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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試收費
成效無眼睇

環境保護署今年4月推出「都巿固體廢物收
費試點計劃」，邀請了本港7個屋邨及屋

苑參與，當中5個會以「按戶按袋收費」，包括
淘大花園、藍灣半島、柴灣邨、廣田邨及德田
邨。「按戶按袋徵費」的屋苑，居民需向物業管理
公司購買指定垃圾袋，為持續發展委員會提供數
據；委員會則會在計劃結束後，分析所得數據，於
今年第三季將報告呈交至環境局。不過，計劃雖然
已進行逾1個月，但所得數據的參考價值十分成
疑。

藍灣半島月派20個 稱環署同意
藍灣半島有4座，共1,550戶於5月開始測試「按

幢按重收費」、「按幢按桶收費」和「按戶按袋收
費」三個模式，是試點計劃中首批試驗「收費」的
屋苑之一。不過藍灣半島業主委員會表示，「按戶
按袋收費」住戶可自行選擇參與計劃，而顧客服務
中心亦會向參與「按戶按袋」的住戶每月免費派發
20個指定垃圾袋，若住戶需要額外的垃圾袋，才需
自費購買。業委會強調，環保署亦同意有關安排。
另一個會參與「按戶按袋收費」的柴灣邨則於7
月1日展開基線調查，並預計於8月1日開始試驗
「收費」。然而，柴灣邨互助委員會主席馬榮表
示，不會向試驗「按戶按袋」的灣映樓住戶收費。
計劃開始時會先向住戶免費派發20個指定垃圾袋，
住戶如有需要亦可免費索取指定垃圾袋。

指環署不收費 柴灣邨不徵收
馬榮解釋，私人屋苑設有業主立案法團，收費毋
須經過政府部門處理，但公屋收費則涉及房屋署和
民政署。今次活動由環保署舉辦，而環保署卻未有
專責部門收費，故互委會最後決定不向居民收費。
他續說，曾擔心不收費會影響試驗效果，但認為垃
圾徵費原意並非抽稅或罰錢，而是教育公眾源頭減
廢。若果至少有一戶做到，也可傳遞到家人和社
區。
至於願意「遵守規則」，自費購買指定垃圾袋的
屋苑，就面對參與率偏低的問題。淘大花園業主委
員會聯會主席葉興國表示，屋苑過往一直有向住戶
派發垃圾膠袋，但實行「按戶按袋」的I座自5月起
便不再向住戶提供免費垃圾袋，轉為向住戶出售環
保署提供的指定垃圾袋。葉興國指，現時約有70%
住戶已購買指定垃圾袋，但每日所接收的垃圾中，
使用指定垃圾袋的比率只有30%至40%。

指台式垃圾袋不符港情
葉興國承認，不能確切知道哪單位沒有使用非指
定垃圾袋，但物管已掌握哪個單位未有購買指定垃
圾袋。他又指，由於資源所限，屋苑沒可能在各層
後樓梯安裝閉路電視。他認為應以「行為影響行
為」，透過教育和宣傳提高參與率，未來亦會加強
宣傳，提升使用指定膠袋的比率。
葉興國又對指定垃圾袋有點意見，「香港的垃圾
袋多為風琴式，袋的底部有平面方便置於垃圾桶；
但現在的指定垃圾袋卻是參考台灣的設計，他們多
是將垃圾袋掛牆，較少套入垃圾桶。」他期望，環
保署可按港人習慣，改善垃圾袋設計，讓垃圾袋可
盛載最多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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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陳廣盛）環保署早前在本港7

個屋苑進行試點計劃，分開3種方式模擬徵費，當中5個屋苑需

「見真章」，會以「按戶按袋收費」，即住戶要自費購買指定

垃圾袋。然而，「收費」至

今已逾1個月，試驗效果並

不理想，因為有參與屋

苑免費向住戶派發指定

垃圾袋，令數據的參考

價值成疑；而自費購買

的屋苑，其參與率又只有

三成至四成。有環保組織指

出，參與率至少需達60%，數據

才有參考價值，認為政府有需要加

強宣傳和教育工作，否則這個計劃

將變得毫無意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羅繼盛）可持
續發展委員會去年9月就香港推行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展開了
為期4個月的公眾諮詢，就
收費水平和機制諮詢公眾。
文件提出「按住戶的廢物體

