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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誠邀閣下加入免「廢」暢飲行動。

本立場書旨在歸納一次性飲品包裝工作小組（下稱「工作小組」）
建議的策略和承諾採取的行動，以減少以一次性包裝密封的 

非酒精飲品和飲用水產生的垃圾。



一次性飲品包裝工作小組

免「廢」暢飲
2017年，我們使用的飲品包裝，超過80%（即逾17億個容器）

被棄置於本港的堆填區，或成為了陸上和海洋垃圾。

只要同心協力，我們可以改變現狀。

我們可以減少因消耗飲品而產生的垃圾。

我們可以回收70至90%經使用的飲品包裝。

我們可以發展出循環經濟，為經使用的包裝賦予市場價值，
為其回收、循環再造和再用提供誘因。

我們的承諾
我們會採取措施以推廣和落實以下四大策略和行動 :

減少使用一次性包裝: 安裝飲品機，鼓勵自備水樽

重新設計一次性包裝: 規管包裝標準

回收一次性包裝: 推行現金回贈計劃

循環再用一次性包裝: 興建先進的回收設施

加入我們的行動
我們邀請所有生產商、進口商、零售商、廢物處理業界、

香港特區政府、消費者和非政府組織支持本承諾。

瀏覽 www.drinkwithoutwaste.org
加入‘免「廢」暢飲’行動



全球塑膠生產量比其他任何物料都增長得更快。1 數以百萬噸的塑膠廢料被沖進海洋2 ，使海灘佈滿垃圾，
令海洋生物窒息，並污染我們進食的海產。

一次性飲品包裝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是海洋垃圾數量劇增的元凶，無論在本地3 、地區或全球層面均釀
成危機。

目前，超過80%的飲品包裝最後 
被棄置於本港的堆填區。

2017年9月，數個本地非政府組織聯同本港主要飲品生產商和裝瓶商（它們生產近半在本港出售的樽裝水
和汽水）、主要連鎖零售商和回收業界，宣布工作小組正式成立。 4

我們的目標是同心協力發展和促成各項策略和行動，以大大減少由飲品包裝產生的垃圾被棄置於堆填區，
以及造成環境污染。

提倡免「廢」暢飲的原因

1. 聯合國環境署 2018.
2. http://web.unep.org/environmentassembly/estimated-8-million-tons-plastic-waste-enter-world%E2%80%99s-oceans-each-year-0
3. 環境保護署. 香港海上垃圾的源頭 及去向調查研究報告 (2015). https://www.epd.gov.hk/epd/clean_shorelines/sites/default/files/common2015/MarineRefuseStudyReport_

CHI_Final.pdf
4. 工作小組的工作範疇. https://drinkwithoutwaste.org/terms-of-reference/

80%
超過



工作小組於2017年12月委託德勤咨詢（香港）有限公司聯同Cistri Limited進行一項全面研究，以尋找和評
估適用於本港的有效方法，管理一次性密封容器產生的飲品包裝垃圾。研究結果於2018年12月6日發表 5，
並在本立場書的撰寫過程中提供了重要資訊。

我們在整個過程中持續諮詢關鍵持份者和香港特區政府。工作小組致力提出務實可行的策略和行動，同時
確保所有持份者參與其中。

只要生產商、進口商、批發商、零售商、廢物處理業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消費者上下一心，承諾採取以
下策略和行動，我們便能減少因消耗飲品而產生的垃圾，並為經使用的包裝發展出循環經濟：

策略和行動

5. 德勤報告. http://bit.ly/DeloitteCistriReport_December2018

減少使用一次性包裝
安裝飲品機，鼓勵自備水樽

重新設計一次性包裝
規管包裝標準

回收一次性包裝
推行現金回贈計劃

循環再用一次性包裝
興建先進的回收設施



本港相關數據

2017年，全港消耗超過21億個以一次性包裝密封的非酒精飲品，即每天消耗接近580萬個單位的飲品，當中
包括飲用水(36%)、即飲茶類 (25%)、有汽飲品(16%)和果汁(15%)，其餘包括運動和能量飲品、即飲咖啡和
濃縮果汁。

