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偉强議員 Hon KWOK Wai-keung, JP 

地方選區 – 香港島 

香港工會聯合會 

 

環境相關委員會成員: 

 環境事務委員會 

 《2017年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2018年廢物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2017年空氣污染管制(車輛設計標準)(排放)(修訂)規例》小組委員會 

 《2017年〈2016年促進循環再造及妥善處置(電氣設備及電子設備)(修訂)條

例〉(生效日期)公告》及《產品環保責任(受管制電器)規例》小組委員會 

 

投票記錄: 

2016 年 12月 8 日: 陳恒鑌議員動議，經麥美娟議員、盧偉國議員、

易志明議員及尹兆堅議員修正的「更新《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及增

加社區設施以優化生活環境」議案 

贊成 

2017年 6月 1日:「推動‘港人港水’，守護本地資源」議案 反對 

2017年 7月 5日: 環境局局長根據《產品環保責任條例》及《釋義及

通則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贊成 

2017年 11月 16日: 根據《能源效益(產品標籤)條例》動議的擬議決

議案 
贊成 

2018年 1月 31日:《2017 年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修訂)條例草案》 - 

三讀 
贊成 

2018 年 4 月 12 日: 易志明議員動議，經梁繼昌議員、莫乃光議員、

盧偉國議員、容海恩議員、陳克勤議員及陳淑莊議員修正的「推動電

動車普及化」議案 

贊成 

 

  



環境事務委員會出席率: 

以委員身份 

 

 

環境相關委員會的意見發表: 

環境事務委員會 

20161128 15. 郭偉强議員認為，鑒於業內的回收商大多屬中小型企

業，普遍不懂得處理繁複的申請程序，回收基金應更照顧

這些回收商，以免最終僅惠及擁有人力物力為申請作準備

的大機構。 

廢物 

20161128 26. 郭偉强議員認為，科技發展對回收業會有深遠影響，但

仍未有相關項目獲回收基金資助。他詢問政府當局有何計

劃推展有關措施，以及香港在相關範疇的人才供應如何。 

廢物 

20161219 19. 郭偉强議員及邵家輝議員指出，在市區小規模棄置拆

建廢物(包括住宅單位翻新/修葺工程所產生的拆建廢物)的

活動，往往涉及使用小型客貨車非法傾倒廢物的情況。因

此，他們兩人均認為有必要將使用全球定位系統的擬議範

圍擴展至運載拆建廢物的小型客貨車及私家車。 

廢物 

20161219 22. 郭偉强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在更多黑點安裝監察攝

像機系統，以及設立舉報機制，讓公眾舉報非法傾倒廢物

的個案。 

廢物 

20161219 33. 郭偉强議員認為經修訂的實施時間表可以接受，但他

擔心香港的車輛數目持續增加，會抵銷收緊車輛廢氣排放

標準所取得的效益。他詢問政府當局有何政策及措施控制

車輛增長。 

空氣 

20170303 26. 郭偉强議員建議政府當局設立舉報制度，透過提供金

錢報酬鼓勵公眾 舉報胡亂擺放環保斗的情況，一如過往為

打擊售賣盜版光碟活動所採用的制度。他亦認為政府當局

長遠應透過發牌或登記制度對環保斗加強管制。 

廢物 

20170327 6. 陳克勤議員、梁志祥議員、梁繼昌議員、郭偉强議員、 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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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珮帆議員、廖長江議員、尹兆堅議員、朱凱廸議員、何啟

