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築廢物建築廢物處置處置收費收費計劃計劃

帳戶申請講座帳戶申請講座



新界東南堆填區新界東南堆填區
((將軍澳將軍澳))

1995 1995 年年 2005 2005 年年





收費計劃收費計劃簡介會簡介會
((於於 2005 2005 年年 10 10 月及月及 11 11 月間舉行月間舉行))

政府公務員培訓處政府公務員培訓處

((政府工務部門及政府工務部門及

其他其他部門部門))

環境保護署辦事處環境保護署辦事處

((業界業界))

土木工程拓展署辦事處土木工程拓展署辦事處

((業界業界))



收費計劃收費計劃簡介會簡介會
((於於 20052005 年年 1010 月月 及及 1111 月間舉行月間舉行))

參與業界團體參與業界團體 / / 公司公司

建造工程承判商建造工程承判商
物業管理公司物業管理公司

裝修及室內設計裝修及室內設計
公司公司

清潔公司清潔公司

運輸商運輸商

政府部門政府部門

其他公司其他公司



內容內容::

收費收費計劃的背景計劃的背景

重要日期及事項重要日期及事項

申請開立帳戶申請開立帳戶

運作程序運作程序

繳交繳交費費用用

宣傳資料宣傳資料

收費計劃收費計劃簡介會簡介會
((於於 20052005 年年 10 10 月月 及及 11 11 月間舉行月間舉行))



宣傳宣傳活動活動

電台及電視廣播電台及電視廣播

宣傳單張及海報宣傳單張及海報

專業團體及商會刊物專業團體及商會刊物

環境保護署網頁環境保護署網頁

收費計劃收費計劃簡介會簡介會



單張單張(I)(I)



單張單張(II)(II)



單張單張(III)(III)



海報海報(I)(I) 海報海報(II)(II)



帳戶申請講座帳戶申請講座

1111 月月 1515 日日 ((二二)) 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

1111 月月 18 18 日日 ((五五)) 大埔文娛中心演奏廳大埔文娛中心演奏廳

12 12 月月 88 日日 ((四四)) 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

12 12 月月 1717 日日 ((六六)) 屯門大會堂文娛廳屯門大會堂文娛廳



重要日期重要日期

帳戶種類帳戶種類

申請開立帳戶申請開立帳戶

運作程序運作程序

繳交費用繳交費用

建建築廢物處置築廢物處置收費收費計劃計劃
帳戶申請講座帳戶申請講座



建建築廢物處置築廢物處置收費收費計劃計劃

重要日期重要日期



建築廢物建築廢物處置處置收費收費計劃有關法例計劃有關法例

廢物處置條例廢物處置條例 ((第第 354 354 章章))

廢物處置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例規例
((第第 354N 354N 章章))

廢物處置廢物處置((指定指定廢物處置廢物處置設施設施))規例規例
((第第 354L 354L 章章))

法例的生效日期法例的生效日期
已刊登於已刊登於 22005005 年年 99 月月 1616 日的政府憲報日的政府憲報



政府憲報政府憲報



實施日期實施日期
((刊登在憲報刊登在憲報))

2005 2005 年年 12 12 月月 1 1 日日 環境保護署開始辦理環境保護署開始辦理
帳戶申請。帳戶申請。

2006 2006 年年 1 1 月月 20 20 日日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開建築廢物處置收費開
始，而由該日起，任始，而由該日起，任
何人士在使用廢物處何人士在使用廢物處
置設施處置建築廢物置設施處置建築廢物
前，必須開立帳戶。前，必須開立帳戶。



建建築廢物處置築廢物處置收費收費計劃計劃

帳戶種類帳戶種類



帳帳戶種類戶種類

繳費帳戶繳費帳戶

100100萬元或以上工程合約帳戶萬元或以上工程合約帳戶

少於少於100100萬元工程合約帳戶萬元工程合約帳戶

((及一般建築廢物處置安排及一般建築廢物處置安排))



