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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安全又持續可行： 
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 



序言  -----------------------------------------

香港是一個富庶又發展成熟的城市，對消費性的電器及電子設備需求殷切， 例

如：電視機、雪櫃、洗衣機、冷氣機和各式各樣的電腦產品。這些產品均含有害物

質，到使用年限屆滿而需棄置時，應當妥善處理。 

我們大都擁有上述電器及電子設備，因此確保妥善管理廢電器電子產品實在人

人有責。為此，政府發表《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 2005-2014)》 提出以「污

染者自付」為原則，由生產者自負責任，對各種不同的廢物作好管理。2008 年制定

的《產品環保責任條例》，為我們提供了所需的法律基礎，以便推行生產者責任計

劃，盡量減低不同種類的產品對環境的影響。現在是時候讓我們邀請大家一同集思

廣益，討論如何改善管理廢電器電子產品的現行制度。 

謹請細閲這份諮詢文件內所提出的建議，並踴躍發表意見。 

環境局局長 
邱騰華   

2010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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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面對挑戰

第一章-廢電器電子產品為何有害 ------------------

1.1  一般來説，廢電器電子產品可以泛指任何被丟棄，或是閒置、過時或損毀的電器及電子 裝

置，而這些裝置使用時須依賴電流或電磁場才能正常運作，或是用來產生、傳送或量度電

流或電磁場，例子包括家庭電器、資訊科技和電訊器材、消費品裝置、照明設備等等。 

廢電器電子產品廣受國際關注  

1.2  廢電器電子產品含有有害物質，如不妥善處理或棄置，會危害環境和人體健康，因而愈來

愈受國際關注。舉例來説，常見於電器和電腦的鉛和水銀，可使兒童認知能力受損，傷害

腎臟、肝臟，以及神經、循環和生殖系統。此外，有些廢電器電子產品含有氟氯化碳和氟

氯烴，這兩種物質會破壞臭氧層，促使全球氣候轉變。詳情請參閲附件 A。 

1.3	 在歐洲，為落實《歐洲共同體第2002/ 96/EC號指令》，歐盟各成員國已逐步進行本地立法， 

對廢電器電子產品的處理實施規管。在亞太區，日本、南韓和台灣已實施強制計劃，管理

廢電器電子產品。中國內地最近亦已通過法例實施有關廢電器電子產品的強制規管，並於 

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香港的廢電器電子產品  

1.4  在香港，廢電器電子產品正漸漸構成問題。不但有關廢物所涉危害性質 (見第1.2段)值得關

注，而且我們正面對下述情況  

(a)	 我們產生的廢電器電子產品不斷增多，過去數年的按年增長幅度約有2%   

(見圖1)。由於出現更多大眾可以負擔的產品，加上科技日新月異（如上網  

電腦及高清電視），預計增長趨勢將會持續，甚至可能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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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2005  -  08年廢電器電子產品總產生量  

循環再造 棄置 廢電器電子產品產生總量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變化  

2005  53.0  14.2  67.2  -- 

2006  58.0  +  10.6     =  68.6  2.08%  

2007  59.0  11.1  70.1  2.19%  

2008  58.8  12.6  71.4  1.85% 

過去數年,廢電器電子產品的數量持續上升，每年增幅約為  2%：平均約有80%用作循環再造，其餘  20%運往堆填區

棄置。  

(b)	 目前依賴出口的策略並不符合環保原則，而且根本不會持續可行。現時，香港

產生的廢電器電子產品約有80%會循環再造，大多透過二手商售往發展中國家

重用及回收有用物料。臨時貯存有待付運的廢電器電子產品，會對香港的環境

構成危害 (見圖2)。日後，當這些國家的生活水準改善和人民開始有可持續發展

的意識，預計這些國家對二手產品的需求會日漸減少，更可能收緊入口廢電器

電子產品的管制。因此，香港面臨的壓力正日益增加，需要發展一套可自行處

理廢電器電子產品的管理制度。

圖2  

新界鄉郊約有100個臨時露天貯物場，貯存有待運往海外的廢電器電子產品。許多貯物場並沒有適當的遮蓋，地

面也沒有妥善鋪設。長期日曬雨淋可導致重金屬滲漏而污染土地、火警、破壞景觀和其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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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境內進行堆填處置並非解決辦法。現時約有 20%的廢電器電子產品棄置

在本港三個策略性堆填區，而這些堆填區已接近飽和。無論如何，即使開

發新的堆填區資源，我們仍須透過優化現有制度，促進重用、回收和循環

再造，善用堆填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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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生產者責任：更持續可行的做法 ------------- 

2.1  生產者責任是一項要求持份者分擔財政及 /或實務責任的策略，以便在處理或棄置廢棄產品

時，可盡量減低對環境的影響。這些持份者包括有關產品的製造商、進口商、品牌代理、

分銷商、零售商和消費者。 

海外經驗  

2.2 正如第1.3段所述，全球有多個地區已就廢電器電子產品實施具體的管理措施。透過生產者

責任計劃對廢電器電子產品實施強制規管（下稱「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屬國際間的

主流做法。附件B	 摘要列出荷蘭、加拿大阿爾伯達省、日本及台灣實施的廢電器電子產

品計劃的要點，作為這種規管模式的範例。	

2.3 我們亦注意到不同地區的生產者責任計劃各有不同，一般的區別在以下三個主要範疇： 

(a)	 涵盖範圍：歐盟規定成員國須把多類電器及電子產品1	納入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

