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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免「廢」暢飲的原因？
一個香港環保團體估計香港每天棄置的膠樽達520萬個1。 大部分膠樽最終會被運送到堆填區， 

但仍有許多會被棄置於陸地及海洋。政府、企業及個人在減少一次性飲品包裝消費及提高循環再

造率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成效有限。去年中國內地修訂法例更令出口可循環再造物料進行加工愈趨 

困難，致使香港及多個地區不得不開始考慮如何妥善處理循環再造問題。

相關持份者意識到需要採取一個具系統性和協同性的方式處理上述問題，於是在2017年成立了 

一次性飲品包裝工作小組，小組成員包括飲品製造商、非政府組織、零售商、智庫、循環再造商及 

其他企業。小組成立的目標是為香港訂立一套可持續的一次性飲品包裝管理方案，有關倡議被命名

為免「廢」暢飲。2018年初，工作小組委託我們編寫一份研究報告（本文為其摘要），諮詢持份者的

意見，並評估實現其目標的最有效方法。

就本研究而言，飲品被界定為「在香港市場中採用密封容器銷售

的非酒精及非乳製飲品」。

研究的步驟如下：

• 分析香港飲品市場及包裝管理

• 參閱國際最佳實踐

• 與持份者探討有關香港可持續飲品包裝的管理

• 對兩種不同的潛在情景進行經濟、社會及環境評估

隨著香港人口及經濟增長，都市固體廢物的數量亦不斷攀升至 

接近每天11,000公噸。由於香港民衆擁有較高的可支配收入、 

慣於快捷方便的生活方式，加上每年有6,000萬名旅客途經香

港，令本港每天的人均都市固體廢物水平超過2公斤。

同時飲品的銷量亦在穩步上升，導致用於包裝這些飲品的一次 

性膠樽、紙包飲品盒、金屬罐及玻璃樽（統稱為一次性飲品包裝）

的棄置量增加。

本文件是德勤發佈的《免「廢」暢飲研究報

告》的摘要。有關詳情，請參閱載於 https://
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
cn/Documents/risk/deloitte-cn-ra-drink-
without-waste-en-181204.pdf 的研究報告

全文（僅提供英文版）。 

本文件為英文原文之中文譯本，如有任何 

抵觸或不相符之處，應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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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華早報。Hong Kong throws away 5.2 million bottles every single day – is it time to ban sale of the plastic disposables? (2017). 
    http://www.scmp.com/news/hong-kong/health-environment/article/2116318/hong-kong-throws-away-52-million-bottles-every 



香港的飲品市場有什麼特點？

圖1
按飲品類型劃分的銷量 (%)  

2017年，香港消耗了超過10億公升的包裝飲品，而飲品市場亦每年持續穩步增長近3%。 

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為樽裝水，其次是即飲茶、有汽飲品及果汁（如圖1所示）。

所售飲品中約有三分之二的飲品採用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樽包裝，其次是紙包飲品盒、金屬罐及玻璃樽，分別佔

市場的17%、16%及2%。飲品主要透過兩個渠道分銷：餐飲（on-trade）（佔市場的18%），包括餐廳、咖啡室、酒吧等；以及

零售（off-trade）（佔市場的82%），包括超市、便利店及雜貨店。2

2 Euromonitor. Packaging in Hong Kong, China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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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包飲品盒
總數: 374 (17%)

樽裝水：0 (0%)

即飲茶：250 (67%)

有汽飲品：0 (0%)
果汁：118 (31%)
其他： 6 (2%)

圖2
在香港市場銷售的飲品類型及容器物料

不同包裝類型的數量及飲品如下所示：

約60%在香港銷售的飲品均在本地生產；本港主要的生產商有屈臣氏集團、牛奶公司、鴻福堂、太古可口可樂及維他奶。這些在港 

生產的飲品其包裝均由香港境外進口。餘下40%在香港銷售的飲品均為進口飲品，由匯泉國際主導。

物料類型
百萬單位（市場佔有率%）

(百萬單位)

金屬罐
總數: 340 (16%)

樽裝水：2 (1%)
即飲茶：3 (1%)

有汽飲品：198 (58%)

果汁：26 (8%)
其他：111 (32%)

總數: 1,394 (65%)
PET 樽 

樽裝水
766 (55%)

即飲茶 
284 (20%)

有汽飲品 
125 (9%)

果汁
173 (13%)

其他
46 (3%)

玻璃樽
總數: 47 (2%)

樽裝水：17 (36%)
即飲茶：0 (0%)
有汽飲品：12 (26%) 
果汁：9 (19%)
其他：9 (19%)

有汽飲品

果汁

即飲茶

其他

樽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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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一般飲品包裝的上游生命週期