20052005 年年 1212 月月 1 1 日開始日開始

100100萬元或以上工程合約帳戶萬元或以上工程合約帳戶

承辦價值承辦價值100100萬元或以上建造萬元或以上建造
工程合約的主要承判商工程合約的主要承判商，必，必
須為有關合約開立專用的繳須為有關合約開立專用的繳
費帳戶。費帳戶。主要主要承判商必須在承判商必須在
合約批出後合約批出後 2121天天內申請，否內申請，否
則即觸犯法例。則即觸犯法例。



根據根據廢物處置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規例規例 ((第第 9(3)9(3) 條條) ) ，，主要承判商主要承判商
(main contractor)(main contractor) 指直接與土地擁指直接與土地擁
有人或佔用人，或與該擁有人或佔有人或佔用人，或與該擁有人或佔
用人的代理人或核准建築師、測量用人的代理人或核准建築師、測量
師或工程師訂立合約，以便為該擁師或工程師訂立合約，以便為該擁
有人或佔用人進行任何建造工程的有人或佔用人進行任何建造工程的
人。人。



少於少於100100萬元工程合約帳戶萬元工程合約帳戶

((及一般建築廢物處置安排及一般建築廢物處置安排))

任何人士，例如進行工程的任何人士，例如進行工程的業主業主
或其承判商，均可開立繳費帳或其承判商，均可開立繳費帳
戶，負責建築廢物的處置安排，戶，負責建築廢物的處置安排，
該等帳戶可用於多個各價值少於該等帳戶可用於多個各價值少於
100100萬元的建造工程合約萬元的建造工程合約。。



豁免繳費帳戶豁免繳費帳戶

在在 2005 2005 年年 12 12 月月 1 1 日前日前已經已經
批出或截標的建造工程合批出或截標的建造工程合
約，約，可可就該合約就該合約申請豁免繳申請豁免繳
費，而豁免繳費帳戶費，而豁免繳費帳戶的的申請申請
須於須於 2005 2005 年年 12 12 月月 22 22 日日 或或
之前之前提交提交 。。



建建築廢物處置築廢物處置收費收費計劃計劃

申請開立帳戶申請開立帳戶



索取申請表索取申請表

遞交申請遞交申請

帳戶批核帳戶批核

計算按金計算按金

繳交按金繳交按金

於辦事處領取於辦事處領取
「「載運入帳票載運入帳票」」

郵遞收取「郵遞收取「載運入載運入
帳票帳票」」((2020張或以下張或以下))

如同時申請如同時申請
「「載運入帳票載運入帳票」」

通知書通知書

通知書通知書

豁免繳費帳戶豁免繳費帳戶
毋需繳交按金毋需繳交按金

通知書通知書
通知書通知書





索取申請表索取申請表

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署

總辦事處總辦事處 ((灣仔稅務大樓灣仔稅務大樓)) 區域辦事處區域辦事處((南南) () (鰂魚涌鰂魚涌))

修頓中心辦事處修頓中心辦事處 ((灣仔灣仔)) 區域辦事處區域辦事處((西西) () (荃灣荃灣))

長沙灣政府合署辦事處長沙灣政府合署辦事處 區域辦事處區域辦事處((北北) () (沙田沙田))

區域辦事處區域辦事處((東東) () (九龍灣九龍灣)) 廢物設施組辦事處廢物設施組辦事處 ((西環西環))

土木工程拓展署土木工程拓展署

填料管理部填料管理部 ((何文田何文田))



帳戶帳戶申請表申請表

表格表格 11 表格表格 33表格表格 22



表格表格 11
100100萬元或以上工程合約帳戶萬元或以上工程合約帳戶



個別人士個別人士

香港堅尼地城域多利道88號2樓西翼

1234XXXX 8765XXXX 9123XXXX

ABC XXX Co. Ltd.
ABC XXX 有限公司

B  7 6 5 X X X X

公司公司

mail@xxx.com
XX街33號8樓A室



香港柴灣新業街XX號

1/3/2006

XX/12345

YY平整工程

$ 10,000,000 

15/3/2006

30/6/2006



30



所需文件及資料所需文件及資料

香港身分證香港身分證或或

商業登記證商業登記證的副本的副本

地址證明地址證明的副本的副本

工程合約有關部份工程合約有關部份

的副本的副本



表格表格 22
少於少於100100萬元工程合約帳戶萬元工程合約帳戶

((及一般建築廢物處置安排及一般建築廢物處置安排))