不過，許多其他地區則主要着眼於大型家庭電器，例如：電視機、 雪櫃、洗衣

機、冷氣機，以及電腦產品（包括桌上電腦、手提電腦、打印機、 掃描器和顯

示器）。  

(b)	 廢電器電子產品的收集方法：大部分計劃規定零售商須提供「收回」服務， 即

他們須收回消費者送交零售店的廢電器電子產品。這項規定通常在出售新 設

備時適用（如在日本、南韓、丹麥、芬蘭和荷蘭），但有些國家（如挪威、

瑞士和比利時）的零售商，則無論售出貨品與否，都必須提供收回服務。除

零售商外，有些地區容許由同業商會或製造商營運的非牟利公司（一般稱為

生產者責任組織），或透過垃圾收集服務安排收回。在日本、台灣、瑞士和

瑞典， 消費者須遵照法例規定，把廢電器電子產品送交零售商或其他收集

點。	

1
包括：(i)大型家庭電器； (i i )小型家庭電器； (i ii )資訊科技及電訊器材； (iv)消費品設備； (v)照明設備； (vi )電動 及

電子工具；(vii )玩具、休閒及體育器材； (vii i)醫療裝置； (ix)監控儀器；以及 (x)自動功能裝置。 

 7 



(c)	 成本收回機制：所有生產者責任計劃都應該透過某種形式的收費，以自負盈虧

方式運作。視乎計劃的運作模式，收集到的款項可交由一個商業但非牟利的生

產者責任組織，或半官方的法定機構，或政府直接管理。視乎誰人繳付、 何時

繳付及如何繳付，收費方法各有不同，常見者包括： 

(i)	 顯式收費：在購買新器材時由消費者另外繳付；

(ii)	 隱式收費：以「全包」方式算進零售價內；

(iii)	 棄置費：消費者在棄置產品時，要購買「回收處理券」，以繳納有關的處

理費用。 

香港的現況  

2.4	 2005年12月，政府公布《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 2005-2014)》，為解決迫在眉睫的

廢物問題定下策略。其中，《政策大綱》建議以生產者責任計劃為主要政策工具，以減少、

回收和循環再造廢物。 

2.5 目前，香港仍然依靠自願措施應付日趨嚴重的廢電器電子產品問題，其中包括兩個始自 

2003年並獲政府資助的回收試驗計劃，由香港明愛和聖雅各福群會分別負責回收電腦和

電器產品。在試驗計劃下，任何可翻新的器材都會贈予有需要人士，或作慈善銷售；無

法 修理再用的產品則會妥善地拆解，從中回收有用零件和物料。塑膠和金屬會運往海外

作 原料再用，而陰極射線管則會在九龍灣的回收中心進行拆解。另外，業界透過類似的

方式 自行籌辦了一個由業界主導的自願性電腦回收計劃，共獲 20個電腦產品製造商及供

應商 支持，並在2008年1月推出。

2 6 上述自願措施運作順利，並已取得一定成果。 2008年，由明愛和聖雅各負責的試驗計

劃，共處理了60,000件電腦和家庭電器；而電腦業界推行的回收計劃在運作的首年內共

收集了24,000件電腦產品。不過，管理廢電器電子產品的需求與日俱增，儘管這些計劃

初見成效，但仍不足以應付。舉例來説，即使這些計劃每年合共可收集差不多 90,000件

產品， 也只佔香港每年所產生廢電器電子產品總量的 1%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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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必須立即行動   --------------------------------

3.1 正如第2.5及 2.6段所述，單靠現行的自願措施處理廢電器電子產品，實不足以應付面前的挑

戰。要擴充這些回收計劃至在全港推行並不可行，因為目前的營辦者只屬慈善團體和個別業

者，廢物管理根本不是他們的組織目標。

下一步行動  

3.2 配合國際間的發展經驗，香港正循着強制措施的方向管理廢電器電子產品。 2008年 7月， 立

法會通過《產品環保責任條例》（第 603章），提供了法律基礎，為不同種類的產品 (包括電

器及電子器材）推行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現已實施，行政長官

在《2009-10年度施政報告》選定廢電器電子產品作為推行下一個生產者責任計劃 的目標。

我們相信，要是香港能就廢電器電子產品推行一個適當的生產者責任計劃，將可： 

(a)	 促進產品或有關零件的重用及循環再造，從而推廣更有效地運用天然資源；

(b)	 盡量減低廢電器電子產品可能對環境的影響及對負責處理有關廢物人員的健康

可能造成的傷害；	

(c)	 應付廢電器電子產品日益增加的數量，同時避免對早已不敷應用的堆填設施增添

額外壓力； 

(d)	 以更貼近「污染者自付」原則的方式分擔管理廢電器電子產品的成本；

(e)	 保持與國際社會同步發展，尤其是鄰近地區在管理廢電器電子產品方面的工作；

以及  

(f)	 推動香港的環保工業，使之成為主要的優勢產業。

諮詢文件  

3.3 根據《產品環保責任條例》第 2(1)條，推行生產者責任計劃應以「污染者自付」為原則。 我

們同時希望計劃達到下列目標： 

(a)	 適當地讓製造商、進口商、批發商、零售商、消費者及其他有關人士參與；

(b)	 涵蓋「固有產品」（即受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影響，但在計劃實施前消費者已購

買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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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以落實執行及持續有效，並具成本效益；

(d)	 在現有制度上精益求精，特別是廢電器電子產品的私人收集渠道行之有效，

應該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以及 

(e)	 推廣本地循環再造，鼓勵將廢物翻新及重用。

3.4 這份諮詢文件為香港所需的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羅列了我們對不同方案所作的詳細分

析，其間參考了國際間的相關經驗和本地的實際情況。我們按照這些分析，制定了一些

方案，並希望徵詢公眾的意見，以便進一步落實計劃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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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制定香港的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

第四章-訂定目標    - ---------------------------------- 

4.1	 由於現今日常使用的各式器材不少都設有電機或電子裝置，因此如果採納一般釋義，則廢

電器電子產品的涵蓋範圍可以牽涉甚廣（參看第 1.1段）。國際間普遍會集中處理特定類

別產品所產生的廢物。另一方面，其他地區會設定收集和循環再造目標，以便規劃和評估

效益。

涵蓋範圍  

4.2 香港的廢電器電子產品有86% (見圖3)源自兩類產品：(i)大型電器及電子設備，包括：電

視機、洗衣機、雪櫃及冷氣機，以及 (ii)電腦產品，例如：個人電腦、手提電腦、打印機、

掃描器及顯示器。這兩類廢電器電子產品，一般較其他產品含較多有害物質。事實上，世

界各地推行的生產者責任計劃雖然各有不同，但都涵蓋這兩類廢電器電子產品。因此，我

們建議集中處理這兩類廢電器電子產品。

圖3

香港產生的廢電器電子產品分項數字（2008年，按重量計）

大型家庭電器

(即電視機、洗衣機、雪櫃和冷氣機）

66%	          
47,100 公噸 	  

電腦產品  

  20%       
14,100 公噸       

其他

 家庭電器

   14%  
   10,200 公噸   

4.3 	    目前，我們沒有計劃把流動電話、數碼相機及電子遊戲機，納入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雖

