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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泡膠用途廣泛，外賣
盒、包裝盒、隔音隔熱建材、海灘浮
標等全是發泡膠製品。但發泡膠既不能
焚化銷毀，亦難以自然分解，收集過程更涉
及高昂的運輸及處理成本，因此本港過往未
有大規模回收方案，更遑論轉廢為材。
有港商花了近10年時間，研發出快速溶解
發泡膠成液體的回收新技術，可以取回製造發
泡膠的原材料聚苯乙烯（PS），同時解決回收
和運輸成本等問題， 「只要配合創科技術開
發，環保回收亦能升級轉型，成為朝陽行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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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商科技膠戰10年

發泡膠溶解回收 慳錢慳位

液向轉新

大公報記者 曾敏捷（文）
凱楊（圖）

發泡膠是世界上最難分解的垃圾之一，聯合
國報告顯示，發泡膠分解時間長達一萬年。本港
每日平均有90噸發泡膠被棄置到堆填區，加重堆
填區負擔。而現時回收發泡膠的方法是，將其打
碎，熱溶壓縮成膠磚循環再造。但盛載蔬菜、食
物等發泡膠盒往往黏滿膠紙，建築地盤用的發泡
膠填充料，更沾滿泥沙等雜質，必須 「乾淨回
收」 ，增加回收難度及處理成本。加上發泡膠體
積大、運輸成本高，無利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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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有179噸塑膠瓶
被棄置於堆填區，
約等於942萬枝膠樽
飲品（一個塑膠瓶
約重19克）。

用途多

發泡膠現時的回收方法是，先將發泡
膠放入機器打碎，熱溶壓縮成長條狀，再製成
膠磚。經回收處理的再生物料，可分成三個等級：
A級純白、無污漬，透明度高，可製成首飾盒；B級顏
色偏黃，可染色再造；C級價值最低，通常由盛載魚生的
深色塑膠盒等製成，可製成電視機外殼。

降解溶液只需四十秒便可以溶解
▲
一個發泡膠箱，方便回收、運輸。

發泡膠
回收車

環保技術研發 私人企業舉步維艱

「成套回收方案研發時間長達六、
七年，資金、技術都是靠自己搞掂，真
係唔敢講幾時可以回本」 ，勞氏集團主
席勞國康表示，為了研發發泡膠回收方
案，睿智環保科技累計投資達數千萬，
資金都是來自母公司勞氏集團，未有取
得政府任何資助。他期望，政府可以在
不同層面加大對環保技術研發及應用的
支持。
勞國康透露，項目曾嘗試申請回收
基金及考慮申請創科研發基金，但最終
未能成事。他感慨，政府雖然話要推動
創科發展，但不夠重視環保技術，一般
私人企業要做研發可謂舉步維艱， 「深
圳近年的技術發展咁快，因為當地政府
捨得投資，但我們申請資助要填一堆文
件，甚至要先睇到成果，咁點搞？」

混合物溶液
會送回廠房
淨化

再生廠房

聚苯乙烯在常溫下
變回固體，
純度99.8%

可 40 秒 溶
解一個發泡
膠箱，令體
積大幅縮
小，方便運
輸和儲存

降解溶液循
環淨化約4
小時，可轉
回回收車循
環再用

再製成
聚苯乙烯顆粒

一刀切禁用 不如循環再用
本港現時每日有大量發泡膠固體廢
物被棄置於堆填區，政府建議推行 「管
制即棄膠餐具計劃」 ，首階段將全面禁
售發泡膠餐具，餐飲業處所亦禁向食客
提供，目標在2025年實施。但勞國康認
為，工業界現時並未找到另一種物料可
完全替代發泡膠，禁用發泡膠解決不到
問題。他認為，與其勉強禁用，倒不如
將大部分發泡膠不斷循環再造，避免它
們送往堆填區或變為海洋垃圾。
回收基金秘書處回覆查詢表示，基

金的目標是藉協助回收行業提高作業能
力和效率，以維持整個回收鏈的運作及
可持續發展，並進一步推動回收產業應
用科技轉向更高增值的產品，實現再工
業化，減少廢物棄置堆填區和促進循環
經濟，全力配合減廢減碳。基金自2015
年成立以來，共批出約1740個申請，涉
及資助金額約港幣6.2億元，涉及廢紙、
塑膠、金屬、木材、廚餘等不同種類的
回收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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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業只要配合創科技術亦能升
級轉型，走出困局。

科技帶動轉型
有助環保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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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度99.8%的聚苯乙烯，可生產其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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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泡膠回收新技術】

發泡膠
製品

香港堆填區
發泡膠棄置總量

（萬噸）

•全年約10.2萬噸塑膠
廢物被回收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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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 「膠收」