香港堅尼地城域多利道88號2樓西翼

1234XXXX 8765XXXX 9123XXXX

ABC XXX Co. Ltd.
ABC XXX有限公司

B  7 6 5 X X X X

mail@xxx.com
XX街33號8樓A室

公司公司



所需文件及資料所需文件及資料

香港身分證香港身分證或或

商業登記證商業登記證的的

副本副本

地址證明地址證明的的

副本副本

30



表格表格 33
豁免繳費帳戶豁免繳費帳戶



香港堅尼地城域多利道88號2樓西翼

1234XXXX 8765XXXX 9123XXXX

ABC XXX Co. Ltd.
ABC XXX 有限公司

B  7 6 5 X X X X

mail@xxxx.com
XX街33號8樓A室

公司公司



屯門順達街XX號

1/10/2005

XY/123/56

XX村8號建造工程

$ 5,000,000 

1/11/2005

31/3/2006

5

30



6



所需文件及資料所需文件及資料

香港身分證香港身分證 或或

商業登記證商業登記證的副本的副本

地址證明地址證明的副本的副本

工程合約有關部份工程合約有關部份

的副本的副本



申請指南申請指南

填寫申請表格填寫申請表格

遞交申請遞交申請((連同所需文件副本連同所需文件副本))

申請期限申請期限

申請及領取「申請及領取「載運入帳票載運入帳票」」



A.A. 基本條款基本條款
如有違反任何基本條款，有關帳戶如有違反任何基本條款，有關帳戶
可被撤銷。例如：可被撤銷。例如：

該帳戶該帳戶只只適用適用於申請中指明的建造於申請中指明的建造
工程合約所產生的建築廢物。工程合約所產生的建築廢物。

如如提供的資料有所變更，帳戶戶主提供的資料有所變更，帳戶戶主
須盡快以書面須盡快以書面通通知環境保護署。知環境保護署。

帳戶戶主須在繳費到期日前繳付帳戶戶主須在繳費到期日前繳付建建
築廢物處置築廢物處置費費用用。。



B.B. 使用條款使用條款
如某一載量的建築廢物在送交時，如某一載量的建築廢物在送交時，
並無按照「使用條款」的規定，將並無按照「使用條款」的規定，將
不會獲處置設施不會獲處置設施接收接收。例如：。例如：

「「載運入帳票載運入帳票」上必須填寫各項所」上必須填寫各項所
需需資料方可使用資料方可使用。。

不應使用損毀或塗改的「不應使用損毀或塗改的「載運入帳載運入帳
票票」。」。

不得混有建築廢物處置設施不會接不得混有建築廢物處置設施不會接
收的其他廢物。收的其他廢物。



例如：例如：

遺失「遺失「載運入帳票載運入帳票」須立即通知」須立即通知
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署。

帳戶結束時，帳戶戶主須將所有帳戶結束時，帳戶戶主須將所有
未經使用的未經使用的 「「載運入帳票載運入帳票」交還」交還

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署。

如以電郵方式收取建築廢物交收如以電郵方式收取建築廢物交收
資料，將不再另行郵寄資料，將不再另行郵寄。。

C.C. 一般資料一般資料





遞交申請方法遞交申請方法

將已填妥的申請將已填妥的申請
表格，連同所需表格，連同所需
文件交回指定辦文件交回指定辦
事處；事處；或或

寄回環境保護署寄回環境保護署
-- 廢物設施組。廢物設施組。



確認收據確認收據

遞交申請後會獲發確認收據。遞交申請後會獲發確認收據。





批核通知書批核通知書

成功申請的帳戶將會收到批核通成功申請的帳戶將會收到批核通
知書。知書。



100100萬元或以上萬元或以上

工程合約帳戶工程合約帳戶

少於少於100100萬元萬元

工程合約帳戶工程合約帳戶

((及一般建築廢物及一般建築廢物
處置安排處置安排))