然這類產品日漸普及，可能逐漸成為廢電器電子產品的新增來源，但是它們目前已有集散

渠道。這類產品大部分在其使用年限屆滿前已被人棄用，因而往往在二手商業市場具有價

值，促使產品可以有效率地被回收、重用及循環再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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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你的意見：

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的涵蓋範圍應否包括： (i)電視機、洗衣機、雪櫃和

冷氣機，以及 (ii)電腦產品？  

4.4	 以下，我們把電視機、洗衣機、雪櫃、冷氣機及電腦產品（包括個人電腦、手提電腦、 打

印機、掃描器和顯示器）等統稱為「受規管產品」，由這些產品所產生的廢物則統稱為「受

規管廢電器電子產品」。

收集與循環再造目標 

4.5	 現時，香港家居每年人均產生約 10公斤的廢電器電子產品。根據歐盟的經驗，我們預期可

透過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每年人均收集 4公斤廢物。我們相信大約八成收集所得的零件、

材料和物質可以再用或循環再造。 

4.6	  在現行的自願措施下，一個由政府資助的小規模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計劃正以試驗形式在 

九龍灣運作，每年可處理130 公噸廢電器電子產品。另有一個循環再造計劃即將在環保園推

出，由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每年可處理 250公噸廢電器電子產品。參考歐盟每年人均 

4公斤廢物的經驗，我們估計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開始實施時，香港每年約有30, 000 公噸的

受規管廢電器電子產品需要處理，數量日後可能還會增加。換句話説，現時廢物處理的規

模必須大幅擴充，從而促進循環經濟，提升本港循環再造廢電器電子產品的技術，同時創 

造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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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妥善處理    ---------------------------------------

5.1 妥善處理和循環再造廢電器電子產品，涉及不同的拆解、無害化及回收工序。根據國際經

驗，實施廢電子電器產品計劃的國家，一般需具備有足夠產能及採用適當技術的設施，以

便處理廢電器電子產品。 

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廠 

5.2  雖然香港現有數個回收商為部分建議受規管產品提供處理，但是要以商業原則及全港性的 

運作規模，為這些產品提供妥善處理及循環再造，目前的產能仍嫌不足。另一方面，由於

不少廢電器電子產品已出口海外，留在香港處理的數量太少，無法支持以商業形式營運， 因

為處理廠運作涉及大額資本和經常支出，而且商品價格有波動風險。  

5.3  不過，推行強制規管後，需要留在本地作妥善處理的廢電器電子產品，數量將會增加。考

慮到收集和處理費用高昂，以及資本投資金額龐大，國際間有個別政府為了發展和維持回

收工業而願意提供資助。就香港而言，我們無法肯定將來是否有私人投資者願意出資在本

地以商業形式經營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廠。與此同時，我們收到一些公眾意見，指出政府

應對廢電子電器產品計劃有所承擔。不過，提供資助亦會引伸對政府的質疑，因為這等

同津貼一項本來已經可以獨立發展的生意。目前，我們對此抱持開放態度，希望各界給

予意見，尤其是回收行業 (包括現有或有意投資的營運者  )。

廢電器電子產品管理承辦商 

5.4 我們計劃透過公開招標，委任廢電器電子產品管理承辦商（管理承辦商）。透過加強的收

集網絡（詳情見第 6.4至6.6段），獲委管理承辦商會收集廢電器電子產品，並加以處理。為

此，管理承辦商必須：建立一個高效率的系統，在不同收集點收集受規管廢電器電子產品；

興建循環再造設施並申辦牌照；製作敎育 /宣傳計劃以推廣重用和翻新廢電器電子產品；滿

足政府定下各項條款和條件的要求（包括第 4.5及4.6段列出的收集和循環再造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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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透過委任可執行上述工作的管理承辦商，我們可以：

(a)	 確保縱使未有包括在第 6章所述的加強收集網絡內，舊的受規管產品仍會被收集

處理；  

(b)	 加強連繋收集和處理受規管廢電器電子產品這兩方面的工作，以便更有效作物

流安排，盡量減少貯存的需要； 

(c)	 確保處理廢電器電子產品的程序符合環保原則，可更徹底分拆回收物料；以及

(d)	 達至規模效益，從而降低營運成本，尤其在複雜精細的處理程序( 對小型營辦商

而言有關程序往往成本高昂）。

5.6  當我們提及委任管理承辦商時，我們其實可以選擇透過公開招標委任多於一個管理承辦

商，共同承擔承辦商上述各項功能，但作出決定時必須考慮這種模式是否更具成本效 

益。舉例來説，可考慮將承辦商分工，其中一個專門處理電腦產品，另一個則處理其 他

受規管 產品。此外，我們亦可考慮另一種運作模式，向一組現行營辦商採 購服務。

固有產品  

5.7	  我們現階段假定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將涵蓋固有產品。換句話説，不論從何處收集得來， 也

不論在購買時有否就廢物處理繳付費用，我們都會免費處理有關產品。這樣或會導致不同

種類的產品之間出現交差補貼的情況。不過，香港的家庭絕大部分均會起碼擁有一些受規

管產品，即使有任何交差補貼，數目也只會是微不足道。另外，固有產品所產生的廢物數

量也會隨着時間逐漸減少。事實上，如果不包括固有產品，只會大大推遲廢電器電子產品

計劃實現預期的環保效益。  

5.8	  另一項關注，就是如果我們免費處理固有產品，則境外的回收商可能會借機濫用我們的制度，

輸入廢電器電子產品到香港處理。為防止這種情況發生，進口舊的受規管產品作本地銷售，

亦須受強制性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規管，並須按第 7章所述附有標籤。此外， 我們會加強廢

