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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1995 年年 2005 2005 年年



香港的香港的廢物廢物管理管理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



香港的香港的廢物廢物管理管理

固體廢物固體廢物

都市廢物都市廢物

家居家居

工商業工商業

建築建築廢物廢物



都市廢物都市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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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廢物處置重量都市廢物處置重量

家居廢物
7,010
(75.5%) 

工商業廢物
2,270
(24.5%) 

1.40
1.38 1.39 1.39

1.35

1.02

1.09
1.11

1.121.13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4 年: 每日9,280 公噸平均每人每日(公斤)

都市廢物都市廢物 家居廢物家居廢物



都市廢物回收

2004年回收率 : 40%2004年回收率 : 40%

處置處置
每日每日 9,2809,280公噸公噸
(60%)(60%)

回收回收
每日每日 6,2806,280公噸公噸
(40%)(40%)

34%

36% 36%

41% 4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0 – 2004年回收率2000 – 2004年回收率



回收物料種類回收物料種類

含鐵金屬
(42%)

其它金屬
(4%) 其它*

(4%)

塑膠
(12%)

* 其它 : 包括電器及電子用品,  
紡織品, 車胎, 玻璃和木材

出口循環再造
(91%) 

本地循環再造
(廢紙為主)
(9%) 

物料回收方式物料回收方式

2004年出口循環再
造物料帶來34億元
收益

都市廢物回收

紙張
(38%)



建築廢物建築廢物



建築廢物的產生建築廢物的產生重重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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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廢建築廢物物 (2000(2000--2004)2004)

約15%

(每日7,500公噸)

約85%

(每日40,000公噸)

用於填海工程

於堆填區處置



堆填區將於 6 至 10 年内填滿!



避免產生廢物

盡量減少廢物

再用/再造

可
取
程
度

可
取
程
度

廢物管理的基本原則廢物管理的基本原則

處理

棄置



建築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收費計劃計劃

背景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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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總結



建築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收費計劃計劃

背景背景



廢物產生者自付原則廢物產生者自付原則

鼓勵減少產生廢物及將廢物篩選分鼓勵減少產生廢物及將廢物篩選分
類類，，以便再用或循環再造以便再用或循環再造，，並並

可可善用堆填區資源善用堆填區資源

產產生生經經濟濟誘誘因因、、節省成本節省成本

向向廢物產生者廢物產生者收收回處置費用回處置費用

許許多多國國家經家經已已採採用用

美國、英國、加拿大、瑞典、美國、英國、加拿大、瑞典、

日本、新加坡等日本、新加坡等



建築廢物建築廢物處置處置收費收費有關法例有關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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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於立法會於 2005 2005 年年 1 1 月月 5 5 日通過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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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於立法會於 2005 2005 年年 1 1 月月 5 5 日通過修訂日通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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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條條))

建築廢物建築廢物 ((construction waste)construction waste)指指

建造工程建造工程所產生並已被扔棄所產生並已被扔棄((不論在被扔棄不論在被扔棄

之前是否經處理或堆存之前是否經處理或堆存))的物質、物體或東的物質、物體或東

西，但不包括從任何清除污泥、除淤或疏浚西，但不包括從任何清除污泥、除淤或疏浚

工程中移去的或該等工程所產生的任何污泥、工程中移去的或該等工程所產生的任何污泥、

隔濾物或物體隔濾物或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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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條條))
建造工程建造工程 ((construction work)construction work)指指

((a) a) 以下任何構築物或工程的建造、架設、安裝、重建、修葺、以下任何構築物或工程的建造、架設、安裝、重建、修葺、

維修維修((包括重新修飾及外圍清理包括重新修飾及外圍清理))、翻新、移去、改動、改、翻新、移去、改動、改

善、增建、拆除或拆卸善、增建、拆除或拆卸 --

((i)i) 任何建築物、大廈、牆壁、圍欄或煙囪，不論它們任何建築物、大廈、牆壁、圍欄或煙囪，不論它們

是否完全或部分在高於或低於地面之處建造；是否完全或部分在高於或低於地面之處建造；

((ii)ii) 任何道路、行車道、鐵路、電車軌道、纜道、架空任何道路、行車道、鐵路、電車軌道、纜道、架空

索道或渠道；索道或渠道；

((iii)iii) ……

(b) (b) 預備進行預備進行((a)a)段提述的任何作業所涉及的任何工作；或段提述的任何作業所涉及的任何工作；或

((c)c) 在與進行在與進行((a)a)或或((b)b)段提述的任何作業或工作有關連的情況下段提述的任何作業或工作有關連的情況下

使用機械、工業裝置、工具、用具及物料使用機械、工業裝置、工具、用具及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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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ert construction waste)inert construction waste)指指

