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01 
活動名稱: 第一場會堂論壇 – 香港島 

日期:  2021 年 11 月 22 日 

時間:  晚上 7 時至 8 時 30 分 

地點:  環境學院（香港北角電氣道 183 號 13 樓） 

 

參與者一認為現時香港在處理環保/塑膠的事宜上做法得宜。 另一方面，他指出有大型企

業製造部分私家車的車箱內部時使用環保塑膠物料，但隨着時間過去，環保塑膠在車箱內

自然分解，使其車箱內部變得黏笠，車主不得不花費為車輛進行內部翻身，他質疑使用環

保塑膠物料是否能夠達到真正的環保。他指出塑膠在加工的過程中（包括二次加工），其

溫度的控制最為重要，若溫度控制適宜，便不會產生毒氣。現時塑膠的生產商在營運時需

要獲得大量質量認證，包括美國食品藥物監督管理局認證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簡稱 FDA)、歐盟、日本認證等，故業界對此嚴謹的認證無所適從。另

外，他希望政府能多宣傳環保回收工作，鼓勵市民多回收廢物，同時亦要提高公民的環保

意識，教導他們認識塑膠的七種分類。他認為可從小朋友著手，從小向他們教導減廢及廢

物分類的知識，才能鞏固他們對回收分類的知識。他舉例說明其他國家會善用廢物及使用

適合的技術把即棄塑膠循環再用，例如日本會使用即棄塑膠當作成地板及牆。再者，他表

示使用竹製產品來代替即棄塑膠的方法不可行，例如長期存放竹製牙籤於潮濕天氣中，會

使牙籤發黑，導致不能使用，故他認為不是每一樣即棄塑膠產品都能夠找到替代品。 

 

參與者二表示推行管制即棄塑膠的措施必然會引起市民反對的聲音，她詢問政府是否會雙

管齊下，推行輔助措施來執行管制即棄塑膠的政策，例如提供替代品給市民選擇，以減低

市民的反對聲音。 

 

參與者三表示現時零售商提供的膠袋不是劃一收費，例如麵包店提供的膠袋以及在超級市

場派發的塑膠平口袋都不包含在徵費範圍內，她詢問政府未來若增加塑膠購物袋徵費時

（如由港幣五毫提高至港幣一元），是否會考慮把容量較少或較薄的塑膠袋納入管制範圍

內，並提出徵費。 

 

計劃總監1表示若政府單方面禁止市民使用即棄塑膠產品而完全沒有替代品的情況底下，

必然會引起市民反對，故在推行管制措施時必須提供合適的替代品。是次「管制即棄塑膠

公眾參與」文件內亦提供部分即棄塑膠產品的替代品供市民參考，故市民可考慮是否應向

已有替代品的即棄塑膠產品進行管制。除了提供替代品外，改變產品設計同樣能夠減少使

用即棄塑膠，例如部份酒店會以大支裝洗漱用品取代小瓶洗漱用品。另外，部分超級市場

提供塑膠平口袋給顧客自行索取的做法並不理想，部分顧客會濫取塑膠平口袋，並用於非

法例豁免的產品上。另一方面，為減少塑膠平口袋的濫用情況，部分超級市場選擇只在收

銀處按顧客購物的實際需要提供塑膠平口袋，故政府希望各界就是否需要收緊塑膠購物袋

的管制範圍給予意見。計劃總監同意教育市民減少使用即棄塑膠以及環保知識十分重要。 

 
1 計劃總監 - 王小偉工程師 



 

 

 

參與者四表示對「發泡膠圍城」的問題十分關注，他詢問政府是否會研究如何協助業界轉

型。他表示發泡膠的體積大，若不回收，香港的堆填區很快便會被填滿。另外，他表示其

工作單位曾向街坊派發以鐵製造的可重用餐具，望他們出外用餐時能夠自備餐具，以實踐

綠色生活習慣。可是，他們只用了一兩次後便沒有繼續使用。由於坊間提供清洗餐具的設

備不足，若市民每次用餐後要花時間尋找清洗餐具的位置會對他們構成不便，影響市民對

實踐環保的意欲，例如市民喝完珍珠奶茶後，需要把被食物沾污的可重用飲管裹起並帶回

家清洗。他建議政府應該增加更多配套設施，以配合市民在外用餐後能清洗自備餐具的需

要。再者，他認為政府應該明確向市民交代港幣五毫的塑膠購物袋徵費的費用去向，例如

交代其費用是用來支持環保工作或是撥歸政府庫房收益; 若其費用是用來支持環保工作，

政府應該加強教育宣傳，從而教育下一代小朋友在生活上實踐環保。他亦建議政府應投放

更多資源及基金在大學研究上，以支持他們研究更多即棄塑膠替代品，為市民提供更多選

擇。他認為若禁止在傳統濕街市中售賣活鮮魚的商販向消費者提供膠袋，此做法十分困

難。相反，現時有消費者自備環保膠盒及環保袋在濕街市購買食品，他認為這個是一個可

取的方法，同時亦是一種文化教育，市民應該多加學習。  

 

參與者五表示其公司十分注重環保，他們在飲品設計方面加入不同的環保元素，希望減少

即棄塑膠的使用量。同時，他們在產品上提供有用的資訊，以提醒市民做適當的回收。她

認為香港在回收一事上缺乏工業標準，加上工業標準五花八門，例如：國家標準、國際標

準驗證等，使業界無從入手。她期待政府能向業界發放回收指引及有用的資訊，讓業界成

為政府與市民溝通的橋樑，把容易明白的回收及環保資訊傳達給市民。另外，她認為製造

商不會花錢製造非必要的產品，造成浪費。她認為提供相關的替代品時，不應只從製造商

着手，應從其價值鏈開始着手，從而判斷該替代品是否適合香港的市場，例如，由於香港

的道路狹窄，為了加快運輸速度及防止貨物在車上搖晃，一般而言運輸公司甚少使用繩子

或橡筋去固定貨物，因為兩者的做法均會構成安全問題，故運輸公司會使用大量膠紙包裝

貨品。她不反對使用即棄塑膠替代品，但在選擇替代品時，她認為政府須因應不同的現實

問題及實際運作的挑戰，例如實際運作時間、流程以及健康及安全標準，與業界保持良好

的溝通。 

 

參與者六詢問是次「管制即棄塑膠」公眾參與所印刷的宣傳小冊子及海報是否使用含塑膠

成分的紙張，同時他詢問為何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不使用 100%紙造的物料來印刷宣傳單