電器電子產品的進出口管制，一如第6 章所建議。從目前情況所見，沒有證據顯示香港境外

的廢棄產品，會對我們的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廠帶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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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廢電器電子產品的發牌制度  

5.9 	 根據《廢物處置條例》，任何人士如要拆解和處理某些有害組件，例如含有高濃度危險成

分的陰極射線管、製冷劑、含水銀的開關掣及電池，必須領有廢物處置牌照。為確保處理

程序妥善，我們建議擴大這項規定的適用範圍，凡從事拆解或回收再造任何受規管廢電器

電子產品的人士均須受到規管，不論有關產品是否含有有害成分。  

5.10	    貯存是另一個須關注事項。現時有多個用作貯存廢電器電子產品的問題地點，主要分佈在

新界地區（參看圖2) 。我們建議設立發牌制度，針對貯存舊的受規管產品和受規管廢電器

電子產品的場所。任何有意營辦者，須先申領牌照，並且申報作業細節，例如貯存舊的受

規管產品或受規管廢電器電子產品的種類和數量、最高貯存容量等。該場所也須符合某些

安全及環保管理規定，例如：興建上蓋和鋪設地面；設定堆疊高度上限；保安措施；保存

記錄。此外，其他消防安全、環境衛生和職業健康的法定要求亦同時適用。 

表達你的意見：

我們應否就拆解及回收再造受規管廢電器電子產品，以及貯存舊的受規管

產品或受規管廢電器電子產品的設施，設立發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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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廢電器電子產品的流程管理  -------- ---------

6.1	 在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實施後，我們需要有效措施妥善管理廢電器電子產品的流程。 一方

面，香港所處理的本地廢電器電子產品，數量應足以支持在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廠的投資；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確保來自海外的廢電器電子產品不會在香港棄置，加添新處理廠的負

荷。 

堆填區棄置禁令 

6.2	  基於環保理由，我們必須確保廢電器電子產品盡可能不會被棄置於堆填區。事實上，運往

堆填的廢電器電子產品愈多，可供處理的數量便會相應減少。因此，我們建議禁止將受規

管廢電器電子產品當作普通垃圾棄置在堆填區，應分開收集，以便循環再造。這樣便可提

供必需的法律理據，強制規定把受規管廢電器電子產品轉移至適當的循環再造設施，特別

是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廠。  

6.3	  由於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並不涵蓋所有廢電器電子產品（原因見第 4.2段），建議的禁令只 

適用於電視機、洗衣機、雪櫃、冷氣機和電腦產品。不受規管的其他廢電器電子產品只佔

整體數量的一小部分，日後仍可棄置於堆填區。不過，由於現行制度在建議的廢電器電子

產品計劃下將有所改善，計劃以外的廢電器電子產品，部分亦會經由我們的收集網絡，送

交指定管理承辦商處理。 

表達你的意見：  

受規管廢電器電子產品應否禁作普通垃圾在堆填區棄置，並應分開收集以 

 循環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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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收集網絡  

6.4	  對市民大眾而言，為他們提供方便的途徑交回廢電器電子產品至為重要。香港現行有多個 

收集渠道，包括：  

(a)	 都市收集設施，包括垃圾收集站和指定的分區廢電器電子產品轉運站，兩者均

免費接受棄置；  

(b)	 二手商，通常會以低價收購廢電器電子產品； 

(c)	 慈善機構2 ，會舉辦活動推廣翻新和捐贈廢電器電子產品。 

整體而言，上述的收集渠道運作大致良好，不但有助市民妥善棄置廢電器電子產品，同時

亦可支援相關的商業活動，促進廢電器電子產品的再用和循環再造、創造就業，兼且達到

造福社會的目的，例如把經翻新的設備贈予有需要人士。我們打算繼續推廣現有的收集渠

道。  

6.5	  為加強收集網絡，我們建議強制規定零售商要提供「新對舊」的免費收回服務。具體而言，

當消費者購買受規管產品時，他們可交回擬更換的舊設備，零售商有責任收回，不論該設

備是否購自同一零售商。根據外國經驗，零售商出售大型產品時，一般會在新貨運抵或安

裝時同時提供收回服務。在香港，送貨和安裝會由不同服務人員負責，兩者多為外判。我

們會與業界磋商從而定出運作細節，當中會顧及本地的實際情況。  

2
如香港明愛、聖雅各福群會、救世軍和基督敎勵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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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當然，消費者有權保留舊設備繼續使用，或以其他方法棄置。在這情況下，零售商可視作

已經履行收回責任，消費者往後須負責妥善處置舊設備。我們會推出標籤制度，以識別是

否已就受規管產品收取費用，用以支付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的成本（請參閲第 7章）。受規

管產品如貼有標籤，消費者丟棄時可直接聯絡指定管理承辦商，由他們免費收集及處理。

不過。在計劃推行初期，被丟棄的受規管產品，大部分應屬強制性廢電器電子產品 計劃實

施前購買的固有產品，因此不會附有標籤。在此情況下，消費者須負責運輸成本。舉例來

説，他們可以自行把產品交到專門收集廢電器電子產品的分區垃圾轉運站，亦可向 指定管

理承辦商繳付手續費，用以支付收集服務或其他運輸成本。

表達你的意見：

應否強制零售商用「新對舊」的方式，免費為消費者提供收回服務？

進出口管制措施  

6.7	 現時，根據《廢物處置條例》（第 354章），出入口設有陰極射線管及電池的顯示器及電視

機，須受到某些管制。基於下列原因，我們需加強有關管制措施： 

(a)	 目前，我們並沒有全面禁止所有受計劃規管的廢電器電子產品進口香港。有些

廢電器電子產品會經香港轉口或再出口至鄰近地區作重用或回收再造，但最終

可能因為經濟或規管理由而要滯留香港。這樣或會對建議的計劃構成沉重的財

政負擔，因為有關產品必須獲妥善處理或處置。此外，這樣或會製造漏洞，讓

特意搭便車的回收商可享用香港為受規管廢電器電子產品提供的免費處理服

務。  

(b)	 把仍可繼續使用的二手產品出口往外地重用，固然符合我們一貫的廢物管理策

略，但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廢電器電子產品可能會被運到缺乏安全及環保意

識，甚或沒有適當技術安全處理廢電器電子產品的發展中國家。這種出口活動

會減少留在本地處理的廢電器電子產品的數量，因而影響本地回收行業的規模

效益和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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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因此，我們建議透過發牌制度，規管出入口舊的受規管產品和受規管的廢電器電子產品，