豁免繳費豁免繳費

帳戶帳戶

繳付繳付
按金按金
($)($)

「載運入帳票」「載運入帳票」



「「載運入帳票載運入帳票」」按金按金

100100萬元或以上工程合約帳戶萬元或以上工程合約帳戶

每帳戶按金最少每帳戶按金最少 $15,000 $15,000 ，，
可發可發 200 200 張「張「載運入帳載運入帳
票」，額外的入帳票按金，票」，額外的入帳票按金，
每張每張 $75$75。。



少於少於100100萬元工程合約帳戶萬元工程合約帳戶
((及一般建築廢物處置安排及一般建築廢物處置安排))

「「載運入帳票」按金，載運入帳票」按金，

每張每張 $300$300。。

只使用離島廢物轉運設施的帳戶只使用離島廢物轉運設施的帳戶

「「載運入帳票」按金，載運入帳票」按金，

每張每張 $75$75。。

「「載運入帳票」載運入帳票」按金按金 ((續續))



繳繳付付按金按金

接獲按金繳費通知書後，繳付所接獲按金繳費通知書後，繳付所
需費用。需費用。((不適用於豁免繳費帳不適用於豁免繳費帳

戶及未有申請「戶及未有申請「載運入帳票載運入帳票」的」的
繳費帳戶繳費帳戶))



領取領取「載運入帳票」「載運入帳票」
在確認已繳付按金後，申請人將在確認已繳付按金後，申請人將
接獲取票通知書，申請人須於一接獲取票通知書，申請人須於一
個月內往取票通知書上指定辦事個月內往取票通知書上指定辦事
處領取處領取「載運入帳票」「載運入帳票」 。。



以郵遞方式收取「以郵遞方式收取「載運入帳載運入帳
票票」後」後 (20(20張或以下張或以下))，申請人，申請人
須致電確認收妥。於電話確認須致電確認收妥。於電話確認
的兩個工作天後方可使用。的兩個工作天後方可使用。

環境保護署
2872 1854

郵遞收取郵遞收取「載運入帳票」「載運入帳票」



建築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收費計劃計劃

運作運作程序程序





每每一載量的一載量的建築廢物建築廢物須用一須用一張張
「載運入帳票」「載運入帳票」



甲部份：甲部份：
帳戶存根帳戶存根

乙乙部份：部份：
運輸商運輸商存根存根

丙丙部份：部份：
政府存根政府存根



指定指定建築建築廢物處置設施廢物處置設施

圖例：

公眾填料接收設施

篩選分類設施

堆填區

離島廢物轉運設施

N



建築廢物建築廢物處置設施處置設施
可接收的建築廢物種類可接收的建築廢物種類及及收費收費

公衆填料接收設施公衆填料接收設施 ((每公噸收費每公噸收費 $27)$27)
每一載量每一載量完全完全由由惰性惰性建築廢物建築廢物組成組成

篩選分類設施篩選分類設施 ((每公噸收費每公噸收費 $100)$100)
每一載量每一載量含有按重量計含有按重量計多於多於 50%50% 的惰性建的惰性建
築廢物築廢物

堆填區堆填區 ((每公噸收費每公噸收費 $125)$125)
每一載量每一載量含有按重量計含有按重量計不多於不多於 50%50% 的惰性的惰性
建築廢物建築廢物

離島廢物轉運設施離島廢物轉運設施 ((每公噸收費每公噸收費 $125)$125)
每一載量每一載量含有含有任何百分比任何百分比的惰性建築廢物的惰性建築廢物



廢物處置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例規例
(( 附表附表 55))

惰性惰性建築廢物建築廢物 ::

