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For Official Use 本欄不用填寫 
環 境 保 護 署 Reference No. 編號： 

Waste Disposal Ordinance (Chapter 354) 
香港法例第 354章廢物處置條例 

Notification under Section 17 for ‘Part A’ Chemical Wastes 
根據條例第 17條的規定呈報指定（甲類）化學廢物通知書 

A. WASTE PRODUCER（廢物產生者） C. ACTIVITY OR PROCESS WHICH 
Full Name Waste Producer No. PRODUCES ‘PART A’ CHEMICAL 
(全名)  : (廢物產生者編號)  : WASTE(S)
Address for Correspondence （產生甲類廢物機構經營的主要業務）
(通訊地址)  :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activity(ies)  or 

Tel. No. process(es).   Attach flowchart  or diagram 
(電話)  : if necessary. 

簡介指定（甲類）化學廢物的生產工序，可附
B. LOCATION OR PREMISES WHERE THE WASTE IS PRODUCED（產生廢物的地點或樓宇） 上有關流程圖或圖解。
Name of Establishment 
(機構名稱)  :
Major chemical waste type(s) 
(主要化學廢物種類)  :
Address
(地址)  :
Tel. No. Nature of Business 

 (電話)  : (業務性質)  : 
Full Name of Contact Person Capacity 

 (聯絡人全名)  : (職位)  : 

D. WASTE DESCRIPTION（廢物的描述）
List all ‘PART A’ chemical wastes which are produced at the above location or premises and which are intended for disposal.  Please also indicate the frequency of
production and estimated quantity for disposal. 
詳列上述地點或樓宇產生的及擬予棄置的所有甲類化學廢物。請同時說明其生產的頻率及估計要棄置的數量。

(* State the appropriate one 選擇適用者) 

 Previous Dangerous  Estimated
Notification Goods Physical Form Frequency Quantity 

(先前的通知書) (危險物品) (廢物形態) of Waste for Disposal 
Waste Type / Chemical Name Waste Code Production (估計要棄置 

 (廢物種類 / 化學名稱) (廢物代號) Ｙ*  Reference Ｙ*  Solid固體， (廢物產生的 的數量) 
有 No. 有  Category Liquid液體， 頻率) (L or Kg)* 
Ｎ （編號） Ｎ （類別） Sludge污泥， （升或公斤）

否 否 Others其他

L 
升

Kg 
 1. 公斤

L 
升

Kg 
2. 公斤

L 
升

Kg 
 3. 公斤

L 
升

Kg 
 4. 公斤

E. PROPOSED DISPOSAL ARRANGEMENT（處理廢物的方法）
Describe briefly any on-site treatment or other disposal arrangement for each waste type set out in D. 
簡述在原址處理及其他棄置 D欄內各廢物種類之辦法。

F. REMARKS（註譯）(Include any additional information for safe handling of the waste(s)  填上其他附加資料以確保廢物的安全處理）

G. DECLARATION（聲明）
I hereby certify that the particulars given above are correct and tru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nd belief.
特此證明，就本人所知及所信，表格內填報的資料全屬真實無訛。

Signature  (簽署) Name in Block Letters  (正楷姓名) Capacity  (職位) 

* on behalf of 
代表  :

Company Name and Chop as appropriate (公司名稱及印鑑)（如適用者） Date  (日期) 

WARNING : Any person(s) who fails to give notice to the Director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required under Section 17 of the Waste Disposal Ordinance commits an 
offence punishable with a maximum fine of $100,000 for the first offence, and a maximum fine of $200,000 and 6 months‘ imprisonment for a second or 
subsequent offence. 

警    告 : 任何人士若不按廢物處置條例第十七條的規定通知環境保護署署長，即屬違法，初犯者最高可被判罰款港幣十萬元，次犯及其後再犯最高可被判罰款港幣二十
萬元及監禁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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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報(甲類)化學廢物通知書 
填表須知

(一) 引言

根據香港法例第三五四章《廢物處置條例》及《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 規例》，

化學廢物分為(甲類)和(乙類)。任何人士如管有(甲類)化學廢物，須向環境保護署

署長呈報。本通知書*是廢物產生者作呈報(甲類)化學廢物之用。

(二) 適用範圍

甲類化學廢物，包括以下種類：

表一
廢物種類 代號 

抗生素 (按照香港法例第一三七章抗生素條例所定的涵義) 30 

石棉 09 

危險藥物(按照香港法例第一三四章危險藥物條例所定的涵義) 10 

其他未指明的第2類危險品 (按照香港法例第二九五章危險品條例

所定的涵義) 

