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電一腦」徵費 買賣方仍懵然
銷售商指「計劃」欠指引 憂有灰色地帶

「四電一腦」環保徵費尚

有個多星期實施，在「廢電

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下，消費者購買

相關產品時，電器供應商須向政府繳付循環再

造徵費由15元至165元不等，銷售商亦要安排

免費的法定除舊服務予消費者。不過，銷售商及

消費者至今對計劃一頭霧水，對於徵收方式及

安排有連串疑問，更有回收業人士直指計劃有灰

色地帶，部分小型回收商獲豁免不用領牌，恐

環保署方難以監管有效執法，與「轉廢為材」背

道而馳。 ■文/圖：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四電一腦
四電一腦包括：
冷氣機、雪櫃、洗衣機、電視機、電腦、打
印機、掃描器及顯示器

電器供應商：
向政府繳付循環再造徵費，每部電器徵費由
15元至165元不等

銷售商：
安排免費的舊電器除舊服務予消費者

其他回收途徑：
除銷售商外，市民可聯絡廢舊電器回收熱線
2676 8888，以及綠在區區項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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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香港回歸已經21周年，光陰
總是如白駒過隙，而這些年的變遷，也彷
彿就在剎那之間。

1997年的暑假，為了讓我們增長見識，
父親帶着我們來到香港觀光，儘管當時年
紀小，有些估摸着也是事後聽父輩們的描
述，然而初到香港的情景還是留下了一些
難忘的記憶。若讓我用一個字形容香港，
那必是「香」。當時的香港對我來說是無
法想像的，比內地任何地方都要發達，香
港電影是最好看的，香港明星是最紅的，
香港音樂聽起來都是最優美的。無論是燈

紅酒綠的五彩霓虹夜，還是高樓林立的璀
璨都市，香港是香的，如同港產片中看到
的一樣，繁華、洋氣。

然而，就我當時的觀察和朋友的旁
述，整個香港所彌漫的是一種很特殊的
氣氛。印象尤為深刻的是，當時的導遊
權哥表示，在接待完我們這一團之後便
要跟家人移民澳大利亞了。他身邊不少
朋友也都移民去了歐洲、加拿大，因為
他們擔心回歸之後香港繁榮不再，港人
生活方式會變，他們不知道香港還能不
能是那個「香」的港。是啊，誰能預
料，這之後的二十一年間，她要經受亞
洲金融風暴、全球經濟衰退的洗禮，要

直面非典、禽流感的考驗？可是 21 年的
鮮活現實卻給了答案，世界銀行發佈的
數據顯示，香港政治穩定、政府效能、
規管品質、社會法治、貪腐控制等方面
的指標，遠高於回歸前，香港依然繁榮
穩定，香港之「香」更勝往昔。

幸運的是，2016年12月，我有機會到香
港工作和生活，體驗到了一個真實的香
港。這裡既有西方文化的理性與科學，也
有東方文化的深沉與質感；這裡有着比以
往更匆忙的生活步調，路上行人的步伐、
熙來攘往的大街小巷，還有記憶中不絕於
耳的地道美食等等。每每搭乘地鐵的時
候，可以看到工作人員放置過渡板給行動

不便的市民，設置了警告音的紅綠燈，給
失明人士安全通過馬路提供了幫助。香港
的扶手電梯永遠被分成兩排，都讓人感受
到一份溫馨。香港的味道，如同香港的美
食，不但承傳着中國傳統，且受着西方文
化的影響，可說薈萃中外特色，是東方文
化與西方文化的交匯糅合，各有風味，各
有所長，形成了香港的美食大觀。

我始終相信，香港的「香」，絕非只有
香港美食的飯菜粥麵之香，有中央的大力
支持、有特區政府引領、有香港同胞的奮
鬥打拚，香港這顆東方明珠必將煥發出更
耀眼的光芒，美麗的紫荊花也將煥發迷人
的新「香」。

香港的「香」
人事部 陳逸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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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今年12月31日起，任何人貯存、處理、再加工或
循環再造電器廢物，須領取廢物處置牌照，至今

持牌收集商共3間。而若提供收集及運輸廢電服務，則
要另持相關牌照。

「蒐運」搶住做「拆解」投資大
「收集、運輸、處理廢電各申請一個牌，將一個過程砍

到支離破碎。」香港環保廢料再造業會長劉耀成批評環保
署申領牌照的做法，並稱牌照費過高，每個牌照收費約3
萬元，為期3年，對於小型回收商來說難以負擔。他估計
一般回收商只會申請收集和運輸兩個牌照。
「拆解及處理要有先進機器，投資大，最終可能會淘
汰小型回收商。」劉耀成稱新計劃存在灰色地帶，例如
回收場面積少於100平方米，或以「重用」名義回收廢
電，可獲豁免領牌，此舉易令不守規矩的回收商有機可
乘，違規處理廢電。因此，署方應釐清條例範圍，才可
有效監管業界運作。
「四電一腦」計劃如箭在弦，銷售商日後要向消費者提

