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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業廢物源頭分類計劃特刊
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本人謹代表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致以誠摯祝賀及

熱烈支持環境保護署《工商業廢物源頭分類》計劃舉行

成功。 

環境保護署不斷致力推行多項環保計劃，爲香港締

造一個健康清新的生活環境。作爲香港物業管 理界的一

分子，定必全力支持是次廢物源頭分類計 劃，爲推動環

保方向發揮帶頭作用。 

祝愿環境保護署在未來爲建設香港成爲環保城市有

更卓越成績。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香 港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協 會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食會長 
梁進源

香港正面對堆填區快將飽和的挑戰，在減少廢物及促進回收方面，我們必須加把勁。資料顯示，2007年香港每日

需要棄置的都市固體廢物多達九千多公噸，足以填滿三個奥運標準泳池，數量相當驚人。

香港的工商業廢物回收率過往一直維持在百份之六十以上的較高水平，但隨著近年本地經濟持續增長，工商業廢

物的産生及棄置童出現了上升的趨勢。
另一方面，環保署推行「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劃」，成續理想， 2006年及 2007年家居廢物棄置量便較前一年分

别下降了 2.8%和4%；亦印證了「源頭分類」的理念非常切合香港的環境，可以伸延至本地的工商業樓宇。爲此，政

府於二零零七年十月推出「工商業廢物源頭分類計劃」。計劃初步反應理想，推出至今僅四個月，環保署已收到近350

宗申請，成績令人鼓舞。參與本計劃的工商業樓宇，類型十分廣泛，具有代表性，當中包括私人及政府寫字樓、商場、

工貿大廈、工業大廈、貨倉、停車場等。

我們推出這計劃的目標是匯集及表揚已推行「源頭分類」的工商業樓宇及相關人士，帶動風氣，鼓勵尚未設有

「源頭分類」的樓宇，逐步建立相關的機制。計劃同時希望推動已經實施「源頭分類」的成員精益求精，進一步優化及

完善措施，致力提高業户的参與及廢物的回收量。對於樓宇的業户而言，「源頭分類」讓他們參與廢物回收，履行社會

責任，從而增進企業形像及商譽。 

政府正從多方面著手處理當前的固體廢物問題，倡導市民參與廢物回收，促進循環再造，是其中一項重要的環

節。環保署先後推出針對家居及工商業的兩項源頭分類計劃，讓市民不論在家居或工作地點，均能全面地參舆廢物分類

回收。 

我衷心祝賀獲頒證書嘉許的樓宇及機構，並呼籲全港市民積極參與減少廢物及分類回收，大家携手同心，合力解

決本港的廢物問題。

環境局常任秘書長/環境保護署署長

王倩儀太平紳士

環 境 保 護 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工商業廢物源頭分類計劃獲發證書物業及樓宇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物業管理公司 物業名稱

Goodwell-Fortune Property Services Ltd  盈暉家居城

Premier Management Services (MTRCL) 國際金融中心二期 

太古地産管理有限公司 又一城 

太古地産管理有限公司 

 太古坊（包括康橋大樓、德宏大廈、

多盛大廈、林肯大廈、和域大廈、常 

 盛大厦、康和大廈及濠豐大厦）

太古地產管理有限公司 太古廣場 

太古昇達廢料處理有限公司 環境保護署環境基建科行政大樓 

民亮發展有限公司 南豐工業城

民亮發展有限公司 華基中心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吉田大廈 

 兆達隆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統一中心 

 佳定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太平工業中心第一、二及三座 

 長江集團中心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長江集團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九龍廣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太平洋貿易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企業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尖沙咀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百利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利登中心 

信和物業管现有限公司 利逹工業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宏天廣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沙田商業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亞太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油塘工業城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泛亞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靑怡廣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信和工商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威利廣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威登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帝國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美羅中心一期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美羅中心二期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柴灣工業城第一期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柴灣工業城第二期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海天廣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海典軒購物商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海濱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海灣廣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商業廣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崇利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富利廣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富登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港利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奧海城一期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奧海城二期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萬輝工業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達利廣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電氣道148號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遠東金融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麗斯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觀塘碼頭廣場 

信德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信德中心 

冠威管理有限公司 屯門時代廣場 

冠威管理有限公司 新都城中心二期商場 

帝庭軒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帝庭軒購物商場 

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兆威工業中心 

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百利商業中心 

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協群商業大廈

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金時商業大廈 

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恒貿商業中心 

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高威工業中心

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凱豪商業中心 

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富利商業大廈

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新輝商業中心 

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運通商業大廈 

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榮興工業大廈

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興利大廈 

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興盛工業大廈 

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興富中心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企業行政部物業管理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總部大樓)

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  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