石塊、瓦礫、大石、土、泥、石塊、瓦礫、大石、土、泥、
沙、混凝土、瀝青、磚、沙、混凝土、瀝青、磚、 瓦、瓦、
砌石或經使用的膨潤土。砌石或經使用的膨潤土。



建築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收費計劃計劃

繳交繳交費費用用
((豁免繳費帳戶除外豁免繳費帳戶除外))



月結單月結單



郵寄付款郵寄付款

親身付款親身付款

透過繳費靈付款透過繳費靈付款

透過互聯網付款透過互聯網付款





其他申請表格其他申請表格

((供現有帳戶使用供現有帳戶使用))



申請「申請「載運入帳票載運入帳票」」

繳費帳戶因應所繳費帳戶因應所
申請的「申請的「載運入載運入
帳票帳票」數目，可」數目，可
能須繳付額外的能須繳付額外的
按金。按金。

豁免繳費帳戶須豁免繳費帳戶須
更新已提供相關更新已提供相關
資料。資料。



更改帳戶資料更改帳戶資料

提供的資料如有提供的資料如有
變更，帳戶戶主變更，帳戶戶主
須盡快以書面形須盡快以書面形
式式通通知環境保護知環境保護
署。署。



結束結束或恢復帳戶或恢復帳戶

結束結束帳戶帳戶：：

須交回未使用的須交回未使用的

「「載運入帳票載運入帳票」」

恢復帳戶：恢復帳戶：

須清繳所有的處須清繳所有的處

置費用置費用



建築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收費計劃計劃

總結總結



總結總結
2005 2005 年年 12 12 月月 1 1 日開始日開始

環境保護署開始辦理帳戶申請環境保護署開始辦理帳戶申請::

100100萬元或以上工程合約帳戶萬元或以上工程合約帳戶

承辦價值承辦價值100100萬元或以上萬元或以上建造工建造工
程合約的主要承判商，必須為有程合約的主要承判商，必須為有
關合約開立專用的繳費帳戶。主關合約開立專用的繳費帳戶。主
要承判商必須在合約批出後要承判商必須在合約批出後 2121
天天內申請，否則即觸犯法例。內申請，否則即觸犯法例。

少於少於100100萬元工程合約帳戶萬元工程合約帳戶
((及一般建築廢物處置安排及一般建築廢物處置安排))



合乎資格的建造工程合約，合乎資格的建造工程合約，可可
於於 2005 2005 年年 12 12 月月 22 22 日或之前日或之前
提交提交豁免繳費帳戶豁免繳費帳戶的申請。的申請。

總結總結 ((續續))



總結總結 ((續續))

20062006 年年 1 1 月月 20 20 日開始日開始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開始，而由該建築廢物處置收費開始，而由該

日起，任何人士在使用廢物處置日起，任何人士在使用廢物處置

設施處置建築廢物前，必須開立設施處置建築廢物前，必須開立

帳戶帳戶。。



總結總結 ((續續))

申請表格已上載於環境保護署網頁申請表格已上載於環境保護署網頁
內，同時亦可透過傳真或親臨辦事內，同時亦可透過傳真或親臨辦事
處索取處索取((申請人亦可自行影印表格申請人亦可自行影印表格
使用使用))。。

將填妥的申請表格連同所需文件放將填妥的申請表格連同所需文件放
入信封內寄回或交回入信封內寄回或交回。。

如有需要，帳戶可同時申請如有需要，帳戶可同時申請「「載載運運
入帳票」入帳票」 。。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
Construction Waste Disposal Construction Waste Disposal 

Charging SchemeCharging Scheme

公眾公眾填料填料接收設施接收設施
接收標準接收標準

Materials Acceptable Criteria Materials Acceptable Criteria 
at Public Fill Reception Facility at Public Fill Reception Facility 

(PFRF)(PFRF)



公眾填料接收設的接收標準公眾填料接收設的接收標準
Acceptance Criteria in Public Fill Acceptance Criteria in Public Fill 