明議員及劉業強議員原則上支持都市固體廢物按量收費的

建議。 

20170327 18. 陳克勤議員、郭偉强議員、尹兆堅議員、何啟明議員及

羅冠聰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當局有何措施紓

緩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對有經濟困難人士構成的負擔，例如

為低收入家庭、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的長者及綜合社會保障

援助計劃 (" 綜 援 ") 受助人提供豁免/資助。 

廢物 

20170327 22. 郭偉强議員及尹兆堅議員認為，單靠落實都市固體廢

物收費未必 可達致減少廢物棄置量的目標，政府及社會均

有需要更努力在源頭減廢及循環再造廢物。郭議員建議政

府當局改善可循環再造物料的出路，例如把再造廚餘轉化

為肥料，供本地使用或轉贈/出口至對這些產品需求龐大的

國家。 

廢物 

20170522 18. 郭偉强議員、胡志偉議員、郭榮鏗議員、姚松炎議員、

梁國雄議員及何啟明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何措施推廣單車

作為綠色交通工具，以減少路邊的廢氣。 

空氣 

20170522 23. 郭偉强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採取甚麼最新的方法及措

施，管制過度使用戶外燈光的情況(繼而亦會減少發電廠的

排放量)，包括約章計劃的實施情況，以及有否計劃立法規

管戶外燈光。 

其他 

20171030 55. 郭偉强議員歡迎從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實施方案中取

消"按桶"收費安排，從而有助釋除廢物收集業界所提出的

疑慮。他詢問政府當局會如何加強支援家居廢物(包括廚餘)

源頭分類及回收。 

廢物 

20171030 62. 陳克勤議員、何俊賢議員、邵家輝議員及郭偉强議員關

注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會令非法棄置廢物的問題惡化，

並引致規避繳費及濫用公眾地方廢屑箱的情況。郭議員要

求政府當局就其文件(立法會 CB(1)126/17-18(02) 號文件)

