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一)
廚餘源頭分類、收集及運送至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 期
邀請提交意向通知書

目的
本文件的對象是各工商業機構的主要廚餘產生者。我們邀請上述機構就
會否參與廚餘源頭分類、收集及運送至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 期(下稱「回收中
心第 1 期」)表達意向(非約束性)以及是否需要政府的技術支援提供意見。

背景
2.
政府於 2014 年 2 月發表《香港廚餘及園林廢物計劃 2014-2022》(下稱「計
劃」)，為處理有機廢物制定具體目標，以達到在 2022 年把需棄置在堆填區的廚
餘減少 4 成，並制訂 4 個對應廚餘的策略，包括全民惜食、食物捐贈、廚餘收
集和轉廢為能。
3.
位於北大嶼山小蠔灣的回收中心第 1 期是計劃的重點項目。回收中心第
1 期於 2018 年7月開始接收來自工商業界的廚餘，現時已準備好將每日200 公噸
已作源頭分類的廚餘轉化為可作再生能源的生物氣和農業用途的堆肥產品。

4.
工商業機構的支持及切實執行廚餘源頭分類、收集並運送至回收中心第
1 期對其有效運作十分重要。現時，已有不少工商業機構包括大型購物商場、酒
店、食品製造廠及連鎖餐廳等，對有關措施表示支持並承諾會切實執行運送廚
餘至回收中心第1期作循環回收，從而減少棄置廚餘於堆填區。為協助推動這有
意義的項目，政府已聘請一間非政府組織 (環保促進會) 為服務承辦商，向所有
承諾支持上述回收項目的工商業機構之管理層以至前線工作人員提供技術支援
。環保促進會會透過簡介會、培訓及實地考察等講解廚餘源頭分類的方法 、收
集與運輸安排等。

附件(一)
早期表達意向的優勢
5.
為善用回收中心第 1 期有限的處理量，當運送至回收中心第 1 期的廚餘
量高於其設計處理量時，當局會實施配額制度，以公開、公平及透明的方式，
分配限額。故此，已預先表達意向，承諾支持上述回收項目的工商業機構將可
享有以下優勢:
i. 工商業機構可於都市固體廢物徵費推出前，確保其廚餘能運送到回收中
心第 1 期妥善處理，避免屆時匆忙申請，或因回收中心第 1 期的處理量
所限而承受未能獲分配足夠限額的風險；
ii. 工商業機構就廚餘源頭分類和收集之過往表現及運送紀錄屬有需要時限
額分配申請的其中一項評估標準。因此，若工商業機構在早期已運送廚
餘到回收中心第 1 期處理並持續表現良好，其申請將會比新申請者優先；
iii. 長遠而言，位於回收中心第 1 期覆蓋範圍內的工商業機構，如將已作源
頭分類的廚餘運送至回收中心第 1 期，有可能因應未來會落實的都市固
體廢物徵費額和減少棄置於堆填區的廚餘量，從而節省運輸成本及都市
固體廢物徵費的支出；
iv. 工商業機構可及早與廚餘收集商商討廚餘源頭分類和收集方式，以便制
訂更佳的營運計劃，作出與回收中心第 1 期相配的運作安排；
v. 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將頒發減碳及嘉許證書給參與廚餘回收的工
商業機構，以便機構把證書刊登於其可持續發展報告或年度報告內；
vi. 提升工商業機構的環保形象，吸引更多具環保意識的顧客。

附件(一)
意向通知書
6.
工商業機構如有意參與廚餘回收，請填妥意向通知書（非約束性），並
郵寄或電郵至香港政府：
郵寄：

香港鰂魚涌海灣街 1 號
華懋交易廣場 15 樓 1501 至 1504 室
環境保護署
廚餘回收組
（經辦人：李麗嫦女士）

電郵：

opark1@epd.gov.hk

查詢
7.
如有查詢，歡迎於辦公時間 (早上九時至下午五時半) 致電環保署李麗
嫦女士（電話號碼：(852) 3741 1357），胡勁欣女士（電話號碼：(852) 3741
1426）或電郵至 opark1@epd.gov.hk。