當中會考慮以下因素：來源地及 /或目的地；有否取得外國主管當局的批准；有否為廢電器

電子產品安排妥善處理；有否經過檢定的化驗測試等等。為防止逃避監管，舊的受規管產

品如報稱為重用貨品而非廢物，我們會嚴格審查其出入口申請。

表達你的意見：

我們應否透過發牌制度，對舊的受規管產品和受規管的廢電器電子

產品的進出口實施管制？

制度總覽 

6.9	 為方便參考，圖 4載有本章各項加強管制措施落實後，廢電器電子產品的流程總覽。我們 會

以適當懲罰或經濟誘因，確保各項規管措施能達至預期效果。

圖4
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下

廢電器竃子產品的流程總覽

海外 進口廢舊電器 

電子產品的 

發牌制度 

轉運廢舊電器電子

產品的發牌制度 

二手商 

出口廢舊電器 
電子產品的發

牌制度 

海外 

香港本地產生的

廢電器電子產品 
指定廢電器電子

產品管理承辦商 出口經處理的 可

再用物料 

堆填區 
堆填禁令 

慈善機構 有需要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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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分擔成本   --------------------------------------- 

7.1 為貫徹「污染者自付」原則，應力求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收回關於廢物收集和循環再造工序，

以及其他管理和行政事宜所需的各項成本。

成本收回機制  

7.2 第2.3(c)段提及的三種收費方式中，棄置費可能會減損部分消費者妥善棄置的意欲，反而 助

長他們非法棄置或釀成搭便車的問題，令他們把這些產品投進都市固體廢物系統。礙於成本

高昂，實難以透過執法杜絕。此外，亦會增加其他消費者的負擔，對他們並不公平。久而久

之，也會對提高棄置費構成壓力，進一步減損繳費和妥善棄置廢電器電子產品的意欲。據我們

所知，日本是採用棄置費制度的唯一一個國家，但只可視為特殊例子。這與當地的獨特

情況有關，因為日本本土的生產商均積極推廣收集和管理廢電器電子產品工作，並擔當

重要的角色。由於我們沒有類似的強大工業基礎，方案在本港未必可行。	

7.3 在不影響市民討論棄置費方案的前提下，我們建議對所有進口本港銷售的新、舊受規管產

品收取適當的費用，以便收回強制性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的成本。視乎這次諮詢結果和日後

制定的執行細節，我們預期收費安排有兩個可行方案：進口商和分銷商可以充當代理人，當

有關產品進口香港作本地銷售時，負責收集所須繳付的費用，而費用最終會沿供應鏈全部或

部分向消費者收回。另一個做法是，當交易完成時，零售商可以在銷售點向消費者收取費用。

我們會與進口商、分銷商和零售商詳細討論，其間會考慮他們的現行運作模式、行政程序上

的便利和其他運作事宜，然後才選定最可行的方案。 

7.4 無論採用哪一種模式，消費者均須在購買新的受規管產品時就廢電器電子產品的收集和處

理支付成本。如何在零售點安排消費者繳付徵費則有以下兩種可行方法： 

(a)	 在銷售時，零售價已包括收費。這種「全包」模式有其優點，因為所標示的零

售價等同消費者所需支付的最終總額，這樣對消費者較為方便。 

(b)	 收費在零售價外，另外繳付。這種做法較為清晰，因為收據上會明確地列明

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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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考慮這次諮詢所收集到的市民意見及其他有關運作的問題，然後確定一個最適用於

香港的方法。

表達你的意見：

我們應否徵收某種費用，以收回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的成本？

在香港徵收棄置費是否不可行？應否採用在零售點收費的模式？

如要在零售點收費，應否以全包方式收取，讓收費反映在零售價內？

收費款額  

7.5	 現階段我們難以準確估算何為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的適當收費水平，因為實際成本受一籃

子因素影響，包括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的具體設計。不過，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約有一

半市民（ 49.2%)認為收費若不多於零售價 2.5%便屬合理，另有四分一（ 23.9%)認為合理範

圍應介乎零售價 2.5%至5%之間。鑑於根據「污染者自付」的原則，我們應力求把計劃的成

本全數收回，所以收費款額應反映所需處理的程度。這會因應廢電器電子產品的大小和所

涉部件而有所不同，與零售價格並沒有關係。其他地區實施廢電器電子產品 計劃時，營運

成本同樣會影響收費水平。參考海外地區的收費，小型廢電器電子產品 (例如小型電視機）

的收費約為100元，而大型廢電器電子產品（例如大型電視機、雪櫃及洗衣機）則約為 200

元至250元，電腦產品的收費則預期會較低。實際收費水平須視乎香港實施廢電器電子產品

計劃的具體細節才可作實。我們會於招標程序完成後，按下列原則釐定徵費款額： 

(a)	 貫徹「污染者自付」的原則：收費的所得總額應足以支付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

的所有成本； 

(b)	 分級釐定收費款額：處理程序複雜的產品徵費將會較高；以及 

(c)	 收費制度  (包括收集費用機制 )須簡單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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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我們若決定在零售點收費，便需推出標籤制度，以辨別是否已就產品收取費用，用作支付

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的成本。據我們初步理解，個別生產商可在受管制產品輸入香港時貼

上標籤。但是，在很多情況下，更便捷的方法是在零售點由零售商貼上。我們會在完成公

眾諮詢後，與業界一同制定運作細節。  

7.7 正如第5.3段所述，對於政府應否為開展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提供協助，我們目前持開放態

度。部分已實施強制性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的國家，政府有提供協助。此舉可以支援計劃

所需的回收工業的發展。不過，長遠來説，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須自負盈虧。我們會參考