張，這樣便能避免污染及減低環保回收的難度。 

 

計劃總監回應是次「管制即棄塑膠」公眾參與的宣傳品（包括宣傳單張及海報）均沒有使

用含塑膠成分的物質。宣傳品在光線的折射下如呈現反光的情況，有機會令人誤會其使用

物料含有塑膠成分。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秘書2補充，是次「管制即棄塑膠」公眾參與的宣傳物品均由環保紙及

環保油墨製成，而且印刷量少，並會按實際情況需要把宣傳物品循環再用。 

 

參與者七表示，每天街市打烊後便會有很多盛載蔬菜水果的發泡膠箱被棄置，造成浪費，

她建議政府能與商販合作，為他們提供指定及可降解的容器來代替發泡膠箱，同時為願意

合作的商販們提供稅務優惠作為誘因，鼓勵他們使用環保的容器來運載貨物。她相信若政

府提供的指定及可重用容器比一般發泡膠箱便宜，站在商人的立場，這是一個省錢及不可

抗拒的選擇。另外，她詢問政府能否跟各大院校合作，提供更多資助來推動科研發展，為

香港創造更多即棄塑膠替代品的選擇，例如：舉辦以可持續發展為題的比賽，若參加者能

夠製造一個創新而便宜的可降解產品，政府可以為得獎者提供獎金或到政府部門實習的機

會，從而吸引更多學生參賽，推動香港的科研發展。再者，她舉例指出香港能夠參考在不

同國家推行的環保做法，以提高公民意識，例如日本的環保教育做得好，故公民意識比較

強。另外，內地逐漸在不同城市實行垃圾分類。她分享自己在疫情前曾到內地公幹，發現

內地的玩具店中售賣以垃圾分類為賣點的玩具，並建議政府可參考內地做法，與玩具製造

商合作，製作益智玩具，把垃圾分類及環保回收的概念融入小朋友的玩具中，達到根深蒂

固的教育作用。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策略工作小組主席3 指出發泡膠是其中一個在未來需要禁止使用的產

品，但如何實行相關措施則需要進行實地考察並作出相關準備，方能訂立規管措施。若市

民給予政府明確的訊息，認為需要對發泡膠進行管制，便能有助政府籌備相關方案，例如

街市的商販表示若政府有清晰的指引禁止商戶使用發泡膠箱盛載商品，他們便會選擇其他

替代品取替發泡膠箱。他認為是次「管制即棄塑膠公眾參與」旨在收集大眾對管制即棄塑

膠的意見，若政府一意孤行強制禁止使用所有即棄塑膠產品，這個做法並不可行。政府會

把收集來的意見，經過整理後應用在將來實施的政策方案中。他認同若政府在管制即棄塑

膠產品上有清晰的決策方針，業界便能制定相應的標準予商界跟隨，並應用在其營運中。

倘若沒有清晰的行業標準，這樣商人各施各法，便會令消費者感到混亂。他期望將來香港

會有一套特定的行業標準供商人印刷在即棄塑膠產品上，為消費者提供參考。他強調是次

會堂論壇不是討論應否使用塑膠產品，而是討論在不使用即棄塑膠產品的大前提下，政府

需要如何提供其他措施以配合管制即棄塑膠產品的政策。他強調政府在管制即棄塑膠產品

上有很大的決心，並逐步向公眾收集意見以便日後制定相關政策及管制時間表。他表示政

府正逐步管制即棄塑膠產品，但管制不同的即棄塑膠產品所需的時間各有不同，故提供過

渡期是必須的，例如街市的商販要把盛載貨物的發泡膠箱轉換成可重用的膠箱亦需時。 

 

參與者八表示支持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對管制即棄塑膠進行公眾參與，並表示認為政府應該

（一）以科學為本為原則，以在 2030 年前即棄塑膠不會再出現在大自然環境中為目標；

（二）進行基線研究，統計在大自然中存在多少即棄塑膠；（三）訂立路線圖， 以實現

全面禁止使用即棄塑膠的目標； 及（四）推行循環經濟，實行減少、重用、回收及研究

 
2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秘書 - 張岱楨先生 
3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策略工作小組主席 - 黃煥忠教授 



 

 

即棄塑膠生命周期。她建議政府應該全面禁止現時已有替代品的即棄塑膠產品，例如 3 號

及 7 號塑膠的產品難以回收，另外，關於重用方面，可參考台灣的做法，她建議政府實施

塑膠購物袋及指定垃圾袋「兩袋合一」政策，並且劃一收費，以便市民能夠重用塑膠購物

袋來盛裝垃圾。此外，她認為政府應該加強教育，鼓勵市民自備購物袋。她希望政府能夠

實施有系統性的回收工作，以及增加回收工作的透明度，例如政府應鼓勵速遞公司與回收

商合作，把在運輸使用的膠袋回收並循環再用。政府亦應該立法規管產品標籤，例如在零

食盒上的包裝列明所有即棄塑膠容器的類別。在棄置方面，政府應該為市民提供清晰的分

類指引，她分享早前在社交平台發現某品牌聲稱其濕紙巾能沖進馬桶，可是據研究所得，

國外大部份能沖進馬桶的濕紙巾均含塑膠成分，故她認為政府應該針對此類產品進行嚴格

規管，並在包裝上提供指引，引導消費者進行妥善棄置。她認為任何塑膠產品都不能棄置

於大自然當中，加上目前可降解的塑膠在香港並沒有相應的處理設施，故她建議政府應該

避免使用可降解塑膠產品。她認為坊間以紙袋取替塑膠購物袋的方法不可取，因為紙袋同

樣會導致碳排放，故她認為政府應該統一向所有即棄購物袋進行收費。最後，她建議政府

應在垃圾收費政策上增加透明度，加強回收配套設施，例如在各屋邨中提供回收桶。政府

應主動帶領綠色採購文化，減少採購某一類型的塑膠產品。  

 

參與者九就剛才提及使用雨傘除水器來代替雨傘袋一事作出回應，她指出現時雨傘除水器

的成效不大，縱使市民使用雨傘除水器，仍然沒法把雨傘弄乾。她明白為避免雨水在地上

積存而發生意外，商場選擇繼續向市民派發即棄雨傘袋，可是只有少數市民/商場會把即

棄雨傘袋回收，故她認為政府應該提供更全面代替品供市民選擇（如提供可重用的縮骨遮

雨傘袋）及加強回收配套設施（如強制商場回收雨傘袋）。 

 