下圖為一般飲品包裝的上游生命週期。

目前我們如何管理飲品包裝廢物？

一次性飲品包裝之可持續管理，應從防止它們進入市場開始，香港

正為此實施多項措施。

政府已於政府建築物、體育設施及郊野公園設置超過2,000部飲

水機。2017年，政府採取了進一步措施，禁止位於政府轄下場地

內的1,500部自動售賣機銷售小枝裝樽裝水（少於1升）。各機構

及企業，例如大學、酒店及活動籌辦組織等亦採取措施減少使用

一次性飲品包裝的數目。飲水機已相繼於香港機場及各大商場設

置。而在2018年9月，港鐵亦在其中一個車站安裝了首部飲水機。

在消費後物料管理方面，香港的一般垃圾由食物環境衞生署或私

人承辦商收集，或由個人或企業棄置到垃圾收集站或公共垃圾箱

內。香港的七個廢物轉運站負責接收及壓縮收集到的垃圾，垃圾

隨後被運至堆填區棄置。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目前計劃於2024年完

工，屆時香港約三分之一的廢物將被焚化。3

在中國內地實施「國門利劍」政策之前，環保署估計每年平均回收

的可循環再造物料約佔都市固體廢物總量的35%。4 在這些回收

的可循環再造物料中， 97%會出口至中國內地及海外的循環再造

商及再處理商，因此無法確定這些物料是否妥善被循環再造。隨

著中國內地收緊有關進口受污染可循環再造物料的規定，愈來愈

多的香港企業將可循環再造物料轉運至東南亞等其他市場。

3 焚化爐的設計焚燒量為每天3,000公噸，但按體積計將產生10%（按重量計為20-30%）的灰燼，需予填埋。
4 環保署。二○一六年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2017年）。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sites/default/files/MSW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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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飲品包裝消費後回收率

在飲品包裝方面，PET、金屬及玻璃已有一定的回收渠道，而紙包飲品盒及袋裝飲品的回收渠道則非常有限。因此，飲品包裝消費後

回收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物料類型。如下所示。

5 南華早報。 Hong Kong is misusing its public recycling bins, green group says (2017).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health-environment/article/2109234/hong-kong-misusing-its-public-recycling-bins-green

物料類型 PET 玻璃 金屬罐 紙包飲品盒

數量

(百萬單位／年)i 1,394 47 340 374

回收率 (%)ii 9% 7% 85% 0%

循環再造率 (%)iii iv

     本港

     出口以循環再造

0%
9%

7%
0%

0%
85%

0%
0%

i 數字摘自Euromonitor的Soft Drinks in Hong Kong的2017年數據
ii 數字摘自環保署的《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二○一六年的統計數字》的2016年數據
iii 數字摘自環保署的《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二○一六年的統計數字》的2016年數據
iv 此為相關物料之總體循環再造數據（包括非飲品包裝）

以三色回收桶作為回收消費後包裝的主要渠道一直面臨挑戰。 

一項研究估計，投入這些回收桶中的物料僅有不到40%是實際 

上可供循環再造的。5 

香港目前有兩間玻璃循環再造廠，可將玻璃樽轉化為建築材料，

如環保路磚及混凝土磚。據了解，香港將有另外兩間玻璃循環 

再造廠於2018年底投入運作。

大部分的本地回收商僅將PET膠樽作簡單分類及捆綁，然後運往

東南亞作進一步加工。本地亦有部分小規模循環再造工業，例如

生產PET捆紮產品等。一座PET處理廠已計劃於2019年中旬在環

保園設立，最終成品預計為可出口到海外或中國內地的塑料薄片

及／或顆粒。

紙包飲品盒方面，香港目前並無任何可進行分類及處理的本地 

循環再造設施。持份者指出香港一家紙張循環再造公司已從回 

收基金獲得資金，用以在香港興建一座紙包飲品盒循環再造設

施，並已簽署場地租約，預計可於2019年中期開始試運營。

金屬罐在所有飲品包裝中的回收率為最高，通常出口到中國內 

地作循環再造。

香港發展中的物料處理和循環再造企業面臨的挑戰主要為獲 

取足夠原料以便有效及以符合經濟效益方式經營（不同於主要 

以出口為目的之回收商）。

由於飲品包裝（金屬罐除外）及其他類型廢物的回收率較低， 

香港政府正在推行多項生產者責任計劃 。這些計劃強制生產者

香港現有的可循環再造物料回收渠道包括：

• 三色公共回收桶

• 玻璃樽公共回收桶

• 私人循環再造商及拾荒者

• 非政府組織及社區回收網絡

• 社區環保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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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香港做得足夠嗎？

