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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資料小冊子旨在向經營分發受管制電器業務予消費者的

銷售商，簡介在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下的相關法

定要求，以便業界了解及履行其法定責任。本小冊子應與下

列法例文本一併閱讀：  

 

 《產品環保責任條例》（香港法例第 603 章）  

 《產品環保責任（受管制電器）規例》（香港法例第       

603B 章）  

 

法 例 文 本 可 瀏 覽 律 政 司 「 電 子 版 香 港 法 例 」 網 頁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  。  

 

其他有關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的查詢，可通過以

下途徑聯絡本署：  

 

地址：  

香港鰂魚涌海灣街 1 號華懋交易廣場 6 樓 601-603 室  

環境保護署廢物管理政策組  

 

電話   ：  2838 3111 

電郵地址  ：  enquiry@epd.gov.hk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
mailto:enquiry@ep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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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  
 

A1 引言  

 

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已於 2018 年全面實施，

以促進循環再造及妥善處置本地產生的廢電器電子產品。受

管制電器的銷售商現在必須取得已獲環境保護署（環保署）

批註的除舊服務方案，並遵守相關的法定責任。  

 

 

A2 法定規管框架  

 

 香港法例第  603 章產品環保責任條例；及  

 香港法例第 603B 章產品環保責任（受管制電器）  

 

A2.1 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的主要內容包括：  

 

(a) 把空調機、電冰箱、洗衣機、電視機、電腦、列印

機、掃描器及顯示器八類受管制電器納入生產者責

任計劃 (統稱為「受管制電器」 )；  

(b) 受管制電器的製造商及進口商須登記成為登記供

應商，並就其在香港分發的受管制電器繳付循環再

造徵費；  

(c) 銷售商須備有經環保署批註的除舊服務方案，方可

銷售受管制電器；  

(d) 銷售商分發受管制電器後，須應消費者要求免費安

排除舊服務，把不再需要而屬相同類別的設備送往

持有廢物處置條例（香法例第 354 章）下的廢物處置

牌照的牌循環再造者 (見 2.4(c)ii.段 )；  

(e) 任何人貯存、處理、再加工或循環再造電器廢物，

均須取得廢物處置牌照 (見 2.4(c)ii.段 )；  

(f) 將被棄置的電器廢物輸入及輸出香港均須領有許

可證；及  

(g) 堆填區及其他指定廢物處置設施日後不再接收和

處置被棄置的電器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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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受管制電器的範圍  

如上文 A2.1(a)段所述，受管制電器共有八類。其中，空

調機、電冰箱、洗衣機的定義與《能源效益（產品標籤）

條例》（香港法例第 598 章）下同類產品的定義相同。

各類別受管制電器的定義可參看《產品環保責任條例》

附表 61。本署會提供諮詢服務，處理銷售商及其他人士

的查詢。因第三階段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新訂的空

調機和洗衣機定義於 2018 年 6 月 1 日起生效，故此，

額定洗衣量超過 7 公斤但不超過 10 公斤的洗衣機，以

及包括冷暖機的空調機會即時納入受管制電器範圍內

規管。  

 

A2.3 銷售商的定義  

 

(a) 根據法例，「銷售商」是指經營分發受管制電器業務

的人，而其分發對象是消費者，但不包括純粹提供

服務，為另一人運送不屬於自己的受管制電器的人。 

(b) 法例所指的「銷售商」包括一般的授權代理商和平

行進口商，但不包括個人、純粹從事轉口業務的人

士或物流服務提供者。  

 

A2.4 銷售商須備有經批註的除舊服務方案  

 

(a) 銷售商如非備有經本署批註的除舊服務方案，則

不得分發受管制電器予消費者。違者一經定罪，

可處第 6 級罰款 2。  

(b) 根據法例，「分發」受管制電器是指在香港作出以

                                                      
1  概括而言－ 

 「空調機」：包括獨立式及分體式空調機，屬氣冷式或氣暖式(或兩者) ，其額定製冷

量不超過 7.5 千瓦（即 3 匹）。 

 「洗衣機」：其額定洗衣量不超過 10 公斤。 

 「電冰箱」：其總容積不超過 500 公升。 

 「電視機」：其顯示屏幕的尺寸不超過 100 吋（以對角斜角量度）。 

 「電  腦」：包括個人電腦、桌上電腦、平板電腦、手提電腦及筆記簿電腦。 

 「列印機」：其重量不超過 30 公斤；如同時用作影印機、圖文傳真機或掃描器，仍視

作列印機。 

 「掃描器」：其重量不超過 30 公斤。 

 「顯示器」：不具備儲存電子數據或運算的功能，而其顯示屏幕的尺寸為 5.5 吋至

100 吋內（以對角斜角量度）。 
2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221 章），第 6 級罰款為 1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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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為：  