根據不同的市場研究和飲品公司提供的數據，過去五年，相關飲品市場每年增長率介乎1.5%至3%之間。 6

超過80%飲品包裝被棄置於本港的堆填區，2017
年的數字為超過17億個單位。以目前趨勢推算，至
2030年數字將大幅上升至每年20億個單位。

在所有本港銷售的飲品中，大
約60%為本地包裝飲品，40%為
進口飲品。7 包裝物料包括膠樽
(65%)、紙包飲品盒(17%)、金屬
(16%)和玻璃(2%)，亦包括袋子
及其他物料。 8

6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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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歐睿信息咨詢. 中國香港的包裝情況 (2018).
7. 德勤. 免「廢」暢飲研究報告 (2018).
8. 歐睿信息咨詢. 中國香港的包裝情況(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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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現時的回收系統並不足以處理包裝物料的數量和種類。在中國內地實施廢物進口禁令前，被回收的個
別物料經捆綁後出口到內地。

當中，紙包飲品盒完全沒有被回收，而膠樽和即棄玻璃樽的回收率只有少於10%。只有部分非酒精飲品的
玻璃樽是在按金機制下可以歸還的。然而，金屬罐的回收率高達85%左右。9

金屬罐的回收率高達近
 

9. 各類包裝物料的收回率，是根據環境保護署在「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 二零一六」列出的聚脂纖維塑膠瓶、夾層包裝、鋁和玻璃棄置和收回重量估算，當中假設這些物料的循環
再造率亦適用於一次性飲品包裝。 

<10%

85%

膠樽和即棄玻璃樽的回收率
只有少於10%。



工作小組的立場

循環系統

工作小組的立場：香港有能力亦應當採取全面的策略和行動，以減少一次性飲品包裝產生的垃圾。我們相
信上述工作是社會各界須共同承擔的責任。只要同心協力採取行動，我們便能在減少製造垃圾的同時，盡
量減低對消費者選擇權、價格和方便性的影響。

我們的目標是協助本港的飲品包裝業從直線生產和廢物棄置系統，轉型成循環系統。在該系統下，經使用
的飲品包裝具有市場價值，為其回收、循環再造和再用提供誘因。

減少使用一次性包裝
政府、商界和消費者必須邁出的關鍵第一步，是以另類供銷的方式減少使用包裝。此舉是改善環境的最有
效手段，可減少在製造、批發和使用後處理過程排放的溫室氣體、原材料的開採、能源使用和水質污染。要
減少使用包裝，就須安裝水及其他飲品的飲品機。

提升回收和循環再造率
然後，我們應將飲品包裝的回收和循環再造率提升至70%至90%。要達致這個目標，我們須為歸還空包裝
的消費者和回收商提供現金回報，並建立便利的兌換網絡以提供支援。

本港必需興建回收設施，以處理回收得來的包裝，並應分階段淘汰現時未能循環再造、亦未有計劃循環再
造的包裝物料。

為了補貼現金回贈計劃，並在有需要時資助經使用包裝的物流和本地回收工作，我們應向飲品生產商及進
口商徵費。而這些徵費可在零售價格中反映出來。

所有補貼和開支應公開透明，亦應追蹤包裝去向，以確保處理方式恰當。同時應設立具透明度的機構，並邀
請不同持份者加入，以規管和管理本港的一次性飲品包裝。

同心協力

為了成功減廢，政府當局應訂立適切的法例以規管一次性包裝；業界和消費者的自發行動亦至關重要。要
取得成果，政府的支持同樣關鍵－為回收和循環再造提供誘因，為基建提供土地，並通過公共宣傳活動向
社會大眾推廣涉及的社會成本和效益。

只要同心協力，我們便能激發出競爭和創意，促進廢物處理與回收行業的發展、創造就業、提升本港環境和
生活質素，同時減低社會成本和負擔。



減少使用一次性包裝：
安裝飲品機 ， 鼓勵自備水樽

參與本工作小組的生產商將牽頭發展新的供銷方法，例如建立飲品機網絡，以既方便又衛生的方式將飲品
注入可重用的容器，藉此減少使用一次性包裝。

要推行這些避免浪費的嶄新服務模式，涉及由消費者購買和租借可重用的水樽和水杯，因此我們須制訂清
洗和衛生認證的標準，既可給予消費者信心，又能顧及業界的實際運作情況。