香港機場管理局 機場行政大樓 

夏利文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有線電視大樓 

物業管理公司 物業名稱

夏利文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偉達中心 

夏利文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都會坊 

夏利文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匯達大廈

 悦來坊管理有限公司 悦來坊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九龍企業有限公司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力豐工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大成工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大德工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天麗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半島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永星商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永豐工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同力工業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合力工業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合興工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安力工業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安全貨倉工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利行工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利時商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宏光工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宏貿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沙田工業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亞皆老街67號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旺角文華廣場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昌隆工廠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東港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東港商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東貿商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金馬商業大厦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金禧花園商場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長江工廠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冠力工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威力工業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威力貨運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威達商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建生工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恒昌工廠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恒發工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恒豐工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柏裕工業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盈力工業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美和工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美華工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美聯工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工業中心A,B及C座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紗廠工業大廈一、二及四期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恩福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時力工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時代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時采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時信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時裕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時運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時穎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時豐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晉科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根德工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柴灣中心工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柴灣貨倉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泰昌工廠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荃錦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荃灣廣場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偉力工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健力工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基力工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啓力工業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盛力工業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富昌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棉登徑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港貿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華星工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華景商埸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華榮工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菱電工業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雅珊園商場 

物業管理公司 物業名稱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順力工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匯力工業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新力工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新昌工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新城工商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新科技廣場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新貿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新領域廣場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業豐工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經達廣場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經緯商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葵星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達利國際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達貿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達藝工業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嘉力工業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製衣工業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銀城廣場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毅力工業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興華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錦薈坊(錦華花園)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駱駝漆大廈第一、二座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駱駝漆大廈第三座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龍力工業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鴻力工業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鴻昌工廠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麗昌工廠大廈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滙利工業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滙貿中心 

啓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元朗廣場 

啓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交通廣場 

啓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創紀之城一期 

啓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創紀之城二期 

啓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創紀之城三期 

啓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創紀之城六期 

啓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開心廣場 

啓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新元朗中心 

啓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新世紀廣場商場 

啓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新世紀廣場寫字樓 

啓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新都會廣場 

啓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新翠花園商場 

 第一太平戴維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人民入境事務大樓 

 第一太平戴維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北角政府合署 

第一太平戴維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北角消防局 消防事務處大廈

 第一太平戴維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永得利廣場 

 第一太平戴維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東區法院大樓 

第一太平戴維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胡忠大廈  (政府合署)

第一太平戴維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修頓中心 

 第一太平戴維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税務大樓 

第一太平戴維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愛群閣

第一太平戴維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灣仔政府大樓 

富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仁濟醫院上環復康服務中心 

富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世和中心 

富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明報工業中心 

富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凱旋工商中心（第1,2及3期）

富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華聯工業中心 

富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葵芳商業中心 

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别行 

政區特派員公署（辦公樓） 

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立泰工業中心 

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宏達工業中心 

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泓景匯 

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紗廠工業大廈第五期 

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偉華中心商場 

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都會大廈 

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都會商場 

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富利工業大廈 

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富騰工業中心 

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葵匯工業大廈 

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維港中心第二座 

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衛安中心 

港運城管理有限公司 港運大廈 

華潤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華潤大廈 

瑞安中心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瑞安中心 

 醫院管理局總部行政組 九龍醫院醫院管理局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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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業廢物源頭分類計劃特刊
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業界全力支持工商業廢物源頭分類計劃 

致力改善環境

減少廢物有助保護環境，增加經營效益，改善企業形象。香港環保署一直致力推行減廢計劃，推動各界減少廢物，提倡廢物回收及再造。

環保署根據「減少廢物綱要計劃」訂下多項目標，著重於從廢物源頭著手，通過廢物利用、循環再造來達到「減廢」。環保署於二零零五推行

「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劃」加強落實減廢目標，反應良好，至二0 0七年年底已有達七百六十六個屋苑參與此計劃，覆蓋約42%人口。 