透過為適當的廢棄物管理付費，對包裝其產品產生的廢物負責。

作為第一步，政府於2008年推出了《產品環保責任條例》，這是 

香港所有現行及計劃推行的生產者責任計劃的基本法律框架。

香港已於2009年推出第一個生產者責任計劃（即膠袋徵費），並

於2018年8月推出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飲飲品包裝

材料的第一個生產者責任計劃 — 飲品玻璃樽生產者責任計劃，

亦已於2016年獲立法會批准。在撰寫本文時，落實細則正處於檢

討階段，並計劃於2018年底提交立法會。2018年初，政府宣佈就

塑膠產品容器的生產者責任計劃進行為期18個月的可行性研究，

其中包括PET飲品樽。坊間猜測計劃可能包括按金退還或其他形

式的回扣，但在撰寫本文時，政府尚未公佈任何確實的詳情。除計 

劃中的針對玻璃及塑膠的生產者責任計劃外，政府亦計劃於 

2019年底推行垃圾徵費計劃。

膠袋徵費計劃成功將運往堆填區的膠袋減少近5.4億個。然而， 

持份者對已實施的生產者責任計劃有不同的意見。首先，持份者

反映徵費水平及資金用途缺乏透明度（如是否有效地將資金用於

回收和處理受監管的物料）。亦有人質疑不同持份者的相對責任 

是否分配得宜。根據廢電器電子產品及玻璃生產者責任計劃，回

收責任完全由政府僱用的承辦商承擔。倘若未能達到回收率，僅

承辦商會受到懲處。《產品環保責任條例》及各個生產者責任計

劃均著眼於價值鏈的下游部分（即主要為回收），而未有充分考 

慮上游因素，例如包裝的可循環再造設計。

過去二十年，香港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路線圖，制定減少垃圾堆 

填量的願景及目標。而最新的路線圖為《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2013-2022》。根據以往的經驗，實現這些路線圖中提出的目標

將挑戰重重，主要由於推出新政策需時較長。例如，上文討論 

的《飲品玻璃樽生產者責任計劃》從初期計劃到開始落實便花 

了近十年的時間。

香港的廢物管理系統主要圍繞堆填區及相關之物流基礎設施設

計。持份者表示，目前尚未清楚計劃中的綜合廢物管理設施將如

何配合並發展更全面及可持續的廢物管理系統。對於企業及市 

民而言，要對物料進行分類回收，要比直接將廢物棄置困難得 

多。香港有超過42,000個公共垃圾桶（約每190名市民一個）， 

而三色回收桶則只有2,800個。

此外，香港亦缺乏統一的廢物管理架構。環保署負責制訂有關 

廢物管理及循環再造之政策，而食環署則負責前線的廢物及可循

環再造物料的回收工作。環保署負責匯報循環再造目標的進度，

但有關進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食環署。部分受訪持份者希望 

成立一個統一的廢物管理局，全面負責並確保政府達致其循環 

再造目標。

總括而言，過去十年，香港的循環再造政

策及實踐進展緩慢。鑑於公眾普遍對循環

再造，尤其是飲用後包裝循環再造的關注

度日益提高，加上中國內地禁止進口未經

處理的可循環再造物料，倘若我們要確保

消費後的包裝物料得到妥善處理，香港應

盡快在本港建立具規模的循環再造設施。

免「廢」暢飲研究報告摘要  | 香港做得足夠嗎？



07

其他地區正採取什麼行動？
作為研究的一部分，我們參    了世界各地在可持續包裝管理方面的最佳實踐。下表概述香港與五個研究地區的主要特徵。

類別 香港 加州 1 德國 南非 南韓 台灣 2

 產生的都市固體廢物

 (公斤／人／天)  
 2.14 (2016)3   2.4   1.74   0.8 (2012)5   1.0 (2010)6   1.07

 循環再造率  (%)8

 PET

 紙包飲品盒

 鋁

 玻璃

 9 (2016)9 10

 0 (2016)9 10

 85 (2016)9 10 11

 7 (2016)9 10

  76 (2016)1  

  15 (2015)12

  91 (2016)1

  72 (2016)1

  94 (2015)13

  81 (2016)14

  99 (2013)15

  86 (2016)16

  65 (2017)17

  68 (2016)18  

  72 (2015)19

  80 (2014)20

  70-8021 22

  N/A22

  3622

  7722

  95 (2012)23

  35 (2018)23

  9 (2018)23

  78 (2018)23

 減少包裝廢物措施

 部分禁止

表5
比較香港與五個研究地區的主要特徵

1  CalRecycle State of Recycling. State of Disposal and Recycling in California (2017).  
   http://www.calrecycle.ca.gov/publications/Documents/1612/2017%20State%20of%20Recycling%20and%20Disposal%20Report_01612.pdf 
2   台灣行政院環保署。官方網站統計資料 (2017)。https://www.epa.gov.tw/site/epa/public/MMO/EnvStatistics/c4020.pdf
3  環保署。香港廢物統計數字2016概要。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sites/default/files/msw2016_ataglance.pdf 
4  Eurostat. Municipal waste by waste operations (2018). http://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Waste_statistics#Total_waste_generation
5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eviews South Africa Highlights (2013). https://www.oecd.org/env/country-reviews/South%20Africa%20EPR%20[f]%20[lr].pdf 
6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Review (2015).  
   http://eng.me.go.kr/web/board/read.do?pagerOffset=0&maxPageItems=10&maxIndexPages=10&searchKey=&searchValue=&menuId=30&orgCd=&boardId= 
   565930&boardMasterId=547&boardCategoryId=&decorator 
7   台灣行政院環保署。官方網站統計資料 (2017)。https://www.epa.gov.tw/site/epa/public/MMO/EnvStatistics/c4020.pdf
8   循環再造是海外研究及資料來源中使用的術語，符合行業規範。
9  環保署。 二○一六年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 (2017)。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sites/default/files/msw2016.pdf
10  每種包裝的循環再造率乃根據環保署「二○一六年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所載的PET、夾層包裝、鋁及玻璃的處理及循環再造重量估算。 