 

i. 以售賣、出租或租購方式，供應該電器；  

ii. 為取得代價而交換或處置該電器；或  

iii. 為以下任何活動而傳轉或送交該電器：  

 以售賣、出租或租購方式供應；  

 為取得代價而作出的交換或處置。  

但不包括為在業務過程中輸出該電器而作出的任

何該等行為。  

 

(c) 銷售商須以指明表格（REE-5，見 C1 段）向本署提

出申請批註其除舊服務方案，而本署所批註的除舊

服務方案均須：  

 

i. 有合資格的收集者向有關銷售商作出書面承諾，

就該銷售商分發受管制電器予消費者，提供除

舊服務。有關的資格規定，是收集者須持有根據

《商業登記條例》（香港法例第 310 章）第 6 條

發出的商業登記證。收集者須以指明表格（REE-

5a，見 C2 段）作出書面承諾。同時，我們亦要

求：  

 須有一名指定的「預定收集者」，其收集服務

範圍必須能覆蓋全港及包括銷售商所分發的

所有受管制電器類別；  

 可另指定後備收集者，數目不多於四個，在

「預定收集者」無法提供服務時，可由後備收

集者提供收集服務；  

 銷售商可選擇在所有上述指定收集者均未能

或不願意提供除舊服務時，提供除舊服務。  

 

ii. 有合資格的循環再造者，向有關銷售商以指明

表格（REE-5b，見 C3 段）作出書面承諾，為由

該銷售商除舊服務方案內的收集者所移走的舊

件，提供處理、再加工或循環再造服務。有關的

資格規定，循環再造商須持有《廢物處置條例》

（香港法例第 354 章）所指的廢物處置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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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該牌照授權持有人處理、再加工或循環再造

所有適用類別的電器廢物。  

 

(d) 署長會考慮實際情況，如認為某除舊服務方案不是

切實可行的，則可拒絕批註。如署長決定拒絕批註

申請，會將有關決定及箇中理由，以書面通知申請

人。  

(e) 銷售商亦可在巿場上物色任何合資格的收集者和

循環再造者。然而，政府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及回

收設施 - WEEEPARK 的承辦商「歐綠保綜合環保

（香港）有限公司」（下稱「歐綠保」）可為個別銷

售商發出所需的書面承諾，以他／她作為其循環再

造者。若銷售商選擇歐綠保作為收集者，條件是在

該方案中清楚訂明歐綠保必須出任「預定收集者」，

並同時須為除舊服務方案下的循環再造者。  

(f) 如銷售商須更改已批註的除舊服務方案（例如更換

收集者或循環再造者），則必須在有關更改預計生

效日的 30 日前，向本署以指明表格（REE-6，見 C4

段）提出更改申請。  

 

A2.5 銷售商須按已批註的除舊服務方案作出安排  

 

(a) 如銷售商分發某件受管制電器予某消費者，該消費

者便有權免費要求並享用該銷售商按照其除舊服

務方案所安  排的除舊服務，該服務應：  

i. 以該銷售商指明的方式提出，即除舊服務條款

（見第 A2.6(a)段）；  

ii. 在消費者與銷售商訂立分發交易後的 3 日內提

出；及  

iii. 該消費者所要求移走的舊件，與該銷售商向該

消費者所分發的受管制電器屬同一類。  

(b) 如銷售商未有安排除舊服務，即屬犯法，一經定罪，

如屬首次定罪可處第 6 級罰款，如屬再次定罪則可

處罰款港幣 20 萬元。  

(c) 須注意，消費者並不一定要使用銷售商的免費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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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舊服務。相反，該消費者可選擇保留舊件繼續使

用、把舊件捐贈慈善機構、或自行作出其他安排。

在上述情況下，如消費者已確認不使用銷售商提供

的法定除舊服務，銷售商便會被視為已經履行關於

除舊服務的責任。本署亦有其他途徑 3，方便巿民在

法定除舊服務以外，妥善回收舊件。  

A2.6 銷售商向消費者提供書面資料  

 

(a) 銷售商可與消費者議定若干條款，以便就該銷售商

為該消費者安排移走某項舊件，作出規定。因此，

兩者的分發合約，將會受某些除舊服務條款所規限，

則該銷售商須在訂立該合約前，以書面形式，將該

等條款通知該消費者 4。違反規定的銷售商一經定罪，

如屬首次定罪可處第 2 級罰款，如屬再次定罪則可

處第 3 級罰款 5。  

(b) 另一方面，為便利消費者認識關於除舊服務的權益，

銷售商亦須在訂立有關分發合約前，以書面形式，

把其須按方案安排除舊服務的責任，通知消費者。

違反規定的銷售商一經定罪，如屬首次定罪可處第

2 級罰款，如屬再次定罪則可處第 3 級罰款。  

(c) 為方便銷售商制定除舊服務條款，本小冊子於 D1 段

提供一份除舊服務條款的範本（TREE-9），以供參

考。銷售商應因應本身及其夥拍收集者的運作安排

及服務水平，各自制定適合他們的除舊服務條款，

然而所有條款不得與法例有所抵觸。  

  

