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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生產者責任計劃 
•「受管制電器」 

•空調機、電冰箱、洗衣機、電視機、電腦、
列印機、掃描器及顯示器 (「四電一腦」) 

•「四電一腦」一經棄置，即屬四電一腦
電器廢物



實施生產者責任計劃 

•廢物處置牌照
除豁免情況外，任何人貯存、處理、再
加工或循環再造四電一腦電器廢物，均
須取得廢物處置牌照 

•進出口許可證的要求
進、出口受管制四電一腦電器廢物，須
取得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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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物處置牌照



5

法例實施前
部分廢物處置場所的情況



回收場不妥善運作
可引致環境污染及火災



廢物處置牌照豁免 

•電器廢物處置牌照管制不適用於： 

•在面積不超過100 平方米的土地或處所內處
置非化學廢物的四電一腦電器廢物註； 

•用作貯存總體積不超過50 立方米的四電一腦
電器廢物；或 

•在多層建築物內的處所貯存四電一腦電器廢
物

註：若處置電器廢物過程中產生化學廢物如廢印刷電路
板，化學廢物產生者須向環保署登記，並聘請持牌化學
廢物收集商將化學廢物送到持牌處置設施作適當處置



申領廢物處置牌照的規定 

•所有處置四電一腦電器廢物的
土地或處所必須申領相關廢物
處置牌照 

•同一廢物處置牌照可涵蓋化學
廢物及四電一腦電器廢物 

8

牌照樣本

陳大文



申領廢物處置牌照的規定 

•獲批准牌照的一般標準 

•由相關土地或處所業主或合法佔用人提出申
請 

•完全符合各項污染管制條例的規定 

•有關運作所產生的排放，不得污染環境，或
對鄰近地區造成滋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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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領廢物處置牌照的規定 

•所採用的處置方式，須達到80%或以上
的資源回收比率 

•須符合條件，涉及事宜包括： 

•運作管制及監察、安全及保險 

•污染管制、環境監測、環境評審 

•廢物處置地點的管理、保養及修復 

•紀錄的備存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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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領廢物處置牌照的規定 

•如只涉及貯存四電一腦電器廢物 

•考慮設立貯物場的目的：一般來說，只會發
給用作支援其他處理、再加工或循環再造電
器廢物的設施者 

•須參考其他涉及處理、再加工或循環再造工
序的設施，以設定相關的軟件、硬件規定 

•牌照申請人須證明其貯物場的運作，符合適
用於上述處理設施中貯物部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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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領廢物處置牌照的規定 

•同時，牌照申請人有責任確保相關土地
或處所符合有關政府部門的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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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及運作可否符合牌照要求： 

•以環保方式運作，達至最少80%的回收率
(以重量計算) 

•設施地面以不滲透物料鋪蓋 

•機器、設備及處理工序位於構築物內，或以
其他方式設於室內或有四面牆及防雨水的構
築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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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須符合廢物處置、空氣污染、水污染、
噪音等方面的環保法例 

•運作所產生的排放物(空氣及水)，不得造
成環境污染或滋擾鄰近地區 

•設有合適的消防安全及控制系統 

•廢物處置地點、相關構築物及設施須有適
當的管理及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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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堆叠存放廢物，必須設有適當的構築
物 (如圍牆或隔板)、妥為設計的籠或盛器 

•設置適當的排水或防洪構築物 

•設置地面徑流截流管及/或沉澱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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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在審批申請時會傳閱申請文件及資料
予以下部門，並會參考相關部門的意見： 

•土地註冊處  

•規劃署  

•消防處  

•屋宇署



操作計劃書的要求(1) 

•操作計劃書 

•設施所在地點及其基本建設 

•廢物接收安排 

•操作程序，包括各項處理或處置工序流程圖、
及資料顯示廢物處理、再加工、循環再造操
作程序達至的回收率 

•貯存待處理的廢物之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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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計劃書的要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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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計劃書 

•污染管制及監測措施，以針對可能產生的排放
物，包括空氣及水污染物、廢物、噪音及環境
評審安排 

•就貯存和送交廢物處理過程所產生的殘餘物及
副產品到最終廢物處置場地的安排 

•緊急情況，或遇有關設施發生事故的應變措施 

•設施地點的安全設備及措施，及保安安排



操作計劃書的要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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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計劃書 

