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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香港公眾街市問題有 4個：一是街市存在環衛積習問題；二是街市設計過時，不

利加設環衛設備；三是「街市現代化」進度緩慢，撥款不足，增加如期完成 10年計劃

難度；四是街市管理工作不積極。改善建議有 5個：一是五方面加快「街市現代化」

10年計劃進度，包括設定時間表、增加撥款、簡化程序、加派人手、設立跨部門合作

機制；二是委托顧問研究為每個新建街市度身訂造新街市環衛系統；三是以獎勵、利

便措施和活動，培養商戶和消費者環衛行為；四是加強街市管理，提升環衛士氣；五

是把握優化街市契機，推動商戶教育活動，締造街市衛生文化。 

 

 

一、香港公眾街市的衛生管理概況 

 

香港的公眾街市過往由前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管理，目的是滿足社區需要，並用

以遷置小販，避免他們在街上擺賣而對環境造成滋擾，阻礙行人及交通。前臨時市政

局及臨時區域市政局在 2000年 1月 1日解散後，食物環境衛生署便接管了管理公眾街

市的職責，根據香港法例第 132章《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管理公眾街市。i  

截至 2019 年 6 月，食環署轄下有 97 個公眾街市及熟食市場/中心，合共提供約

14,000 個出租攤檔，售賣多類貨品，由新鮮糧食、熟食、衣物以至家庭用品。ii 食環

署定下 4 項公眾街市的環境衛生服務標準，分別為：每天徹底清洗公眾街市的公用地

方 3 次；至少每 4 個星期視察公眾街市的熟食檔一次；在各分區成立街市管理諮詢委

員會；至少每 8個星期視察公眾街市內售賣限制出售食物的街市攤檔一次，有需要時，

增加視察次數至每兩個星期一次。iii 

根據地區觀察和意見反映，香港社會長期以來對公眾街市觀感負面，市民普遍認

為公眾街市環境惡劣，衛生欠佳，存在老鼠出沒、蚊蟲滋生、燈光昏暗、地面濕滑、

通道狹窄等不潔現象。市民不時投訴，指部分公眾街市環境令人失去購物意慾。 

為回應公眾對改善公眾街市環境衛生和就近購物的期望，2017 年的《施政報告》



 

提出，落實天水圍及東涌興建新公眾街市，2018 年《施政報告》又提出於將軍澳和古

洞北新發展地區物色地點，興建公眾街市。另外，政府會着手推行 10年「街市現代化

計劃」，全面檢視現有公眾街市的情況，有系統地改善其設施和管理，以落實 2017 年

《施政報告》中提出投放資源改善現有公眾街市環境的承諾。其中，2018/19年度《財

政預算案》預留 20億元，以推行有關計劃。食物及衛生局指出，這項涉及公眾街市的

款項，屬於公共財政中的優先項目，正正體現林鄭月娥出任行政長官後領導第五屆特

區政府所提出的理財新哲學，採取策略性的理財方針，把資源用於改善民生。iv 

 

二、導致本港公眾街市出現環境衛生問題的原因 

 

大部分公眾街市在香港均是使用已久的公共場所，其導致環境衛生問題的原因，

涉及積習、設計、資金、管理四個方面，分述如下： 

 

1. 街市存在環衛積習問題。 

為改善公眾街市的衛生環境，食環署於 2003年 11月開始推行「每月街市清潔日」，

強制規定檔戶清潔，所有公眾街市檔戶須在當天徹底清潔其攤檔一次。然而，公眾街

市鼠患時有發生，地方濕滑、垃圾堆積、通道阻塞、牆身斑跡等不潔情況未有明顯改

善，部分檔戶對環境衛生的意識仍然不足，反映公眾街市存在環境衛生積習問題，單

靠個別清潔規定不足以改變情況，不能貫徹對公眾街市更高層次的衛生要求。 

 