積」、「按整座樓宇的廢物重量」和
「按整座樓宇的廢物體積」等收費模
式，諮詢公眾意見。

3方案試行半年
環保署於今年4月則推出「都巿固

體廢物收費試點計劃」，共有7個本港
屋苑參與，包括淘大花園、柴灣邨、
真善美村、藍灣半島、廣田邨、德田
邨及逸樺園，估計參與的住戶共約一
萬戶。試點計劃為期6個月，首月先進
行基線調查，其後會按自行選擇的按
量收費方案試驗5個月。
環保署早前表示，已委聘承辦商為

參與屋苑提供所需的技術支援，包括
加強回收支援設施、免費提供指定垃
圾袋、量度每日廢物棄置量和回收
量、監察屋苑內的循規情況、分析及
報告廢物量和模擬收費走勢，並進行
相關宣傳教育和意見調查等。環保署
將於試點計劃結束後撰寫報告，總結
測試成果和經驗，並向可持續發展委
員會匯報最新進展，以便委員會就實
施細節制訂具體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據政府統
計，棄於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中有多達
36%為廚餘。淘大花園展開「都巿固體廢
物收費試點計劃」同時，亦開始推行廚餘
回收計劃，鼓勵屋苑居民將廚餘分類回
收，並將產生的化肥用於屋苑內種植農作
物，以減少廢物處理量。不過，淘大花園
批評政府的屋苑廚餘機資助計劃未有隨科
技發展更新條款和規格，他們最後要自行
尋找贊助。

獲機構贊助 租新廚餘機
淘大花園早前獲得機構贊助，租用廚餘

機9個月推行「廚餘回收大行動」。廚餘
機採用較新的半真空技術，將廚餘的水分
蒸發並作發酵。廚餘機每日的廚餘處理量
為100公斤，並產成約20公斤的化肥，用
於屋苑內所種植物。
居於N座的陳太表示，她每晚會將2小
袋廚餘拿到廚餘收集點棄置，再到平台料
理她所種植的粟米和葱。她指，參加廚餘
回收後已沒以前般浪費，垃圾棄置量比以

前減少達一半，但廚餘需要放在雪櫃內暫
存，以免屋內存在異味。

體驗種植艱辛 學懂惜食
每周有兩晚到屋苑向住戶介紹種植技巧

的環創社陳先生表示，希望活動可讓市民
了解回收廚餘如何產生化肥，並用作種植
農作物。而粟米等農作品售價雖然低，但
種植需時2個月至3個月才有收成。參加者
在種植時可體驗當中的艱辛，懂得珍惜食
物，減少浪費。現時參加住戶已達70多
人，期望日後可增至120人。
淘大花園業主委員會聯會主席葉興國表

示，活動至今進行不足一個月，每晚所收
集的廚餘量已由早期的20多公斤，增加至
現時約70公斤。而以廚餘機每日最高處理
量的100公斤計算，每年就有36.5噸廚餘
免於棄置堆填區。

政府廚餘機不適合高密度住宅
雖然政府於2011年透過「環境及自然保

育基金」撥款5,000萬元，推出「屋苑廚餘

循環再造項目」，資助屋苑設
置廚餘機，但葉興國批評，資
助計劃要求所用的廚餘機，需
要屋苑有密封的房間，而在地
發酵的時間亦長達3星期至4星
期，並不適合本港住宅密度高
的情況，而計劃亦未有隨科技
發展更新條款和規格。他早前
向計劃申請使用較新技術的廚餘機，但申
請達9個月仍未獲批，最後決定放棄資
助。
環保署則回應指，署方提供廚餘機的技

術規格樣本以協助屋苑制定招標文件，而
技術規格樣本根據本港的實際情況制定，
包括廚餘機的處理量、堆肥質量及有關標
準、氣味處理設施及其他有關要求。而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的「屋苑廚餘循
環再造項目」，至今收到79個申請，並批
出約3,900萬元予39個屋苑，當中11個已
安裝設施並正在運行，涉及資助額約1,000
萬元，其餘獲批屋苑正處於籌備階段；有3
個獲批屋苑則因其個別考慮而退出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羅繼盛、陳
廣盛）對於試點計劃開展首月以
來，試驗「按戶按袋」令住戶使用
指定垃圾袋只有三成至四成參與
率，有早前亦試驗廢物徵費的環團
認為，反映計劃推行得不太理想，
建議當局應加強宣傳和跟進工作，
提高住戶使用指定垃圾袋的比率至
少達60%，數據才有參考價值。環
團又指，政府推動試驗「按戶按
袋」的屋苑應涉及收費元素，讓住
戶對指定垃圾袋「珍而重之」，否
則做不到推行廢物徵費的效果。