參與者十表示政府過往在推行環保政策時，實施了很多硬性措施，例如 2008 年推行的三

色回收筒分類、2009 年及 2015 年推出的第一期及第二期的塑膠購物袋收費，以及將來或

會推行的第三期塑膠購物袋徵費等，可是政府缺乏推廣軟性的公民教育，故市民不知道他

們為環保付出了多少。他建議政府可以提供植入式的渠道來增加公民意識，例如參考坊間

的自助飲水機上顯示用家累積使用容量及節省多少個水樽數量的做法，或讓市民從超級市

場的會員計分制度中了解他們每年減少使用多少個塑膠購物袋，並且整理統計數據，供市

民參考。 另外，他指出現時膠樽回收機的運作不夠成熟，時常會發生故障，令其使用率

下降。他認為政府應考慮膠樽回收機的存放位置，例如選擇在不同屋苑的範圍內設置膠樽

回收機，以及以秤重的方法回收膠樽，這樣便能達到有效的回收。他認為正確使用回收桶

的人並不多，很多市民沒有把回收物正確分類便放進回收桶中。他強調推行軟性的公民教

育的重要性，令市民了解自身對環保的貢獻。他認為政府在管制即棄塑膠上亦可以參考港

鐵的做法，例如以手機應用程式把乘客每月乘搭港鐵的次數轉化成碳足跡數據，讓乘客了

解他們每月的減碳情況，並轉化成積分，供乘客換領獎賞優惠。這不僅能為環保出一分

力，同時亦能夠令市民了解他們對碳足跡的貢獻。 

 

計劃總監回應隨着回收商不斷改良膠樽回收的技術，他相信現時的膠樽回收機的運作技術

正不斷改良，發生故障的情況已有所改善。另外，政府有意推行生產者責任制來回收膠

樽，雖然就剛才參與者十提出的以秤重方法回收膠樽是一個很好的建議，可是若需要同一



 

 

時間處理大量回收物，可能會影響收集的準確性，例如無法分辨膠樽回收機內的物品是否

膠樽，故在制定完善的膠樽回收機的方案時需要考慮不同層面上的問題。 

 

參與者十一表示 2009 年推行塑膠購物袋收費的效果明顯，可是若現在檢討其徵費水平

（即由港幣五毫調高至港幣一元），其效果未必顯著。加上，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草案已正

式通過，將於 15 個月後正式推行，並有明確的收費標準及管制時間表，他相信當法例正

式執行時，市民使用垃圾袋及塑膠購物袋的習慣必定有巨大改變，他認為政府應該藉着這

個契機統一徵費的塑膠購物袋及垃圾袋為同一款指定膠袋，好讓市民在日常生活中能善用

受法例規管的指定袋。他認為政府應投放更多資源在上述提及的意見中並把它們付諸於實

行，此做法更為理想。  

 

參與者十二表示現時食客在餐廳堂食使用的餐具均由清潔工人處理，另外他建議餐飲業界

使用可重用的外賣飯盒，例如市面上由矽膠製造的可重用及摺疊式飯盒來盛載食物，他提

議政府可以與機構合作，為飲食業界提供及回收由矽膠製造的可重用及摺疊式飯盒的標

準，並在飯盒上增設二維碼，以便追蹤整個飯盒運輸的流程。政府應規定食客使用飯盒時

先付按金，並增設網上平台，以便追蹤食客使用附有指定二維碼的飯盒。同時，政府應增

設退還該指定飯盒的回收機，當食客用膳完畢後，只要作簡單清洗便可以把飯盒退回指定

回收機，並以八達通取回按金。政府還應該安排機構定時在回收機內收回指定飯盒並作清

洗，然後發還給餐廳循環使用。他認為這個方法能夠提供一個完善的循環使用方法。另

外，針對膠樽回收機難以閱讀標籤條碼一事，他建議政府可以研究相關技術，以改善膠樽

回收機的運作，例如以智能手機的相機功能掃描膠樽上的標籤條碼，並將條碼轉化成近距

離通訊訊號（near field communication)，然後把智能手機貼在膠樽回收機上的閱讀器上讀

取資料，便能有效改善回收機的運作。再者，他提及現時很多餐廳為食客提供可降解的塑

膠食物盒，可是其可降解塑膠成分成疑，故政府應加強規管。他認為製造可降解的塑膠外

賣飯盒依然牽涉生產過程，使用後仍然須要回收再造，故這不是一個理想的做法。他指出

矽膠是一種抗菌、抗熱及耐用的物料，故他希望政府可以採納上述提及的建議，在飲食業

界中建立使用矽膠飯盒的循環鏈。    

 

計劃總監感謝參與者十二提出的意見，並補充政府已在兩個月前已完成對餐飲堂食及外賣

使用的即棄塑膠產品的公眾諮詢，他表示會把參與者十二的意見轉交相關部門跟進。計劃

總監分享在港島東區的某個商業區已建立使用可循環再用的咖啡杯小社區，其概念與參與

者十二所提出的大致相同，但值得留意的是，若把其概念應用於全香港中，物流運輸的安

排需要小心規劃。 

 

參與者十三4認為源頭減廢及公眾教育是管制即棄塑膠的重要一環，而在減廢及回收方

面，香港比鄰近國家起步較慢，但在政府及市民的努力下，特別在近期推行的三十多個回

收便利點後，香港的回收業逐漸蓬勃。他表示現時回收便利點的使用量大大提升，當中不

少家長會帶同小朋友一起到回收便利點進行回收工作，這反映了教育的成效。 他表示其

 
4 同時是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策略工作小組增選成員 - 陳捷貴先生 



 

 

公司在推行源頭減廢的工作上不遺餘力，包括教育公眾 9 種回收物的分類（其中包括發泡

膠及紙包飲品盒等）及乾淨回收的概念。他指出部份市民身體力行支持環保工作，可是他

們缺乏回收知識，把不能回收的物件帶到回收點，故他強調教育的重要性，並希望政府及

學校可以加強宣傳教育，教導市民正確回收的知識。他認為政府應設法尋找替代品來取替

發泡膠產品，雖然現時有回收箱願意回收發泡膠，但其價值低，若把發泡膠帶進回收鏈

中，其回收價值不符合經濟原則，故減低回收商回收發泡膠的意欲。另外，他指出產品包

裝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例如剛過去的中秋節，部分月餅生產商在製造月餅盒時會使

用人造皮革及橡膠來包裝月餅，此類月餅盒很難被回收。他認為政府應盡快立法來管制生

產商的包裝過程，以免造成過度包裝及浪費。 

 

