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物環境衞生署對外判街道潔淨服務的監管  
主動調查報告摘要  

 
 
引言  
 
 本港的街道潔淨服務，主要由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
負責。該署由 2000 年開始，透過招標機制，以服務合約形式委聘
承辦商（「外判承辦商」），為本港提供街道潔淨服務。社會上有
意見指，外判街道潔淨服務在過去多年都是以「價低者得」的方式
批出服務合約，以致服務質素參差；亦有意見指食環署對外判承辦
商的服務表現監管不足，以致不少街道常有垃圾堆積，影響環境衞
生。有見及此，本署展開這項主動調查，審研當局監管外判街道潔
淨服務的機制和成效，以便在有需要時向政府提出改善建議。  
 
 
本署調查所得  
 
2. 就食環署對外判街道潔淨服務的管理，包括招標機制、「扣
分制」、食環署的日常監管工作等，本署有以下評論。  
 
有關揀選外判承辦商的招標機制  
 
3. 食環署街道潔淨服務合約的招標工作一直是按政府採購規
定和程序進行，並以政府中央投標委員會批准的「標準評分表」來
評審標書。2019 年 4 月 1 日前，在評分表中，「價格評分」及「技
術評分」分別佔總得分 70%及 30%。根據《 2018 年施政報告》，
就 2019 年 4 月 1 日或以後招標並涉及非技術員工的服務合約，
招標機制的「價格評分」及「技術評分」比例已調整為 50%：50%，
食環署亦跟隨採用此新比例進行招標。由 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3 月，食環署批出共 14 份街道潔淨服務合約，當中有 10 份（ 71%）
並非批給標價最低的投標者。相比起以往有約 40%的服務合約並
非批給標價最低的投標者，「價低者得」的情況已有所改變。上述
14 份服務合約顯示，成功獲批服務合約的外判承辦商，其「技術
評分」皆排名第一或第二。  
 
4. 本署認為，食環署改用「價格評分」及「技術評分」50%：
50%的比例為街道潔淨服務合約進行招標，從源頭入手提高對外
判承辦商的技術要求，做法正面。本署注意到，有關改動只有一年
多時間，而截至 2020 年 3 月所批出的新服務合約只有 14 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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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食環署應緊密監察在 2019 年 4 月或以後招標的街道潔淨服
務，以查證質素有否提升，並按需要適時檢討成效及向政府當局作
出匯報，以進一步改善有關招標機制。其中，該署應不時留意外判
承辦商對非技術工人的福利保障是否仍有改善空間，並在有需要
時採取相應行動，以改善對前線清潔工人的福利保障，優化外判承
辦商所提供的服務。  
 
有關對外判承辦商服務表現的監管機制  
 
「扣分制」及「失責通知書」未能發揮阻嚇作用  

 
5. 食環署主要依靠發出各類「失責通知書」，處理外判承辦商
服務欠佳的情況。「扣分制」只適用於「僱傭失責」事項，對外判
承辦商「服務欠佳」等問題都不適用。  
 
6. 在現行「扣分制」下，食環署只有在 2018 及 2019 年各一
次向外判承辦商發出「僱傭失責通知書」並扣減一分。而在 2009
年 4 月至 2019 年 3 月（ 10 年），並沒有外判承辦商在緊接截標
日期所屬月份之前的 36 個月內被扣滿三分，令致其提交的標書不
獲考慮。上述情況反映「扣分制」於「僱傭失責」事項方面，對監
察外判承辦商遵守僱傭保障責任能發揮功效。本署認為，在「失責
通知書」未能發揮作用的其他情況（詳見下文第 7-11 段），食環
署應考慮將外判承辦商「服務欠佳」納入「扣分制」，以加強對外
判承辦商的監管。  
 
