓梯、物業管理處)

及定期的宣傳街站放置意見收集箱。在上門登記時等徵詢有關租戶意見及反映，並成立熱線安

排職員負責接聽及跟進他們意見，熱線會由本計劃之員工運作，服務時間為平日上午 10 時至

下午 6 時。最後，另設電郵供租戶反映意見。 

 

3. 現行廢物收集安排的改動 

在廢物收集安排的改動上，本機構會設立指定「垃圾袋派發站」，免費派發模擬指定垃圾袋，

鼓勵租戶登記並 參與垃圾徵費測試計劃。  

 

至於在日後可能影響實施廢物收費的廢物安排上，如使用垃圾收集槽/ 壓縮系統，大件垃圾廢

物收集安排，則不適用於本項目。 

 

4. 「多棄多付」措施 

使用指定垃圾袋 :  

4.1  派發及使用指定垃圾袋的監察機制 以計算參與率及 *遵規率 

* 遵規率 = 該月份棄置垃圾的指定垃圾袋數量 (袋) /  該月份總棄置的指定及非指定垃圾袋數量 (袋) 

 
本計劃聘請環保大使，向租戶宣傳及派發指定垃圾袋，並記錄每戶領取的大小及數量。另外，

亦在測試期間派兼職工人會到每棟目標大廈統計收集的廢物棄置量，包括指定垃圾袋 和非指

定垃圾袋數量，各目標樓宇每星期約三次。 

 

計劃主任會定期進行實地查核，巡查兼職工人的統計工作，觀察其紀錄及統計重量流程，並了

解及協調現場情況，以確保數據質量保證及監控機制。 

 

計劃主任會分析並覆檢所有數據，完成分析報告後會交由環保署跟進。如過程中認為有任何不

確定之數據，應捨棄該數據及在可能情況下重新收集。 

 

本機構會跟據記錄，向每個單位發出獨立的月結單。費用計算將會以領取之垃圾袋數量作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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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指定垃圾袋收費為每公升$0.11。 

 

4.2 提升遵規率及防止非法棄置廢物的措施  

本計劃之員工上門直接與住戶接觸，親自解釋垃圾徵費測試計劃的意義和 對環境的有利因

素，鼓勵租戶使用模擬指定垃圾袋代替非指定垃圾袋，並實行回收減廢，以提高遵規率。 

 

本計劃不適用追蹤廢物方法以尋找廢物源頭。 

 

使用「入閘費」安排 

本計劃並不適用「入閘費」的廢物收費機制。 

 

5.  廢物減量及回收安排 

5.1 廢物減量/ 回收措施及目標 

本機構期望在計劃完結後，整體垃圾的收集數量能減少 20%，回收量能增加 10%。項目亦順

利達到最終目標。本機構會透過定期到目標大廈量度廢物重量，以了解能否達致減量目標。  

 

本機構期望透過教育市民大眾，能令租戶建立回收及分類廢物的習慣，將廢紙、廢膠、玻璃

樽、五金、 廚餘、光管及電芯、舊家電等分類，乾淨地回收妥當。計劃會根據垃圾及回收數

量為參考值，調整宣傳方向。 

 

5.2 回收物料質量及數量的監察機制 

本機構的兼職環保(推廣)大使及 計劃主任會定期到目標大廈巡查回收桶的收集情況，篩選回

收物，教育住戶妥善分類及乾淨回收。 

 

計劃主任會安排收集至回收商、綠在區區或其他社區回收網絡，過程中亦會再次進行篩選。 

 

計劃會定期由本計劃之員工(包括副計劃主任及兼職環保大使) 巡查回收物料質量及數量，觀



資助機構：            主辦機構：         協辦機構： 

 

 

 

環保基金 - 綠色荔枝角 良好作業指引 

  

 7 

 

察其紀錄及統計重量，並了解及協調現場情況。 

5.3 廢物棄置量的監察機制 

計劃會定期由本計劃之員工(包括計劃主任、副計劃主任) 定期監察廢物棄置量，並拍照作記

錄。 

 

5.4 數據質量保證及監控機制 

計劃會定期由本計劃之員工(包括計劃主任、副計劃主任) 監察回收物的數量和質量保證，並

拍照作記錄。 

 

6. 宣傳及教育活動 

6.1 提高公眾意識及支持活動 

活動類型 次數 內容 

宣傳街站及環

保回收站 

 

宣傳街站每星期 2

次；環保回收站每星

期 2 次。每月約共 16

次，舉辦十個月。 

派發單張，向途人講解計劃內容。 

收集回收物及二手物品。 

計劃啟動禮嘉

年華 
1 次 正式推行計劃，介紹計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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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工作坊及

講座 
2 次 

透過工作坊向住戶宣傳減廢，及如何重用物

資，令參與者認識分廢及減廢。 

教育街坊如何使用指定垃圾膠袋，在分類回

收的方向下，如何達至減廢。 

 

6.2 減少廢物的運動/ 比賽 

樓層參與及減廢比賽 

樓宇減廢比賽 4 次，於每處目標

大廈舉行一次。 

於每座大廈比較租戶的累計廢

物棄置量、遵規率以鼓勵租戶

積極參與及減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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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出版及製作教材 

類型 內容 

宣傳單張 A4 分為早期、中期、後期，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的宣傳方向。 

宣傳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安排 

宣傳單張 A5 分為早期、中期、後期，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的宣傳方向。 

宣傳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安排及不同的減廢方法 

海報 宣傳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安排 

橫額 宣傳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安排 

易拉架 宣傳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安排及不同的減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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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問題及解決方法 

7.1 所遇到的問題及解決方法 

很早期，不少租戶對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不了解，令他們對徵費及測試計劃存疑，擔心參

與測試計劃會影響日後收費，宣傳時需要加以解釋。本會偶然會發現管理處將這個活動

的海報、通告清除，令宣傳效果不理想。因此，本會加強與物業管理處的溝通，情況得

以改善。 

 

另一個大挑戰是說服租戶使用指定袋，因為不少租戶普遍使用日常所得之非指定膠袋，

與及因經常購買外賣食品，並用膳後直接棄置，因此未有使用指定袋。統計垃圾時，經

常發現一包包外賣食品的垃圾袋， 袋內只有外賣餐具及廚餘。疫情爆發，租戶更傾向外

賣食品，導致遵規率相比不理想。本會在許可情況下，加強上門與租戶溝通、解釋，希

望租戶在非常時期都能繼續堅持，減少使用非指定垃圾袋。 

 

7.2 對其他相同界別處所的有用參考 

由於目標大廈都是辦公室，租戶本身已經僱用清潔工人，他們的紙皮都交由該清潔工直

接變賣。因此，建議其他相同界別處所在開始項目時，應該與公司聘用的清潔工溝通

好，先紀錄重量才送去回收商變賣。 

 

8.  其他建議 

署方可統一回收桶的設計。由於部份租戶對回收分類指引不夠清晰，例如有膠質的紙張

不能回收、膠產品分類複雜，導致回收物須經回收商再度處理才可以做到真正回收。故

此，建議署方可以統一回收桶的設計，加上回收分類指引。此外，建議署方在網上平台

及時更新回收桶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