諮詢結果及其他相關因素，作進一步考慮。

表達你的意見： 

根據「污染者自付」的原則，計劃的成本應全數收回。我們應否根據這項

原則，要求製造商、進口商、品牌代理、分銷商、零售商和消費者分擔全

部 成本？ 

有沒有其他持份者應該一同分擔成本？


由政府提供初期支援，以開展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並協助發展回收工業， 是


否屬適當或必需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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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你的寳貴意見

第八章-主流方案    ---------------------------------------

8.1	 廢電器電子產品含有害成分，如不妥善處理或棄置，將會危害環境和人體健康。以強制性

生產者責任計劃來管理廢電器電子產品，不單是國際趨勢，也是本港社會的共識。我們透

過這份諮詢文件，就如何管理香港的廢電器電子產品，介紹了政府對目前形勢的分析以及

由此所得的主流建議。

摘要  

8.2	 配合《產品環保責任條例》（第 603章），我們在第4.2段建議在香港實施廢電器電子產品

計劃，範圍應涵蓋： (i)大型電器電子設備，包括電視機、洗衣機、 雪櫃和冷氣機；及 (ii)電

腦產品，如個人電腦、手提電腦、打印機、掃描器和顯示器。 

8.3	 我們就建議的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將如何運作的構思，現已透過圖 5撮要地説明，有關重點

建議亦已在第5章和第6章載列及分析。我們的最終目標，是讓每一個廢電器電子產品的生

產者共同分擔責任，把這些廢物安全地和以持續可行的方式收集、處理和棄置。根據這份

諮詢文件所載建議，計劃將引導不同的持份者各盡其分： 

(a)	 消費者在購買新的受規管產品時，會為受規管廢電器電子產品的收集和處理繳

付費用，並確保產生的廢電器電子產品得到適當處理。為此，消費者享有不同

選擇，他們可在購買新設備時要求安排收回舊設備、聯絡指定管理承辦商安排

收集、將廢電器電子產品送到都市收集設施、交予二手商或慈善機構。 

(b)	 進口商、分銷商和零售商會確保受規管產品於銷售時已貼上特定標籤，表示產

品已就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的成本供款，有關按標籤及收集制度的細節則容後

確定。  

(c)	 消費者購買新的受規管產品時，零售商會以「新對舊」的方式，為他們免費收

回同類的舊設備（包括固有產品），並交由指定管理承辦商妥善棄置。 

(d)	 指定管理承辦商會按管理合約，就廢電器電子產品提供收集及循環再造服務，其

間須嚴格遵守有關法例，並且奉行廢物管理的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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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二手商和回收商會按照經收緊的進出口管制措施，以及拆解、循環再造和貯存

受規管廢電器電子產品的發牌規定，妥善處理從消費者收集所得的受規管廢電

器電子產品。

圖5

擬議的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 

業界 

購買貼有 標
籤的產品 

由零售商收回 

消費者 交予慈善機構 

轉 交 特 定 
標籤的收費 
 交予二手商 

政府 

支 付 管 理

合 約 的 費

用 

指定廢電器電

子 產品管理承
辦商 

送到都市收集設施 

由指定管理 承

辦商收集 

收回成本的途徑 
廢電器電子產品的流向  

8.4 政府會監察計劃的運作以及負責一系列相關工作，如選任管理承辦商及監察其表現、 

按適當機制釐定及檢討就受規管產品向消費者收費的水平，以及執行有關法例。如果有多

個回收商同時參與，政府會致力維持公平的競爭環境，讓廢電器電子產品回收商發展業務。

此外，政府又會推動公眾敎育及持份者互相交流資訊。再者，政府將會考慮應否為開展廢

電器電子產品計劃提供協助，且在決定提供協助時，考慮提供協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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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式方案  

8.5	   這份諮詢文件的建議可以歸納為一個須由政府大力參與的制度。不過，國際經驗顯示可有 

另類模式，推行我們的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例如，個別國家會由有關的業界主動推行計

劃。這種模式需要成立一個生產者責任組織（參考第 2.3(b)段），執行指定管理承辦商的 工

作，並管理計劃的財務安排（包括收取費用）。  

8.6	  這種模式恪守生產者責任的原則，而且容許業界作出靈活調配，有助降低成本。如我們採

納棄置費的收費模式，這種由業界主導的模式便相當適合。不過，如前所述，香港沒有強

大的工業基礎，而電器電子製造商都在境外營運。我們必須倚靠進口商、分銷商及零售商

牽頭。現階段，我們抱持對於這種模式開放態度，但已注意到在這種模式下可能會出現執

行和如何確保持份者遵從有關規定的實際問題。  

8.7	   就主流方案每個要點與相對的其他可行模式相互比較，均可見各有利弊。政府仍未作任何 

定案，歡迎市民大眾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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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徵詢意見

9.1	 請就下列問題提出意見： 

(a)	 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應否包括： (i)電視機、洗衣機、雪櫃和冷氣機，以及 (ii)

電腦產品？ [請參閲第4.2至4.3段 ] 

(b)	 我們應否就拆解及回收再造受規管廢電器電子產品，以及貯存舊的受規管產品

或受規管廢電器電子產品的設施，設立發牌制度？ [請參閲第 5.9至5.10段 ] 

(c)	 受規管廢電器電子產品應否禁作普通垃圾在堆填區棄置，並分開收集以循環再

造？ [請參閲第 6.2至6.3段 ] 

(d)	 應否強制零售商用「新對舊」的方式，免費為消費者提供收回服務？[ 請參閲第

6.4至6.6段 ]  

(e)	 我們應否透過發牌制度，對舊的受規管產品和受規管的廢電器電子產品的進出

口實施管制？[請 參閲第6.7至6.8段] 

(f)	 我們應否徵收某種費用，以收回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的成本？[ 請參閲第7.2 至

7.4段 ]  

(g)	 在香港徵收棄置費是否不可行？應否採用在零售點收費的模式？[請參閲第7.2

至7.4段 ] 

(h)	 如要在零售點收費，應否以全包方式收取，讓收費反映在零售價內？ [請參閲 第

7.2至7.4段 ]  