7. 以 2019 年招標的街道潔淨服務合約為例，食環署批出的
兩年期服務合約的最低合約價錢是 3 ,972 萬元，最高合約價錢是
1 億 5 ,852 萬元，平均每份服務合約價錢約 1 億 971 萬元。在
2019 年，該署就外判承辦商的失責行為，發出的口頭警告及書面
警告共 2,162 宗，發出各類「失責通知書」以及扣減服務月費個
案共 1 ,157 宗，扣減服務月費總金額約 275 萬元。2019 年有效服
務合約的數目為 34 份，即每份有效服務合約平均每年扣減金額約
為 8.1 萬元。  
 
8. 食環署對外判承辦商實施的扣減服務月費制度，在設計上
並沒有加入阻嚇元素，扣減服務月費只是該署取回督導外判承辦
商履行合約責任的行政成本，對違反合約責任的外判承辦商難以
產生阻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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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署認為，即使扣減的服務月費並非「罰款」，但所扣減的
金額仍須具有阻嚇作用，以警惕外判承辦商須改善服務，避免再
犯。外判承辦商取得的每份服務合約的價錢由數千萬元至逾億元
不等，相比之下，扣減服務月費金額的比例明顯偏低，對於服務欠
佳的外判承辦商難起阻嚇作用。  
 
10. 就食環署表示外判承辦商獲發「失責通知書」的數目愈多，
其在「過往服務表現」所得的分數便會愈低，有可能影響該外判承
辦商日後的中標機會，本署審視了食環署所提供 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3 月新批出的 14 份街道潔淨服務合約，發現該 14 份服
務合約的中標者在「過往服務表現」的得分只介乎 0 至 3 分（最
高為 7 .5 分），得分差別僅僅是 3 分。其中，有 6 份的中標者在
「過往服務表現」獲得 3 分，有 2 份的中標者獲得 1.5 分，餘下
6 份的中標者獲得 0 分並在該項排名最後，但最終亦成功中標。本
署認為，投標結果顯示「失責通知書」和「過往服務表現」對外判
承辦商產生的不利影響只屬一般，而外判承辦商「過往服務表現」
不理想，不一定會影響其獲取新服務合約。  
 
11. 本署注意到，在評審標書時，食環署在「過往服務表現」一
項只會給予 0 至 3 分。本署認為，該署並沒有充分利用用作辨別
「過往服務表現」優劣的 7 .5 分，有機會削弱了「失責通知書」和
「過往服務表現」對外判承辦商的阻嚇作用。  
 
現行監管機制未能鼓勵外判承辦商改善其員工的服務  
 
12. 食環署現有的措施是以執管手法，督促外判承辦商提供的
服務，須達到合約條款的要求。除了在 2019 年 4 月 1 日的新招
標機制下，鼓勵投標者加入「創新建議」，該署現行的機制沒有措
施直接鼓勵外判承辦商在取得服務合約後主動提升其員工的服務
質素。在現行機制下，外判承辦商在取得服務合約後只要做到符合
合約條款的最低要求，以及避免被食環署「扣分」或發出「失責通
知書」，便不會影響其再投標資格。現行制度並無推動外判承辦商
鼓勵其員工改善服務。  
 
13. 本署認為，外判承辦商的服務達到合約條款的要求，只是
合規的最低標準。若須持續提升服務質素，以及對部分外判承辦商
及其員工的優良服務予以肯定，食環署應考慮在現有執管框架以
外，訂立一套鼓勵或獎勵機制，加強外判承辦商主動提升服務質素
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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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監管工作的效能  
 
欠缺統籌及規管機制  
 
14. 就外判承辦商日常的服務表現是否符合服務合約條款的規
定，食環署主要依靠轄下 19 個分區環境衞生辦事處（「環衞辦」）
的合約管理人員，進行巡查、監管檢查及執管行動，以作出評估。
在日常的巡查及監管檢查中，合約管理人員在發現外判承辦商的
服務未能符合服務合約條款的規定時，便會採取執管行動，向外判
承辦商發出「失責通知書」並扣減服務月費。  
 
