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01 

活動名稱： 南區東分區委員會會議(包括南區南分區、西分區及北分區委員會成員参與) 

日期：  2021年 10月 19日 

時間：  晚上 6時至 6時 30分 

地點：  香港仔海傍道三號逸港居一樓 

 

參與者一表示他曾於加拿大生活，並指出在加拿大生產者的責任較大，例如於加拿大很少人會購

買膠樽樽裝水，因膠樽的價值比水還高。如樽裝水價值為加幣 1 元，要付出的費用為加幣 2 元。

如將膠樽拿去回收，則退回加幣 8 毫，所以應該是生產者的責任。除此之外，電器如洗衣機，若

它的價值為加幣 500 元，售價則為加幣 800 元，因加幣 300 元是回收費。如使用者將洗衣機運到

回收站回收，則可退回加幣 200 元，因此沒有人會棄置洗衣機，每個人都會將洗衣機拿去回收。

參與者一認為此方法很成功。 

計劃總監回應，香港亦有產品推出生產者責任計劃，雖然百分比並不高，例如「四電一腦」，包

括空調機、雪櫃、洗衣機、電視機、電腦等，購買時已包含回收處理費用，可要求政府的承辦商

免費回收。除此之外，香港亦正研究膠樽可否像玻璃樽一樣推行生產者責任計劃，以藉此提醒大

家膠樽產品因包含回收處理費用會較貴，以降低購買的誘因，及推廣用後回收。 

- END - 



B002 

活動名稱:  荃灣南分區委員會會議 (包括荃灣西分區及北分區委員會成員參與) 

日期:  2021年 11月 3日 

時間:  下午 2時 30分至下午 3時 30分 

地點:  新界青山公路荃灣段 174-208號荃灣多層停車場大廈荃灣民政事務處二樓會議廳 

 

參與者一就意見收集表第二條問題提出問題。以雞蛋或生果為例，他指出很多時候即棄塑膠的使

用都是取決於貨物的來源地(例如: 中國內地會使用紙盒盛載雞蛋，而日本通常使用塑膠盒盛載雞

蛋) ，若建議認為香港有迫切性去處理，香港政府有什麼措施或辦法去處理這些問題。另外，他邀

請計劃總監就問題中「與舉辦會議或展覽相關的各項用品(例如指示牌)」的選項作進一步解釋。

而就「雨傘袋」而言，參與者一指出現時許多大廈都有使用雨傘除水器以取代雨傘袋(例如荃灣千

色店)，區議會亦曾建議康文署使用雨傘除水器。雖然康文署最後有接受該建議，但這亦反映政府

部門暫時未有制訂相關措施。因此參與者一詢問，是否所有政府部門已有使用雨傘除水器，還是

會在公眾諮詢完畢再執行相關措施。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策略工作小組主席1回應，是次公眾參與會先聽取市民各界的意見，例如雞蛋盒，

如普遍市民認為雞蛋盒都不應以塑膠製造而成，政府會因應市民的意見，探討如何禁止香港使用

塑膠盒盛載雞蛋，例如立法等等。所以是次諮詢並不是要求政府應該怎樣做，而是要收集市民的

意見，看看市民認為是否需要禁止使用塑膠容器盛載雞蛋。若市民各界都認為需要禁止使用塑膠

容器盛載雞蛋，政府便會探討相關可行的方案和措施。 

計劃總監2表示有關管制指示牌及雨傘袋的措施，他們現階段還在聽取市民的意見，並非代表政府

已有減塑方向。如各界認為應全面禁止使用某些即棄塑膠，他們便會向政府反映市民的意見。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策略工作小組主席補充，是次公眾參與討論的即棄塑膠類別基於早前焦點小組