附件(一)

廚餘源頭分類，收集及運送至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 期
Food Waste Source Separation, Collection and Delivery to
Organic Resources Recovery Centre Phase 1

意向通知書
Expression of Interest Proforma

Official Use Only
Application No. : _____________
Received Date: ______________

如欲查詢或登記使用「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 期」，可聯絡環境保護署：鰂魚涌海灣街 1 號華懋交易
廣場 1501 – 04 室，熱線：3741 1357，電郵：opark1@epd.gov.hk 或傳真：3528 0492。
For queries or register on the ORRC1 for food waste recycling, please contac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at Room 1501-04, 15/F, Chinachem Exchange Square, 1 Hoi Wan Street, Quarry
Bay, Hong Kong or on hotline : 3741 1357, email: opark1@epd.gov.hk, or fax : 3528 0492 .
1. 商戶資料
Company Particulars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中文)

(English)

商業登記證牌照號碼
Business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Number:
聯絡人姓名
Name of Contact Person:

職位
Position:

聯絡人電話
Telephone No. :

傳真號碼
Fax No. :

網址
Website address:

電郵
E-mail:

聯絡地址 (中文) :
Correspondence Address (English):

2.

公司類別
Business Category
請於適當空格內加上「」號
Please put a ‘’ in the appropriate box
酒店
Hotels

餐廳
Restaurants

超級市場
Supermarkets

公營機構
Public Sectors

發展商
Developers

物業管理公司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y

食物製造廠
Food Factory

其他 (請註明)
Others (Please spec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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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聘用之廚餘收集商
Name of Food Waste Collector employed for Food Waste Collection
收集商名稱: (中文)
Name of Collector: (English)
4.

廚餘資料**
Details of Food Waste
廚餘產生點
Food Waste
Generation Point

生產量 (噸/日)
廚餘產生地址
Quantity (Tonnes /Day) Address of Food Waste Generation Point

**如多於 1 個廚餘產生地點，請在第 3 頁的<補充表格>提供每間分店資料。如有需要，請自行複製<補充表格>，以提供更多分店

資料。
For more than 1 food waste generation points, please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of each outlet on the Supplementary Form on page 3. You
may copy the Supplementary Form to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of more outlets if needed.

5.

技術支援
Technical Support
貴公司是否需要由環保署的服務承辦商提供有關廚餘源頭消減及分類的免費技術支援?
Does your company require free technical support on source reduction and separation from a contractor of EPD?
請於適當空格內加上「」號
Please put a ‘’ in the appropriate box

6.

需要
YES

不需要
NO

其他
Others
a) 貴公司會否願意讓環保署將其公司資料 (包括公司名稱, 廚餘數量, 聯絡方法等) 提供給廚餘收集商作
聯絡用途? (願意 / 不願意)
Is your company willing to let EPD share your information (i.e. company name, estimated amount of food
waste and contact details, etc.) to food waste collectors for coordinating and maximizing the coherent effect
of food waste collection and delivery to ORRC1? (YES / NO)
b) 貴公司會否願意讓環保署將其公司資料刊登於環保署網頁以示表揚? (願意 / 不願意)
Is your company willing to let EPD include your company name on EPD website for appreciation of your
participation in delivering food waste to ORRC1? (YES / NO)
授權代表簽署
Authorized Person Signature:

公司蓋印
Company Stamp:

姓名及職位
Name & Post Title:

日期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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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廚餘源頭分類，收集及運送至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 期 <補充表格>
Food Waste Source Separation, Collection and Delivery to
Organic Resources Recovery Centre Phase 1 <Supplementary Form>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中文)

(English)

廚餘產生點
生產量 (噸/日)
聯絡地址
Food Waste Generation Point Quantity (Tonnes /Day) Address

聯絡人姓名
Name of Contact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3

聯絡電話
Contact 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