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登記成為廚餘收集商

(適用於從事廚餘收集及運送服務的收集商，並供產生廚餘的場所，包括商

場、街市、食肆、飯堂、食物製造廠等處所作參考) 

引言

1. 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的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 期 (下

稱「回收中心第  1 期」) 位於大嶼山的小蠔灣。它能夠處理已源

頭分類的廚餘量達每日  200  公噸。回收中心第  1 期將在 2018 年

年 中正式運作，回收及處理工商業界所產生的廚餘。

經源頭分類後的廚餘屬可回收物料。妥善收集廚餘及運送到回

收中心第 1 期處理，不但可轉化成生物氣，轉廢為能，在處理

過程中所產生殘渣，也可再造成為堆肥。同時間亦可減少廚餘

棄置於堆填區而造成環境污染。   

經源頭分類後的廚餘

2. 為達致回收中心第 1 期有效及暢順地運作。經源頭分類的廚餘

(即從都市固體廢物在源頭分類出來的廚餘 )，其所含的惰性物質

或稱雜質 (如膠义、發泡膠、膠樽、鋁罐、玻璃樽等 )的重量需少

於整體的百份之二十。

登記成為廚餘收集商

3. 若提供廚餘收集及運送服務的收集商計劃把廚餘運送到環保署

的回收中心第 1 期，收集商需向本署申請登記成為「廚餘收集商」。

收集商可填妥「廚餘收集商登記表格」，連同所需文件 (有效的商業

登記證，有效的車輛登記證，車輛的最近照片 )一併寄回以下地

址：

環境保護署

廚餘管理組

香港鰂魚涌

海灣街 1 號

華懋交易廣場 1601-0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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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明：登記成為廚餘收集商 )  

或電郵至 :  orrc1@epd.gov.hk 

廚餘收集商作業指引

4. 為協助收集商遵守環保署的登記要求，本署就廚餘的源頭分類、

收集及運送、記錄保存等方面提供作業指引，詳程請參閱附件 (三 )

和附件 (四 )。

安全措施

5 . 廚餘收集商應向員工提供足夠的培訓，並採取適當的措施，例

如設立安全管理制度、提供有效的個人防護裝備等，以保障員

工的職業安全。

遵守相關法例

6 . 成功獲得環保署登記並不代表該廚餘收集商已經符合所有適用

的香港法例的要求。已登記的廚餘收集商有責任採取所有必要

措施，以確保其運作過程符合所有適用的環保、運輸、環境衞

生、職業安全、消防安全及僱用勞工法例及規例的要求。

違例事項及處理

7 . 倘若廚餘收集商獲登記後違反廚餘收集商作業指引的要求，環

保署會按違反事項的嚴重性向有關收集商發出口頭勸喻、警告

或／  及警告信。一般而言，若環保署向同一廚餘收集商在其登

記有效期內發出三封警告信，環保署會吊銷該廚餘收集商的登

記。

若廚餘收集商的違例情況特別嚴重，例如：使用其他廚餘收集

商的登記證書提供廚餘收集及運送服務、違反香港法例等，一

經調查屬實，環保署有權採取更嚴厲的處罰行動，例如提早吊

銷該廚餘收集商的登記資格等。被吊銷登記資格的廚餘收集商

於環保署網站登記名冊上的資料將會被移除，該廚餘收集商須

向環保署交還登記證書。被吊銷登記資格的廚餘收集商其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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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內所提出的重新登記申請將不獲處理。

登記證書

8. 廚餘收集商不得將其登記證書正本或副本交予非其指定員工或

其他人士保管 /  使用，亦不得使用其他登記商的登記證書把廚餘

運送到環保署的回收中心第 1 期。

登記期限

9. 登記成為廚餘收集商的有效期為兩年。廚餘收集商如欲繼續從

事有關業務，必須在到期日兩個月之前為其登記申請續期，環

保署會考慮廚餘收集商過往的表現而決定是否批准其登記續期

申請。

更改登記資料  /  取消登記資格

10. 倘若己登記的廚餘收集商需要更新登記資料如服務區域或停止

收集廚餘等，應盡快通知環保署作出相關更改。環保署會在其

網站公佈更新的廚餘收集商名冊及資料。

其他

11. 如有需要，環保署可修訂登記表格的內容、作業指引的要求和

登記期限。屆時環保署將會聯絡已登記的廚餘收集商，以索取

相關資料作出修訂。

查詢

12. 如對上述內容有任何查詢，請聯絡環保署廚餘管理組 :

郵遞 :  

電郵 :  

熱線 :  

傳真 :  

香港鰂魚涌海灣街  1 號華懋交易廣場  1601-03  室 ;  或 

orrc1@epd.gov.hk;  或 

3529 2989 /  2984 3745 /  3529 2793 ;  或 

3528 0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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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餘源頭分類，收集及運送至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1期) 
Food Waste Source Separation, Collection and Delivery to 

Organic Resources Recovery Centre Phase 1 

廚餘收集商登記表格  

Food Waste Collector Registration Form 

1. 申請者資料
Details of Applicant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中文) (English) 

