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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徵費計劃部署推出，減少廚餘丟棄刻不容緩
，政府預計今年底至明年初以先導計劃形式，在35個
大型屋苑推行中央收集廚餘，然後逐步擴大至其
他住宅，香港人對廚餘回收，究竟 「準備好未
」 ？有環保專家分析，本港要實現減廢需面對
三大挑戰，分別是市民對分類的正確知識
不足、處理廠不足應付全港回收量，以及
議會對政府執法的信心問題；建議政府填
補漏洞，加強落區教育、鼓勵工商設
置處理廠及對非法棄置加強執法。

學

市民分類意識弱 專家倡落區教育

綠生活
大公報記者
朱樂怡

鳳溪創新小學回收廚餘製肥料

朱俊賢

本港每日有逾3600公噸廚餘丟棄在堆填區，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表示，環境保護署的免費廚餘
收集先導計劃，會在工商業界先行，住宅方面，最快
今年底或明年初開始，邀請一些大型私人屋苑參與，
有關屋苑若過去已有廚餘分類回收經驗，會是一個好
的起步點，待積累更多經驗後，逐步擴大住宅廚餘方
面的回收。
資料顯示，35個私人大型屋苑曾參與環保基金 「
屋苑廚餘循環再造項目」 ，包括黃大仙的龍蟠苑、譽
港灣、深水埗的曼克頓山、港島東的寶馬山花園，以
及屯門的黃金海岸等。
不過，香港人習慣方便，廚餘回收分類可能不太
容易。上海今年七月起，正式實施號稱 「史上最嚴」
的《上海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居民需自行將生活垃
圾分為濕垃圾、乾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這四大
類，若未按規定分類投放垃圾，會被罰款。
環保團體 「綠惜地球」 總幹事劉祉鋒接受《大公報
》記者訪問時表示，回收廚餘的第一大挑戰，是每家每
戶要分類分得夠仔細， 「食飯容易混入膠枱布、牙籤、
汽水鋁罐等，大嚿骨頭（在）廚餘機都處理唔到」 。他又
稱， 「要住戶額外分一袋、晚晚做，又未有垃圾徵費呢
個經濟誘因」 ，料推行不容易。他認為，政府要有足夠
外展人士落區教育， 「現時單靠派單張、拍片好皮毛，
好容易出亂子！」

挑戰之一：處理廠不足
第二項挑戰是處理廠不足。環保署早前預計，計
及沙田污水處理廠2022年會接收沙田區家居廚餘，加
上沙嶺廚餘回收中心落成後，全港可處理廚餘總量可
升至600公噸，當中200公噸為家居廚餘。600公噸佔
3600公噸的六分一，劉祉鋒指出，一個處理廠起碼四
至五年才建成，長遠不能單靠政府，建議工商界別在
每幾個區設一個處理廠，分散處理，政府以象徵式地
租給處理廠作收費服務，只要收費低過市民的棄置費
，便會使用服務。

便要加大力度，嚴厲執法， 「等人知道政府有牙力，
畀議員信心，況且執法係份內事，（政府）責無旁貸
」 。
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騁向《大公報》記者
稱，本港回收的最大難題是 「乾淨回收」 ，舉例塑膠
回收，經常被其他廢物混雜污染，令回收工作倍添困
難， 「街上啲回收箱，未飲晒嘅膠樽就丟落去，連較
乾淨嘅水樽都污染埋」 。他指出，食肆、酒吧的玻璃
樽回收都遇上同樣問題，強調教育市民非常重要。

從小培養環保意識
學校還舉辦以有
機烹飪為主題的比
賽，同學們

工商先導計劃
收廢免收運輸費

避免溢臭滲漏
政府研密封車收運
【大公報訊】環保需要市民 「做多一
步」 ，政府亦試行不同具體措施，避免收
集廚餘時對居民做成滋擾。將在住宅屋苑
推行的免費廚餘收集先導計劃，環保署初
步構思分批測試不同廚餘收集模式，如參
考歐洲或韓國，利用密封式或設有智能卡
自動開關的收集廚餘設施。

小蠔灣設施可「轉廢為能」

香港近年回收措施及成效
種類

措施

【大公報訊】為響應綠色生活教育

會於校內園圃用作種植食用蔬菜，綠化
校園，亦能令剩食廚餘循環再 「食」 。
本年度有接近230間學校參加，學生參與

膠袋

廚餘

小蠔灣有機資源回
每天最多可處理
收中心第一期於
200公噸廚餘
2018年開始營運

該署將與管業處和業主代表商討，在
屋苑適當地點裝置廚餘收集設施，並安排
每日收集，務求既方便居民棄置廚餘。為

廢紙、 2005 年 推 行 「 家 截 至 2017 年 6 月 底
鋁罐、 居廢物源頭分類計 ，回收人口覆蓋率
達57.24%
劃」
膠樽

防廚餘散發氣味和滲漏，環保署亦會試用
密封式缸車，收集及運送廚餘。
至於處理廚餘設施，在大嶼山小蠔灣

回收量由2017年約
2016 年 實 施 玻 璃
8000 公 噸 ， 增 至
飲料容器生產者責
2018 年 逾 13000 公
任計劃
噸

的香港第一個轉廚餘為能源的設施，已於
去年中開始營運，處理能力每日最多達
200公噸。坐落於北區的第二個廚餘處理
設施，已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
預計2022年落成，每日處理量最多300公
噸。大埔污水處理廠將會加裝設施，進行
污泥與廚餘共厭氧消化，每日處理50公噸
廚餘。環保署計劃，將技術推展至沙田污
水處理廠，料2022年落成，每日處理量50
公噸。