的討論，再經計劃總監進行研究所界定。這幾類即棄塑膠大多在市面上已有替代品。若市民覺得

不應使用這些已有替代品的即棄塑膠，訂立相關政策的可行性會比較高。例如塑膠雨傘袋，剛才

參與者一亦提及現時很多大型商場已經有替代品。所以如果有替代品的話，相關管制可在短期內

執行。反之，若市面上沒有代替品，相關管制可能需要較長時間才可執行，所以必須先聽取市民

的意見。 

參與者二認同公眾參與文件中提出的改善的環保措施，並認為這些措施對香港及全球都有正面的

幫助。他認為不同廢物當中，塑膠垃圾對環境的危害是最大的。他亦同意剛才簡介中所提及微塑

膠對人們的影響。但就意見收集表中的兩個管制選項而言，包括全面禁止及規管措施，他認為全

面禁止是最簡單亦最有效，但亦要考慮業界的困難。參與者二分享餐飲界朋友的意見，認為若全

面禁止即棄膠餐盒/餐具，會對他們造成很大影響。但為了增加收入及方便市民，他們不能不進行

外賣生意。當然，他們提出可以讓市民自備可重用餐盒，但若讓市民自備可重用餐盒，則存在衞

生風險，因為這樣有機會會因為餐盒/餐具不乾淨而導致顧客身體不適或食物中毒，責任太大，他

們負擔不起。他提出另一個方案是以「按樽」的形式提供可重用餐盒/餐具，但這種方法會大大增

 
1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策略工作小組主席 - 黃煥忠教授 
2 計劃總監 - 蔡劍虹博士 



加他們的營運成本。所以參與者二認為不管是全面禁止或使用規管措施管制即棄塑膠之前，都應

在立例前提供措施幫助業界，一方面可以支持環保，另一方面不會令他們在經營上出現困難。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策略工作小組主席回應，覺得這個提問很好，亦認為是次公眾參與的目的並不

是要立即提出管制即棄塑膠的措施，而是在聽取市民各方的全面意見後，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再作

出多方面的分析及從實際的角度考量，例如現時有沒有合適的替代品等等，再向政府提出相應的

建議。而政府在收到建議書時，會再審視全港及全球的狀況，提出可行及務實的政策。 

參與者一對意見收集表第三條問題提出疑問，不知道該問題提及的塑膠購物袋是單指增加現時超

市免費提供的塑膠購物袋(港幣 5毫)的收費百份比，還是包括於街市購買生果時免費提供的塑膠購

物袋。超市的塑膠購物袋收費已由 2009 年開始第一階段實施，該收費計劃亦已在 2015 年開始第

二階段實施，這項收費計劃已經討論已久，認為增加收費是相常合理的。他詢問這條問題所提及

增加收費百分比的塑膠購物袋，是單指已納入在 2015年實施的塑膠袋收費計劃中的塑膠購物袋，

還是包括其他現時未納入於該收費計劃的塑膠購物袋。 

計劃總監回應，這條問題包括兩個層面。其一是現時已獲豁免收費的塑膠購物袋，例如用於盛載

急凍食品/無包裝的食品的膠袋。若沒有衛生問題的話，他邀請參與者考慮是否可以取消豁免或者

收緊豁免範圍。另外，有關於收費問題，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於 12 年前的定額為最低港幣 5 毫

子。他邀請參與者考慮應否增加該收費(例如增加至港幣 1 元、1.5 元或 2 元)以推動市民減少使用

塑膠購物袋。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策略工作小組主席補充，這條問題是指調整已納入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的收費

水平。在現行的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中，有部份膠袋是獲豁免的。若將來取消這些豁免的話，派

發該類塑膠購物袋便需要收取費用，所以這條問題與剛才參與者一提出在街市獲取免費的塑膠購

物袋是沒有關係的。而現時已納入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範圍的塑膠購物袋，若市民認為可增加收

費，例如由港幣 5 毫子增至港幣 1 元，這個收費水平將會應用於現行的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若

市民認為應收緊豁免範圍，例如取消豁免用於盛載急凍食品的膠袋，將來在獲取該塑膠購物袋時

便需收取費用。 

針對意見收集表第七條問題，參與者一不認為 5%或 10%的價格增幅足以購買環保物料/可重用替

代品取代即棄塑膠，這條問題的選項最低為增加 5%，認為這個增加比例不太現實。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策略工作小組主席回應指，現時市面上非塑膠/可重用替代品的價格比即棄塑膠