Reception FacilitiesReception Facilities
根據根據《《廢物處置廢物處置((指定廢物處置設施指定廢物處置設施))規例規例》》附表附表 22
In accordance with Schedule 2 of the Waste In accordance with Schedule 2 of the Waste 
Disposal (Designated Waste Disposal Facility) Disposal (Designated Waste Disposal Facility) 
RegulationRegulation

完全由惰性建築廢物組成的建築廢物。完全由惰性建築廢物組成的建築廢物。((即佰份佰即佰份佰
惰性建築廢物惰性建築廢物))
Construction waste consisting entirely of inert Construction waste consisting entirely of inert 
construction waste ( i.e. 100% inert construction waste).construction waste ( i.e. 100% inert construction waste).

按實際可行為原則，接收標準將以傾卸泥土執照按實際可行為原則，接收標準將以傾卸泥土執照
內之條件作指引。內之條件作指引。
On On ‘‘practically possiblepractically possible’’ basis, the condition in dumping basis, the condition in dumping 
licencelicence is used as guideline for material acceptance.is used as guideline for material acceptance.



使用公眾填料接收設施的先使用公眾填料接收設施的先決決條件條件
Prerequisite in using Public Fill Prerequisite in using Public Fill 

Reception FacilitiesReception Facilities

有效傾卸泥土執照有效傾卸泥土執照
Valid Dumping LicenceValid Dumping Licence
傾卸載運票傾卸載運票 ((政府合約政府合約))
Disposal Delivery Form Disposal Delivery Form 
(Government Contracts)(Government Contracts)
載運入帳票載運入帳票
ChitChit



合適物料合適物料

Suitable MaterialsSuitable Materials

a.a. 泥土泥土

earthearth

b.b. 建築碎料建築碎料

building debrisbuilding debris

c.c. 碎石和混凝土碎石和混凝土

broken rock and concretebroken rock and concrete



不不合適物料合適物料
Unsuitable MaterialsUnsuitable Materials

海泥海泥 marine mudmarine mud
塘泥塘泥 pond mudpond mud
家居垃圾家居垃圾 household refusehousehold refuse
塑膠塑膠 plasticplastic
金屬金屬 metal metal 
工業和化學廢料工業和化學廢料

industrial and chemical wasteindustrial and chemical waste
動植物動植物 animal and vegetableanimal and vegetable



不適當物料不適當物料 ((海泥、塘泥海泥、塘泥))
MATERIALS NOT ACCEPTABLE (Marine Mud and Pond Mud)MATERIALS NOT ACCEPTABLE (Marine Mud and Pond Mud)

Marine Marine 
Mud and Mud and 

Pond MudPond Mud



不適當物料不適當物料 ((垃圾垃圾))
MATERIALS NOT ACCEPTABLE (Refuse)MATERIALS NOT ACCEPTABLE (Refuse)



不適當物料不適當物料 ((塑膠塑膠 、橡膠、橡膠))
MATERIALS NOT ACCEPTABLE (Plastic and Rubber)MATERIALS NOT ACCEPTABLE (Plastic and Rubber)



不適當物料不適當物料 ((金屬金屬))
MATERIALS NOT ACCEPTABLE (Metals)MATERIALS NOT ACCEPTABLE (Metals)



不適當物料不適當物料 ((植物植物))
MATERIALS NOT ACCEPTABLE (Vegetable Matter)MATERIALS NOT ACCEPTABLE (Vegetable Matter)



合適物料合適物料
Suitable MaterialsSuitable Materials



公眾填料接收設施內的檢查及監察公眾填料接收設施內的檢查及監察
Checking and Monitoring in PFRFChecking and Monitoring in PFRF

隨機抽查隨機抽查

Random CheckingRandom Checking

使用閉路電視在傾卸點監察及錄影使用閉路電視在傾卸點監察及錄影

CCTV monitoring and recording at CCTV monitoring and recording at 
loading pointloading point



多謝多謝



查詢查詢

2838 31112838 3111

enquiry@epd.gov.hkenquiry@epd.gov.hk

其他資料其他資料

www.epd.gov.hkwww.ep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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