參與者十四表示剛得悉香港有回收商正開始回收發泡膠，他希望政府可以對發泡膠回收商

提供更多的支援。據他了解部分大學，例如理工大學的課程中加入不少與碳足跡有關的課

題，他建議政府應該把碳足跡的教育提前到中學階段推行，增加年輕人對環保的認知。他

認為大部份產品例如使用紙、布及金屬為物料的產品都能夠找到替代品，他建議政府在尋

找其他即棄塑膠替代品及為未能找到替代品的產品時應先做碳足跡研究，並指出很多企業

正在籌備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他認為碳足跡是一個重要的元素，影響材料的選擇，故他

期望政府能與製造商共同努力，打造環保城市。另外，他指出日本產品對運輸的要求很

高，故他們花盡心思在其包裝上，相比其他國家，日本對包裝運輸的要求是最嚴格的，故

日本產品的包裝既精美同時亦造成浪費。他認為某程度上這種浪費是源於消費者對產品的

要求過高所造成的，他期望消費者可以從環保的角度出發，對產品包裝的要求不要過於吹

毛求疵。 

 

參與者十五表示支持管制即棄塑膠，亦指出現在有很多替代品供市民選擇，但若不使用即

棄塑膠，商人需增加成本支出是在所不免的，例如酒店業向製造商購買的即棄塑膠替代品

的成本將會增加約一倍，他舉例說明使用竹制的牙刷來代替由塑膠製造的牙刷是一個可行

的方案，但是其成本的增加將由消費者與酒店業共同分擔。此外，他指出市面上的飯盒多

由聚丙烯（Polypropylene，簡稱 PP）製造，售價為港幣八毫，而市面上以蔗渣物料來製造

合適的飯盒的選擇不多，而每個售價約港幣兩元五毫至港幣三元不等，兩者的差價甚遠，

若政府強制餐飲業使用環保物料製成的飯盒，這無疑把成本直接轉嫁到消費者身上。他指

出現時在餐廳售賣的兩餸飯盒約售港幣二十二元一個，若要為使用環保飯盒多付港幣兩

元，他詢問這個費用應該由哪一方負責支付。 另外，他對參與者八對可生物降解塑膠的

看法作出回應，表示現時市場上有針對處理可生物降解塑膠的方法，例如美國成功研究在

一年半內在有氧情況加入添加劑，讓約 90%的可生物降解塑膠能在堆填區中分解。他亦同

意即將推行的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政策，並指出環保物料佔其指定垃圾袋 55%，其餘 45%則

由聚乳酸（Polylactic Acid，簡稱 PLA)及可塑性沉澱材料（Plastarch Material，簡稱 PSM）

所組成，而傳統塑膠袋則由聚乙稀（Low Density Polyethylene，簡稱 LDPE)造成。值得關注

的是，PLA、PSM 及 LDPE 均無法在堆填區中分解，他認為政府有必要重新考慮都市固體

廢物收費政策中使用的指定垃圾袋的規格。他指出市場上缺乏可循環再造的 LDPE，更指

出現時香港回收業正面對廢塑膠短缺的問題，部份回收商要依賴進口的廢塑膠來進行回收

工作，他建議政府應該檢視相關政策，以免日後產生輿論，阻礙施政。 



 

 

 

可續發展委員會成員一5表示在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帶領下，他們已於七月份舉行三場焦

點小組會議，收集各持份者的意見。社會普遍認為衛生及醫療防護設備的即棄塑膠產有其

必要性，故衛生及防護設備不包含在是次「管制即棄塑膠」公眾參與的討論範圍當中。他

表示支持管制即棄塑膠。例如以塑膠製造的棉花棒而言，現時已有環保物料可替代塑膠，

他更指出兩者價格相若，故是一個可行的替代品。他分享基於環保理由，醫療產品供應商

已減少向醫療機構提供塑膠製造的棉花棒，並向他們提供由木 / 竹製的棉花棒。由於醫護

人員需要使用堅挺的棉花棒處理傷口，而紙製的棉花棒棒身亦較軟，故使用竹/木製的棉

花棒有實際的需要。製造商製造環保替代品所需的過程及時間比較長，他指出要減少使用

即棄塑膠，如大量生產環保替代品，環保替代品的價格便會自然下降，他期望各界攜手努

力 ， 共 同 打 造 綠 色 城 市 。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二6感謝各參與者發表的寶貴意見。她留意到社會上開始使用自備

餐具的風氣日漸盛行。她表示是次「管制即棄塑膠」公眾參與涵蓋零售點及超級市場售賣

的即棄餐具，她鼓勵在場人士討論政府是否應該禁止市民使用即棄塑膠餐具，以便香港更

有效推行「走塑」文化。她指出剛才提及的植入式教育又名「正向心理學」，並指出有研

究發現正向心理學對行為變化的作用很大，故她支持以正向心理學來教育下一代。她分享

早前與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到訪中學，並透過生動的話劇向師生傳遞減少使用即棄塑膠的信

息，她認為從小培養環保習慣，例如減少網購及自備水樽等，有助減少市民製造塑膠垃

圾。她期望在場人士能向青少年群組推廣環保訊息並邀請他們發表寶貴的意見。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策略工作小組增選成員7表示市面上產品提供的碳足跡的資訊不足，另

外，業界關心的成本問題亦是討論焦點之一，他認為消費者有權選擇即棄塑膠的使用數量

及種類。他明白在管制即棄塑膠一事上，不同的持份者各有不同的意見，消費者和業界均

需承受短暫不便，他期望政府在管制即棄塑膠一事上能為業界提供清晰的資訊，好讓業界

作出相關的準備工作。他亦同意只要市場上有更多人使用即棄塑膠的替代品時，其價格便

會下降。 

 

 

-完- 

 
5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一 - 柯家洋先生 
6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二 - 郭美珩女士 
7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策略工作小組增選成員 - 梁曉輝先生 



A002 
活動名稱: 第二場會堂論壇 - 九龍  

日期:  2021 年 11 月 23 日 

時間:  晚上 7 時至 8 時 30 分 

地點:  藍田(西區)社區中心（藍田啟田道 71 號） 

 
參加者一詢問是次「管制即棄塑膠公眾參與」和實現碳中和兩者之間的關係以及在公眾參與文

件中提及的措施是否與實現碳中和造成衝突。 

  