2. 街市設計過時不利加設環衛設備。 

本港超過一半以上的公眾街市已經超過 30 年歷史，部分更建於 1980 年以前。公

眾街市設施陳舊，不能加裝有利提升街市條件的設備，大大增加了改善環境衛生的難

度。以通風為例，由於公眾街市冷氣普及率低，大部分街市依靠抽風機系統運作，街

市溫度和濕度高，衍生食物安全和通道濕滑等問題；個別建於 1970年代的公眾街市，

只依靠吊扇或掛牆扇作天然通風；即使部分街市已加裝冷氣，由於亦使用超過 20年，

空調系統日漸老化，不時出現故障。審計署的報告便指出，部分舊街市的設計和設施

未必能夠滿足現今的期望，可予改善的地方亦相當有限。v 

 

3. 「街市現代化」進度緩慢，撥款不足，增加如期完成 10年計劃難度。 

經過改良的公眾街市具備設施現代化條件，這些條件包括街市環境清潔、整齊、

乾爽、光猛和通風良好，檔位地方寬敞，通道寬闊。全面推動街市現代化已成為香港

社會的主流共識。政府已提出推動為期 10年的「街市現代化」計劃，推動街市翻新、

加裝冷氣等項目。 

不過，「街市現代化」計劃面對兩個主要問題： 



 

第一，政府於 2018 年提出 10 年計劃後，食環署建議首階段全面翻新 4 個街市，

另外會在最少 3個街市進行小型翻新及改善工程，惟以全港近百個公眾街市作為預估，

按此進度要在 10年時間內完成推動街市現代化，將會十分緩慢，其中首個翻新項目香

港仔街市，地區有意見指政府在提出計劃 1 年後，仍停留在與商戶商討安置及賠償階

段。 

第二，10年現代化計劃獲撥款 20億元進行各種硬件改善工程，惟參考大圍街市案

例，安裝冷氣的費用已經高達 1.1億元，花園街街市安裝冷氣的預算亦近 8,000萬元，

全港共逾 50個未安裝冷氣的公眾街市，20億元不足夠全面推動各項街市翻新工程。在

杯水車薪的情況下，會增加如期完成 10年計劃的難度。 

 

4. 政府部門街市管理工作不積極。 

審計署曾於 2003年 10月、2008年 10月及 2015年 4月的審計報告中，先後指出

食環署轄下公眾街市的空置率高，認為該署應盡早為使用情況欠佳及未有積極提供街

市服務的公眾街市進行檢討。申訴專員公署在 2018年 8月亦提出食環署的街市管理制

度存在漏洞，包括管理方式寬鬆，部分檔位長期空置。立法會研究街市事宜小組委員

會在同年 11月討論街市管理問題，有議員提到有公眾街市設備損壞良久仍無人更換，

街市洗手間沖水系統損壞近兩年仍未維修。食環署副署長黃福來會上承認街市管理工

作做得不好，署方有決心處理街市的清潔問題。 

公眾街市管理不積極，直接拖慢改善街市環衛水平的進度，這可體現在三方面：

一是不能及時提出涉及街市環衛問題的解決方案；二是檔位空置率高，損失公帑，削

弱了改善街市環衛條件的資源投放力度(例如對商戶的冷氣費資助)；三是由於檔位空置

多，商戶更無士氣正視衛生問題，吸引顧客光顧，導致生意越做越差，環境衛生越來

越惡劣，造成惡性循環。 

 

三、改善公眾街市管理工作的建議 

 

1. 五方面加快「街市現代化」10年計劃進度。 

香港公眾街市設施落後，環境惡劣，與香港城市整體發展格格不入，翻新街市時

不我待。要在 10 年內活化現有近百個公眾街市，即平均 1 年要完成 10 個街市的優化

翻新工作，時間非常緊逼，須要嚴格監督進度和增加額外配套。為加快「街市現代化」

10年計劃進度，特提出以下五方面建議： 

第一，設定時間表。 

綜合審視現有各街市情況，以優化難易度、逼切性、使用潛力等因素將街市現代

化分級排序，並就視察街市、安置檔販、工程安排等個別街市工作階段設定時間表，

為每個街市落實現代化劃線，確保街市現代化各階段取得合理進展。 



 