   就本研究而言，假設每種物料的循環再造率適用於一次性飲品包裝。
11 就本研究而言，鋁罐被假定為所有金屬罐中的主要類型。然而即飲咖啡約佔使用金屬罐的所有汽水的20%，通常為鋼罐。
12 Evok Innovations. 訪問 Evok Innovations 董事總經理 M. Biddle (2018)。
13  Eurostat. Municipal waste by waste operations (2018). http://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Waste_statistics#Total_waste_generation
14  Der Grüne Punkt. EPR for Packaging in Germany (2017). https://www.grontpunkt.no/media/2866/2017-11-22-denison-dsd-oslo-final.pdf
15  European Aluminium. Aluminium beverage can recycling at new record high (2016).  
    https://european-aluminium.eu/media/1038/2016-01-21-european-aluminium-press-release-alubevcanrecycling_.pdf 
16 Eurostat. Municipal waste by waste operations (2018). http://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Waste_statistics#Total_waste_generation
17  PETCO. 訪問PETCO (2018年4月)。
18  PRASA. 南非的紙張循環再造率升至 68.4% (2017). http://recyclepaper.co.za/south-africas-paper-recycling-rate-rises-to-68-4/  
19 Godfrey, L. & Oelofse, S. Historical Review of Waste Management and Recycling in South Africa (2017). http://www.mdpi.com/2079-9276/6/4/57
20 GreenCape. Waste Economy – 2016 Market Intelligence Report (2016). https://www.greencape.co.za/assets/MIRs%202016/GreenCape-Waste-MIR-2016.pdf 
21 根據訪問 Korea Environmental Corporation 所了解的目標估算。
22 KEKO. 訪問Korea Environmental Corporation (2018)。
23  台灣行政院環保署。訪問台灣行政院環保署 (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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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香港 加州 1 德國 南非 南韓 台灣 2

 廢物管理系統

 生產者延伸責任 
 行業主導

      組織

      資金

 政府主導

 自願

 按金退還計劃

      人手

      逆向自動售貨機

 其他措施

 本地循環再造設施

 按量垃圾徵費

 環保設計法例

 堆填區稅

 堆填區禁令

圖例 不存在 初期 中等程度 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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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並無生產者延伸責任計劃，但自1987年

起已就所有飲品容器（牛奶、16盎司以上的蔬

菜汁、藥品及烈酒除外）及所有鋁製、鋼製、

玻璃及塑膠的一次性包裝設立按金退還計

劃。但由於按金金額較低，因此所循環再造

包裝中有70%以上是透過循環再造系統回收

的，9%是透過定點循環再造計劃回收的。因

此，贖回按金的主要是地方當局而非消費者。

 
德國已設有以行業為主導的生產者延伸責任

計劃。政府負責界定循環再造目標與生產者

延伸責任計劃及按金退還計劃的基本要求，

而將包裝投放到市場的生產者則負責根據

生產者延伸責任計劃，組織及資助回收、分

類及循環再造。行業亦負責籌劃按金退還計

劃，並實現了較高的回收率及循環再造率（例

如，PET樽的循環再造率達94%）。紙包飲品

盒則在受生產者延伸責任組織規管的一般可

循環再造物料回收作業中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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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研究個案中有四個已制定生產者責任相關計劃，規定行業及／或生產商參與資助及／或管理消費後飲品包裝。這類計劃

通常稱為生產者延伸責任計劃(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EPR)。五個研究個案均有不同類型的生產者延伸責任計

劃，要求各相關持份者承擔不同的責任。部分亦設有一定形式的按金退還計劃，或以其他方式對退回包裝的人士提供回贈。

6 根據生產者延伸責任，當有循環再造責任的生產商未能遵守或生產者責任組織未能履行成員生產者的責任時，南韓環境部會徵收未達標部分的成本，另加高達30%的附加費。 

  根據按金退還計劃，倘若生產商未能向客戶退還80%的按金，將需就未退還金額繳納高達30%的附加費
7 可口可樂。South Africa's PET Plastic Recycling Rates Close in on European Standards (2017年)。  
   http://www.coca-colacompany.com/coca-cola-unbottled/south-africa-recycled-2-billion- pet-bottles-in-2016