供免費除舊服務及循環再造標籤。聯光無綫電器行負責人
李先生直指政府指引不清晰，至今仍弄不清循環再造徵費
會轉嫁予消費者，還是供應商的批發價已包含在內。承包
冷氣工程的他認為，條例推行在即，惟政府宣傳不足，目
前仍不清楚相關牌照申領程序，令小店措手不及。
港九勞工協會家電直銷店店長黃明昌則憂慮政府步伐
太快，回收場未必可全面配合。黃明昌稱曾到位於屯門
的歐綠保回收廠房送交廢電，來回車程連排隊需時4小
時。他擔心計劃實施後廢電量大增，回收廠房或更難負
荷，變相回收更費時。

市民擔心被雙重收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隨機訪問6名市民，其中5名均

不清楚「四電一腦」計劃內容，他們並不了解如何回收
舊家電。退休人士王先生擔心推行新計劃後會被雙重收
費，「原本將舊電器賣畀『收賣佬』都有幾十蚊回收
費，但之後分分鐘要畀兩次錢，好唔方便」。

「四電一腦」計
劃推出後，廢電回
收將集中在3間持
牌回收商包括「歐
綠保」、「億達」
及「齊合」，小型
回收商利潤相對減
少。綠惜地球環境
倡議總監朱漢強認
為，小型回收商若

可與大型持牌回收商均分利益，能增加
業界支持。相反，朱擔心該3間持牌回
收商在需求增加下，可能無法依時在數
日內上門除舊，引起市民不便。
綠色力量副主席文志森建議，政府可
先與相關回收商制定獎罰機制，若過了
回收期限要繳付罰款，而政府亦可運用
該筆罰款聘請後備回收公司。他提醒市
民要有心理準備，更換家電時，須預留
時間給回收商上門收走舊電器。
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則指，現時持牌回

收場只有3間大商戶，恐屆時未能應付
需要，促請政府盡快做好協調工作。

就回收商的豁免範圍被指
會令人有機可乘，環保署發
言人表示，若有關工序規模
小，不會對環境造成不良影
響，法例會有若干豁免，包
括在面積不超過100平方米
的地方或處所處理非化學廢
物的電器廢物，可毋須申領

廢物處置牌照。而貯存或擺放不超
過50立方米非化學廢物的電器廢物
和設於多層建築物的貯存場所，亦
會獲得豁免。
至於以「重用」舊電器為由避過

申領相關牌照，發言人稱，回收舊
電器「重用」商舖的運作與廢電器

處置設施不同，例如「重用」的舊
電器一般是完整及機能正常，可供
買家即時使用。而「重用」電器會
使用特定檢查工具，並不會將電器
廢物完全拆解。署方在調查期間，
會收集不同的證據，例如包裝及文
件記錄等，以決定某設施的工序屬
「重用」或「處置」。
發言人指出，法例容許銷售商可

選擇不同的收集者，並可在除舊服
務方案上指明最多5個收集者。
如果銷售商選用回收商歐綠保，

可在收到銷售商要求後的第四個工
作天上門收集。
根據法例，登記供應商未有定期

向環保署呈交循環再造徵費申報，
違者一經定罪，如屬首次定罪可處
罰款10萬元，再次定罪則可處罰款
20萬元。

本港共有3間持牌回收商處置
廢電，包括「歐綠保」、「億
達」及「齊合」，另外9宗牌照
申請仍在處理中。歐綠保為目前
最大的回收商，會於上水、觀
塘、黃竹坑、葵涌及元朗興建5

個區域收集中心。
由歐綠保營運位於屯門的WEEE

．PARK，處理廠房面積達37,000
平方呎及暫存倉庫面積達29,000平
方呎。其設計處理量為每年約
30,000公噸，約佔本港產生的廢棄

「四電一腦」總量的一半。
環保署發言人稱，巿民如需棄

置「四電一腦」，應把舊件交給
持牌回收商，或可致電環保署
「四電一腦」回收熱線 2676
8888，預約WEEE． PARK營辦
商上門收集，以確保舊件得到妥
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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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用」全拆有別 調查可蒐證據

