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行政摘要

香港管理外賣
包裝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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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午飯時段見到同事出外用膳，幾分鐘後便拿着
膠袋返回公司，當中有即棄塑膠餐盒、有蓋飲品杯、
筷子、攪拌棒和塑膠醬汁盒。轉眼間已過十五分鐘，
同事把膠袋包得非常緊，確保剩餘的食物不會漏
出。不久，污糟的食物包裝隨之被清潔人員清理，再
經垃圾車送去一個永遠不會離開的地方 — 堆填區。
食物包裝不但被隨處丟棄，被野生動物踐踏，更會落
入大海。發起「免廢暢飲」的原意是要處理飲品包
裝。「免廢外賣」則皆在應對已近失控程度的即棄餐
具。解決方案非常清晰。最大的挑戰是把方案設計
得方便快捷。

司馬文

創建香港
免廢暢飲

「零廢」食飯是我兒時的日常。還記得祖母每當在家
打麻雀時都會訂購外賣雲吞麵。外賣送遞員用鐵籃送
上熱熱的雲吞麵，食物全都用瓦碗盛載。我當時負責
收集用過的碗和筷子，以便當晚或翌日進行的回收重
用。

今時今日，大量即棄餐具和容器導致垃圾桶爆滿，污
染我們美麗的海灘，更被隨處丟棄在山徑上。

很多人及飲食業好像已經忘記大自然友善的重用措
施。可是，當我們重用餐具，便可以避免每日製造過百
噸的外賣包裝垃圾和生態污染。

這份報告提醒我們使用即棄餐具的行為已成病態，亦
概述如何作出改變。

劉祉鋒  

創辦人兼總幹事
綠惜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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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香港人口密度高，崇尚方便快捷，導致即棄食物包裝的使
用量龐大。

2019年，即使在新冠疫情爆發前，估計香港消費者在年內
使用並棄置此類包裝的數量達39億件。此後，外賣更大行
其道，多項市場預測均估計此使用模式會持續，所產生的
包裝會導致堆填區不勝負荷、沙灘和街上佈滿垃圾，亦會
耗廢資源，對環境構成破壞。
 
解決這不必要的災害需要以下因素：
1. 基線：詳細了解現時情況及原因

2. 解決方案：分析香港和全球現正採用或未見成熟的各
種方案

3. 盡展潛能：制定能符合香港特定需要且可行的方案，以
盡可能減少堆填量

為 開 展 有 效 的 政 策 介入，並 鼓 勵 更 多持 份 者 積 極 參
與，ADM Capital Foundation(ADMCF)按此三主軸進
行廣泛研究，聚焦探討即棄有蓋食物盒及飲品杯(下稱即
棄包裝)。同時，研究提出的許多建議亦適用於其他與食
物有關的即棄用品，例如飲管、攪拌棒、餐具、筷子，以及
用以盛載外賣食物的膠袋或紙袋。

2019

香港消費者在
年內使用並棄
置此類包裝的
數量

39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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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展潛能

• 按每個方案可用的容器種類／使用(例如凍飲杯)，以及該容器
種類／使用的市場大小，擴大方案的使用程度，並決定每個方
案的總避免堆填潛力。

• 2030年效能按三個不同的落實情景計算，視乎香港鼓勵有關
持份者參與的能力。

基線

• 以新冠疫情開始前的本地使用模
式數據，得出香港使用即棄食物包
裝的基線。

• 研究亦推算至2030年，以估計未
來的即棄包裝使用模式。

分析過程及結果

香港使用的一次性食品和飲料容器
數量 
(2019年估計，新冠疫情前水平)

總計
39.4億

69%

14%

9%
5% 3%

容器種類：
熱食
熱飲
凍飲
生冷食物
其他 (未能分類)

代表各方對環境問題及可能的回應
有更好的理解，從而促成一定程度
的社會和行為轉變。此情景假設在
政策或系統層面投資上欠缺進展。

有限參與的情景

代表不同的解決方案獲得中等參與
和投資額。這包括加強教育市民如何
減少因外賣和送餐而產生的即棄食
物包裝、鼓勵消費者使用重用容器的
小型計劃，以及優化另類廢物收集流
(例如塑膠回收)。

中等參與的情景

代表政府和私人機構均致力投資於
相關的政策、教育和基建項目，以減
少把即棄食物包裝送到堆填區。這
包括禁止使用某些即棄食物包裝(例
如發泡膠)或建造及營運工業堆肥設
施。