•員工數目，以及員工的資歷和經驗 

•維修安排和素質保證計劃 

•備存紀錄的安排；及 

•用以應付因設施的運作所引起的傷亡、財產損
失及環境破壞的法律責任保險

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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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的要求 
•證明申請人為廢物處置場所的業主/合法
佔用人之文件 

•申請人的商業登記證及公司註册證書/香
港身份證副本/非本港居民旅行證件副本 

•申請人的公司授權書(如申請人屬公司或
團體組織) 

•設施的位置圖 

•操作計劃書(將構成牌照的一部分) 
•管理人員的履歷



其他文件的要求 

21 

•規劃許可核准文件之副本 

•其他核准文件或牌照(如有)之副本 (如屋
宇署或消防處發出的批核或牌照)



廢物處置牌照 

•申請表格及相關申請指引已上載在環保署
網頁 

•申請費：29,820元 

•牌照一般有效期為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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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有廢物處置牌照的設施 

• 8 所設施已領有電器廢物處置牌照 

•環保園(2所) 
•工業邨／廠房(2所) 
•工廠大廈 (4所) 

•詳情載於本署網頁 

https://www.weee.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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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四電一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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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分辨「電器廢物」和「二手四電一腦」

一旦被原物主或使用者扔棄，即屬「四電一腦」電器廢物 

# 「四電一腦」即空調機、雪櫃、洗衣機、電視機、電腦、打印機、掃描器及顯示器。 
* 測試或維修紀錄應妥善保存，隨時交予有關部門查閱。 
@環境保護署可向營運者索取相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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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口許可證的要求



對進口四電一腦電器廢物的規管

目的： 

•為防止其他地方的四電一腦電器廢物運往香
港棄置 

•避免擬經香港轉口的四電一腦電器廢物最終
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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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作轉口目的（即不涉循環再造程序），不
會獲發進口許可證 

•按照香港法律並以合乎環境衞生的方式管理；
須由持牌本地處置設施循環再造相關進口廢
物 

•以低技術工序處理進口電器廢物對環境的益
處有限，但會增加本地的處置負擔。因此，
不會獲發進口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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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進口四電一腦電器廢物的規管



低技術水平的工序—
預先處理和拆解 進階資源回收工序 

• 按不同性質、年份、製冷劑等將電器

廢物分類 

• 拆解電器廢物 

• 去除電線 

• 從電器廢物中卸除不同的組件 

• 移除有害部件如電池、電路板，以作

繼後的（即場或在其他地方）處理 

• 通過電磁和渦流、振動台和密度分

離器分離和回收非金屬、鐵類金屬

和非鐵類金屬 

• 以熱分離工序作材料回收 

• 將回收的物料轉化為原材料 

•持牌設施以進階資源回收工序處置廢物
及回收率不少於90%，方會獲考慮 

29

對進口四電一腦電器廢物的規管



•四電一腦電器廢物輸出香港的許可證要求： 

•輸入國及每個過境國的主管當局同意有關電器
廢物輸入或過境 

•由輸入國的處置設施循環再造相關電器廢物 

•該等電器廢物須在海外以香港未有提供的進階
資源回收工序處理

對出口受管制電器廢物的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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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領廢物進出口許可證 

•申請表格及「填寫許可證申請表須知」可在環
保署網頁下載 

•許可證適用於：
一次裝運 (申請費：11,595元)
多次裝運 (申請費：18,430元) 

•供多次裝載使用的進出口許可證，有效期最長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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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領廢物進出口許可證 

•電器廢物進口許可證應由相關的廢物處置
者申請，申請人亦應負責廢物的進口付運
安排 

•電器廢物出口許可證應由負責於出口前處
置（包括儲存）相關電器廢物的廢物處置
牌照持有人申請，申請人亦應負責廢物的
出口付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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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入口/出口廢物的理由 

•廢物數量及性質 

•申請人、進出口商及廢物處置商的詳情 

•循環再造設施的詳情 

•相關運輸模式及航線 

•相關主管當局的詳情 

•確認處置廢物的合約文件 

•財務擔保 

•責任保險 33

申領進出口許可證需提交的文件



進口二手四電一腦 

•獲證明已經測試或維修妥當 

•會在進口地按原本設計的用途持續使用 

•有妥善處理（例如有適當包裝或措施以避
免於貯存或運輸時受損） 

•每件都附有供應商或進口商進行的測試報
告

不受廢物進出口許可證制度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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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二手四電一腦

測試報告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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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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