石塊、瓦礫、大石、土、泥、沙、混凝土、石塊、瓦礫、大石、土、泥、沙、混凝土、

瀝青、磚、瀝青、磚、 瓦、砌石或經使用的膨潤土。瓦、砌石或經使用的膨潤土。



建築廢物應在哪裏處置建築廢物應在哪裏處置 ？？

惰性建築廢惰性建築廢物送往物送往
公衆填料接收設施公衆填料接收設施

鼓勵減少產生
廢物及將廢物
篩選分類，以
便再用或循環
再造

混合混合建築廢物送往建築廢物送往
篩選分類設施篩選分類設施//堆填區堆填區

((以惰性建築廢物成分作準則以惰性建築廢物成分作準則))

如工地沒有或不能進如工地沒有或不能進
行行廢物篩選分類廢物篩選分類



指定指定建築建築廢物處置設施廢物處置設施

圖例
Legend :

公眾填料接收設施
Public fill reception facilities
篩選分類設施
Sorting facilities
堆填區
Landfills
離島廢物轉運設施
Outlying Islands Transfer Facilities

GUANGDONG PROVINCE

N



公衆填料接收設施公衆填料接收設施 ((土木工程土木工程拓拓展署展署))

公衆填土躉船轉運站

填料庫

將軍澳第將軍澳第 137 137 區填料庫區填料庫
屯門第屯門第 38 38 區填料庫區填料庫
鰂魚鰂魚涌涌臨時公衆填土躉臨時公衆填土躉
船轉運站船轉運站
梅窩臨時公衆填料接收梅窩臨時公衆填料接收
設施設施



篩選分類篩選分類設施設施 ((土木工程土木工程拓拓展署展署))
((將於將於 2005 2005 年年 10 10 月運作月運作))

屯門第 38區建築廢物篩選分類設施 將軍澳第 137 區建築廢物篩選分類設施



新界東北堆填區

((打鼓嶺打鼓嶺))

新界西堆填區

((屯門稔灣屯門稔灣))

堆填區堆填區 ((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署))

新界東南堆填區

((將軍澳將軍澳))



坪洲

榕樹灣

喜靈洲

長洲

索罟灣

馬灣

梅窩

離島廢物轉運設施離島廢物轉運設施 ((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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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可接收的建築廢物種類及收費收費

公衆填料接收設施公衆填料接收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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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公噸收費每公噸收費 $27$27

篩選分類設施篩選分類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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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惰性建築廢物的惰性建築廢物
每公噸收費每公噸收費 $100$100

堆填區堆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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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惰性建築廢物的惰性建築廢物
每公噸收費每公噸收費 $125$125

離島廢物轉運設施離島廢物轉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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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公噸收費每公噸收費 $125$125



建築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收費計劃計劃

重要日期及事項重要日期及事項



試行期試行期 ((免繳費免繳費))

試行期已於試行期已於 2005 2005 年年 7 7 月月 15 15 日開始日開始

讓承判商讓承判商、、建建築廢物築廢物營營運運商商優優先先試試行行使使
用「用「載運入帳票」載運入帳票」

讓讓業業界界認認識識、、習習慣指定建築廢物處置設慣指定建築廢物處置設
施的施的新新流流程程

讓讓指定建築廢物處置設施指定建築廢物處置設施微微調調新新系系統統



建築廢物建築廢物處置處置收費收費有關法例有關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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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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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於立法會於 2005 2005 年年 1 1 月月 5 5 日通過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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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於立法會於 2005 2005 年年 1 1 月月 5 5 日通過修訂日通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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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開始，而由建築廢物處置收費開始，而由
該日起，任何人士在使用廢物該日起，任何人士在使用廢物
處置設施處置建築廢物前，必處置設施處置建築廢物前，必
須開立帳戶。須開立帳戶。