加州

台灣

南非
在南非，多種包裝物料均設有類似

生產者延伸責任計劃的自願性計

劃，特別是針對消費後PET、玻璃包

裝、紙板包裝及金屬罐。其中部分非

政府發起的計劃已證實在提升物料

循環再造率方面非常成功。例如，自

2004年設立類似生產者責任組織

的組織PETCO以來，南非的PET樽

循環再造率已從2005年的16%增至

2017年的58%。 在沒有正式的分類

回收計劃的情況下，政府的參與程

度相對較低，而非官方界別則肩負

選擇性回收及對消費後包裝物料進

行分類的工作。

PET樽循環再造率

在台灣， 政府主導的生產者延伸責任計劃被稱為「資源回收四合一計

劃」，該計劃制定於1997年，涵蓋由鋁、玻璃、紙／紙皮及塑膠製成的

包裝物料。將包裝投放到市場的生產商直接向政府主導的中央回收管

理基金繳費，後者隨後向循環再造設施提供支持。行業透過參與由各

持份者組成的循環再造費率審議委員會，參與釐定循環再造徵費。台

灣雖不設按金退還計劃，但台北市設有一系列回收獎勵服務站，市民

可把物料循環再造兌換為綠色產品。

58%
2017

2005
16%

 
附加費

30%

94% 
循環再造率

四合一

>70% 
循環再造系統	
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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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於2003年制定强制的包裝生產者延伸責任

計劃，涵蓋金屬罐、玻璃樽、紙包飲品盒及PET包

裝。受管制飲品容器的生產商及進口商必須獨立

循環再造或加入生產者責任組織南韓包裝循環

再造協會，以履行循環再造責任。該國亦為可重用

的玻璃容器設立按金退還計劃。生產者延伸責任

計劃及按金退還計劃均設有較嚴格的違規懲處機

制（高達30%的附加費），是推動該制度整體效率

的重要因素。

南韓

資源回收

計劃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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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地及所選的研究個案中，減少及避免包裝的活動以及環

保包裝設計愈見普及。然而，大部分的覆蓋範圍有限，且不少是涉

及其他一次性用品而非飲品包裝。在五個研究個案中，最值得注

意的是加州的減少包裝廢物措施。自2018年初以來，21盎司（620

毫升）以下的塑膠樽裝水已被禁止在公共建築物與戶外活動中，以

及在三藩市街頭銷售。此外，自2017年3月起，以任何類型的一次

性包裝盛載的飲用水已被禁止在於市內建築物舉行的室內及戶外

活動中銷售。新加坡雖然未被列入研究個案中，但在環保設計方

面採取了一種待別的方案。新加坡政府於2007年推出自願性的《

新加坡包裝協議》，鼓勵公司簽署，在為期五年內減少包裝廢物。

從上述的研究個案中可以看到，要實現高回收率及循環再造率，需

要從包裝設計以至回收、循環再造及消費入手，同時限制將廢物

棄置於堆填區或焚化爐。

計劃的整體管治及管理十分重要。考慮到市場狀況及持份者的意

見，對香港而言，比較有發展潛力的方案是由行業主導，由政府密

切參與制定及執行目標，以及落實相關法例以涵蓋諸如環保設計

及將進口商納入管轄範圍內等方面的生產者延伸責任計劃。香港

應把握機會創新，並藉政府與行業聯手合作解決可持續包裝管理

向全球展示領先地位。8 

鑒於中國內地的「國門利劍」政策，全球物料循環再造的面貌正在

發生變化，對上述措施及指標的影響的程度尚待觀察。

香港可以採取哪些不同做法？

一次性飲品包裝工作小組在考慮研究結果及國際案例後，決定對香港兩種不同的飲品包裝可持續管理方案進行評估：

情景1: 上游為重  
禁止使用膠樽及紙包飲品盒，以及制定生產者延伸責任計劃。

理由是在撰寫本文時這些物料的價值不足以支持循環再造，而

且本地沒有具規模的設施來處理這些物料。情景1假設有大量

的一次性飲品包裝會轉換為可重用容器。

情景2: 下游為重 

發展本地循環再造PET及紙包飲品盒的設施，以及制定設有按金

退還計劃的生產者延伸責任計劃。

8 生產者責任計劃一詞用於香港，而生產者延伸責任計劃是全球通用的術語，用於描述一項飲品生產商參與資助及／或組織回收投放到市場的包裝的計劃。這些術語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互換 

  的，儘管某些持份者認為生產者延伸責任一詞表明責任在很多方面得到了延伸。首先，該計劃的範圍涵蓋整個價值鏈，並使生產者承擔考慮上游環保設計（循環再造設計）及下游事項的責任。 

  其次，延伸一詞意味著生產者在規劃、組織及交付循環再造成果方面發揮作用，而不僅僅是繳納徵費，並由政府及其指定代理人負責回收及循環再造。

免「廢」暢飲研究報告摘要  | 香港可以採取哪些不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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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在經濟、社會及環境方面對上述情景進行評估。這些評 