七成戶買袋
僅四成戶用

淘大花園試驗廢物徵費首月，試
行「按戶按袋」的住戶雖有70%已
購買指定垃圾袋，但指定垃圾袋使
用率只有三成至四成。綠領行動總
幹事何漢威表示，綠領行動和香港
地球之友去年底曾在大角咀一座新
式單幢私人住宅進行一個月的廢物
徵費試驗計劃，其參與率都有近九
成；淘大花園卻不足一半，顯示大
部分居民雖有興趣參與計劃，但卻
未有實際使用，情況不太理想。
何漢威認為，政府應確保參與率

至少達到60%，才可看清楚市民的
反應、物業所面對的情況，以及回
收配套等問題。當局亦應加強宣傳
和跟進工作，包括可效法他們向未
有使用指定垃圾袋的住戶發出提
示，或面對面向住戶作出提醒。

未「珍而重之」
扔垃圾不「肉赤」

他又指，他們早前的試驗計劃雖

未有透過「買袋」而推行，但卻以
回贈形式，住戶可憑用剩的指定垃
圾袋換取現金。他認為，當局若花
長時間推行試點計劃，應考慮周詳
和改善與屋苑溝通，讓屋苑願意以
「買垃圾袋」形式試驗「按戶按
袋」收費。試驗若涉及金錢，參與
住戶便會對垃圾袋「珍而重之」，
棄置垃圾時會有「肉赤」的感覺，
從而會用盡方法去減廢；否則若市
民不覺得垃圾袋有價值，就做不到
推行廢物徵費的效果。

環署密切留意
鼓勵居民參與

面對參與率偏低的問題，環保署
發言人強調，署方沒有規定承辦商
的支援工作必須令參與屋苑達到某
些指標，但我們會持續留意試點計
劃推行的最新情況，以安排合適的
環保教育宣傳活動，鼓勵有關屋苑
的居民積極參與。
發言人又說，現階段廢物按量收

費仍未進入立法階段，因此試點計
劃中的模擬收費並沒有附帶任何強
制性的限制或規定。不過，透過收
集的廢物量及估算模擬收費的金
額，亦能反映參與住戶行為上的改
變和計劃的運作情況，因此仍有相
當的參考價值。

德田邨已展開正式測試
發言人補充，試點計劃目前運作

良好，而德田邨已於7月1日開展正
式測試，廣田邨和柴灣邨亦開展了
基線調查。署方會繼續透過新聞發
布等途徑，不時向公眾人士提供試
點計劃最新情況的資料。

固廢收費試點
7屋苑參與

淘大回收廚餘 嘆當局資助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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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委聘的清潔公司每晚會統計環保署委聘的清潔公司每晚會統計
試點樓宇有否使用指定垃圾袋試點樓宇有否使用指定垃圾袋，，以作以作
紀錄紀錄。。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攝

■■多個試驗多個試驗「「按戶按量按戶按量」」收費的屋苑收費的屋苑
免費向住戶提供指定垃圾袋免費向住戶提供指定垃圾袋，，影響計影響計
劃的參考性劃的參考性。。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陳太表示陳太表示，，參加廚參加廚
餘回收後已沒以前般餘回收後已沒以前般
浪費浪費。。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葉興國批評葉興國批評，，政府的廚餘機資政府的廚餘機資
助計劃未有隨科技發展更新條款助計劃未有隨科技發展更新條款
和規格和規格。。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陳先生希望廚餘陳先生希望廚餘
回收令人懂得珍惜回收令人懂得珍惜
食物食物。。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淘大花園除參與廚餘回收淘大花園除參與廚餘回收，，
亦可將廚餘產生的化肥亦可將廚餘產生的化肥，，在屋在屋
苑內種植蔬果苑內種植蔬果。。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葉太以往只回收廢紙葉太以往只回收廢紙，，
現時也會將廚餘現時也會將廚餘、、膠樽等膠樽等
作回收處理作回收處理。。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麥先生表示麥先生表示，，試點計劃試點計劃
展開後展開後，，他也特意壓小垃他也特意壓小垃
圾的體積圾的體積。。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梁先生表示梁先生表示，，希望今次希望今次
活動讓大眾提升垃圾分類活動讓大眾提升垃圾分類
的意識的意識。。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