工商業業戶反應熱烈 

隨着經濟改善，近年工商業廢物有增加的趨勢，二〇〇六年的工

商業廢物棄置量比二〇〇六年上升16%。而近年香港的工商業回收率維

持在大約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水平。爲了增加廢物回收量，環保署於二

〇〇七年十月推出「工商業廢物源頭分類計劃」，進一步將分類計劃

擴展至工商業樓宇。其實不少工商業樓宇一向有進行廢物分類，計劃

推出後反應熱烈，截至本年度一月底，當局已接獲350宗申請。參加單
位包括寫字樓、商場、工貿大廈、政府辦工大樓等。

提高公衆減廢意識 
「工商業廢物源頭分類計劃」的對象是設有「源頭分類」機制

的工商業樓宇。環保署會對參與的工商業樓宇的租户、業主、物業管

理公司作出表揚。提交大廈「源頭分類」相關資料的大廈會自動成爲

本計劃的成員；環保署會頒發證書予進一步通過評估的樓宇，同時，

環保署會持續觀察計劃的進展及留意成員的表現，向表現特出的成員

頒發特别獎項。除了鼓勵更多樓宇大廈參加此計劃及表揚計劃成員 

外，環保署亦會致力提高公衆及市民的減廢意識，透過宣傳及公民教

育活動，讓市民認識此計劃。

工商業廢物源頭分類計劃

計劃對象 設有「源頭分類」機制的工商業樓宇及其有關人士，
例如業主、租戶、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清潔公司等。