                                                      
3  包括： 

 回收熱線 (2676 8888) － 供巿民查詢回收四電一腦的事宜及安排預約回收。 

 綠在區區 － 各綠在區區項目會接收四電一腦，轉交合適的回收商處理。 

 廢舊電器回收車 – 回收車會在周末及周日，輪流到訪全港 18 區，為公眾提供回收四電

一腦服務。 

4  舉例來說，在店舖內張貼於顯眼的位置，或向消費者提供印有相關除舊服務條

款的單張等，均可被視作為「該銷售商須履行的責任，以書面形式將該等條款

通知該消費者」。  

5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221 章），第 2 及 3 級罰款分別為 5 千元和 1  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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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7 銷售商的其他責任  

 

(a) 銷售商須在分發受管制電器時，為每件產品提供由

環保署提供的循環再造標籤。違反規定的銷售商一

經定罪，可處第 5 級罰款 6。鑑於不同貨件的包裝、

銷售等做法有所不同，循環再造標籤可以但不一定

張貼在受管制電器上，但無論以何種方式，銷售商

均須在受管制電器交付予消費者時或之前提供循

環再造標籤。  

 

(b) 一般情況下，銷售商所提供的循環再造標籤，應由

向其分發受管制電器的登記供應商提供 7。如任何人

有需要，亦可向本署繳付相關循環再造徵費款額購

買循環再造標籤。  

(c) 有關銷售商管理循環再造標籤，以及處理遺失或遭

損壞的標籤、退貨等情況，環保署建議銷售商應小

心管理循環再造標籤的發放和妥善保存有關紀錄。

可考慮：  

 在標籤損毁遭損壞時，請交回已損壞的標籤以

作證明；   

 在遺失標籤時，請呈交向警署報失的紀錄；  

 在客人退貨時，建議事先在銷售條款上訂明處

理遺失標籤的方法，避免事後爭拗。  

(d) 此外，銷售商須在分發受管制電器時，向消費者提

供載有訂明字句的收據。違者一經定罪，可處第 5

級罰款。以一宗涉及一部空調機、一部洗衣機及一

部電視機的交易為例，訂明字句如下：  

 

                                                      
6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221 章），第 5 級罰款為 5 萬元。  

7  在法例生效時，銷售商或有少量受管制電器存貨，並未備有由上游供應商提

供的相應循環再造標籤。銷售商可向本署繳付相關循環再造徵費款額購買循

環再造標籤，以符合向消費者提供循環再造標籤的法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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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duct set out in this receipt is regulated 

electrical equipment under the Product Eco-

responsibility Ordinance (Cap. 603). The 

Ordinance imposes a recycling levy on the 

product as follows:  

Air conditioner: $125 per item 

Washing machine: $125 per item 

Television: $165 per item 

 

本收據所列的產品，是《產品環

保責任條例》（第 603 章）所指的

受管制電器。該條例就該產品徵

收下列循環再造徵費：  

 

空調機：每部 $125  

洗衣機：每部 $125  

電視機：每部 $165  

 

 

如透過在收據蓋上通用字句的印章，上述交易適用

的訂明字句亦可以下列方式表達：  

 
A product set out in this receipt is  

regulated electrical equipment under the 

Product Eco-responsibility Ordinance (Cap. 

603). The Ordinance imposes a recycling 

levy on the product as follows:  

 Air conditioner: $125 per item 

 Refrigerator: $165 per item 

 Washing machine: $125 per item 

 Television: $165 per item 

 Computer: $15 per item 

 Printer: $15 per item 

 Scanner: $15 per item  

 Monitor: $45 per item 

本收據所列的產品，是《產品環

保責任條例》（第 603 章）所指的

受管制電器。該條例就該產品徵

收下列循環再造徵費：  

  空調機：每部 $125  

 電冰箱：每部 $165  

  洗衣機：每部 $125  

  電視機：每部 $165  

 電   腦：每部 $15  

 列印機：每部 $15  

 掃描器：每部 $15  

 顯示器：每部 $45  

 

(e) 銷售商須就所有除舊服務要求保留紀錄，為期不

少於一年，以方便查閱，亦方便在有關消費者就

對除舊服務的選擇出現爭議時有據可依。違者一

經定罪，可處第 2 級罰款。  

 

(f) 根據《產品環保責任（受管制電器）規例》，銷售

商保留的除舊服務紀錄，須載有以下資料：  

 

i. 令人能夠辨別有關分發交易的資料（例如︰交
易編號）；  

ii. 作出和接獲除舊服務要求的時間；  

iii. 作出和接獲除舊服務要求的方式；  

 



