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A

香港推行生產者責任計劃的模式

按「污染者自付」原則，向新產
品徵收循環再造費，以支付生產
者責任計劃的運作成本。

$
由政府委聘生產者責任計劃承
辦商，統籌廢舊產品的收集，將
之交由合資格的回收商妥善處
理。

供應鏈持份者

新產品

廢舊產品

消費者

生產者責任計劃承辦商

政府 回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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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B

政府支援的玻璃回收計劃
	香港酒店業協會的「酒店業玻璃樽回收計劃」

這項由香港酒店業協會管理、環保署提供技術支援的計劃，於 2008 年 11 月中展開，旨在協助酒店
業減少廢物，並確保業內產生的玻璃樽以符合環保的方式處理。在 2012 ／ 2013 年，共 27 間酒店參
與並合資推行該計劃。截至 2012 年底，計劃已累計回收逾 2,400 公噸廢飲品玻璃樽，再造成為環保
地磚。

	匡智會的「玻璃樽回收行動」

匡智會得到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並在環保署提供專業意見下，於 2010 年 4 月開展此項計
劃。計劃兼具環保和社會服務元素，讓智障學員適度地參與回收工作。隨著計劃不斷擴展，現時服務
已覆蓋 48 個私人屋苑、15 間商業機構、15 個非政府組織和 26 個位於匡智會服務中心的回收點。截
至 2012 年底，該計劃已累計回收逾 1,000 公噸玻璃樽。

	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的「玻璃再生璀璨」計劃

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獲環保基金資助，於 2010 年 6 月推出「玻璃再生璀璨計劃」。該計劃主要覆蓋
灣仔和蘇豪區酒吧食肆林立的地方，以及在一些私人會所、屋苑和非政府組織等地方設置方便公眾的
回收點。截至 2012 年底，該計劃已累計回收逾 900 公噸廢飲品玻璃樽，再造成為玻璃砂，用作生產
環保地磚。

在東九龍公共屋邨推行的「玻璃樽源頭分類試驗計劃」

為測試在屋苑住宅回收玻璃樽的運作安排，環保署與香港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攜手合作，
於 2010 年 12 月推出此項試驗計劃。該計劃起初涵蓋 6個位於東九龍、由房委會管理的公共屋邨；
現時已擴展至東九龍區內所有公共屋邨，服務 125,000 戶、340,000 名居民。截至 2012 年底，該計
劃共累計回收逾 170 公噸玻璃樽。

沙田居民協會的「沙田玻璃顯生輝」計劃

沙田居民協會獲環保基金資助，於 2012 年 2 月推出「沙田玻璃顯生輝」計劃。此項比較近期才推出
的計劃主要服務沙田區的住宅屋苑、學校和部分食肆。截至 2012 年底，計劃已累計回收逾 45 公噸
廢玻璃，再造成為環保地磚。

註：
1.		除上述回收計劃，另有其他在個別社區推行的玻璃回收活動。舉例來說，為配合環保署逢周五、周六下午在南丫島設立的社區
回收推廣攤位，「活在南丫」自 2012 年 3 月起，與島上的食肆和酒吧合作收集玻璃樽，並送往社區回收推廣攤位。至 2012 年
底，已累計回收逾 50 公噸廢玻璃樽，再造成為環保地磚。

2.	截至 2012 年底，尚有另一項自願性玻璃回收計劃已經取得環保基金原則上的支持，但有關計劃仍未展開實質回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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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亞洲經驗：
以政府主導的模式

推動飲品玻璃樽回收

	 國家／地區	 推行年份	 												收集及處理	 							回收率	 					備註

1 日本 1997 製造商須達到指定回收目
標，並自行安排妥善處理回
收的飲品玻璃樽，循環再造；
或透過向一個基金支付費
用，以支持飲品玻璃樽的回
收工作，藉以履行有關責任

~95%
（截至2006年）

2 台灣 1997 製造商向一個政府基金支付
循環再造費，用以支持處理
廢玻璃樽的處理，以及其他
教育項目

~84%
（截至2008年）

3 南韓 2002 製造商自行安排回收以達到
指定回收目標，或透過向一
個基金支付費用，以支持飲
品玻璃樽的回收工作，藉以
履行有關責任

~70%
（截至2006年）

	法例規定製
造商須提供
易於循環再
造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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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廢玻璃物料(1)
在建造業的潛在應用
1.	 環保地磚	(2)(3)		 代替生產行人路磚所需的河沙及石料