在全港各區安裝飲水機可即時提供飲用水，並將大大減少浪費 (在2017年，接近50%以樽裝發售的飲品為
飲用水)

工作小組成員致力減少因飲用水而使用的一次性包裝，並積極尋找機會於它們營運的場所，包括辦公室、
酒店、商場和公共交通公具設施，例如地鐵站，等安裝飲水機或採取其他措施。

我們支持政府安裝飲水機的行動，亦樂見近期如「撲水」和「自備水樽」等的公共宣傳活動。

我們建議政府成立跨部門專責小組，負責帶領相關工作，在公共空間安裝為水樽添水而設計的飲水機，地
點包括學校、公共樓宇、街市、體育設施、公園、兒童遊樂場地、沙灘、醫院、公共交通設施，以及其他行人常
到的地方。為了在全港的公共和私人場所增設注水站，當局或須更新建築物規例、政府政策、作業備考、標
準和指引等等。

我們的目標： 

在本港締建合適的環境，讓消費者習慣自備水
樽和水杯，並由飲品機加注飲用水、汽水和其他
飲品。

我們的行動： 

政府和業界應在全港各地點大力擴建免包裝的
飲品機網絡，消費者應自備水樽和水杯。



重新設計一次性包裝：
規管包裝標準

我們無法完全避免使用一次性包裝，但可以而且應該選擇可循環再造的包裝物料，並減低污染回收流程的
風險。可能受污染的包裝、不能完全在本地循環再造並合乎經濟原則地回收、無法捆綁出口以循環再造的
物料，應予逐步淘汰。

工作小組成員支持限制只使用100%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PET)膠樽，並淘汰使用聚氯乙烯(PVC)標籤、多層
PET、可用作堆肥及可分解的塑料。

我們亦支持重新設計紙包飲品盒，以改善其環保表現，例如增加可再生及來源可靠物料的含量，以及停止
使用塑膠飲管、膠袋和膠漿。

所有持份者均須持續學習世界各地就生產、設計和標籤包裝的最佳做法和持續進行的研究。我們面臨的挑
戰是要找出可循環再造，而且能減低對環境風險的包裝物料。

目前的關鍵是要改善質素、統一膠樽和紙包飲品盒的成分，以增加循環再造的價值。我們應減低包裝物料
的重量、增加使用循環再造物料的數量、確保包裝物料容易回收，並為標籤訂立標準。

雖然製造商和進口商可以亦願意實施自願措施，以達致上述的環保包裝標準，但我們仍須立法，以確保其
可預見性，為本地生產和經由外地進口的飲品創造公平競爭環境，並避免市場採用不能循環再造的包裝。

我們的目標： 

分階段淘汰現時未能循環再造、亦未有計劃循
環再造的包裝物料，並增加使用回收物料作為
飲品包裝。

我們的行動： 

製造商和進口商應自願檢討包裝標準，以採用可
回收或循環再造的包裝物料，並應盡量在包裝上
使用循環再造物料。政府應即時引入規管標準，
以確保經使用的包裝物料可循環再造。



10. 鋁罐被假定為主要的金屬罐，然而值得留意的是，歐睿信息咨詢的市場調查數據顯示即飲咖啡約佔所有罐裝飲品的20%，即飲咖啡一般以鋼罐包裝。  
11. 歐洲聯盟統計局. Municipal waste by waste operations (2018). http://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Waste_statistics#Total_waste_generation
12. CalRecycle. Biannual Report of Beverage Container Sales, Returns, Redemption, and Recycling Rates (2018). https://www.calrecycle.ca.gov/docs/cr/

BevContainer/Rates/BiannualRpt/julydecrpt.pdf 

回收一次性包裝：
推行現金回贈計劃

香港的金屬罐回收率高逾85%，反映金錢的價值可有效鼓勵回收。10  其他國家的經驗證明現金回贈計劃可
有效應用於回收已使用的飲品包裝。在德國，飲品包裝PET樽的回收率現已高達94% 。11  在加州，鋁的回收
率達90%，PET和玻璃則超過70%。12