貴約十多個百份比，若價格上升為 15%(問題七的其中一個選擇)，要考慮市民是否仍願意選擇購買

以取代即棄塑膠。現時中國內地已禁止使用多款即棄塑膠，國內亦會製造很多替代品令成本下降。

例如環保飯盒十多年前的價格很高，但近年已變得比較便宜。這是因為國內已禁止使用發泡膠飯

盒，所以他們必須有相應的替代品令成本下降，所以非塑膠/可重用替代品將增加多少費用取決於

供應來源。由於我們的供應主要來自內地，而內地在減塑方面比香港推動得快，所以市民有機會

可以找到較便宜的替代品。 

參與者三反映現時市面有些入樽機，很多時候已經爆滿，市民未能使用，而且根據入樽機上的指

示，並不是很多地方有放置這些設施供市民使用。 

 



參與者三認為機構需要響應，聯絡相關回收商收集這些塑膠飲料容器才能避免入樽機經常爆滿的

情況出現。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策略工作小組主席認為入樽機先導計劃的推出時間尚短，並認為入樽機經常爆

滿是反映受市民歡迎，這是好事。 

參與者三認為入樽機真的很受市民歡迎，因為每個帳戶每天最多可交回 30個塑膠飲料容器，並領

取有關回贈。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策略工作小組主席認為現時需要等待政府作出應變，例如增加入樽機的數目，

因為製作這些入樽機都需要時間，而且亦要時間將新的入樽機分佈到不同地區。據他了解，環境

局局長將會增加入樽機的數量。 

計劃總監補充，施政報告中有提及，入樽機的數目將會由 60部增加至 120部，現時正在籌備中。 

參與者一指，就著環保議題，都希望市民各界可以向前行，而事實上，香港就環保而言是比其他

地方(包括中國內地)都行得比較慢，希望將來能加快環保的步伐。希望是次公眾參與能將市民各

界的訊息帶給政府，令將來實施的政策能落地執行。有如剛才提及入樽機，大家也想不到政策推

出後，反應會如此熱烈，提出政府能否指示回收商增加收集頻率。像多年前推出的三色桶，參與

者一認為三色桶的功能像垃圾桶多於回收桶。參與者一相信市民各界都想做好環保，亦在環保方

面前行一步，但亦希望在環保之餘，替代品的價格上可以比較便宜。好像荃灣區議會早前的工程，

參與者一發現購買環保物料造成的椅子，價格比普通椅子貴幾倍，所以剛才評論意見收集表第七

條的選項，並認為理想與現實仍有一段距離。希望香港能循序漸進、逐步向環保邁進。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策略工作小組主席表示很高興能在此分享這個議題並獲得各位的寶貴意見。希

望各位能將這次的訊息帶給各區的市民，鼓勵他們參與這次公眾參與活動，填寫意見收集表。因

為只有收到愈多的意見，才能廣泛代表香港市民，令這次的公眾參與活動的意義更大。 

 

 

 

 

- 完 - 



B003 

活動名稱: 2020 至 2022 年度深水埗西分區委員會第五次會議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管制即棄塑膠」公眾參與 

日期: 2021 年 11 月 15 日 

時間: 下午 4 時至下午 5 時 

地點: 九龍長沙灣政府合署 4 字樓深水埗區議會會議室 

 

參與者一表示正在經營一所酒店連餐廳，公司以保護環境為願景，是次議題與公司的營運

息息相關。參與者一詢問除了管制使用即棄塑膠外，是次公眾諮詢會否討論改善現有的回

收架構。參與者一表示現時的回收設施涵蓋的回收物種類不多，導致回收困難。參與者一

希望是次公眾參與能向政府反映，提供更方便的回收渠道予市民才可令更多市民參與回收。 

計劃總監代表1回應，是次公眾參與的主要討論內容圍繞兩大議題﹕（一）管制哪些即棄

塑膠及（二）管制即棄塑膠的時間表。就參與者一提出的疑問，計劃總監代表指出，政府

明白回收的重要，故已於早年設立回收基金，希望能幫助回收業界在社區收集更多可回收

物品。另外，本年度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提及入樽機的數量將由現時 60 部增加至 120 部，