(i)	 根據「污染者自付」的原則，計劃的成本應全數收回。我們應否根據這項原則，

要求製造商、進口商、品牌代理、分銷商、零售商和消費者分擔全部成本？ [請

參閲第7.5至7.7段 ] 

(j)	 有沒有其他持份者應該一同分擔成本？ [請參閲第 7.5至7.7段 ] 

(k)	 由政府提供初期支援，以開展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並協助發展回收工業， 是

否適當或必需的做法？ [請參閲第7.5至7.7段 ]

第8.3至8.4段載有不同持份者所分擔的責任，我們亦歡迎市民就有關部分提供一般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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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方法  

9.2  請於2010年4月30日星期五或之前，把意見以郵遞、電郵、傳真方式或透過互聯網提交： 

郵遞： 香港 
吿士打道5號 税務大樓45 樓4522室 

環境保護署 廢物管理政策組  

電郵： weee@epd.gov.hk  

傳真： 2318  1877   

互聯網： http://www.epd.gov.hk/epd/weee  

郵寄意見時可使用諮詢文件夾附的回應表格，所需郵資已經預先繳付。如有查詢，請致電：

2594 6063。

請注意  

9.3  日後，政府可能會在討論或後續報告 (不論公開或非公開)中，引述各界回應這份諮詢文件 

時發表的意見。如有任何要求希望把全部或部分意見保密，我們會尊重有關意願。除非 已

經提出此等要求，否則所有收到的意見不會保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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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附件 

附件A   ------------------------------------ 

主要電器所含有毒物質及對人體健康可能造成的影響   

A.雪櫃及冷氣機  

零件及組件 有毒物霣 	 對人體健康可能造成的影響 

電路板 鉛	  

1. 導致兒童認知能力缺損 

2. 損害成年人的腎臟、神經系統、循環

系統 及生殖系統 

電路板和電線 銅  
1. 造成胃腸道不適 

2. 損害肝臟及賢臟，導致腦部失調 

電容器 多氯聯苯 

1. 致癌物質 

2. 影響免疫系統、生殖系統、神經系

統及內分泌系統   

汞（水銀） 

1. 容易被皮膚、呼吸系統及消化系統
吸收 亦會經哺乳轉移  

2. 損害肝臓及神經系統 

3. 可積聚於生物及集中在食物鏈 

製冷劑 

氟氯化碳（大多用於雪櫃） 

氟氯烴  
(大多用於窗口式冷氣機） 

1. 破壞保護地球的臭氧層，令紫外線輻

 射增加，引致皮膚癌 

2. 導致全球氣候變化，繼而直接擾亂生

態系 統，例如引起嚴重的傳染病、令

空氣及水污染日益嚴重，影響人體健康 

開關掣及繼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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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洗衣機

零件及組件 有毒物質 對人體健康可能造成的影響

電路板 鉛
1.導致兒童認知能力缺損    
2.損害成年人的賢臟、神經系統、循環系統 

及生殖系統   

電路板和電線  銅
1.對胃腸道造成刺激

2.損害肝臟及賢臟，導致腦部失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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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陰極射線管電視機及顯示器 

零件及組件 有毒物質 	 對人體健康可能造成的影響  

 錐管玻璃及電路板 鉛  

 1. 導致兒童認知能力缺損 

 2. 損害成年人的賢臟、神經系統、循環

系統及生殖系統 

 錐管玻璃 磷  
1. 導致高磷血症 

2. 由於身體鈣質減少，導致骨質疏鬆 

 熒幕玻璃	 鋇   1.吸入後令身體虛弱、呼吸困難及心律失常

 開關掣及錐管玻璃 鎘	   1.捐害賢臟及骨骼

 電路板  汞（水銀） 

 1. 容易被皮虏、呼吸系統及消化系統吸

收  亦會經哺乳轉移 
  
 2. 損害肝臟及神經系統 

 3. 可積聚於生物及集中在食物鏈 

 電路板及塑膠外殼  溴化阻燃劑 
1. 導致認知能力缺損 

2.  影響甲狀腺及性激素分泌

電線外層  
及塑膠外殼 	

 聚氯乙稀  1 .燃燒時會釋放出二噁英及其他可致癌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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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電腦設備的主要組件 

零件及組件 有毒物質	  對人體健康可能造成的影響  

電路板 

鉛	     

1.導致兒童認知能力缺損 
  2.損害成年人的賢臟、神經系統、循環系統 

及生殖系統   

汞（水銀）    

1. 容易被皮虜、呼吸系統及消化系統吸收，  

亦會經哺乳轉移 

     2.損害肝臟及神經系統 
3.可積聚於生物及集中在食物鏈 

電路板及塑膠外殼  
溴化阻燃劑 	              

1.導致認知能力缺損 

   2.影響甲狀腺及性激素分泌 

電線及外殼 	 聚氯乙烯                 1.燃燒時會釋放出二噁英及其他可致癌物質 

主機板 鈹 

       

1. 可致癌 

 2.引致肺病 

鋼板 
 

鉻
1. 容易被人體吸收 

2. 在細胞內產生不同毒害效應及損害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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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打印機及掃描器 

零件及組件 有毒物質 對人體健康可能造成的影響  

電路板 汞（水銀）

1. 容易被皮膚、呼吸系統及消化系統吸

收，  亦會經哺乳轉移   
2. 損害肝臟及神經系統 

3. 可積聚於生物及集中在食物鏈 

電路板及塑膠外殼  溴化阻燃劑 1.導致認知能力缺損 

2.影響甲狀腺及性激素分泌 

電線及外殼 聚氯乙烯   1.燃燒時會釋放出二噁英及其他可致癌物質 

 

打印機碳粉盒 碳粉  
1. 刺激呼吸系統 
2. 可能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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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部分海外地區的經驗 