第 12 段所述利便循規的措施提供詳情，包括會否在非法

棄置廢物黑點安裝監察攝影機，以及政府當局會如何在監

察循規情況與 保障私隱之間求取平衡。 

廢物 

20180625 11. 副主席及郭偉强議員支持推行伙伴計劃，因為他們認

為香港有責任為減少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地區的污染出

一分力。本期伙伴計劃將於 2020 年 3 月完結，郭議員促

請政府當局盡早就擬議未來路向諮詢事務委員會。 

空氣 

20180625 30. 郭偉强議員表示支持收緊檢定計劃下就某些污染物訂

定的室內空氣質素指標的建議。不過，對於從室內空氣質

空氣 



素指標中刪除室內溫度、相對濕度及空氣流動速度該等關

乎使用者的舒適度的參數(統稱為"3 項物理參數")的建議，

他則提出反對，並要求當局解釋這項建議的理據。 

20180625 37. 鑒於只有 1,562 個處所在檢定計劃下獲檢定證書，當

中超過 600 個是政府機關，郭偉强議員及 許智峯議員對

檢定計劃完全無助於在香港推廣良好的室內空氣質素管理

感到失望。 

空氣 

20180625 41. 由於處所的業主/管理公司應有責任為使用者提供舒適

及衞生的室內環境，郭偉强議員及副主席建議，政府當局

應以立法方式強制規定所有處所必須符合一套基本的室內

空氣質素標準、進行特擊巡查以偵查及糾正不合規的情況，

以及規定相關處所的業主/管理公司必須定期清洗通風空

調系統。 

空氣 

20181022 31. 鑒於伴隨超強颱風天鴿及山竹而來的風暴潮將大量海

上垃圾沖上岸，郭偉强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追蹤這些

海上垃圾的來源，以及將如何減少進入海洋環境的垃圾數

量。 

廢物 

20181022 49. 郭偉强議員及副主席認為，《戶外燈光約章》的運作模

式未能有效控制過度使用戶外燈光，他們促請政府當局盡

快就光污染立法。郭議員詢問，有關該約章的檢討將於何

時完成。 

其他 

20181126 32. 郭偉强議員提到，據他在事務委員會於 2013 年前往

南韓進行職務訪問期間觀察所得，減廢及循環再造措施取

得成功並非一朝一夕的事，因此他預期香港需要好些時間

才可趕上已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其他城市的發展。 

廢物 

20181126 38. 郭偉强議員表示，市民不了解政府當局將如何增加對

循環再造的支援，以配合推出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他建議，

政府當局應加快實施新措施，以推廣減廢及源頭分類。 

廢物 

20181126 41. 郭偉强議員建議，當局應與香港房屋委員會合作，先行

在公共租住房屋屋邨推行先導計劃，免費收集廢塑膠及安

裝逆向自動售貨機。 

廢物 

20181126 47. 郭偉强議員指出，2017 年有超過 1 萬宗關於非法傾

倒建築廢物的公眾舉報個案，但檢控個案不足 100 宗。他

詢問政府當局如何加強執法行動，避免非法傾倒活動因實

施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而加劇。此外，他反映前線清潔員工

關注其工作量可能會急增。 

廢物 

20190128 5. 陳克勤議員及郭偉强議員詢問，自從於 2011 年作出上

一次修訂後，《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準則》")訂立目標，

空氣 



在 2020 年前，本港有 30%私家車屬電動車輛或混合動力

車輛，政府當局是否仍以此為目標；如是，當局會推出甚

麼新措施促使市民加快採用這些車輛，從而達至該目標。 

20190128 26. 郭偉强議員要求當局闡釋提供電動車公共充電設施的

政策方向。他表示，一些人士在早期已採用電動車輛，可

能是基於相信政府當局有堅定決心推動電動車輛輔助設施

的發展；政府當局其後如改變其政策方向，便會對這些人

士不公平。 

空氣 

20190325 10. 郭偉强議員詢問，香港的空氣質素是否有需要進一步

改善，方可符合 PM2.5 的擬議新指標。 

空氣 

20190429 8. 郭偉强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協助被駁回申請的機構

改善其建議書，以便再次提交。 

廢物 

20190429 35. 郭偉强議員及胡志偉議員指出，按重量計算，在回收基

金獲批項目所處理的可循環再造物料中，建築廢料和廢金

屬佔一大部分，相比之下，廢紙和廢塑膠的處理量則很少。

他們因此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推出更多專門推動廢紙

和廢塑膠循環再造的支援措施。 

廢物 

20191028 25. 郭偉强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採用立法方式規管含微

膠珠的產品。他詢問，當局有否就香港水域的微膠珠含量

及微膠珠經食物鏈對人類健康造成的影響進行研究。 

廢物 

20191028 57. 郭偉强議員對《戶外燈光約章》成效的檢討工作有所延

誤表示失望。他表示，由於部分戶外燈光裝置的擁有者/經

營者一直漠視市民投訴及政府當局的勸諭，現時採取的自

願方式無法控制戶外燈光引致的滋擾。 

其他 

20191125 16. 鑒於政府當局會在海岸公園實施漁業優化措施(例如鋪

設人工魚礁和投放魚苗等)，以期生態系統得以復原，郭偉

强議員詢問，當局有否設定復原目標。他亦詢問，這些措

施能否同時改善海岸公園以外水域的生態環境。 

水 

 

《2017年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20170707 1. 郭議員詢問當局在 2021 年全面禁止象牙貿易後，如何監察及

追蹤香港的象牙存貨。 

 

《2018年廢物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20181205 1. 郭議員詢問廢塑膠及廚餘免費收集服務預期於何時推出。 

20200317 2. 郭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如何建立市民的信心，讓市民相信擬

議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實施後(倘若《條例草案》獲得通過)，

政府當局有能力打擊處置違規廢物及非法棄置廢物的問題。 



3. 郭議員詢問，關於許智峯議員對《條例草案》審議進度提出的

意見及問題，可否就該部分的討論內容 (請參閱 001257–

002459)擬備逐字紀錄本。 

4. 郭議員關注到，實施擬議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倘若《條例草

案》獲得通過)會引致逃避收費及在私家街棄置違規廢物的問

題，令一些本身已有垃圾問題的私家街的環境衞生問題惡化。

他詢問，政府當局會如何採取執法行動，打擊在私家街棄置違

規廢物的問題，以及會否為處理在私家街非法棄置廢物的問題

而推行加強的措施。 

20200421 5. 郭議員就以下事項提出意見及關注： 

(a)內務委員會主席選舉的情況及此事對《條例草案》立法過程

的影響； 

(b)北角有小販和拾荒者售賣二手物品，導致街道阻塞問題；及 

(c)包裝物料未受規管。 

 

《2017年〈2016年促進循環再造及妥善處置(電氣設備及電子設備)(修訂)條

例〉(生效日期)公告》及《產品環保責任(受管制電器)規例》小組委員會 

20170516 1. 郭議員提出的以下建議： 

(a)加強有關減少及循環再造電器廢物的公眾教育； 

(b)確保按廢電器計劃處置及循環再造的遭扔棄電腦產品(受廢

電器計劃管制的其中一類電器廢物)所載的個人資料受到保

護；及 

(c)考慮日後將其他電子產品(例如流動電話)納入受管制電器的

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