以鼓勵市民回收塑膠飲料容器。由此可見，政府重視回收工作。計劃總監代表呼籲各委員

踴躍發表意見，並填寫意見收集表。 

參與者一重申現時市面的回收設施可涵蓋的回收物種類不多，不便利市民回收，例如只有

綠在區區網絡可以回收即棄塑膠餐盒。 

參與者二詢問，現時本港有多少間從事生產可生物降解物料或塑膠替代產品（例如以粟米

紙或可生物降解物料製成的餐飲用具）的公司。政府會否支持香港的即棄塑膠生產商轉型

至生產這類型產品，協助相關行業發展。 

計劃總監代表回應指暫時沒有此類型公司數量的相關數據，但為制訂「管制即棄塑膠」公

眾參與文件，早於 2021 年 7 月邀請約 20 間塑膠替代產品生產商或協會進行焦點小組會議，

收集他們的意見，促進業界溝通，共同探討可行的塑膠替代品。計劃總監代表補充，是次

意見收集表其中一條問題為:「塑膠被廣泛使用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價格便宜，使用非塑膠/

可重用替代品可能會令產品價格上升。為了減少使用即棄塑膠，你願意多付錢嗎？如願意，

假設一件即棄塑膠產品的價錢為 10 元，你會願意多付多少錢去購買非塑膠/可重用替代

品﹖」，希望能收集市民對使用塑膠替代品的支持度。 

參與者三表示參與了不同團體的環保工作，亦有關注政府就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準備工作，

並已向環境保護署提出相關意見。參與者三認為政府如果想減少塑膠廢物，應完善回收配

套。參與者三發現｢綠在區區｣於美孚的回收點缺乏足夠空間應付大量回收物品，導致很多

市民未能將乾淨的回收物品交到回收點。此外，屋邨內的回收設施經常滿溢，居民只好把

回收物品放在地上或帶回家，造成不便。另外，參與者三讚揚綠展隊向邨民宣揚「惜食」

及「減少製造廢物」等環保概念，但由於綠展隊能接觸到的市民有限，建議政府加強宣傳

環保的工作，例如﹕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條例的準備期為期 18 個月，迄今已過了 3 個

月，環保團體進行了問卷調查，收集不同人士（如屋邨同事、朋友及建築業界）的意見和

 
1 計劃總監代表 - 蔡劍虹博士 



了解他們對該措施的支持度等 ﹔亦建議政府在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實施前，加強推廣工作，

如於屋苑及大廈進行公眾教育並解答市民的疑慮。 

計劃總監代表回應，「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與「管制即棄塑膠」息息相關，計劃總監代表

會把市民就「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作出的意見向政府同事反映。計劃總監代表補充，是次