高度參與的情景

解決方案
- 可行性 
- 成本 
- 影響

• 沿環形經濟範疇得出四個方案原型：回收、
自備容器、堆肥及循環再用系統。

•	 每個原型會按一組環境、經濟及社會數據
標準評估：用水量、溫室氣體排放、經濟成
本、容器的技術表現，以及有關持份者切實
執行的程度。

解決方案 可行程度
技術限制 實施工作

回收
100% 76%

自備 
容器 90% 80%

堆肥
90% 55%

重用
80% 39%

2030年先進動員情景下解決方案可行
性及環境影響總結 

三種模擬情景下的整體解決方案對香港的影響*

* 在有限及中等參與情景中，我們假設本港不會調整或建造處理有機物的工業設施，因此圖表只顯示堆肥方案在理論上能減少堆填的效果，並以灰色標示。

熱食 熱飲 凍飲 生冷食物 % 佔總數的百分比 

分析目標

分析方法

研究結果

在每個推行情景中，自備容器及回收方案預計可發揮最大成
效，重用的機會較小，但在高度參與的情景中，該方案可減少
香港推算即棄包裝使用量的三分之一。除非設置堆肥基建，
或改良現有及計劃興建的厭氧消化基建，否則堆肥方案不能
避免把容器送往堆填，因此在有限或中等參與的情景中，在
進行該等投資前，方案未能改善問題。在高度參與的情景中，
如能設置收集和處理基建，我們預計堆肥方案可有效避免把
一半香港即棄包裝容器送往堆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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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總基線：41.5億

中等參與的情景 高度參與的情景有限參與的情景
總避免堆填潛力 (容器 十億計)

0.46

2.38

1.18

2.03

0.63

2.54

1.59

2.44

1.36

2.87

2.10

2.89

11%

49%

28%

57%

15%

59%

38%

61%

33%

70%

51%

69%

每行分項載列每個解決方案在高度參與的情景中，就其相
對可行程度、成本及環境影響所作預先分析的結果

非常可行 
(100%)   

不太可行 
(0%)

最高成本/影響 最低成本/影響 

回收 自備容器 堆肥 重用 回收 自備容器 堆肥 重用 回收 自備容器 堆肥 重用

解決方案 成本及環境影響
成本 溫室氣體

排放量
用水量

回收

自備 
容器

堆肥

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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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機成熟

2021年夏季，香港特區政府進行公眾諮詢，研究規管使用
即棄包裝(管制即棄膠餐具計劃)。根據政府在2019年
委託進行的顧問報告，諮詢文件建議：

(a) 2025年之前全面禁止售賣發泡膠製的即棄包裝；
(b) 2025年之前禁止在堂食時使用任何即棄塑膠包裝；
(c) 2025年之前禁止為外賣提供飲管、攪拌棒、叉、刀、匙

羹及碟；以及
(d) 在評估期後，把任何即棄塑膠包裝的禁令擴展至外

賣。

即 使 管 制 措 施 快 將 推 行，我 們 不 認 為 問 題 就 此 解
決。ADMCF將研究結果與政府建議中的成份進行比對。
分析為政策建議提供三個必要補充。首先，政策應針對各
種外賣包裝，而不單止塑膠。第二，環境保護署提議的廣
泛禁令並非最佳的解決辦法，亦非大幅減少外賣包裝被
送往堆填的數量的唯一方法。第三，時間表應比現時建議
更為細緻。下文將加以闡釋此三項元素。

建議

根據分析，以及參考現時的政策建議，可綜合我們的建議
如下：

針對所有即棄食物包裝，而不只是塑膠； 
採取一系列措施；立即行動。

針對所有即棄食物包裝
政府就管制即棄膠餐具計劃的建議，基本上只聚焦於迫
令餐飲業放棄使用塑膠產品，這會引起多種問題。

試圖消弭單一種的即棄包裝難免令其他即棄包裝使用量
上升，結果對於達到政府在最新資源循環藍圖中訂定的
堆填目標的效果有限。舉例而言，在缺乏收集及處理基建
的情況下，採用草本物料可減少依賴石油資源，但這方案
仍不能避免把容器送往堆填。

棄置垃圾的問題亦未能根治，因為與其他物料相關的垃
圾棄置行為不會減少。相反，被視為「天然」及可生物降解
的物料可能會誤導消費者，以為可隨便在公園或海灘棄置
這類垃圾，而不會招致後果。

這又導致另一問題，所有即棄食物包裝也會影響環境。在
供應鍊的各個環節中均會使用到資源，而商人可能會以
不理想的方法提升物料效能以滿足需求，例如使用薄膠
層或總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質等化學物質以阻隔濕氣或油
脂。再者，餐飲業營運商及其供應商可能會改用更不可持
續的方案，例如使用鍍鋁紙袋。製作該種紙袋需要大量資
源，而且現時仍缺乏能回收該類紙袋的科技。