荷蘭 加拿大  
阿爾伯達省 

日本  台灣 

法定管制 
實施日期  

2004年8月  2004年10月  2001年4月   
(透過兩個獨立計劃 
 

分別實施）   

2002年7月   
(就循環再造及再 

用作出規管） 
   

涵篕範圍 
-與《歐盟20 02/  9 
6/EC號指令》3 所
訂定的涵蓋範圍
相同   

-電視  
-電腦產品 

-影音播放及錄影 
系統  

-電話及傳真機   
-無線電話及其他 
無線裝置   

-電子遊戲機   

-電視   

-洗衣機及乾衣機    

-冷氣機   

-雪櫃及冷藏櫃    

-電腦產品 

-主要家庭電器   
(包括電視、雪櫃、 
洗衣機、冷氣機及 
風扇）  

-電腦產品  
-照明設備 

廢電器電子 

產品的收集  
- 由 零 售 商 收 回
(免費 ) 
-  
於指定地點收集

(免費 )
-  
由產品責任組織
收集  

 

 

 
 

 

-於指定地點收
集  (免费  ) 

-由零售商收回   
(免费  ) 
-於指定地點收集  
(免费  )  
- 由 郵 政 局 收 集 
(只限電腦產品）   

-由零售商收回 
-由本地回收商或 

清潔工人收集 

廢電器電子  
產品的處理 

-由 5間專業公司  

   負責  

 -由5個合資格的回收   

商及處理商負責，   

他們須註冊並符合  

規定，包括禁止在非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成員國進行後期艇  

程序   

  -由 2組循環再造設施   
 處理，生產商及進口 

商持有設施的部分  

股份               

                       

  -由3組註冊回收商 

  分別負責處理(i )家庭 

  電器； (ii)資訊科技  

  產品；以及( iii)電燈 

    

3
包括： (i)大型家庭電器； (ii)小型家庭電器； (iii)資訊科技及通訊器材； (iv)消費品設備；( v)照明設備； (vi)電動及電子 工具；

(vii)玩具、休閒和體育設備； (viii)醫療設備；(ix)監控儀器；以及(x )自動功能裝置。 

33



 荷蘭
加拿大  

阿爾伯達省 
 日本  台灣

成本收  回方式 -由消費者支付顯式
收費，每件由  3歐元
至 17歐元不等   

 
 

-由消費者支付顯
式收費，每件由 5
加元至 45加元 不等 

- 由 消費者支 付棄
置費，每件由  1,785 
日圓至5 ,869日圓 

不等  

-由生產商及進口商 
支付環保費，每件  
由新台幣247元至   
606元不等。 

輔助措  施 -廢電器電子產品堆 
填區禁令  

-受廢電器電子產品 
計劃規管的設備須 
附有標籤  

-對危險的可循環再 
造 物 料 實 施 出 口  
管 制   

-家庭個人電腦須附 
有標籤  

- 廢 電 器電子產

品  

堆填焚化禁令 

註：為方便參考•有關貨幣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四日的匯率為： 

1歐元 兑  港幣 11.6701元  

1加元 兑  港幣 7.3358元  

100日圓 兑  港幣 8.7822元  

台幣1元 兑  港幣 0.240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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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fold here. 請 在 此 對 摺

既安全又持續可行：

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 回應表格 

SAFE AND SUSTAINABLE:
A New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Scheme for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Response Form

P
le

as
e 

fo
ld

  a
nd

 s
e

al
 h

e
re

. 請
在

此
對

摺
及

封
口

POSTAGE  
W ILL BE 
PAID BY  
LICEN SEE 
郵費由持

牌人支付

N O POSTAGE 
STAMP 

 NECESSARY  IF  
POSTED IN 

HONG KONG 
如在本港投寄  

毋須貼上郵票  

廢環四稅告香
物境五務士港
管保二大打灣
理護二樓道仔
政署室四五

 

策

  

十號
組 五

 

 

樓

BUSINESS REPLY SERVICE LICENCE NO.
商 業 回 郵 牌號 ： 7 4 0 2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Waste Management Policy Group  

Room 4522, 45th 
 floor, Revenue Tower  

5 Gloucester Road  

 Hong Kong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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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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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
  a

nd
 s

e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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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e
.

 
請

在
此

對
摺

及
封

口
 

Please fold and seal here.請在此對摺及封口



 

公眾諮詢 

既安全又持續可行： 


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

回應表格
第一部份

(註 ) 

這是    □

□

團體回應（代表個別團體或機構意見）   

個人回應( 代表個人意見）， 

(個人或機構名稱）  

(電話 )
及 

(電郵)  

以下哪一項最能説明你在本意見書所代表的身份： 

□

□

□

□

□

□ 

消費者 

製造商、進口商或品牌代理商 

分銷商或零售商 

二手商或收集商 

回收商 

其他(請説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日後，政府可能會在討論或後續報吿  (不論公開或非公開  )中，引述各界回應這份諮詢文件時發表的意見。

如有任何要求希望把全部或部分意見保密，我們會尊重有關意願。除非已經提出此等要求，否則所有收

到的意見不會保密處理。

第二部份 

1  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的涵蓋範圓  

1.1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應否包括：(i)電視機、洗衣機、雪櫃和冷氣機，以及(ii)電腦產品？  

2   妥替處理廢電器電子產品  
2.1我們應否就拆解及回收再造受規管廢電器電子產品，以及貯存舊的受規管產品或受規管

廢電器電子產品的設施，設立發牌制度？  



3 妥普處理麿電器電子產品  
3.1受規管廢電器電子產品應否禁作普通垃圾在堆填區棄置，並分開收集以循環再造？
  

3.2應否強制零售商用「新對舊」的方式，免費為消費者提供收回服務？
  

3.3我們應否透過發牌制度，對舊的受規管產品和受規管的廢電器電子產品的進出口實施管制？ 

4 分擔成本  
4.1我們應否徵收某種費用，以收回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的成本？
 



4.2在香港徵收棄置費是否不可行？應否採用在零售點收費的模式？

4.3如要在零售點收費，應否以全包方式收取，讓收費反映在零售價內？
  

4.4根據「污染者自付」的原則，計劃的成本應全數收回。我們應否根據這項原則， 要求製


造商、進口商、品牌代理、分銷商、零售商和消費者分擔全部成本？
 

4.5有沒有其他持份者應該一同分擔成本？
 

4.6由政府提供初期支援，以開展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并協助發展回收工業，是否
   適當或必須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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