估的基礎是基於常態營運情景（business as usual, BAU）的發 

展（即假設目前的措施將持續推行至2030年，並在此基礎上預 

測當時的可能情況）。兩種情景將與2030年的常態營運情景進 

行比較。在進行情景1與2030年常態營運情景、 情景2與2030 
年常態營運情景的比較時，價值鏈中一次性飲品包裝的數量和 

重量有所不同，由此得出其對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影響以及意 

義(成本和收益)。研究報告的V.3部分詳述了評估的方法及結果。

如下所示，每項影響評估的結果以相同的方式呈列。我們將 

2030年常態營運情景定為中性，從而得出從成本+（該情景的 

表現遜於2030年常態營運情景）到效益+（該情景的表現優於

2030年常態營運情景）的表現評級。

經濟評估

經濟評估考慮了當前的情況，以及情景1及2與2030年常態營運情

景在六個特定績效指標中的相對影響。這些指標的選擇是專門針

對評估中各情景的經濟考慮因素。評估乃參照處於價值鏈不同階

段的不同一次性飲品包裝物料（PET、玻璃、金屬及紙包 

飲品盒或可重用的容器）的數量及重量進行。

表6
兩個情景的經濟評估結果

兩個情景的經濟評估結果概述如下。

生產 分銷 消費 回收 加工及 
出口

處置

生產商 進口商 分銷商 零售商 餐飲企業 回收商       加工商／ 
      出口商

物料處理 

營運商

情景1 vs 

常態營運

2030

產值 成本+ 效益 成本 變化輕微 變化輕微 成本 效益+ 成本

機構單位 成本+ 效益 成本 變化輕微 變化輕微 成本 效益+ 成本

就業人數 成本+ 效益 成本 變化輕微 變化輕微 成本 效益+ 成本

土地面積 效益 – 效益 – – 效益 – 效益+

車輛數目 – – 效益 – – 效益 – –

投資成本 成本 – – 成本 成本 – 成本 效益

情景2 vs 

常態營運

2030

產值 變化輕微 變化輕微 變化輕微 變化輕微 變化輕微 變化輕微 效益+ 成本

機構單位 變化輕微 變化輕微 變化輕微 變化輕微 變化輕微 變化輕微 效益+ 成本

就業人數 變化輕微 變化輕微 變化輕微 變化輕微 變化輕微 變化輕微 效益+ 成本

土地面積 變化輕微 – 變化輕微 – – 變化輕微 – 效益+

車輛數目 – – 變化輕微 – – 變化輕微 – –

投資成本 – – – – – – 成本+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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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評估

社會評估考慮了當前情況，以及情景1及2與常態營運2030情景在

八個特定績效指標中的相對影響。這些指標的選擇是針對評估中

各情景的社會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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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社會評估結果

零售價格 消費者的

選擇

方便程度 健康與衛生 垃圾 環境問題 公眾認知 非正式界別

情景1 vs 

常態營運

2030

成本 成本+ 成本+ 成本 效益+ 效益 效益 效益

價格可能高於 
常態營運，但 
消費者及市場 
可能適應

選擇更受限制，
但消費者及市 
場可能適應

不如常態營運
2030方便，但 
消費者及市場 
可能適應

隨時間及公共 
教育，消費者 
的意識有所 
提高

可能減少海洋
垃圾的主要來
源，並改進替
代品的循環再
造系統

塑膠禁令在某 
種程度上解決 
了社區問題

對循環再造 
系統的不信任 
在某種程度上 
得到解決

價值較高的 
替代品為非 
正式循環再 
造界別的工 
人提供了更 
多機會

情景2 vs 

常態營運

2030

變化輕微 變化輕微 變化輕微 效益 效益+ 效益 效益+ 效益+

價格差異較小，
消費者及市場 
可能適應

市場隨時間 
逐漸適應， 
消費者的選 
擇增加

市場隨時間 
逐漸適應， 
消費者的方便 
程度增加

包裝飲品仍然 
是一種衛生選
擇，公共飲水 
處作出改進

隨著加強的 
回收及循環 
再造流程成 
熟發展，一次
性飲品包裝 
垃圾應會 
減少

透過新的循環 
再造設施解決 
公眾的顧慮

透過新的循環 
再造設施解決 
公眾的不信 
任感 

按金退還計劃 
和新循環再造 
設施擴大循環 
再造物料市場

兩個情景的社會評估結果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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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評估乃基於生命週期評估方法 (lifecycle assessment,  
LCA)，用於定量評估產品的環保表現，以及比較不同情景在 

同一系統下的環境影響。

我們為環境評估釐定了八項表現指標，評定情景1及2對所釐定 

指標的影響，並與2030年常態營運情景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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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結果意味著什麼？
上述研究結果可概述如下。經濟評估發現，與2030年常態營運 