計劃總監1回應碳中和共有四大部分，其中包括（一）發電，（二）能源使用（主要應用於建

築物，而香港建築物的碳排放佔 60%），（三）運輸（與汽車關係較密切），（四）廢物管理。

他表示，管制即棄塑膠正是廢物管理的重點之一。若能夠妥善管制即棄塑膠，包括減少使用、

妥善回收以及使用替代品，這樣絕對能為碳中和帶來正面的影響，以及加快實現碳中和的目標。 

  

參與者二指只是增加塑膠購物袋收費水平對有助市民減少使用膠袋的效果成疑。 他指出是次公

眾參與文件中假設了增加購物袋收費水平是一個有用的方法。他詢問計劃總監能否提供更多關

於港幣 5 毫的塑膠購物袋徵費為社會帶來的效益的資訊。另外，他詢問計劃總監是否認同增加

塑膠購物的收費是一個好的方法以減少市民使用塑膠袋。他希望計劃總監能提供更多資訊，以

供市民討論應否增加塑膠購物袋的收費水平和其增幅，令到整個公眾參與更具討論性。 

  

計劃總監回應自 2009 年及 2015 年推行了第一和第二階段的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後，初期的塑

膠購物袋使用情況明顯下降了 20%至 30%，這個數字直接反映到徵費的成效。但久而久之，市

民對港幣五毫的塑膠購物袋徵費變得習以為常。故是次「管制即棄塑膠公眾參與」其中一個焦

點是討論增加徵費水平是否應該納入優化現行政策的考慮當中，若應該提高收費水平，政府是

否應該以鄰近地區對塑膠購物袋的收費水平作為參考。 

  

參與者三表示隨着時代的進步，令塑膠生產變得便宜，導致市民使用塑膠產品的情況日漸增加。

對比 30 年前，人們大多使用紙製購物袋，甚至以紙張作為包裝，例如市民購買麵包時會以紙

裹起麵包。回顧香港現時的情況，塑膠包裝日漸增加，他詢問，政府是否應該推廣「走塑」的

包裝文化。此外，對於含有塑膠包裝成份的產品，政府是否可以以懲罰性的方法，例如增加稅

收，從而減少製造商以塑膠物料作為包裝的風氣。 他指出，若替代品能比塑膠產品便宜，市民

理所當然會選擇較便宜的選項。另外，他認為教育市民減少使用即棄塑膠同樣重要。他相信如

果有更多替代品能取替即棄塑膠產品，這樣便能減少即棄塑膠產品在市面上出售。他認為管制

即棄塑膠的大前提是如何令市民減少使用塑膠產品，以及減少使用即棄塑膠包裝。他亦舉例，

指市民出外用餐時因方便會選擇使用即棄塑膠餐具，倘若每件即棄塑膠餐具售賣港幣 20 元，

在這個情況下市民很大機會選擇使用可重用的餐具。他補充，大部分的市民都未有留意使用即

棄餐具的後期處理費甚高，往往這些後期處理費都是由政府支付， 他希望政府能作出相關的調

節以管制即棄塑膠的使用。 

  

計劃總監非常同意教育市民減少使用即棄塑膠是一個有效的做法。他認同參與者三剛才提及的

額外收費以及增加收費的建議，並補充外國某些地方已實行相關措施。他表示這些措施實行前

需要在不同持份者的意見和利益之間取得平衡，故是次管制即棄塑膠公眾參與旨在收取大眾的

意見，以助政府為日後立法管制定下穩健的基礎。 

  

 
1 計劃總監 - 王小偉先生 



參加者四明白政府有採取實質行動來關注環保議題。可是，提高塑膠購物袋收費並不能改變消

費者的使用習慣，這樣對保護環境沒有幫助。即使調高其收費可能會促使少了百分之十多的市

民減少使用塑膠購物袋，但政府應該從塑膠購物袋的質料入手，使用可溶解的物料，方能保護

環境。他提及在今年年初國內已有 31 個省份已經實行使用可溶性塑膠袋，其塑膠袋的物質包

含植物纖維。儘管其價錢比塑膠購物袋昂貴，但可溶性塑膠袋對環境傷害較細，能有助達到碳

中和的目標。相反，若只推行增加塑膠購物袋收費水平，但市民使用塑膠購物袋的習慣沒有改

變，這樣無助香港達到碳中和的目標。他認為增加塑膠購物袋收費是一個治標不治本的做法，

政府應使用強硬的手法進行規管，例如規管膠袋製造商必須使用可降解物料來製造購物袋。同

時，他認為現時政府處事的方式過於民主，導致政策推行緩慢，例如是次「管制即棄塑膠公眾

參與」花了大量時間去收集各界意見，方能定下為期至少五年的規管時間表。若政府在管制即

棄塑膠的問題上咨詢市民，這樣距離市民徹底改變生活習慣的日子便會變得遙遙無期，故政府

應盡快以強硬的手法以及立例規管市民使用即棄塑膠。他亦同意在教育方面應多作宣傳，例如

在塑膠購物袋上印上降解所需的時間以及其對環境的害處，以減少市民使用。同樣地，政府亦

可以在可降解的塑膠購物袋上印上其降解的特質，以鼓勵市民使用及增加其深刻印象。 

  

計劃總監表示理解使用可降解物料對環境帶來好處，可是其費用較高。他亦明白提供塑膠購物

袋的收費水平未必有助鼓勵市民減少使用塑膠購物袋，但有關增加塑膠購物袋收費水平的原意

是想探討市民是否會因收費水平提高而減少使用塑膠購物袋。 

  

參與者五期望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能夠分享政府是否應該繼續豁免街市售賣食品（例如魚、

肉、菜等）的商舖免費派發塑膠購物袋，並詢問政府是否有更成熟的替代品能向大眾分享。由

於現時的替代品多以植物為製造原料，可是它們與水接觸後很快便會溶解，故他指出盛載魚、

肉、菜和凍肉包裝的代替品不夠合適或成熟。另外，他還指出由於街市每天派發膠袋的數量很

多，而購買可降解的膠袋的成本比普通膠袋貴，兩者價錢相差接近 10 倍，加上街市售賣的貨

品例如蔬菜每宗交易大約港幣五到十元，他詢問政府的政策如何在街市商戶及消費者中間取得

平衡。 

  