WEEE．PARK可處理港半數舊件

■朱漢強倡小型回
收商可均分利益。

■回收業日後要申請相關牌照才可
進行處置廢電工作。

■劉耀成表示計
劃存灰色地帶。

■市民王生稱不
清楚計劃內容。

■李生對牌照申
請程序不知情。

■黃明昌擔心處理
舊電器會不便。 ■處理及拆解廢電需先進機器，小型回收商較難負擔投資成本。 資料圖片

■歐綠保位
於屯門的處
理廠房面積
達37,000平
方呎。

資料圖片

■香港的扶手電梯讓人感受到一份溫馨。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社交
媒體是香港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香港兒科醫學會及香港兒科基金
調查發現，部分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
的原因為「想做網紅」，有人每日上
線時間達9小時，但近70%受訪者都承
認會因為長時間在線而感到疲累，並
有不少人曾經受到網絡欺凌，專家建
議家長要及早教導子女如何使用社交
媒體，並要以身作則，減少在他們面
前使用手機。
香港兒科醫學會及香港兒科基金在5
月至6月訪問逾2,000名中小學生，發現
93%人都有使用社交媒體，當中32%人
更表示每日的上線時間達9小時，並有
78%人承認曾經在午夜12時後回覆訊
息。不過，68%人都表示會因為長期上
線而感到疲累，他們解釋疲累仍保持長

期上線不單是因為習慣，亦希望盡快回
覆訊息和擔心會錯過資訊。

有人想做「網紅」願放性感相
調查並發現，29%受訪學生曾使用社

交媒體進行直播，當中有36%人直言
希望成為網絡紅人，部分想成為「網
紅」的青年更表示不介意在社交媒體
分享私事或上載性感相片。
香港兒科醫學會前會長及香港兒科

基金秘書長王曉莉提醒，社交媒體有
機會為青少年帶來負面情緒，有關情
況更會隨年齡增長而惡化。
調查發現分別有51%及29%受訪中

小學生曾被網絡欺凌，而較喜歡自己
網上形象、會因沒有「Like」而感到不
安及較在意他人網上對自己評論的青
年亦有較大機會遇上網絡欺凌，他們

有機會因此出現空虛孤獨、有壓力、
憂鬱或自卑等負面情緒。
王曉莉指出，部分家長與青少年一
樣有沉溺玩手機或社交網絡的問題，
提醒家長要以身作則，避免成為子女
的壞榜樣。她認為利用社交媒體直播
是新趨勢，家長無法完全禁止，但中
小學生想成為網絡紅人只是想獲取關
注，相信家長在日常生活中多安排不
同活動可減低他們透過社交平台取得
信心或滿足感的機會。
香港兒科基金主席兼國際兒科醫學

會前會長陳作耘就指出，家長應及早
教導子女如何使用社交媒體，並訂下
使用時間及生活平衡的共識。他並敦
促政府盡快任命獨立而直接匯報給特
首的「兒童事務專員」，監督和評估
兒童健康政策的落實和施政情況。

近三成學生每日「迷網」9小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暑假期間學

生不用上課，不少家長都會為子女安排活動，充
實時間。有團體早前訪問逾500名家長，發現有
四成家長每星期為子女安排平均6小時或以上的
興趣班活動，逾兩成家長則安排每星期6小時以
上的補習及温習時間。團體指補習時數多少見仁
見智，但建議家長安排活動時多與子女溝通，重
視他們的意願，並宜把握與孩子相處機會，建立
良好親子關係。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在7月4日至7月12日期
間，訪問517名有子女就讀幼稚園、小學及中一
的家長。調查發現，超過八成半家長希望為子女
帶來開心暑假，但有一半人均對計劃暑期活動感
到壓力，當中以小學家長的壓力指數最高，最大
困難源於工作導致時間不足。
至於興趣班以及補習的時數安排，超過四成
家長每星期為子女安排平均6小時或以上的興趣
班活動，另有24％家長安排每星期6小時以上的

補習及温習時間。兩項數據以中一生家長比例較
高，半數為子女安排每星期6小時以上興趣班，
約三成則安排每星期6小時以上的補習及温習時
間。
調查並指，家長認為安排暑期活動主要原因

為「讓子女放鬆休息」，其次為「充實子女的時
間」及「提升子女的競爭力」，「促進親子關
係」只列第四。
學院董事余榮輝表示，明白家長工作忙碌，
但暑假學生在家時間增加，是建立親子關係的好
機會，建議家長把握機會與孩子相處，可讓孩子
嘗試幫助父母一些小事，例如是協助家務，令小
朋友感覺到自己對家庭的貢獻。
他又提醒，為子女安排過多活動或會構成壓

力，建議家長多尊重子女意願。如計劃無法讓孩
子如願，家長宜說明原因，這有助孩子理解他人
想法並調整自己的意見，將來與人相處時會更有
同理心。

補習時數無差 家庭溝通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