• 只 有 約 11% 塑 膠 廢
物能被回收再造。

回收發泡膠

資料來源：《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

• 每 日 有 2321 噸 塑 膠
廢物被棄置於堆填
區。

62

2010 2011

資料來源：《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

▲勞國康表示，溶解後的
發泡膠會經過三次過濾，
毋須去除雜質亦可回收，
節省成本。

•塑膠廢物佔全港都
市固體廢物總量
21% ， 是 第 三 大 類
廢物。

液可以40秒溶解一個發泡膠箱，之後經過過濾及
淨化，分離出純度高達99.8%的聚苯乙烯，用作
生產其他產品；而降解溶液提純後，亦可以循環
再用。
睿智環保科技母公司勞氏集團主席勞國康指
出，回收方案以回收車作為 「流動回收工場」 ，
可以即場將發泡膠快速溶解成液體，更方便運輸
和儲存。他解釋，由於發泡膠95%至98%都是空
氣，聚苯乙烯只有2%至5%，若不把發泡膠先行
溶解，一架5.5噸貨車每次只能回收50公斤至90公
毋須「乾淨回收」
斤的發泡膠。但若用回收車將發泡膠溶解後再運
40秒溶解一個箱
送，一架3.5噸貨車每次已可回收500公斤發泡
睿智環保科技的母公司是以清潔業務
膠。而溶解後的發泡膠會經過三次過濾，其中一
起家，他們發現處理發泡膠是一大環保難
次在回收車上，另外兩次在上水廠房內，毋須花
題，於是用上近十年時間，研發出
額外工夫去除雜質作 「乾淨回收」 ，有助節省工
專門處理發泡膠（泡沫聚苯乙烯／
序及成本。
EPS） 廢 物 的 回 收 新 技
發泡膠溶液經過濾及淨化後，最後可分離出
術，利用降解溶
純度高達99.8%的聚苯乙烯，已足夠符合主要國
家及地區對於進口塑膠廢料純度的要求，
（萬噸）
而餘下的0.2%雜質亦不會影響塑膠廠的
生產。
睿智環保科技今年六月開始經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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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每日出車一次， 「我們絕對有能
回收量
力可以回收更多（發泡膠），現時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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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問題是回收量不足」 ，勞國康
表示，只要發泡膠使用量大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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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合作，例如機場貨運站、物流
資料來源：
公司、建築地盤等，便可擴大運
《香港固體廢物
作規模，例如回收車每日可以走
監察報告》
兩至三次、增加回收車數量、改
裝較大容量的貨車等。廠房方
面，可由現時每日一班運作，增
至兩至三班運作，甚至可以在全
港各區設置多間小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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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認為環保回收是夕
陽行業，但我認為只要配合創科
技術開發，回收業亦能升級轉
型，成為朝陽行業」 ，勞國康透
露，早前帶同發泡膠回收車參加
了貿發局的 「國際環保博覽」 ，
許多企業均對發泡膠回收技術感
興趣，向他們了解情況，他期望
該技術能被廣泛應用，幫助香港
處理發泡膠問題，同時推動香港
的環保發展。

年份

回收商長期唔夠膠
促完善垃圾分類法例配套
香港去年平均每日有
2312 噸 廢 塑 膠 被 送 到 堆 填
區，但有本地塑料回收商卻高
呼 「餓膠」 ，工場每日的回收
量只達到處理量兩成，陷入經
營困局。業界促請政府做好回
收配套，並落實塑膠飲料容器
生產者責任制。
香港廢塑料協會常務主席
黃穎灝指出，本港回收業界一
直面對本地塑膠回收量不足的
問題，故大部分塑膠回收商均
需回收進口膠，以維持經營。
惟年初《巴塞爾公約》正式生
效，廢塑膠進出口受管制，本
地塑膠回收業的經營難上加
難。他以其公司為例，每日可
處理20噸廢塑膠，以往九成靠
進口，本地回收量只佔一成，
但現時無法進口廢塑膠，而本
地回收量根本無法滿足需求，
「近年政府 『落水』 推動 『中
央收膠』 確實有助提升回收
量，但我們亦只能做緊20%
（容量），還是餓膠。」
黃穎灝指出，目前在香港
把廢物送到堆填區，較把廢物
分類回收更方便和便宜，政府
必須制定整全的廢物管制框

▲黃穎灝指出，本港回收業面
對塑膠回收量不足的問題，故
需回收進口膠，以維持經營。

架，在源頭減廢、垃圾分類、
回收利用等方面有完整的法例
及配套，才有望協助社會減
廢，以及回收業界的生計。
廢塑膠是本港第三大固體
廢物，2020年有逾84萬噸廢
塑膠被棄置於堆填區。環保署
在2020年1月起先後於東區、
觀塘及沙田開展為期兩年的廢
塑膠回收先導計劃，收集區內
各種非工商業廢塑膠。至今年
11月，覆蓋三區約一半人口，
總回收量約2500噸。署方表
示，正籌備將先導計劃擴展至
九區以覆蓋全港約一半人口，
相關標書評審正在進行，將盡
快公布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