政府政策、餐飲業營運商及非政府組織應研究限制使用
所有即棄包裝，而非只是塑膠製的包裝。

採取一系列措施
我們研究了回收、自備和堆肥即棄容器，以及建立相對集
中管理的重用系統。分析顯示，由於無一方案能獨力處理
整個研究範圍涵蓋的飲品杯和其他容器，本港整體及餐飲
業營運商需要採取多於一項解決方案，才能達到最佳的減
廢效果。

在所有情景中，回收和自備容器的原型最為有效，因為兩
者均可應用於大部分香港市場，可有效避免使用即棄包
裝，從而減少堆填，同時限制對環境的影響。更重要的是，
兩者相對容易調節力度，亦可應用在今天市場上使用的容
器，而不會阻礙將來推出更複雜方案，例如堆肥或重用。
從環境影響角度而言，重用系統的潛力最高，但成本和物
流要求相對較高，令此方案只適用於部分香港市場。由於
其在環境方面的表現出色，值得識別重用方案可較容易實
行的地點和情景。

由於香港缺乏處理可堆肥廢料的基建，因此現時不適合
採用可堆肥容器。即使未來設立這種基建，可堆肥容器仍
然較其他方案產生最多溫室氣體(以每次使用計算)。但若
使用合適的收集和處理基建，並提升推行方案的力度，堆
肥可處理大量即棄包裝。

由於熱食容器佔香港即棄食物包裝市場的大部分，針對
該類容器制定解決方案帶來的影響較熱/凍飲品容器或
生冷食物容器為大。因此，為了盡量減少送往堆填區的容
器數量，本分析顯示回收及自備容器是解決熱食容器問題
的最佳方案。

我們建議的多元化方案應反映在政府政策上。政策支持
至關重要，因為無一有利於環境的方案原型比現時廣泛
使用即棄包裝的做法，更合符成本效益和便利。政府建議
的禁令雖然具行政效率，但不能獨力應對香港即棄包裝
的挑戰。

行政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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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鼓勵消費者及酒店業持份者參與、提供誘因鼓勵
重用容器、管制有害的包裝物料，以及投資興建廢物管理
基建皆應包括在政策綱領之中。此外，未來如要讓堆肥和
重用的方案發揮重大作用，政府亦應盡快作出明確堅定的
決定，計劃基建發展。

立即行動
制定強硬法例需時凝聚共識，香港不應等待，必須今天便
開展工作，避免把即棄包裝送往堆填區 — 這是必須而可
行的。

確有此需要
香港快被外賣餐和飲品廢料淹沒，香港人在預製食物及
外出用膳花費甚多，位列地區之冠，同時港人偏好購買外
賣。新冠疫情爆發亦令外賣習慣加劇。2020年，即封城和
限聚令生效的首年，部分香港酒店業及送餐平台的外賣訂
單飆升超過50%。外賣和餐飲速遞比堂食需要更多包裝，
但許多餐廳亦同樣以即棄包裝盛載堂食食物。

誠然，就重量而言，塑膠和其他即棄食物包裝在香港龐大
的人均廢物之中相對只佔少數，但這是因為其密度較低，
而廚餘的密度較高，佔香港都市固體廢物的大多數。

再者，即棄包裝會長期殘留在垃圾堆之中，佈滿香港的街
道、海灘和郊野公園。即棄包裝除了會危害海洋和陸地動
物、生態和環境，亦會對社會造成直接和間接的損害。

最近的研究已顯示，若要達到零廢物洩漏的目標，社會絕
對不能把介入行動推遲五年。香港需要盡其責任，重點解
決處理即棄食物包裝的挑戰。

目標可達
政府建議管制即棄膠餐具計劃的時間表訂明，2025年前
全面禁止使用發泡膠及塑膠餐具，這適用於針對建議範
圍內的特定成份，例如發泡膠容器或大部分堂食容器，但
全面禁令的所定時間不足以發展可持續、實惠而功能上可
行的另類物料及系統，以代替市場上的塑膠容器。由於缺
乏代替品，餐飲業營運商或會被迫改用不理想的方案，以
不同形式令香港的廢物問題加劇。

另外，如能即時展開廣泛宣傳和提倡回收，即棄食物包裝
便可在2025年前明顯減少。同樣地，亦可向個別餐飲業
營運商或其物業管理人介紹自備容器和重用的優點和可
行方法，以補足現行使用即棄產品的做法。全面而突然執
行的管制工具如建議的管制即棄膠餐具計劃，其時間表必
須更深入考慮可以或不能推行的事項，以取得較理想的成
果。

展望

本研究旨在提供基礎，推動更多改變，以其在實際行動和
高層政策上超越小型而循序漸進的措施。要達到系統性
的改變，實現真正可持續發展的外賣包裝方案，免「廢」外
賣計劃會繼續透過具結構性和臨時的介入，促進有關持份
者之間的溝通，並鼓勵他們參與。期望你加入我們，一起
實現免「廢」外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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