計劃要求 
計劃的彈性很高，各樓宇可因應不同的需要，實行多 
元化的做法。基調是存在有效的機制，在樓宇範圍内
分類及集中可回收物料，並交到回收商手中。

主導角色
可由物業管理公司、清潔公司或清潔工人等主導廢物
分類及回收流程 

物料種類
沒有限制，一般以廢紙、膠樽和金屬為主，大廈可按
個別的狀況調整。

回收設備
回收設備的形式、規格、數量、擺放位置均沒布限制，
甚至毋需使用回收設備，以人手收集安排代替

運作模式 可由業戶分類或下游將回收物料進行分類；可於指定時
間或隨時收集已分類物料。

參加方法 可於環保署網頁 www.wastereduction.gov.hk下載申 請
表，或可致電 2872 1716查詢 

新都城中心二期商場

貫徹多方面措施推動環保理念

另一模範成員是位於將軍澳區的新都城中心二


期商場，該商場是現時將軍澳區内最大型的商場， 
 
由恒基地產集團全資附屬公司——冠威管理有限公 
 
司負責管理，公司積極進行廢物源頭分類回收、處 


理租户商業廢物的分類、又於商場公衆走廊設置環保


回收桶等。新都城中心二期商場一直有推行廢物源頭


分類、節能計劃等多項推動環保措施，并於二〇〇三

年起獲香港品質保証局頒發 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的


認證。爲了推動區内的環保意識，新都城中心二期商


場參加了環保署的「工商業廢物源頭分類計劃」，進

一步加强廢物源頭分類的成效。
 

商戶回收意識強 
新都城中心二期商場日常收集的廢物大部分爲


食肆濕垃圾及零售店舖包裝廢料等，其餘小部分爲遊人


於商場内丢掉的垃圾；而可回收循環再造的廢物中，廢


紙約佔99% 、膠樽及鋁罐約佔1%。根據管理公司提供


資料，每年回收再造的廢物超過三百公噸，二〇〇七年


的回收量比去年増加了 7.7%。


廢物回收分類完善 
冠威管理有限公司派清潔工人收集垃圾後，會因

應垃圾的特質分爲三大類，分别是可再用之廢物、可


回收循環再造的廢物及不可再用也不可回收再造的廢


物。可再用之廢物如紙盒及紙張、膠袋、發泡膠等會


分門存放，並於存放的容器適當地加貼標籤，讓員工再

次使用；可回收循環再造的廢物，如某些紙盒及紙張、


碳粉匣等，亦會分門别類並加貼標籤，由回收承辦商定


期收集。至於不可再用及不可回收再造的廢物，亦會交


由承辦商收集作妥善處理。


商界環保意識顯著提升  
冠威管理有限公司表示，相比外國 ̍ 香港業⭼儲存

廢物的空間較小，儲存的時間亦較短，故此㲅理工商業

廢物時會面對а 定的挑戰。不過 ̍ 近年俉港商界的環保

意識顯著地提升，加к 政府積極推㹼相關政策及廣泛宣


傳，並引進外國不同的處理廢⢙方式，有助香港業界進


一步推動環保。 


租戶裝修須符合環保條例 
爲了貫徹公司減少廢物的政策，新都城中心Ҽ期

商場新租户於接收舖位或重新裝修前须簽署一份内容

有關環保守則、法㾿Ⲵ㼍修守則，目的是希望租户依

照守則的指引進行裝修，減少造成的廢物。除此以

外，管理公司亦會宣傳環保的訊息，例如提醒租戶定

期清洗舖内的冷氣設備，有助節省能源；亦會提醒各

食肆租戶定期清洗抽油煙設備，達至減少空氣污染的

目的。

長江集團中心 

提供免費一站式回收分類服務

「工商業廢物源頭分類計劃」模範成員之一長江集團中心，是中區甲級商廈。自政府一九九八年開始推行

廢物回收及再造的措施以來，該物業積極參與推動環保之工作。在租户的大力支持下，回收成效十分顯著。

專人上門進行回收 

長江集團中心物業管理有限公司表示，他們爲各

租户提供免費一站式廢物回收，分類及運送服務，大幅

度減低租户參與計劃需調配的資源及時間，絶大多數租

户均表示支持。公司回收的廢物分類包括：廢紙、鋁

罐、膠樽、玻璃樽、抹手紙、可充電電池及碳粉匣等，

其中以廢紙及抹手紙所佔比重最多。公司派專人到租户

單位收集辦公室廢物，然後送到大廈特設的「資源回收

及循環處理中心」集中處理，進行更細緻的分類後，再

交由回收商回收及再造成有用的物料或用具。

提供政府最新的環保資訊

除了切實進行廢物源頭分類外，長江集團中心物業管

理有限公司亦定期舉辦講座，邀請有關政府部門爲租户講

解環保概念、技術及最新資訊，並解答租户有關實行環保

工作之問題，加强租户對環保工作的認知。公司亦向租户

發布廢物分類、回收及再造的最新資料，派人進行租户探

訪，推廣大廈的各項環保措施及活動，鼓勵租户積極參

與。

擴大回收範圍至辦公室設備

長江集圑中心於廢物源頭分類及回收方面已取得

相當成果，物業管理公司現正研究擴大回收的項目範

圍，包括電腦設備、辦公室設備等，並將回收得來的可

再用物資轉贈慈善機構，以達致減少廢物及貢獻社會的

效果。

將環保訊息推廣至社會每一角落

長江集團中心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期望各工商業界可以

在實際處理上作更多元化的配合，於工作環境中加入減少製

造廢物或有助回收可造資源的措施，提高環保效益。此外，

公司亦希望藉著鼓勵租戶之參與，把廢物回收之概念融入

他們日常生活當中，將環保訊息推廣到社會每一 個角落。

新科技廣場

回收各類廢料造福社會


另一表現優異的大廈是位於新蒲崗，由康業服務有
限公司負責管理服務的新科技廣場。康業以「遵守法
例、預防污染、減少廢物、善用資源」為環保方針推
行環保管理，轄下有多個物業獲取 ISO14001環保管
理體系證書，包括新科技廣場、華景山莊、采葉庭及
聚康山莊。當康業知悉環保署推行的「工商業廢物源
頭分類計劃」的理念與上述理念一致後，隨即鼓勵轄
下管理的樓宇参加。新科技廣場便是其中之一幢參與
該計劃的樓宇。新科技廣場的用家以廠户爲主，大廈
客户服務處安排了十多項廢物的回收服務，其中以
廢紙、衣物及布料爲最主要的回收項目。

培養客戸減廢意識
參與這個計劃，可以令廢物處理過程變得更有效

率，減省處理廢物的時間，進而提升樓宇的整體清潔質

素。康業服務有限公司分區經理林芷燁强調，回收量並

非活動單一指標，大廈更重視回收活動背後的意義，希

望業户参舆回收活動後逐漸建立減廢意識，養成廢物源

頭分類的習慣。

加強回收服務及原材料回收
新科技廣場於各樓層放置了分類回收箱，收集指定

類別的回收物料，如紙張、光碟、墨盒及碳粉盒等，并作
定時回收分類，大廈清潔工人每天收集紙類製品，至於其
他收集量較少的廢物，清潔工人會每週兩次收集有關廢物

並將回收廢物送到暫存的回收倉庫待送交指定的回收商。

林小姐表示未來會加强上門預約回收服務及半製成品或原材

料回收，一方面可作慈善用途，同時亦可提升回收物品的價

值。

定時擧辦主題性回收活動
除了常見的回收物料外，部份業户也可能存積了其他物

料可作回收，有見及此，大廈定期舉辦不同主題的回收活動，

例如在季節交替時擧辦衣服及布料回收活動；又會於中秋節前

後舉行月餅罐回收等，業户的反應也相當積極。

回收物料作慈善用途

林小姐亦提及到在回收工作中一個令人鼓舞的個案：

在一次衣服及布料的回收活動中，有位熱心的廠户捐出一點

八噸的針織線，客户服務處的職員遂在一天内聯鉻了多間慈

善機構，最後有兩間慈善機構回收這批物料，而其中一間為

庇護工場，他們將這些毛線在極短時間内編成頸巾作籌款之

用。這次大廈的環保回收活動成功爲這些本來被丢棄的物料

增值及找到更有意義的用途，使環保工作及慈善活動互相結

合，令參與其中的人倍覺鼓舞。 

Copyright © 2008,Sing Tao Daily.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www.wastereduction.gov.hk下載申請

	工商業廢物源頭分類計劃特刊
	工商業廢物源頭分類計劃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