公眾參與旨在收集市民對「管制即棄塑膠」的意見。 

參與者四提出以下四項建議﹕（一）學校停止售賣樽裝水及鼓勵學生自攜水壺上學﹔（二）

相關部門應該向學校推廣增設飲水機﹔（三）若學校小食部仍然會售賣樽裝水，只能售賣

由玻璃作為容器的樽裝水﹔（四）政府應投放更多資源以加強推廣環保教育，讓學生了解

更多有關回收和循環再造等環保資訊（例如塑膠飲料容器經過循環再造後可以製成衣服和

鞋的物料等），從小培養回收意識。 

計劃總監代表回應，政府明白回收的重要性，並已率先於政府場所停售一公升或以下的塑

膠樽裝飲用水。他表示政府可考慮加強推廣環保文化。 

參與者五讚揚國際環保博覽的概念，可惜參與博覽的人數不多，削弱了活動的成效。參與

者五認為環保博覽展示了與民生貼近的環保設施，例如展示流動回收車迅速降解發泡膠的

過程，以宣傳發泡膠回收。「管制即棄塑膠」公眾參與提及的第七類即棄塑膠（其他），

包括「展覽相關的各項用品」，由於發泡膠價格便宜，故參加展覽會使用大量的發泡膠板，

展覽過後便會被棄置，不會被重用。香港每年舉辦很多展覽活動，導致發泡膠板棄置問題

嚴重，再加上發泡膠板印有顏料，令其更難被回收。參與者五認為應多鼓勵市民、學生和

學校團體參與環保展覽。 

計劃總監代表回應，參與者五的意見正好引入了意見收集表第二條問題:「哪些類別的產品

應受管制？有關管制應於短期（3 年內）還是中期（3 至 5 年）實施？應採用什麼管制方

式？」，希望各委員就問題涵蓋的七類即棄塑膠，發表相關意見。 

參與者六表示，現時已有很多商户收取每一個塑膠購物袋港幣五角或一元徵費，但對阻嚇

市民使用塑膠購物袋的成效不大，因為市民在有需要使用購物袋或感到麻煩的情況下仍然

會購買塑膠購物袋，導致家裡積存很多塑膠購物袋。參與者六提議相關部門除了推行塑膠

購物袋收費計劃外，也可以透過經濟誘因，吸引市民減少使用塑膠購物袋和參與回收。參

與者六建議相關部門與商户磋商以下兩項方案﹕（一）參考塑膠飲料容器或玻璃樽回收的

措施，設置回收點收集塑膠購物袋和即棄塑膠餐盒，以提高即棄塑膠的回收量，再配合宣

傳工作，讓市民明白回收能減少廢物產生﹔（二）為自備可重用購物袋、]容器或餐具的

消費者提供購物回贈優惠。 

計劃總監代表表示現時一些業界也有收集購物袋供消費者重用。委員亦可填寫意見收集表，

建議推行業界自願性回贈計劃。 

參與者二同意參與者六的意見，認為政府已考慮分階段實施管制禁止向堂食及外賣顧客提

供即棄塑膠飲管，當局可進一步擴大管制範圍至外賣即棄塑膠餐具，亦就使用即棄膠餐具

進行徵費。 

計劃總監代表回應，就管制即棄膠餐具的議題，政府已經完成了另一個有關管制即棄膠餐

具的公眾諮詢以收集市民相關的意見，政府正考慮計劃管制即棄膠餐具。 



參與者七建議「管制即棄塑膠」公眾參與除了旨在透過「管制」和「自願性質計劃」減少

使用即棄塑膠，也應採取「鼓勵措施」。參與者七以知識產權署推行的「正版正貨承諾」

計劃為例，建議相關部門推出一個環保商標或訂立一套環保標準，鼓勵商户參與相關計劃，

相關部門可向符合特定環保標準的商户頒發証書。消費者可透過這套清晰和公認的環保標

準，選擇合適的商店進行環保消費。 

計劃總監代表認同「鼓勵措施」，並以入樽機為例，可利用經濟誘因鼓勵市民支持環保。 

參與者八提出三項意見﹕（一）以布製購物袋取代即棄塑膠購物袋，因為布製購物袋可以

清洗，方便重複使用﹔（二）每個塑膠購物袋的費用應增加至不少於港幣一元﹔（三）就

放置在公眾場所收集紙、膠及金屬的回收箱，建議相關部門設定固定的收集時間表，解決

回收桶滿溢問題。 

計劃總監代表感謝參與者八的意見。 

參與者九感謝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代表詳細介紹「管制即棄塑膠」公眾

參與，感謝深水埗中南分區委員及東分區委員出席是次簡介會。參與者九表示因時間關係

而未能為各分區委員舉辦簡介會，歡迎各委員在分區會議繼續發表意見。參與者九亦邀請

各委員參與開放給全港市民參與的「管制即棄塑膠」公眾參與會堂論壇。會堂論壇 - 九龍

區將於 2021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二）在藍田(西區)社區中心舉行，歡迎各委員到場發表意

見。參與者九亦會邀請區內對此議題有興趣的人士及青年人參與。 

計劃總監代表表示為方便不同地區居住的市民，會堂論壇亦會在香港島和新界舉辦。會堂

論壇 - 香港島將會在 2021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一）舉行，活動地點為香港北角電氣道 183

號 13 樓環境學院；會堂論壇 - 新界則會在 2021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五）舉行，活動地點為

荃灣大河道 60 號雅麗珊社區中心。計劃總監代表希望各委員能向朋友宣傳「管制即棄塑

膠」公眾參與會堂論壇，邀請更多人參與和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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