02 

其他未指明的第4.2類危險品 14 

其他未指明的第4.3類危險品 04 

氧芴 19 

二氧蒽 19 

除蟲劑(按照香港法例第一三三章除蟲劑條例第四條乙引述之登記冊所定

的涵義) 

06 

毒藥 (第一部份) (按照香港法例第一三八章藥劑及毒藥條例所定的涵義) 20 

多氯聯苯 29 

有關上述法例的詳細條文，可參閱電子版香港法例網頁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另外，有關乙類化學廢物的資料，可參閱本署網頁

http://www.epd.gov.hk內的《化學廢物產生者登記指引》。而棄置乙類化學廢物，是

毋須填寫此通知書。 

(三) 常見產生(甲類)化學廢物的廢物產生者

表二
廢物產生者 常見廢物類別 

藥廠、藥房、醫院或護老院 過期藥物<屬於抗生素、危險藥物或毒藥 (第一部份)> 

註冊石棉承辦商或持牌石棉廢物收集商 含石棉的廢料 

學校 部份實驗用的化學品 <屬於第2、4.2或4.3類危險品> 

政府部門 在執法時檢獲屬於甲類化學廢物的物品 

貿易公司 已過期並屬於甲類化學廢物的貨品 

*即根據條例第 17 條的規定呈報指定(甲類)化學廢物通知書 EPD132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
http://www.epd.gov.hk/


二

(四) 棄置程序 

每次棄置(甲類)化學廢物前，申請者必須填妥 EPD132 通知書後送交環境保護署。

本署會發出棄置(甲類)化學廢物指示，申請者收到指示後，可聯絡持牌化學廢物

收集商，將廢物收走及妥善處理，(所需收費由各持牌化學廢物收集商自行決定)。
持牌化學廢物收集商的名單，已上載環境保護署網頁http://www.epd.gov.hk。 

注意事項: 
任何人士產生或導致產生化學廢物前，必須首先登記成為化學廢物產生者。登記

表格(EPD129)可在環保署各辦事處索取，或在本署網頁下載。亦可在線登記。登

記完成後，環保署會以書面確認及發出一個化學廢物產生者登記證。

(五) 如何填寫(甲類)化學廢物通知書(EPD132)

A部分:廢物產生者資料 (此部分必須填寫)

B 部分:廢物存放的地點(此部分必須填寫) 

http://www.ep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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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部分:廢物產生的工序/活動 

D 部分:廢物的描述 (此部分必須填寫) 

這部分主要描述各種(甲類)化學廢物的數量，填寫這部分之前請先按照以下步驟

將廢物分類。（石棉更需按照其包裝尺寸再分組，每欄只可填寫一個尺碼組別） 

4.3



四

例子一：非石棉(甲類)化學廢物 

由於每種廢物種類可能包含多種物品，呈報者須以附表形式提供各種物品類別的資料。 

例如需要棄置過期藥物者可用以下附表提供各項目的資料。 

樣本： 
膏狀毒藥(第一部分):Z00M20 

項目 藥品名稱 數量/容量 
1 Acilax Cream 雅善 1000 @ 3 毫升 
2 Aclovirax Cream 克疱靈膏 100 @ 10 毫升 
3 Synco-cfn Synco 新科膚適膏 4 @ 400 毫升 

總共 5.6 升 

固體抗生素:Z00S30 
項目 藥品名稱 數量/重量 

1 Amoxycillin Bright Future 阿莫靈 4000 粒 
2 Netromycin IM/IV 立克菌星 20,000 小瓶 

總共重 2 公斤 

例子二：石棉廢物 

每項石棉廢物的包裝尺碼可在 F 部分列出。 另外，棄置日期可在 E 部分說明。 

4.3

4.3

2, 4.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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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部分:處理廢物的方法 

此欄內填寫棄置日期。除緊急情況外，請於擬棄置日期前最少十二天呈交通知書。 

另外，請於每次棄置廢物前最少三個工作天內於辦公時間內致電與堆填區預約。

每一份發出的指示會提供所需要的廢物處置設施聯絡電話。 

例子： 

F 部分:註釋 

此欄填寫每項石棉廢物的包裝尺碼或其他附加資料以確保廢物的安全處理。 

例子： 

G 部分:聲明(此部分必須填寫) 

請將已填妥的通知書及附表正本寄往“香港灣仔軒尼斯道一百三十號修頓中心

二十五樓環境保護署收”，信封面請註明<棄置甲類廢物>。本署亦提供網上

提交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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