2006 2006 年年 1 1 月月 20 20 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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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2005 年年 12 12 月月 1 1 日日



帳帳戶的種類戶的種類

只可以透過預先開立的帳戶繳費只可以透過預先開立的帳戶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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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豁免繳費帳戶豁免繳費帳戶
在在 20052005年年 1212月月 11日前日前((即在即在 20052005年年 1111月月 30 30 
日日或之前或之前))已經批出或截標的建造工程合約，已經批出或截標的建造工程合約，
可可就該合約就該合約申請豁免繳費，而豁免繳費帳戶申請豁免繳費，而豁免繳費帳戶的的
申請須於申請須於 20052005年年 12 12 月月 22 22 日日或之前或之前提交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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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0萬元或以上建造工程合約的萬元或以上建造工程合約的
主要承判商主要承判商，必須為有關合約開立專用的，必須為有關合約開立專用的
繳費帳戶。承判商必須在合約批出後繳費帳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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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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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直接與土地擁有人指直接與土地擁有人
或佔用人，或與該擁有人或佔用人的代理人或核准或佔用人，或與該擁有人或佔用人的代理人或核准
建築師、測量師或工程師訂立合約，以便為該擁有建築師、測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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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或佔用人進行任何建造工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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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至於價值少於價值少於100100萬元的建造工程合約萬元的建造工程合約，，
例如小型建造工程或裝修工程，任何人士，例如小型建造工程或裝修工程，任何人士，
例如進行工程的處所擁有人或其承判商，例如進行工程的處所擁有人或其承判商，
均可開立繳費帳戶，該等帳戶可用於多個均可開立繳費帳戶，該等帳戶可用於多個
各價值少於各價值少於100100萬元的建造工程合約。處萬元的建造工程合約。處
所擁有人亦可聘請持有有效繳費帳戶的工所擁有人亦可聘請持有有效繳費帳戶的工
程承判商負責建築廢物的處置安排。程承判商負責建築廢物的處置安排。



2005 2005 年年 12 12 月月 1 1 日日至至 12 12 月月 22 22 日日

豁免繳費帳戶豁免繳費帳戶

合乎資格的建造工程合約，不論其合約價合乎資格的建造工程合約，不論其合約價
值，提交值，提交豁免繳費帳戶豁免繳費帳戶的申請。的申請。



豁免繳費豁免繳費

帳戶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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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00萬元或以上萬元或以上

工程合約帳戶工程合約帳戶

繳付按金繳付按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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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開立帳戶申請開立帳戶





帳戶申請表格帳戶申請表格



所需文件及資料所需文件及資料

豁免繳費豁免繳費

帳戶帳戶

少於少於100100萬元萬元

工程合約帳戶工程合約帳戶

((及一般建築廢物處置安排及一般建築廢物處置安排))

100100萬元或以上萬元或以上

工程合約帳戶工程合約帳戶

工程合約工程合約

有關部份有關部份

的副本的副本

住宅地址住宅地址或或

公司地址公司地址

的證明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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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運入帳票」將發給帳戶戶主「載運入帳票」將發給帳戶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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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運入帳票」，額載運入帳票」，額

外的入帳票按金，每張外的入帳票按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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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一般建築廢物處置安

排排))

「「載運入帳票」按金，每張載運入帳票」按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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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張載運入帳票」按金，每張 $7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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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張「載運入帳票」處置一輛貨車的建築廢物每張「載運入帳票」處置一輛貨車的建築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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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存根部份：政府存根





Entering a Designated Waste Disposal FacilityEntering a Designated Waste Disposal Facility
駛進建築廢駛進建築廢物物處置設施處置設施

新界東南堆填區新界東南堆填區SENT LandfillSENT Landfill



Reception AreaReception Area
廢物接收處廢物接收處



Traffic ManagementTraffic Management
交通管理交通管理



Stop at InStop at In--weighbridgeweighbridge
在入在入口口磅橋停下磅橋停下



Hand Hand ““ChitChit”” to Weighbridge Operatorto Weighbridge Operator
提交「提交「載載運運入帳票」入帳票」與磅橋操作員與磅橋操作員



