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綠收」–一站式信心回收服務推廣影片 

 

畫面內容描述： 近年來環保署在 18區不斷擴展社區回收網絡 

畫面內容描述： 方便市民進行回收 

螢幕蓋字： 回收環保站 

螢幕蓋字： 回收便利點 

畫面內容描述： 現在為了讓大家回收更容易 

螢幕蓋字： 回收流動點 

畫面內容描述： 更輕鬆和更有信心 

畫面內容描述： 環保署率先在 9區推出「綠綠收」 

畫面內容描述： 處理多種缺乏商業回收出路的可回收物 

畫面內容描述： 全新一站式信心回收服務 

螢幕蓋字： 綠綠收 一站式信心回收服務 

畫面內容描述： 無論是私人屋苑或公共屋邨 

畫面內容描述： 都可以變身為「綠綠收」屋苑 

畫面內容描述： 只要認住屋苑裡面有「綠綠收」標誌的回收桶 

畫面內容描述： 就可以將不同的回收物拿到哪裏進行分類回收 

畫面內容描述： 綠在區區營辦團體和環保署回收計劃承辦商 

畫面內容描述： 會到屋苑收集回收物 

畫面內容描述： 送到指定的下游回收商 

畫面內容描述： 確保回收物得到適當的處理 

畫面內容描述： 所以一看到這個「綠綠收」標誌 

畫面內容描述： 就是回收的信心保證 

螢幕蓋字： 綠綠收 

畫面內容描述： 如有任何問題可以掃描屋苑的專屬二維碼 

畫面內容描述： 聯絡綠展隊為你跟進 

畫面內容描述： 全新一站式信心回收服務「綠綠收」 

畫面內容描述： 收到你屋企門口 

畫面內容描述： 投入環保生活就是這麼 easy 

 

 

 

 

 

 

 

 

 



 

GREEN COLLECT–One-stop Collection Service Promotion video 

 

Content Description： The EPD has been actively expanding the community 

recycling network in 18 districts 

Content Description： with a view to facilitating the public to practice 

recycling 

SUPER： Recycling Station 

SUPER： Recycling Store 

Content Description： To make recycling easier for everyone 

SUPER： Recycling Spot 

Content Description： with reassurance 

Content Description： The EPD has launched by phase a one-stop reliable 

recycling service called “GREEN COLLECT”, for housing 

estates in 9 districts 

Content Description： to collect various low-value recyclables which are lack 

of commercial recycling outlet 

Content Description： Brand new One-stop Collection Service 

SUPER： GREEN COLLECT– One-stop Reliable Recycling Service 

Content Description： Whether your housing estate is a private housing 

estate or a public housing estate 

Content Description： could be transformed into a "GREEN COLLECT" 

housing estate 

Content Description： As long as the recycling bins in your housing estate 

with the " GREEN COLLECT” logo 

Content Description： where you could take different recyclables for 

recycling 

Content Description： Operators of GREEN@COMMUNITY and other EPD 

contractors of various recyclable collection 

programmes 

Content Description： Will provide collection service to participating 

housing estates 

Content Description： and deliver the recyclables collected to designated 

downstream recyclers 

Content Description： to ensure the recyclables are properly recycled 

Content Description： Once you see this "GREEN COLLECT" logo 

Content Description： that is the guarantee of proper recycling  

SUPER： GREEN COLLECT 



Content Description：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you may scan the QR code 

designated for the housing estate 

Content Description： to contact Green Outreach for follow up 

Content Description： Brand new GREEN COLLECT– One-stop Collection 

Service 

Content Description： collects the recyclables at the entrance of your 

housing estates 

Content Description： That’s easy to implement eco-friendly living in daily 

life 

SUPER： GREEN COLLECT– One-stop Reliable Recycling Service 

 

  



「绿绿收」–一站式信心回收服务推广影片 

 

画面内容描述： 近年来环保署在 18区不断扩展社区回收网络 

画面内容描述： 方便市民进行回收 

萤幕盖字： 回收环保站 

萤幕盖字： 回收便利点 

画面内容描述： 现在为了让大家回收更容易 

萤幕盖字： 回收流动点 

画面内容描述： 更轻松和更有信心 

画面内容描述： 环保署率先在 9区推出「绿绿收」 

画面内容描述： 处理多种缺乏商业回收出路的可回收物 

画面内容描述： 全新一站式信心回收服务 

萤幕盖字： 绿绿收 一站式信心回收服务 

画面内容描述： 无论是私人屋苑或公共屋村 

画面内容描述： 都可以变身为「绿绿收」屋苑 

画面内容描述： 只要认住屋苑里面有「绿绿收」标志的回收桶 

画面内容描述： 就可以将不同的回收物拿到哪里进行分类回收 

画面内容描述： 绿在区区营办团体和环保署回收计划承办商 

画面内容描述： 会到屋苑收集回收物 

画面内容描述： 送到指定的下游回收商 

画面内容描述： 确保回收物得到适当的处理 

画面内容描述： 所以一看到这个「绿绿收」标志 

画面内容描述： 就是回收的信心保证 

画面内容描述： 如有任何问题可以扫描屋苑的专属二维码 

画面内容描述： 联络绿展队为你跟进 

画面内容描述： 全新一站式信心回收服务「绿绿收」 

画面内容描述： 收到你屋企门口 

画面内容描述： 投入环保生活就是这么 eas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