計劃總監回應表示，回顧 30 年前市民在街市買菜時甚少使用膠袋，只是用買菜籃來盛載。隨

着時代的進步，人們對效率、衛生的追求逐漸提升，導致浪費文化。計劃總監明白由於清洗用

來盛載魚、肉的膠袋過程繁複，所以很少人會把膠袋清潔並回收。計劃總監理解參與者五提及

商店售賣民生產品，倘若購物袋的價格提高至港幣二至三元，會令消費者難以接受。 他強調是

次「管制即棄塑膠公眾參與」希望從下而上，由用家以及社會各界人士的角度出發，收集大眾

的意見。就參與者五的提問，即政府如何就塑膠購物袋徵費在街市商戶及消費者中間取得平衡，

計劃總監表示暫時未有結論，因為不論在如何先進的國家，他們都會面對相同的情況。儘管我

們可以選擇使用可降解的塑膠購物袋，但可降解塑膠分解後也有機會變成微塑膠，對自然環境

及人體健康仍然存在問題。 

  

參與者六同意其他參與者的說法，他認為政府應該（一）加強管制即棄塑膠的執行，（二）通

過教育以加強年輕人的環保意識，以減少浪費情況，（三）向市民推廣替代品，讓他們明白便

利與代價的關係。他認為除了全面禁止即棄塑膠產品，推廣使用代替品同樣重要。他認為剛才

計劃總監建議用雨傘除水器代替雨遮袋的方法並不可行，因為市民在下雨天拿着雨遮進入大廈，

還要花大量時間排隊使用雨傘除水器會造成人流擠擁，解決不了問題。他希望在場人士可以在

管制即棄塑膠的議題上能考慮便利性與代價的問題。他表示同意計劃總監剛才舉例說明購買麵

包時市民能索取多個免費塑膠購物袋造成浪費的例子，同時他指出壽司店售賣塑膠獨立包裝的

壽司同樣造成浪費，因此政府在制定管制即棄塑膠的方向是應該在各界的利益上保持平衡。最

後他建議政府在禁止市民使用某一類即棄塑膠物料前應多做研究，以便了解政策對整個社會帶

來的影響。 

  



參與者七表示在座的知識分子可能會把焦點集中在即棄塑膠對環境帶來的禍害，可是一般使用

塑膠購物袋的人為家庭主婦居多，而她們大多貪圖方便，所以選擇使用塑膠購物袋。以前人們

使用膠袋的費用比使用紙袋的還要昂貴，可是隨着時間改變，使用膠袋的情況變得普遍，加上

大量生產令膠袋的成本大大降低。他指出現今社會的年青人大多不使用塑膠購物袋，而使用他

們所追捧的名牌時裝店提供的美輪美奐的紙袋。他指出年輕人不會在意塑膠購物袋的收費，故

增加塑膠購物袋的收費對年輕人沒有成效。他提出政府可以硬性規定現時零售商戶向消費者收

取的塑膠購物袋費用撥入資助本地創新科技公司的科研基金中，以助他們研發環保物料以代替

使用即棄塑膠。他補充，正如剛才的參與者提及，內地的科技發展先進，他深信若大量生產，

未來內地研發的即棄塑膠替代品能比現時塑膠的成本還要便宜。另外，他指出由於街市售賣的

大多是濕的產品，故市民若使用環保袋會構成不便。他補充，現時市面上有防水的環保袋供市

民選購，儘管它們較難降解，可是市民能夠重用防水環保袋多次，所以他建議政府禁止街市使

用即棄塑膠購物袋，並且鼓勵商家售賣可重用的防水環保袋。他表示，無疑這個做法會增加消

費者的成本，可是這能夠推動市民購物時自備環保袋。即使市民忘記自攜環保袋，他們可以自

費購買可重用的防水環保袋並且循環使用。他表示現時的塑膠購物袋的收費水平很低，這樣難

以鼓勵市民減少使用塑膠購物袋，若把收費調高並且提供可重用環保袋給市民選購，這個方法

能有效地減少市民使用塑膠購物袋。 

  

計劃總監聽取參與者七的意見，並表示管制即棄塑膠有賴社會各界齊心合力一起解決問題，當

市民不能隨意選擇使用塑膠購物袋時，這樣便能更有效地管制即棄塑膠的問題。 

  

參與者八表示他們希望到 2030 年不會再有即棄塑膠流入自然環境中，同時他提倡循環經濟，

期望所有垃圾及即棄塑膠在社會中循環，不會流入自然環境中。他強調，所有處理廢物的方式

都需要循序漸進，以盡量減少製造廢物，若不能減少製造，便把它們循環再用；若不能循環再

用，便集中回收；若不能回收，便應該把他們妥善棄置。他表示近日許多不同研究針對膠袋、

紙袋及布袋的碳足跡進行比對，即是對比不同物料製造的袋在製造過程中需要用多少能源、水

和帶來的污染。 綜合這些研究報告的內容，結果顯示使用紙袋不一定比膠袋環保，再者過度使

用任何一種物料對地球和碳中和均沒有益處。就着剛才提及的水溶性膠袋建議，他明白這是一

個不錯的選項，但倘若水溶性膠袋流出海洋，可能會對海洋造成營養過盛，或導致其他環境問

題。他認為政府應該集中改變市民對即棄塑膠產品的使用習慣，而並非集中向市民提供替代品

的選擇。他亦提及使用可降解的塑膠會影響傳統回收行業，因為現時的回收點主要集中處理傳

統塑膠類別，若需要在回收點處理可降解塑膠，會影響它們的回收價格，故不提倡使用可降解

塑膠。另外，他指出是次公眾諮詢文件中有提及台灣一袋兩用的政策，他表示香港除了現時實

行的塑膠購物袋徵費外還將設有都市固體廢物徵費，市民需要購買指定的垃圾膠袋來棄置垃圾。

他提出現時市民大多使用塑膠購物袋來充當垃圾袋使用，若日後需要購買指定垃圾袋來棄置垃

圾便不能使用普通的塑膠購物袋棄置垃圾，故他詢問計劃總監這兩條法例之間是否能有結合的

空間。 

 

計劃總監補充台北早期已實行垃圾徵費，而他們部分所使用的塑膠購物袋均印有垃圾徵費標籤，

市民可以把印上垃圾徵費標籤的塑膠購物袋充當垃圾袋使用，據計劃總監了解，香港政府亦知

悉台灣的做法，望市民大眾拭目以待。 

 

參加者九針對即棄塑膠餐具發表意見，他表示現時許多年輕人光顧的餐廳都以自助形式提供餐

具及食物容器等，這些餐具及食物容器大多是由木或紙製造的，故他認為政府應該全面推行使

用由木或紙製造的餐具代替即棄塑膠餐具。 

 