銷售商的資料小冊子  

11 
 

iv. 以下情況的證明︰實際提供服務的收集商已獲通
知，得悉須移走的舊件所處的處所的地址；  

v. 實際提供服務的收集商所同意的收集舊件的日
期；  

vi. 如實際提供服務的收集商是預定收集者以外的
收集者，則須備有預定收集者的書面確認，確認
未能或不願意按該項要求提供服務，以及有關
原因；  

vii. 如實際提供服務的是銷售商，則須備有有關除舊
服務方案中指明的每名收集者的書面確認，確認
該收集者未能或不願意按該項要求提供服務，以
及有關原因。   

 

(f) 凡欠缺上述的任何資料，則如有關紀錄表明該情況，

該款仍須視為已獲遵從。  

(g) 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違反保留除舊服務紀錄的要

求，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2 級罰款。  

(h) 為方便銷售商保留所需紀錄，本小冊子提供一份保

留紀錄的範本（【TREE-4】，見 D2 段），以供參考。

個別銷售商須因應其業務運作需要，制定合適的保

留紀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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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銷售商在分發受管制電器業務上須履行的責任  

 

扼要而言，銷售商須：  

 

1. 申請並獲批註除舊方案（見 C1 段的表格【REE-5】）；  

 

2. 如有需要，申請更改已經批註的除舊方案（見 C4 段的

表格【REE-6】）；  

 

3. 安排免費的除舊服務（見 A2.5 段） ; 

 

4. 在訂立銷售合約前，將銷售商須提供除舊服務的責任，

和除舊服務條款及任何適用的規定以書面通知消費者

（見 A2.6 段）；   

 

5. 向消費者提供循環再造標籤（見 A2.7(a)段）及載有訂明

字句的收據（見 A2.7(c)段）；以及  

 

6. 保存有關除舊服務要求的紀錄（見 A2.7(d) , (e), (f)及 (h)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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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指明表格   

 

C1. 指明表格 REE-5－  銷售商申請批註除舊服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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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指明表格  REE-5a－除舊服務—收集者的承諾書 

每名收集者均須獨立填寫此表格。銷售商將已填妥表格

REE-5a 與指明表格 REE-5 或 REE-6 一併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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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指明表格  REE-5b－除舊服務—循環再造者的承諾書 

每名循環再造者均須獨立填寫此表格。銷售商將已填妥表

格 REE-5b 與指明表格 REE-5 或 REE-6 一併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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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指明表格 REE-6－銷售商申請更改已批註的除舊服務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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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範本  

D1.  範本 TREE-9—除舊服務條款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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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範本 TREE-4—銷售商的除舊服務安排紀錄  

參考範本，供銷售商保留每宗要求安排除舊服務的紀錄。 

(a) 詳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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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簡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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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範本  TREE-3—銷售商的分發途徑補充資料  

此範本供銷售商提供或更改其分發途徑的補充資料，在

填妥後須隨表格 REE-5 或 REE-6 一併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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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查詢及遞交申請  

如有任何疑問，可郵寄至香港鰂魚涌海灣街 1 號華懋交易

廣場 6 樓，向環境保護署辦事處查詢，信封面請註明「廢

電器計劃」，亦可以傳真至  2318 1877 或致電 2838 3111

查詢。  

 

遞交申請  

郵寄 : 將填妥的申請表連同有關文件的副本郵寄至下列

地址：  環境保護署    

 香港鰂魚涌海灣街 1 號華懋交易廣場 6 樓  

 「廢電器計劃」  

親身遞交 :  將填妥的申請表連同有關文件的副本於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五

時），交到下列環保署辦事處 : 

 

辦事處  辦事處地址  電話  

稅務大樓辦事處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 號  

稅務大樓 33 樓  

2824 3773 

長沙灣政府合署

辦事處  
九龍長沙灣道 303 號  

長沙灣政府合署 8 樓  

2402 5200 

區域辦事處  (東 )  九龍九龍灣臨樂街 19 號  

南豐商業中心 5 樓  

2755 5518 

區域辦事處  (南 )  香港鰂魚涌海灣街 1 號  

華懋交易廣場 2 樓  

2516 1718 

區域辦事處  (西 )  新界荃灣西樓角路 38 號  

荃灣政府合署 8 樓  

2417 6116 

區域辦事處  (北 )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 1 號  

沙田政府合署 10 樓  

2158 5757 

請注意，載於本小冊子 C 部中的指明表格和 D 部中的範本

的圖示只作展示之用。請參閱官方網頁 www.weee.gov.hk 並

下載最新版本的申請表格及範本。  

 

http://www.weee.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