玻璃

小六生學懂珍惜食物
昨日的綠色生活教育計劃頒獎禮上
，80間得獎學校合共超過500位學生和學
校代表出席。
獲獎學校昨日在頒獎禮上分享參與
心得，保良局鄧碧雲紀念幼稚園除參觀
齊惜福油塘社區廚房及舉行惜福講座，

【大公報訊】現時全港工商業每日產生
約1200公噸廚餘，佔廚餘總量的三分一，垃
圾徵費下，工商機構若將廚餘當作普通廢物
丟棄，都要按量收費。環保署計劃，針對不
同持份者如工商業、街市、商場、學校、100
間食肆等推出先導計劃，提供免費收集服務
，並視乎興建廚餘處理回收中心的進程，期
望逐步將免費收集服務擴展至全港各界別。

將擴展至全港學校
環保署已透過回收基金，資助回收業界
購置可處理工商廚餘的相關設施，並資助部
分運輸成本，將廚餘送往回收中心第一期及
其他回收設施。環保署並因應廚餘處理設施
的處理能力，研究在先導計劃下，為部分工
商業機構提供免運輸費的廚餘收集服務的各
種可行方案，包括與飲食業界及物業管理業
界合作，透過回收基金及環保基金，為約100
間不同類型的餐廳食肆，包括茶餐廳、中式
酒樓、快餐店等，試行收集廚餘。
今年第二季起，政府為全港中小學及大
專院校提供免費收集廚餘服務，並透過有意
參與的學校飯盒供應商或大專院校餐廳收集
。先導計劃並會為食環署管轄的街市和熟食
中心、房委會管理的街市和商場收集廚餘。

澳門醫學專科學院成立 明確發展藍圖

同學們並參與廚餘機及廚餘桶堆肥工作
坊，在校內舉辦惜福有機種植班，同學

，不可以浪費食物，而且還學會如何使
用廚餘機及其用途等。

們親自種植有機生菜，收成後製成沙律
和同學一起分享。
獲獎的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

齊惜福發起人及贊助人梁唐青儀稱
， 「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 ，香港
每日廚餘量高達逾3600公噸，單是全港

小學，六年級學生高嘉潁、梁曉桐分享
稱，在這次活動獲益良多，過去一直不
珍惜食物，現時學會珍惜食物的重要性

中小學產生的廚餘，每日亦高達100公噸
。該會響應環境局與教育局呼籲，推行
校園環保惜食計劃，教學生珍惜食物。

綠色生活教育計劃頒獎
▼
禮有逾五百位學生和學校
代表出席

人次超過10萬，打破歷屆紀錄。

成效

未立法前每年棄置
2009 年 實 施 膠 袋 超過約80億個膠袋
，近年減至約40億
徵費
至50億個膠袋

近230學校參與廚餘循環再
食
，環保慈善組織 「齊惜福」 推行綠色生
活教育計劃，協助學校回收午膳廚餘，
並把廚餘再造成有機肥料，製成的堆肥

選用有機食材，即場做出色香味與營養價值俱全的菜
式，不少參賽學生更實行 「有機一條龍」 ，將廚餘收
集後，放進廚餘機或回收桶，待轉化成堆肥，用於校
內或家居的有機園圃，減少食材浪費，保護自然生
態。
該校透過展板介紹廚餘機的運作，讓學生明
白食物殘餘對環境的影響，並鼓勵學生珍惜食
物，從而培養學生保護環境的意識。校長李
淑儀稱， 「廚餘回收已在學校實行了多
年，既可讓同學們從小培養環保意
識，也是廢物利用，將廚餘垃
圾變成有機肥，有益大
自然的循環」 。

黃
▲錦星早前往參觀北大嶼山小
蠔灣的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一期
，每天可處理二百公噸廚餘

垃圾徵費最大挑戰莫過於立法會。劉祉鋒提到，
有議員關注政府現時對非法傾倒的力度不足，擔憂日
後垃圾徵費可能會有更多非法棄置。他促請政府現時

【大公報訊】記者梁靖怡報道：不少學校近年參
與廚餘回收，鳳溪創新小學獲 「環境及自然保育
基金」 、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批出環保教育
和社區參與項目（小型工程項目）資助，推行 「
廚餘再生變資源」 項目工程，在食堂內安裝兩部
小型廚餘堆肥設備，收集學生午膳的廚餘，
用於製作有機肥料，為學校的生態園提供有
機肥料。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澳門醫學
專科學院成立典禮暨院士頒授儀式昨日在塔
石體育館舉行。儀式上，300多名醫生獲頒

學院任重道遠，對未來制定本地長遠的醫療
發展政策和專科醫生人才發展策略，推動專
科醫療服務發展都將發揮重要作用。

澳門醫學專科學院院士。

已收700多份院士申請

譚俊榮說，通過成立醫學專科學院，澳
門進一步明確了專科培訓的改革與發展藍圖
，日後完成專科培訓的醫生，不論投身公立

澳門醫學專科學院的成立，旨在促進和
加強澳門醫生的學位後醫學教育和培訓，協
助澳門建立由專科醫生帶領和參與的高水平

、私立醫院或私人執業市場，其資格均源自
同一套嚴謹且與國際一致的專科培訓制度。
澳門特區政府衛生局局長李展潤表示，

、高素質的醫療衛生系統。澳門特區行政長
官崔世安、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于學
軍、澳門中聯辦副主任薛曉峰等出席了成立

醫學專科學院院士相當於導師的身份，將負
責制定各專科醫生的培訓課程。
澳門特區政府目前共收到700多份院士

典禮。
澳門特區政府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致
辭時表示，隨着社會的發展，澳門居民對專

申請，已批出384份，申請人包括獲得內地
、香港和英國等地認可的專科醫生、醫院顧
問、私家或兼職醫生等，其中逾八成由澳門

科醫療服務的需求持續增加，澳門醫學專科

本地培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