情景相比，情景2帶來了少量總體效益，而情景1則帶來了少量總 

體成本。而且情景2對價值鏈中的大部分持份者產生的影響輕微。 

因此，可以合理總結情景2在經濟評估中的表現比情景1略佳。

在情景1的社會評估中，與2030年常態營運情景相比，消費者選

擇、價格及方便程度均受到負面影響。相比之下，我們發現情景 

2在大部分的社會評估類別中均會帶來效益或變化輕微。因此， 

可以合理總結情景2在社會考慮因素方面的表現比情景1佳。 

在環境評估中，我們發現，與2030年常態營運情景相比，這兩種

情景均帶來效益，但情景1的效益更大。因此，可以合理總結 

情景1在環境考慮因素方面比情景2略佳。

綜合考慮這三項評估，情景2比情景1佳。如果在情景2中加強減

少包裝、環保設計及轉用物料，則其環境表現將得到改善。下一節

概述了實現此目標所需的關鍵步驟。

表8
環境評估結果

溫室氣體
排放

能源使用 用水 綠地流失 本地空氣
質素

視覺影響 噪音 海洋垃圾

情景1 vs 

常態營運

2030

效益+ 效益 效益 效益+ 效益+ 變化輕微 成本 效益+

由於塑膠禁令 
及塑膠產量減
少，溫室氣體 
排放量大幅 
減少

由於塑膠產量 
減少，所用 
能源減少

禁用塑膠對 
減少用水量 
有顯著影響

避免包裝的 
重大措施及 
教育活動將 
減少運往堆填
區及焚化爐的
廢物

禁用塑膠和大 
規模避免包裝 
將有助顯著減 
少本港空氣 
污染物排放

處理設施沒有 
重大變化

處理玻璃樽會 
產生更多噪音

禁令可能會消除
被沖進海洋的塑
膠垃圾

從上表可見，與2030年常態營運情景相比，情景1及情景2均會帶來總體效益。除視覺及噪音影響外，所有指標均會帶來效益， 

而情景1比情景2帶來的效益更大。總體而言，從環保角度而言，情景1優於情景2。

情景2 vs 

常態營運

2030

效益 效益 效益 效益 效益 成本 成本 效益

溫室氣體排放 
量減少，主要 
由於循環再造 
能力提高及 
使用循環再造
物料

由於採用環保
設計，能源消耗
減少

由於採用環保 
的設計及處理 
方法，耗水量 
因而減少

減少運往堆填區
及焚化爐的廢
物，但好處被本
港循環再造設施
所需的土地部分
抵銷

提高循環再造 
能力有助紓緩 
本港空氣污染

建立循環再造 
設施可能會 
產生視覺影響

增加循環再造 
活動可能會 
加劇噪音

按金退還計劃 
可鼓勵市民退 
還PET樽及紙 
包飲品盒

環境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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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者延伸責任計劃 

•	 我們的研究顯示，政府主導、行業主導、自願性質等不同	
	 	 類型的生產者延伸責任均可取得成功。

•	 政府應考慮讓業界更積極參與該計劃，並在即將推出的	
	 	 塑膠產品容器的生產者責任計劃立法中落實真正的生產	
	 	 者延伸責任。	

•	 應在推出塑膠產品容器的生產者責任計劃的時候，同時	
	 	 為紙包飲品盒推出或至少宣佈類似的計劃（不論是生產	
	 	 者責任計劃抑或生產者延伸責任計劃），以防止為逃避徵	
	 	 費而轉換飲品包裝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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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根據我們的研究、持份者意見及評估結果，綜合考慮各個要點，建議的未來發展方向如下。

增加公共場所符合衛生條件的飲水機

•		除了政府負責保養飲水機外，亦應獎勵及鼓勵商界，
	 	 如商場和餐廳等提供飲用水。

•	 飲品生產商應在商業區提供自家品牌的飲水機。

市民自備水樽運動

•	 應透過公共宣傳活動，包括邀請名人及意見領袖	
	 	 支持活動，讓市民更願意使用可重用的容器。

計劃要素及責任分配

企業承諾不使用非必要的一次性飲品包裝

•	 商界及機構亦應按行業攜手採取行動，	
	 	 以儘量減少在其處所內及業務營運中	
	 	 使用的一次性飲品包裝。

 
就可重用容器進行創新，並支持相關新建企業

• 應對提供可重用容器供市民暫時使用並	
	 	 隨後收回及清洗的創新企業給予奬勵和	
	 	 鼓勵。	

避免包裝

一次性飲品包裝

市民 
自備水樽
運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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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循環再造的設計（環保設計）

•		香港的主要飲品生產商應制定自願性協議，以提高飲品包裝的可循環再造性。

•	 然後，應引入法例確保飲品包裝的設計有助本地生產商及進口商進行循環再造。	
	 	 這應包括諸如逐步淘汰聚氯乙烯（PVC）（如標籤）及添加劑，以及多層、不透明	
	 	 及有色的PET，上述各項均有礙循環再造。對於紙包飲品盒，飲品生產商應鼓勵	
	 	 包裝製造商加強可循環再造性，例如，逐步淘汰飲管、膠袋及膠漿。

在飲品包裝中使用循環再造物料

•	 應就於香港出售的飲品包裝中應包含的循環再造物料比例制定目標。循環再造物料含量的目標	
	 	 支持對循環再造物料的需求，並有助振興循環再造行業。政府應考慮產品標籤是否合適，以改進	
	 	 消費者資訊，並提高績效。