Scanning Barcodes on Scanning Barcodes on ““ChitChit””
掃描「掃描「載載運入運入帳帳票」條票」條碼碼



可接收的建築廢物種類可接收的建築廢物種類

篩選分類設施篩選分類設施
含有按重量計含有按重量計多於多於50% 50% 的惰性建築廢物的惰性建築廢物

堆填區堆填區
含有按重量計含有按重量計不多於不多於 50% 50% 的惰性建築廢物的惰性建築廢物

公衆填料接收設施公衆填料接收設施

完全完全由由惰性惰性建築廢物建築廢物組成組成

離島廢物轉運設施離島廢物轉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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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0% 惰性建築廢物的釐定惰性建築廢物的釐定

廢物重量廢物重量

許可車輛總重許可車輛總重
（運輸署（運輸署記錄記錄））

車輛車輛淨淨重重
++

最高最高可載可載廢物重量廢物重量

==

車輛車輛淨淨重重



50%50%惰性建築廢物的釐定惰性建築廢物的釐定

重量比例重量比例::

廢物重量廢物重量 ==　　入口磅橋記錄得的車輛總重－入口磅橋記錄得的車輛總重－車輛車輛淨淨重重

許可車輛總重許可車輛總重 (PGVW)(PGVW)



重量比例重量比例 ≤≤ 0.250.25

惰性建築廢物成分惰性建築廢物成分 ≤≤ 50%50%

堆填區堆填區

以配備可拆除貨斗的以配備可拆除貨斗的貨車貨車送交的建築廢物載量送交的建築廢物載量



重量比例重量比例 ≤≤ 0.200.20

惰性建築廢物成分惰性建築廢物成分 ≤≤ 50%50%

堆填區堆填區

以其他車輛送交的建築廢物載量以其他車輛送交的建築廢物載量



Weight at InWeight at In--weighbridge and Weight Ratio shown on Display Boardweighbridge and Weight Ratio shown on Display Board
顯示顯示入口磅橋車輛總重入口磅橋車輛總重及及百分百分比比



StampingStamping on on ““ChitChit””
在「載在「載運入運入帳帳票」票」上面上面蓋印蓋印



Operation inside Weighbridge OfficeOperation inside Weighbridge Office
磅房內的操作磅房內的操作

Vehicle Weight Vehicle Weight 
車的重量車的重量

Vehicle Registration Vehicle Registration 
車牌號碼車牌號碼

Top view of vehicle Top view of vehicle 
車的頂部車的頂部



Discharge of Waste at Discharge of Waste at 
Tipping AreaTipping Area
傾倒廢物傾倒廢物



Stop at OutStop at Out--weighbridgeweighbridge
在出在出口口磅橋停下磅橋停下



Weights and Charge Load shown on Display BoardWeights and Charge Load shown on Display Board
顯示顯示廢物廢物重重量量及收費重及收費重量量



LeaveLeave
離去離去



如須要廢物處置的交收資料，如須要廢物處置的交收資料，

可於廢物處置設施索取可於廢物處置設施索取
((於完成處置後於完成處置後，，即時提供即時提供))

於環境保護署網頁於環境保護署網頁內內下載下載
((於完成處置後數天於完成處置後數天))



廢物處置設施發出的廢物處置設施發出的
交收記錄交收記錄

環境保護署網上環境保護署網上
發放的交收記錄發放的交收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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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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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收費計劃計劃

宣傳資料宣傳資料



宣傳資料宣傳資料

電台及電視廣播電台及電視廣播

宣傳單張宣傳單張

海報海報



單張單張(I)(I)



單張單張(II)(II)



單張單張(II)(II)



單張單張(III)(III)



海報海報((I)I) 海報海報((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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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合約的主要承判商，必須為有關合約建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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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判商必須在合約批出後開立專用的繳費帳戶。承判商必須在合約批出後 2121天天內申請，否則即內申請，否則即

觸犯法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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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2005 年年 12 12 月月 1 1 日日 至至 2005 2005 年年 12 12 月月 22 22 日日