商業登記證牌照號碼
Business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Number:

聯絡人姓名 職位 
Name of Contact Person:  Position: 

聯絡人電話 傳真號碼 
Telephone No. : Fax No. : 

網址 電郵 
Website address: E-mail: 

聯絡地址 (中文) : 

Correspondence Address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廚餘資料
Details of Food Waste

廚餘收集點 
Food Waste Collection Point 

地址 
Address 

收集量 (噸/日) 
Quantity ( Tonnes /Day ) 

**如多於 1 個廚餘收集地點，請在第 4 頁的<補充表格>提供每個廚餘收集點的詳細資料。如有須要，請自行複製<補
充表格>，以提供更多廚餘產收集的詳細資料。 
For more than 1 food waste collection point, please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of each outlet on the Supplementary Form on 
page 4. You may copy the Supplementary Form to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of more outlets if needed. 

Official Use Only 
Application No. : 
Received Date:  

如欲查詢或登記「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1期)廚餘收集商」，可聯絡環境保護署李小姐：鰂魚涌海灣街 

1號華懋交易廣場 1601 – 03 室，熱線：3529 2793，電郵：orrc1@epd.gov.hk 或傳真：3528 0492。 For 

queries or register on the “ORRC1 Food Waste Collector”, please contact Ms. Le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at Room 1601-03, 16/F, Chinachem Exchange Square, 1 Hoi Wan Street, Quarry 

Bay, Hong Kong or on hotline : 3529 2793, email: orrc1@epd.gov.hk, or fax : 3528 04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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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務區域 (可選擇多項如適用)
Service Area (Please select more than one item if applicable)

香港島  九龍  新界  離島 
Hong Kong Island Kowloon New Territories Outlying Islands 

4. 廚餘運送
Food Waste Transportation

運送廚餘車種 

Food Waste Delivery Vehicle 

車牌號碼 

Licence Number 

淨載量 (噸) 

Load of Vehicle (Tonne) 

缸車 

Road Tanker 

1. 

2. 

3. 

4. 

5. 

6. 

尾板車 

Tail Gate Truck 

1. 

2. 

3. 

4. 

5. 

6. 

其他(請註明)  

Others (please specify): 

1. 

2. 

3. 

4. 

5. 其他
Others

貴公司是否同意讓環保署將公司資料 (公司名稱, 聯絡方法等) 上載到環保署網站以供有興趣人士參考?

(同意 / 不同意)

Is your company willing to let EPD include you information (i.e. company name and contact method) on EPD 

website for reference? (YES / NO) 

授權代表簽署  公司蓋印 
Authorized Person Signature: Company Stamp: 

姓名及職位 日期 

Name & Post Titl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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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1. 收集資料的目的

i. 環境保護署將使用登記表格上的個人資料作下列用途:

(a) 製備統計數字或進行研究之用；及  

(b) 便利環境保護署或其服務承辦商籌辦相關的技術支援服務。 

ii. 申請表上的個人資料均由申請人自願提供。

2. 資料傳交

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主要供環境保護署內部使用，但亦可能於有需要時因以上第一段所列目的向署所授權

的機構披露。

3. 查閱個人資料

根據個人資料(私穩)條例第18 條、第22 條及附表1 第6 原則，申請人有權要求查閱或改正登記表格上的個

人資料。

4. 查詢

如欲查詢「廚餘源頭分類，收集及運送至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1期)」或本登記表格上的個人資料，包括

查閱或改正已填報的個人資料，請致電3529 2793或傳真 3528 0492或電郵orrc1@epd.gov.hk或郵寄至地址

香港鰂魚涌海灣街1號華懋交易廣場16樓環境保護署。

1. Purpose of Collection

i. The personal data provided will be used b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for the following purposes:

(a) for preparing statistics or carrying out research purpose; and  

(b) to facili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or its service contractor to arrange technical support service. 

ii. The provision of personal data is voluntary.

2. Classes of Transferees

The personal data you provide are mainly for use with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but they may also

be disclosed to other authorized relevant parties for the purposes mentioned in para. 1 above, if required.

3. Access to Personal Data

You have a right of access and correction with respect to personal data as provided for in sections 18 and 22 and

Principle 6 of Schedule 1 of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4. Enquiries

For enquiries on “Food Waste Source Separation, Collection and Delivery to Organic Resources Recovery Centre 

Phase 1” or concerning the personal data provided in this form, including the making of access and corrections, 

please contac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at 16/F, Chinachem Exchange Square, 1 Hoi Wan 

Street, Quarry Bay, Hong Kong or call 3529 2793 or fax to 3528 0492 or through email to orrc1@ep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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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餘源頭分類，收集及運送至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1期) <補充表格> 
Food Waste Source Separation, Collection and Delivery to 

Organic Resources Recovery Centre Phase 1 <Supplementary Form>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中文) (English) 

廚餘收集點 
Food Waste Collection Point 

地址 
Address 

收集量 (噸/日) 
Quantity ( Tonnes /Day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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