輕量化

•	 應鼓勵生產商繼續研發輕質包裝，以減少資源及運輸方面的能源消耗。
 
可用作堆肥及可分解的塑料

•		可用作堆肥及可分解的塑料在各地區均有爭議。香港目前並沒有大型設施可回收此類包裝及進行	
	 	 分解，並且無法在循環再造PET的渠道中循環再造該物料。
•	 政府應考慮立法以控制對這些物料的使用，並繼續監察這些物料的整體生命週期影響及可循環	
	 	 再造性的技術發展。
 
飲品包裝物料的生命週期分析

•	 應鼓勵生產商對其產品的包裝方案進行生命週期分析，並考慮就此修訂其包裝方案。

價值回贈計劃 

•		按金退還計劃已證明在提高回收率方面非常成功。然而，它們在設立及管理	
	 	 方面成本高昂且複雜。價值回贈計劃（return	value	scheme,	RVS）是一種較	
	 	 簡單的替代方案，亦可以向消費者或退回用過包裝的人士退還現金或獎勵。

•		市民、拾荒者及其他回收者會為了獲得金錢價值而收集及退回PET樽及紙包	
	 	 飲品盒。這些金額以及管理該計劃的費用將由生產商承擔。每種飲品包裝的	
	 	 金錢回贈水平可能因市場狀況而異。

•		價值回贈計劃的好處是，它較按金退還計劃（由消費者向零售商支付按金）	
	 	 更容易設立和管理。但其可能存在回收率較低的潛在缺點，因爲市民可能更	
	 	 渴望收回他們已支付的明確按金，而並非為獲得獎勵而退還包裝。

回收機制

•		除回贈／按金金額外，換領回贈的方便程度亦是回收率的關鍵決定因素。	
	 	 上述的價值回贈計劃將需要大幅擴展位置方便的回收點網絡。

•		逆向自動售貨機（reverse vending machine, RVM）的可行性已經多番討論。	
	 	 若要安裝足夠數目的逆向自動售貨機網絡來回收每天的飲品包裝，將涉及龐	
	 	 大花費，並對物流造成挑戰。相反，該網絡可由人手回收點（按重量或件數）	
	 	 進行大批回收或在指定地點安裝一定數量的逆向自動售貨機。 

環保設計

  

在香港建立PET循環再造能力

•	 我們樂見政府已向一家私人廢物	
	 	 承辦商批出合約，在環保園設計、	
	 	 興建及經營一家廢膠樽處理設施。

•	 香港應發展更多類似的設施，以於2030	
	 	 年底前實現每年40,000公噸的總產能，	
	 	 足以應付根據本研究情景2中假設的	
	 	 90%的回收率。

在香港建立紙包飲品盒循環再造能力

•	 據了解，本地一家循環再造商已簽署	
	 	 租約，以發展一座利用紙包飲品盒循環	
	 	 再造紙漿的設施，並已正式獲得循環	
	 	 再造基金的資助。在初始階段，預計	
	 	 設施每天將能處理10公噸的紙包飲	
	 	 品盒。隨著回收率的提升，設施日後	
	 	 可能需要略為提升產能。
 

循環再造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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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本節中的多項觀察均與香港正

在進行或規劃中的項目有關。飲品包裝管

理的系統性及複雜的價值鏈依賴性需要各

相關人士的緊密協作。香港有機會建立全

球領先地位，發展業界與政府間的合作，

以應對上述的挑戰。成功落實上述各項的

關鍵在於以有計劃及務實的方式持續管理

及監督各項必要活動。免「廢」暢飲工作

小組與政府的合作，是履行此項職能的理

想做法。除包裝管理與考慮其他廢物處置

及循環再造渠道外，政府亦應評估是否需

要成立一個統籌機構，如廢物管理局來監

督整個由設計到循環再造的價值鏈。

現在媒體經常報道有關於減少使用一次性

塑膠產品、加強飲品包裝管理及循環經濟

的新聞。在發表本研究報告當季，歐洲議

會投票通過全面禁止一系列的一次性塑膠

產品，並呼籲減少在食品及飲品容器中使

用一次性塑膠。香港商界、非政府組織及

市民渴望香港成為這股可持續飲品包裝管

理的先驅，印證我們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

地位。

讀者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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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tri是一家獨立的城市發展諮詢公司。我們在香港與新加坡為顧客提供多種諮詢服

務，包括城市經濟，房地產經濟，總體規劃，城市設計和景觀設計。

2018年5月份，我們併購了Waters Economics-香港的城市和經濟發展諮詢公司，並

在香港成立了全新的辦公地點。

Cistri由其澳大利亞母公司支持。母公司為卓越的城市社區發展諮詢公司，在澳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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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服務的企業顧客，不僅包括房地產，基建，交通及環境，還包括政府機構，公共

部門，多邊機構及非政府機構。

我們通過專業研究，嚴謹分析及數據論證，為顧客提供可實踐及創新的建議與解決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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