15. 本 署 認為 食環 署應 就 各個 外判 承辦 商 的整 體表 現作 出監
管，總結和表揚服務表現優良的外判承辦商，鼓勵其他外判承辦商
仿傚，並就服務表現較遜色的外判承辦商採取針對性的改善措施。
然而，食環署對外判承辦商的整體服務表現，並非作集中管理，而
是由各分區環衞辦各自負責。本署調查發現，各環衞辦有備存當區
外判承辦商被發「失責通知書」並扣減服務月費的數據，但有關數
據未獲通盤統計和分析，以分辨哪些外判承辦商的整體表現較佳，
哪些較遜色。  
 
服務質素檢定組在非辦公時間、週末及假日的巡查比例低  
 
16. 食環署轄下的服務質素檢定組的職責之一包括監察外判承
辦商所提供的機動潔淨服務。本署調查發現服務質素檢定組在非
辦公時間、週末及假日巡查次數的比例偏低。 2015 至 2019 年的
數據顯示，食環署的服務質素檢定組平日的巡查按年佔 72%至
82%，週末及假日的巡查只佔 18%至 28%。辦公時間的巡查佔 68%
至 76%，非辦公時間的巡查只佔 24%至 32%。不少旅遊及消費熱
點在晚間、週末及假日因人流較多須加強清潔服務，而外判承辦商
在非辦公時間的服務並無間斷。本署認為，服務質素檢定組應加強
在非辦公時間、週末及假日進行巡查。  
 
沒有善用投訴數據處理街道潔淨投訴熱點  

 
17. 本港有不少街道潔淨投訴熱點，有不少巿民和議員就有關
地點表示關注，甚至經常向食環署作出舉報和投訴，要求加強清
理。食環署在 2015 至 2019 年接獲有關街道潔淨服務的投訴介乎
56,821 宗至 69,423 宗，投訴數字有增加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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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然而，食環署未有制訂街道潔淨投訴熱點名單。該署表示，
有就各地點的每宗投訴所採取的跟進行動及跟進行動前後的情況
記錄在其投訴管理資訊系統內，也有探討有何持續措施長時間監
察外判承辧商作出改善，惟該署除檢控數字外，未有向本署提供所
述情況的示例。本署認為，良好的投訴管理對部門妥善運用資源、
改善服務有正面的作用。投訴的內容、地點、時間、種類及相關數
據，有助部門綜合及分析問題所在，查找不足。就街道潔淨服務，
食環署應善用不同渠道接獲的投訴及意見，掌握數據資料，並進行
深入分析，以了解巿民關注的問題及外判承辦商服務的不足之處，
從而有系統地調配資源以解決問題。  
 
19. 本署調查發現，食環署有就日常經常接獲的投訴作出跟進，
亦不時與區議會及地區團體等保持聯絡，以處理個別的投訴及受
關注地點的情況。該署制訂「非法棄置垃圾黑點」名單及安裝網絡
攝錄機，有助監察及打擊非法棄置垃圾的行為。然而，非法棄置垃
圾只是環境衞生黑點的其中一項問題，其他問題，例如一些鄰近街
巿檔戶的街道、有野鴿野鳥出現的地點、食肆後巷等地點的潔淨情
況亦常為巿民所關注。本署認為，食環署應更積極地善用巡查後輸
入系統的數據，結合從外界收到投訴的資料，進行分析，以制訂及
定期檢視各區的街道潔淨投訴熱點名單、制訂具針對性的措施，並
要求外判承辦商恆常地加強有關地點的清潔服務。此外，就街道潔
淨投訴熱點名單，食環署應考慮制訂跟進指引，要求外判承辦商加
強有關地點的清潔服務。  
 
20. 本署理解，經常接獲環境衞生的投訴地點可能會涉及其他
部門的職權範圍，須由其他部門協力處理。就此，食環署應就有關
街道潔淨投訴熱點制訂名單，並就所涉的問題，適當地轉介其他部
門。該署亦應不時更新街道潔淨投訴熱點名單，以便監察。  
 