合乎資格的建造工程合約，不論其合約價值，提交合乎資格的建造工程合約，不論其合約價值，提交豁豁

免繳費帳戶免繳費帳戶的申請。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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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該日起，任何人建築廢物處置收費開始，而由該日起，任何人

士在使用廢物處置設施處置建築廢物前，必須士在使用廢物處置設施處置建築廢物前，必須

開立帳戶開立帳戶。。



總結總結 ((續續))

任何人士使用廢物處置設施處置建築廢物前，必須任何人士使用廢物處置設施處置建築廢物前，必須開開
立帳戶立帳戶。。

請小心保管「「載載運運入帳票」入帳票」 。。

每次使用廢物處置設施處置建築廢物時，必須提交每次使用廢物處置設施處置建築廢物時，必須提交
「「載載運運入帳票」入帳票」。。（（每每車車建築廢物用建築廢物用一張一張票票））

使用廢物處置設施處置建築廢物時，請遵守設施内及使用廢物處置設施處置建築廢物時，請遵守設施内及
操作員的指示。操作員的指示。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必須透過建築廢物處置收費必須透過與與環境保護署開立的帳戶環境保護署開立的帳戶
繳交。繳交。



查詢查詢

2838 31112838 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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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資料其他資料

wwwwww.epd.gov.hk.ep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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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眾填料接收設施
接收標準

Materials Acceptable Criteria 
at Public Fill Reception Facility (PF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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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廢物處置(指定廢物處置設施)規例》附表2
In accordance with Schedule 2 of the Waste Disposal 
(Designated Waste Disposal Facility) Regulation

• 完全由惰性建築廢物組成的建築廢物。(即佰份佰惰性
建築廢物)
Construction waste consisting entirely of in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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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之
條件作指引。

On ‘practically possible’ basis, the condition in dumping 
licence is used as guideline for material acceptance



使用公眾填料接收設施的先决條件
Prerequisite in using Public Fill Reception Facilities

• 有效傾卸泥土執照
Valid Dumping Licence

• 傾卸載運票 (政府合約)

Disposal Delivery Form (Government Contracts)

• 載運入帳票
Chit



傾卸泥土執照 條件第七項
Condition No. 7 in Dumping Licence 

執照持有人可根據本執照在公眾填土設施傾卸下列物料：

The following materials may be disposed of at public filling facilities under this
licence:

(a) 泥土 earth 
(b) 建築碎料 building debris 
(c) 碎石和混凝土 broken rock and concrete

上述物料不得含有海泥、塘泥、家居垃圾、塑膠、金屬、工業和化學
廢料、動植物及填土督導員認為不適合的其他物料，但如有小量木料
夾雜在適當的物料內，則該等物料須視乎個別填土設施的要求予以接
受。…
The materials shall be free from marine mud, pond mud, household refuse, 
plastic, metal, industrial and chemical waste, animal and vegetable matter, 
and other material considered unsuitable by the Filling Supervisor.  Small 
quantities of timber mixed with otherwise suitable material, could be 
permitted subjec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individual facilities….  



合適物料
Suitable Materials

a. 泥土

earth
b. 建築碎料

building debris
c. 碎石和混凝土

broken rock and concrete.

** 小量木料夾雜在適當的物料內，而實行上難在源頭分隔，則該等
物料須視乎個別填土設施的要求予以接受。

Small quantities of timber mixed with otherwise suitable material, 
which could not practically possible be separated at source, would be 
permitted subjec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individual facilities. 



不合適物料
Unsuitable Materials

• 海泥 marine mud

• 塘泥 pond mud 

• 家居垃圾 household refuse 

• 塑膠 plastic 

• 金屬 metal 

• 工業和化學廢料 industrial and chemical waste 

• 動植物 animal and vegetable



不適當物料 (海泥、塘泥)

MATERIALS NOT ACCEPTABLE (Marine Mud and Pond Mud)

Marine Mud 
and Pond Mu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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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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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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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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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適物料
Suitable Material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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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隨機抽查
Random Checking

• 使用閉路電視在傾卸點監察及錄影
CCTV monitoring and recording at loading point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