有見及此，工作小組成員支持政府為膠樽推行現金回贈計劃。為避免鼓勵使用其他即棄物料，應緊隨其後
規管其他飲品包裝，包括紙包飲品盒。

工作小組建議向生產商和進口商徵費，從而補貼現金回贈計劃，並資助物流成本和本地回收經使用的包
裝。當局如欲發出補貼，應優先資助發展本地回收行業。

有關徵費及支出應保持公開透明，以保障公眾知情權。當局亦應追蹤消費者和回收商收回的包裝物料，以
確保恰當的處理及匯報機制。

該回收系統應具備每天處理和回收約130噸飲品包裝的能力，同時獎勵歸還包裝的人士。如果能夠成功推
行，每年可幫助社會減少70至90%被棄置於堆填區的飲品包裝數量。

便利的兌換中心可設於政府的「綠在區區」、社區回收中心、私營回收店舖及貨車，公眾垃圾收集站亦可升
級為兌換中心。政府亦應推廣回收清潔物料和換領回贈的新地點，例如零售設施、學校和流動的「輪胎回收
站」等等。

為把社區成本減至最小並達致規模經濟效益，工作小組成員提倡以綜合方法回收所有可循環再造的物料
和廢物。為方便推行計劃，我們建議善用並推廣香港現有基層回收者和相關小型業務的網絡。

兌換服務應設於易受污染的地區（如郊野公園和海灘）內的零售點附近，這樣可減少一次性飲品包裝對珍
貴大自然的污染。

政府應為市民大眾提供回收指引，以提升收回包裝的清潔狀況和質素。工作小組成員會利用產品包裝、零
售推廣活動和其他媒介渠道支援公眾宣傳活動。

我們的目標： 

在香港初步達致最少70%的一次性飲品包裝回
收率，然後致力提升回收率至90%。

我們的行動： 

政府及相關業界應發展及推行現金回贈計劃，以
回收經使用的包裝，並建立有效的回收系統。

回收
根據香港環境保護署的定義

從廢物收集者收集的可回收
廢物中將物料分類的行動，
並把已分類的可回收廢物在
本地或出口海外循環再造。



循環再用一次性包裝：
興建先進的回收設施

雖然工作已見進展，但香港仍缺乏處理經使用包裝物料的基建設施和系統。迄今為止，香港只能倚靠出口
可回收物料到其他經濟體，包括中國內地。 

透過採用「環保」包裝標準，並且實施上述的現金回贈計劃，我們可以提升回收經使用包裝的質素和數量。
再結合檢討政府永久和短期批地的條件，以及從回收基金和徵費收集到的財政支援，在香港建造及營運具
規模的先進回收設施在財政上是切實可行的。

我們可以建立封閉循環，飲品包裝包括PET、紙包飲品盒、玻璃和金屬可以成功再造成為有價值的原材
料。PET可以在飲品包裝中再用；金屬罐勢將繼續出口，以供精鍊及再用作飲料包裝等用途；從紙包飲品盒
中回收的紙漿可以再用；香港的玻璃亦可以根據顏色分類，並且出口到玻璃熔爐工廠，以生產玻璃瓶和其
他有用的產品。

我們的目標： 

開發回收系統以處理經使用的包裝物料，令回
收得來的物料可以在本地和國際間循環再用。 

我們的行動： 

政府和業界把飲料包裝加工成可用的原料，例如
金屬、玻璃、PET、其他塑膠聚合物和紙張等。



實踐免「廢」暢飲

要有效執行上述提出的策略和行動，而且盡量減低對消費者選擇權、價格和方便性的影響，需要香港特區
政府、業界、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密切合作，以及來自社區的支持。