計劃總監回應木或紙做的產品在堆填區降解的速度確實比塑膠製造的產品快，但更理想的做法

是鼓勵市民使用可重用的產品以達致減廢的目的。另外，很多香港的餐廳不一定有條件或足夠

的人手負責清洗工作，故他們選擇使用即棄塑膠產品。計劃總監補充，政府在今年推行的「管



制即棄膠餐具」公眾諮詢中已包含部分施政的方針在其中，計劃總監感謝參與者九的意見，並

指其意見會被記錄及轉交相關同事作進一步的處理。 

 

計劃總監再次感謝現場各位參與人士的到來，並希望他們能夠離開前填寫意見收集表，以及轉

發「管制即棄塑膠」公眾參與意見收集表的連結給他們身邊的朋友填寫，為政府將來推行的政

策發表寶貴的意見。 

 

 

 

-完- 

 



A003 

活動名稱: 第三場會堂論壇 - 新界 

日期: 2021年 12月 3日 

時間: 晚上 7時至 8時 

地點: 荃灣大河道 60號雅麗珊社區中心 

 

參與者一就優化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表示，除了市民需要提高環保意識外，街市業界也應

減少使用塑膠購物袋，而政府則需要加強相關的公民教育，鼓勵市民買餸菜時自備購物袋。

他補充，相關的教育推廣需時，因為很多市民已習慣使用即棄塑膠購物袋。 

參與者二認同環境局和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所作出的努力，為本地市民步入可持續發展和響

應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的綱領上起作用﹔他續發表以下建議。（一）針對酒店派發的洗漱梳

妝用品相關的即棄塑膠製品，他建議政府在 2023 年起在現時向酒店徵收的稅項上徵收一

定比例的環保稅﹔同時，向提供環保選項的酒店（例如：不提供即棄塑膠盛載的洗漱梳妝

用品的酒店）提供豁免徵收該環保稅，從而鼓勵酒店減少提供相關的即棄塑膠和鼓勵市民

自備日用品。（二）就減少過度包裝的問題，他建議政府禁止業界使用難以循環再用的即

棄塑膠包裝物料，包括收縮的塑膠包裝物料（例如：收縮薄膜）及有塗層的包裝物料﹔並

就化妝品及服裝的包裝，包括包裝後所佔的空間、包裝的模式和包裝的層數，作出規管。

（三）就中港跨境的網購產品，他建議政府制訂相關指引和與內地相關的部門合作，以確

保上述提及的即棄塑膠包裝限制可適用於中港跨境運輸網購產品。（四）他建議政府在

2023 年開始展開研究，爭取在 2027 年能聯同亞洲區內較重視環保的國家和城市，契結網

購產品的包裝約章，進一步控制網購產品所帶來的塑膠廢料。（五）他表示，就整體的政

策思維而言，政府的政策未必能斧底抽薪地處理所有的環保問題，因為環保問題與公眾的

環保意識相關，但是政府可以透過政策改變市民和商户的行為，增加誘因令他們停止使用

即棄塑膠，或紓緩他們因停止使用即棄塑膠所帶來的成本壓力，從而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培

養大眾建立更優秀的環保習慣，這樣才可以真正地解決環保問題。 

參與者三表示，留意到「管制即棄塑膠」公眾參與的意見收集表主要提及本地的即棄塑膠

包裝，詢問政府就進口貨品的即棄塑膠包裝的規管措施有何看法；他亦認為較難以「生產

者責任計劃」規管進口貨品。 

計劃總監1回應，相關部門在制訂管制即棄塑膠的措施時，需要考慮相關措施的可行性和

市民對相關措施的接受程度。他表示，本地售賣的產品多為進口貨品，而且本地市場佔全

球的出口市場不算大，如果政府一下子管制所有進口貨品的即棄塑膠包裝，會令一些出口

商停止將貨品銷售到香港，相關的管制措施的可行性較低﹔因此「管制即棄塑膠」公眾參

與先就政府較易控制的本地產品包裝收集意見，如果相關的管制措施獲市民接受，政府將

來可能會考慮逐步把管制措施延伸到其他即棄塑膠產品，從中汲取經驗，此舉亦有機會促

使外地企業改變在香港出售的產品的包裝。 

參與者四表示，如果將來規管即棄塑膠餐具的相關措施推出，相關部門會否同時規管用於

包裝以塑膠替代品製成的即棄餐具的即棄塑膠包裝（例如，盛載竹筷子的塑膠包裝袋）。 

                                                           
1 計劃總監 - 王小偉工程師 



計劃總監理解以即棄塑膠包裝盛載由塑膠替代品製成的即棄餐具不是太理想的做法﹔相關

部門研究規管即棄膠餐具的措施時，應就市民的意見全面考慮相關措施的涵蓋範圍。 

參與者五提出以下兩條問題。（一）他詢問相關部門會否制訂即棄塑膠替代品的指引、規

定或罰則。他舉例，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推出後，本地出現了很多聲稱以不織布製成的可

重用購物袋，造成另一方面的浪費及環保問題，但政府卻未就該問題制訂解決方案。（二）

他詢問相關部門如何平衡公眾和生產商/業界就「管制即棄塑膠」發表的意見。 

計劃總監回應，因應市民的意見，相關部門可能會就不同類別的即棄塑膠製品採取不同的

管制方式，而相關的管制方式未必能一下子解決所有問題。他舉例，就管制與酒店派發的

洗漱梳妝用品相關的即棄塑膠製品而言，有些人認為採用全面禁止酒店使用相關的即棄塑

膠可能會較直接了當及未必會衍生其他環保問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策略工作小組主席2補充，「管制即棄塑膠」旨在減少即棄廢物的產生，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並不希望在相關措施實施後會衍生大量以其他物料（例如紙）製成的即

棄廢物，因為其他物料都是資源。他表示，管制即棄塑膠和其他廢棄物涉及大量的教育工

作。他續表示，《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2035》提倡減少廢物產生和提升回收量，從而減少棄

置在堆填區或需焚化的廢料﹔目標把都市固體廢物的人均棄置量逐步減少(Note to HKPC: 

While the target is mentioned in the Waste Blueprint 2035, we have checked our record that SSC 

Chairman did not say so and therefore suggest to delete the yellow-shaded parts.  We have no 

strong view if you wish to keep it, as will seek confirmation from Prof Wong.)，同時把回收率提

升至約 55%。他表示，政府就「管制即棄塑膠」的概念清晰，目標是減少產生即棄塑膠。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委員3表示，「管制即棄塑膠」相關的教育工作非常重要。他續表示，