持續改善外判承辦商的服務效率  
 
21. 食環署不時引入新科技，透過機械化及自動化技術，例如
增加洗街車、抓斗車及研究增設小型機動掃街車，持續改善外判承
辦商清潔街道的服務效率。本署認為，有關措施能協助外判承辦商
製造更大空間調動資源，進一步提升服務合約所訂其他範疇的潔
淨服務。例如，可調動騰空的時間及人力資源，重點改善環境衞生
黑點的街道潔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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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下的監管及支援外判承辦商對前線清潔工人的保障  
 
22. 有關法例及食環署與外判承辦商的服務合約已訂明了外判
承辦商作為僱主須保障前線清潔工人的責任。就街道潔淨服務，食
環署雖然外判了有關工作予外判承辦商，但仍有責任監管外判承
辦商，查證其有否根據相關法例及服務合約對前線清潔工人提供
合法妥善的保障。若外判承辦商有違法規或合約條款，該署應適時
跟進及採取執管行動。  
 
23. 就 2020 年初疫情期間防疫物資短缺，本署留意到食環署
在 2020 年 2 至 5 月已逐步增加向外判承辦商派發口罩的數量，
亦有採取措施優先派發口罩給外判承辦商的前線員工使用。當時
防疫物資嚴重不足，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前線員工在缺乏防疫物
資的情況下維持街道潔淨服務實屬不易。食環署應從疫情汲取經
驗。假如外判承辦商已盡力但仍未能向員工提供應有的保障（例如
未能成功購買足夠的防疫物資），食環署應主動介入支援，使工人
的職安健得到保障，以維持街道潔淨服務，協助保持環境衞生及抗
疫。  
 
 
本署的建議  

 
24. 基於以上所述，申訴專員對食環署有以下建議：  
 

(1 )  緊密監察在 2019 年 4 月 1 日或以後招標的街道潔淨
服務的質素有否改善，並按需要適時檢討成效及向政
府匯報，以進一步改善有關招標機制；  

 
(2 )  與有關政策局研究機制或措施，以糾正外判承辦商服

務欠佳的情況。其中可考慮將「服務欠佳」納入「扣
分制」，或借鑑「扣分制」，確立新制度就服務表現欠
佳的嚴重事項扣分，增加阻嚇作用；  

 
(3 )  檢討扣減服務月費的機制，並在計算金額方面加入阻

嚇元素，使扣減月費的作用並非限於收回行政成本，
以收阻嚇之效，令外判承辦商更積極地提升服務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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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檢討評審標書的計分方法，並充分利用用作辨別「過
往服務表現」優劣的分數，以加強「失責通知書」對
外判承辦商的阻嚇作用；  

 
(5 )  考慮制訂更多鼓勵外判承辦商主動提升其員工服務

質素的方案，若有外判承辦商及其員工的服務超越要
求，應作出鼓勵；  

 
(6 )  檢討統籌及規管機制，整體監察外判承辦商的服務表

現並進行投訴數據分析，以助監察外判承辦商改善服
務表現；  

 
(7 )  加強服務質素檢定組於非辦公時間、周末及假日的巡

查工作，並因應巡查結果及需要彈性安排巡查，以更
能達到巡查的目的；   

 
(8 )  整理和分析巿民／議員／團體等經常投訴街道潔淨

服務欠佳的地點及內容等資料，並制訂有關街道潔淨
投訴熱點名單及考慮制訂跟進指引，以適時採取跟進
行動，加強清潔服務，並進行恆常監察，直至情況改
善；   

 
(9 )  持續研究及引入新科技，提升街道潔淨服務的效率；

以及  
 
(10 )  密切留意疫情及訂定服務合約時未可預計的情況，  

並按需要主動介入及提供透徹協助，以保障工人的職
安健，以及維持應有的街道清潔服務水平。  

 
 
申訴專員公署  
2020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