工作小組成員已準備跟政府及其顧問團隊配合工作，並且會採取自願措施，以實現上述的各項目標。

與此同時，我們促請政府提供支援，著手制訂相關法例，並且設立一個統籌管理的機構，例如廢物管理局或
營運基金，並結合食環署及環保署的廢物處理和回收作業。 

就管理香港一次性飲品包裝、生產者責任計劃以及提出的策略和行動，我們建議遵循以下原則在制度上作
出安排：

1. 一個切實可行而且商業主導的手法；

2. 令所有持分者能夠參與；

3. 符合成本效益的營運；

4. 政府支援及誘因；

5. 以規管作為指引；

6. 收取的徵費應反映每種包裝類型的回收成本；

7. 利用固有網絡以加速實踐；以及

8. 所有相關訊息須公開透明，以及提供年度報告。

各持份者和社區應能持續獲得以下資訊：回收和循環再造比率；各項計劃涉及的收入和開支；從生產商及
零售商收集的資訊；兌換中心和回收設施；政府和廢料收集商收集的各類型已使用包裝物料；經加工物料
的輸入和輸出數量（以級別劃分）；經加工物料的本地使用量及出口量；以及堆填區接收包裝物料數量和種
類的報告。



如何定義成功？
基於上述各項建議，以及德勤咨詢（香港）有限公司和Cistri Limited的研究，我們認為香港可以在2030年或
之前達到70%至90%的回收率。

只要香港特區政府、非政府組織及業界之間密切配合和分擔責任，並且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我們堅信應
有能力在2025年或之前達致這些成果。

PET 玻璃 金屬罐 紙包飲品盒

按照類型劃分的包裝數量
（以百萬為單位） 13 1,394 47 340 374

回收率（%）14 9% 7% 85% 0%

循環再造率（%)15

  本地 0% 7% 0% 0%
出口以循環再造 9% 0% 85% 0%

包裝過程中採用的再生物料 13% 23% 70% 0%

PET 玻璃 金屬罐 紙包飲品盒

按照類型劃分的包裝數量
（百萬單位） 1,613 34 457 457

回收率（%） 90% 70% 90% 70%

循環再造率（%)
  本地 68% 70% 0% 52%

出口以循環再造 22% 0% 90% 18%

包裝過程中採用的再生物料 50% 90% 90% 30%

一次性飲品包裝的現況（2017年）

一次性飲品包裝的未來（2030年）

13. 歐睿信息諮詢. 中國香港的包裝情況（2018年）.
14. 各類包裝物料的收集及循環再造比率，是根據環境保護署在「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 二零一六」列出的聚脂纖維塑膠瓶、夾層包裝、鋁和玻璃棄置和收回重量估算，當中假設

這些物料的循環再造率亦適用於一次性飲品包裝。直至本報告發表日期，環保署尚未發表2017年的相關數據。
15. 各類包裝物料的收集及循環再造比率，是根據環境保護署在「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 二零一六」列出的聚脂纖維塑膠瓶、夾層包裝、鋁和玻璃棄置和收回重量估算，當中假設

這些物料的循環再造率亦適用於一次性飲品包裝。直至本報告發表日期，環保署尚未發表2017年的相關數據。



生產商、分銷商及零售商
屈臣氏集團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太古飲料有限公司
太古可口可樂香港
牛奶有限公司
香港飲品製造商會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廢物及回收業界
歐綠保集團亞洲有限公司
香港廢塑料協會
太古惠明有限公司
威立雅

機構及其他業務
香港機場管理局
毅信顧問有限公司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香港賽馬會

非政府機構
商界環保協會
思匯政策研究所
Coordinate4u
創建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地球之友慈善有限公司
綠惜地球
海洋復原聯盟
無塑海洋
WYNG 43 Social Investment Limited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基金會
The ADM Capital Foundation Limited
WYNG基金會

觀察員
香港太古集團有限公司 
利希慎基金
林健枝
Steven Molyneaux-Webb

法律顧問
司力達律師樓

研究顧問
德勤咨詢（香港）有限公司
Cistri Limited

秘書處
ADM Capital Foundation（經費與合約）
創建香港有限公司（秘書及項目管理）

發言人
劉祉鋒

主席
司馬文

了解詳細資料:
www.drinkwithoutwaste.org

聯絡我們:
info@drinkwithoutwaste.org

表達你的支持:

一次性飲品包裝工作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