2.	 環保隔牆磚	(3)	 代替生產隔牆磚所需的石料

3.	 填料	 在地盤平整工程、回填和填海工程中作填料之用	
	 	
4.	 玻璃瀝青 (4)	 代替鋪設路面所需的瀝青物料內的天然石料
	 	
5.	 排水沙層	(4)	 代替堆填區用作建構排水層的天然或再造石料，以便收集滲濾污水
	 	
6.	 水泥沙漿 (3)	 代替建築及裝修工程所用的水泥砂漿中的河沙

註：
1.	須經過適當處理程序以符合相關的技術規格。
2.	以碎玻璃生產環保地磚供建造工程使用，已在推行階段。
3.	具備在私人建造工程應用的潛力。
4.	須經進一步測試才可在工務工程應用。



附件  E
回應表格

第一部分 ( 註 )

這是 團體回應 （代表個別團體或機構意見），
個人回應 （代表個人意見），

（個人或機構名稱）
及 

（電話） （電郵）

註：
日後，政府可能會在討論或後續報告（不論公開或非公開）中，引述各界在回應這份諮詢文件時發表的意見。如有任何要求希望把全部或部分意見保密，我們會尊重有關意願。除非已就發表的意見提出保密要求，否則所有
收到的意見將不會作保密處理。

第二部分

具體諮詢問題

一、  在各類玻璃樽中，飲品玻璃樽數量最多，你贊成我們現在應該優先就飲品玻璃樽推展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嗎？ 

關於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現階段涵蓋飲品玻璃樽：

Annexes

十分不贊成 不贊成 沒意見 贊成 十分贊成

關於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下一階段才涵蓋食物 ／醬料玻璃樽：

十分不贊成 不贊成 沒意見 贊成 十分贊成

詳細意見：

二、  目前，根據《食物安全條例》（第 612 章），從事食物進口或分銷的人士，必須為註冊的食物進口商或分銷商。你認為應否向進口或分銷玻璃樽裝飲品作
本地飲用的註冊食物進口商及分銷商，徵收生產者責任計劃所需的循環再造費？還有什麼持份者可以作為循環再造費的徵收點？

十分不贊成 不贊成 沒意見 贊成 十分贊成

   我／我們認為沒有其他持份者可以作為徵收循環再造費的代理人。

      我／我們認為以下列出的持份者也可以作為徵收循環再造費的代理人。

詳細意見：

三、  作為一般消費者，你認為若飲品零售商能提供有關參與玻璃樽回收的資訊，會否對你有幫助？作為飲品零售商，向消費者提供相關的回收資訊會否有實際
困難？

一般消費者：

完全無幫助 無幫助 沒意見 有幫助 十分有幫助

飲品零售商：

   我／我們並沒有實際困難向消費者提供相關的回收資訊。

       我／我們有實際困難向消費者提供相關的回收資訊，詳情如下。

詳細意見：

四、  生產者責任計劃的一大原則，是確保耗用完的產品得以有效收集，並經過合乎環保的工序，循環再造成為有用物料。你認為發牌制度可以令廢飲品玻璃樽
的再造過程達至這目標嗎？

十分不贊成 不贊成 沒意見 贊成 十分贊成

詳細意見：

五、 你認為已設有妥善回收重用或再造計劃的飲品供應商應該可獲豁免徵收循環再造費嗎？還有哪些持份者應獲類似豁免？

十分不贊成 不贊成 沒意見 贊成 十分贊成

   我／我們認為沒有其他持份者應該獲豁免支付循環再造費。

        我／我們認為以下列出的持份者也應該獲豁免支付循環再造費。

詳細意見：

六、 你認為強制性飲品玻璃樽生產者責任計劃是否有需要引入堆填禁令？如有需要的話，應該如何優化當中運作安排，有效地實施有關規管？

十分不需要 不需要 沒意見 需要 十分需要

詳細意見：

第三部分

其他意見

~~ 多謝你的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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