環保意識和市民的生活息息相關。他留意到，很多幼稚園、小學和中學的教材和教學活動

都滲透了這概念，從小培養小朋友相關的環保意識﹔另外，一些大學生亦會校園內自行組

織環保團體，參與環保工作。他建議相關部門或辦學團體加強相關的教育工作，例如把相

關環保議題融入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育（STEM），讓學生認識何謂塑膠、介紹塑

膠的替代品、為何塑膠會構成環境污染等﹔和舉辦與環保相關的課外活動，例如比賽，令

小朋友可以以更互動的方式學習環保議題。他補充，「管制即棄塑膠」公眾參與除了收集

公眾對是次議題的建議外，同時希望把這議題帶入校園，讓學生進行相關的討論，並就這

議題與家人再作討論。他表示，教育是一項細水長流、潛移默化的工作，難以一步到位，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參與者六表示，她在「管制即棄塑膠」公眾參與第一場會堂論壇（港島區）已發表過意見，

其後曾與不同持份者溝通，希望補充以下意見。（一）她就「管制即棄塑膠」提出一個目

標和三大策略。她建議相關部門為「管制即棄塑膠」訂立目標，於 2030 年把塑膠滅絕於

自然環境。她建議相關部門採取以下策略﹕循環經濟（在產品設計階段時先考慮如何盡量

減少即棄塑膠的產生，並把「回收」作為最後處置即棄塑膠廢料的方法）、全面的廢物管

理政策（以政府不同的計劃和指標（如﹕生物多樣性公約）配合管制即棄塑膠）和教育

（教育市民摒棄即棄文化）。（二）她表示，可生物降解塑膠的降解過程複雜，建議政府

                                                           
2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策略工作小組主席 - 黃煥忠教授 
3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委員 - 吳基培教授 



為可生物降解塑膠訂立清晰的標準和指引，禁止使用不適合本港環境的可生物降解塑膠。

（三）她表示，她和業界有就紙包飲品的飲管作出討論，業界表示可以以塑膠杯蓋代替飲

管﹔由於塑膠杯蓋也屬於即棄塑膠，她建議相關部門注意，以及給予業界充足的時間改變

產品包裝。（四）她建議相關部門為進口貨品的包裝制訂清晰的標籤，標明進口貨品塑膠

包裝物料的類別、可追溯性和回收方法。（五）她表示，以即棄紙袋取代即棄塑膠購物袋

也不環保，建議相關部門向所有物料製成的購物袋徵費。 

參與者七表示，她建議政府把環保教育的受眾推展到成年人。她舉例，雖然市面開始使用

以環保物料製成的即棄外賣餐具，但是她留意到這些被棄置的膳後外賣食物容器仍然盛載

不少廚餘，造成雙重污染及其他環保問題（例如：鼠患）。 

參與者八表示，在 2019 冠狀病毒肆虐期間，市民大量使用一次性醫療口罩；而政府向市

民免費派發銅芯抗疫口罩後，他一直使用銅芯抗疫口罩，實踐環保。此外，他表示，現時

本港街市使用大量發泡膠箱，但內地已經禁止使用發泡膠箱﹔他建議政府作出相應行動，

以瞭解為何本地街市仍然使用大量發泡膠箱。他補充，發泡膠箱耗損得很快﹔他留意到部

份街市蔬菜店舖已利用蔬菜籃盛載蔬菜，這個做法較環保。另外，他留意到，在疫情期間，

外賣比以前普及，而且一些食肆拒絕使用顧客自備的食物盒盛載外賣食物，產生了更多即

棄餐具廢物，包括發泡膠飯盒﹔他建議相關部門加強相關教育，推廣食肆使用顧客自備的

外賣餐具及餐盒。除此以外，他就優化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發表以下意見。他認為應「先

易後難」，（一）他建議相關部門把塑膠購物袋收費劃分為兩個價格﹕向容量較少的塑膠

購物袋（如用來盛載麵包店售賣的麵包、街市售賣的水果的膠袋）徵收較低的收費﹔向容

量較大的塑膠購物袋（即其餘現行不受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豁免的塑膠購物袋）徵收較高

價格的費用。（二）他建議相關部門向塑膠購物袋同時徵收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以鼓勵市

民循環使用塑膠購物袋作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垃圾袋。 

計劃總監回應，雖然有食肆拒絕使用顧客自備的食物容器盛載外賣食物，但同時有食肆向

自備食物容器盛載外賣食物的顧客提供折扣優惠（例如全單減港幣一元或二元）﹔這種由

食肆自願採取的優惠措施需要時間及透過教育逐步拓展﹔當大多市民都接受自備食物容器

來盛載外賣食物時，政府便更容易推行相對應的環保政策。此外，他回應指出內地禁止使

用一次性發泡膠餐具，但暫未管制用來盛載海鮮和蔬菜的發泡膠箱﹔而這些發泡膠箱大多

會被收回，運送到內地重用。 

參與者九就環境保護署的綠在區區回收網絡發表以下意見。（一）雖然綠在區區的概念很

好，但是相關設施的開放時間與一般上班族的上班時間類近（如朝十晚七），不太方便市

民前往相關設施進行回收。（二）他建議相關設施的承辦商應多舉辦環保教育活動。此外，

他就環境保護署在一些屋苑設置的廚餘回收桶發表以下意見。（一）他認為，乾淨回收很

重要。他留意到，負責收集廚餘的工人在收集廚餘後，不會清潔廚餘回收桶，造成二次污

染。（二）他留意，政府有為一些進行廚餘回收的屋苑提供補貼，但相關補貼為期只有一

年，未能鼓勵屋苑持續進行廚餘回收。因此，他建議政府能就提供廚餘回收補貼作更長遠

的考慮。 

計劃總監回應，據他理解，政府有時會為制訂長遠政策提出試驗計劃，作收集數據用途﹔

如果試驗計劃成功，將來便有機會持續實行相關計劃﹔如果試驗計劃失敗，政府可能需要



暫停計劃，並想辦法優化計劃。他理解市民可能對環保試驗計劃結束感到失望，但希望市

民理解相關試驗計劃有助政府制訂長遠政策。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策略工作小組主席表示，「管制即棄塑膠」公眾參與旨在收集市民對管

制即棄塑膠的意見﹔如果很多市民希望相關部門能針對發泡膠或即棄塑膠餐具作出管制，

可以在意見收集表發表意見。此外，他表示，政府在推出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後，可能會有

更整全收集廚餘的政策。他補充，廚餘回收充滿難度，外地的廚餘回收試驗計劃大多遇到

各種問題故未能持續推行。另外，他認為把塑膠購物袋同時用作垃圾袋是一項很好的建議。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