第二，增加撥款。 

調撥適切資源是推動街市現代化的基本條件。資金不足容易導致工程延誤、誤估

規模、爭議補助等與資源相關的實施問題，影響街市現代化整體步伐。在現有 20億元

撥款基礎上，應及早向立法會追加民生撥款，有利準確估算安裝冷氣、改善排水系統

等各種硬件改善工程成本，按時完工，同時適量提高補助金額，有利與商戶協商方案，

減少停業影響。 

第三，簡化程序。 

推行街市優化工程涉及街市行政程序，如果程序繁雜，門檻過高，條條框框脫離

實際，容易窒礙街市現代化進度。以安裝街市冷氣為例，雖然食環署於 2015年 7月將

租戶同意門檻由 85%調低至 80%，但工程撥款仍需經過重覆審批和招標，由提出加裝

冷氣系統到落實往往需逾 1 年時間。街市優化已是社會主流共識，為提高優化效率，

應檢視相關過程，簡化程序，合併環節，降低工程門檻，排除重覆操作和行政流弊。 

第四，加派人手。 

處理近百個街市的審視和工程事項，涉及大量的評估、設計、聯繫、行政和招標

等一系列工作。食環署已就「街市現代化」成立專責隊伍，全面檢視現有近百個街市

情況，以更有系統地改善街市設施和管理。在此基礎上，建議增設短期職位，加派人

手，務求趕上「街市現代化」計劃進度。 

第五，設立跨部門合作機制。 

街市優化涉及食環署、建築署、環保署、民政署等不同部門，需要提高政府團隊

協作效能。為加強責任分工，建議就「街市現代化」設立跨部門合作機制，理順行政

程序，強化協作意識，加快工作部署。 

 

2. 委托顧問研究為每個新建街市度身訂造新街市環衛系統。 

舊式街市出現廢物處理不當、污水處處的環衛問題，在於缺乏完整的街市環境衛

生系統，街市內部不能有效清理每日產生的大量廢物和污水，導致殘餘物日積月累堆

積。落實街市現代化，不僅需要建築設計時尚、設備齊全的新型街市，也需要街市內

部特有的環境衛生管理系統，結合減廢回收的環保理念，作為提升街市環衛水平現代

化的配套。這套系統需要因應街市貨品種類(如乾濕貨比例等)、廢物種類和來源、商戶

習慣和消費者行為等度身訂造。政府在推動街市現代化的過程中，隨着更多新街市落

成啟用之前，建議委托顧問研究適切的環境衛生管理系統，並於街市管理諮詢委員會

內與業界和政府部門舉行會議，同時充分考慮當區區議會的意見，為每個新街市綜合

一套全新的街市固體廢物處理機制，從街市內部設計、設施和管理，提出高效處理廢

物、有效減少街市污染物的方案，以便街市啟用後長遠控制廢物處理和周邊衛生。 

 

 



 

3. 提供誘因鼓勵商戶和消費者提升街市環衛意識，打造新型街市環衛文化。 

推動街市現代化，保持環境衛生，除了硬件配套和更新外，公眾也需提高環衛意

識，珍惜、守護街市的潔淨衛生。要養成商戶和消費者的環衛習慣，應從教育、利便

措施方面入手，確立人人共守街市潔淨環境的環衛意識。為打造新型街市環衛文化，

建議提供如下誘因，鼓勵商戶和消費者提升街市環衛意識： 

第一，以獎勵、利便措施和活動，培養商戶和消費者環衛行為。 

舊街市強調以罰則控制環境衛生，商戶往往只抱着少做少錯、被動配合的心態，

不會設想更多有利街市環境衛生的細節工夫。現代管理更多注意正向鼓勵的方法，加

強個體的主動性。建議推出一系列獎勵和利便措施和活動，培養商戶和消費者環衛行

為。例如，設定檔戶環境衛生狀況評級機制，達標者可獲減租；優化租金與冷氣費訂

定機制；推出優質環衛商戶獎賞計劃；添置多種先進環衛設備；派送清潔包；設立街

市環衛推廣大使計劃，組織街市環衛義工隊；舉辦街市社區活動，推出街市環境衛生

周，等等。 

第二，加強街市管理，提升環衛士氣。 

良好的街市管理，可以提升商戶共同守護街市環境衛生的士氣。就審計署、申訴

專員公署有關公眾街市管理不善的意見，食環署須改善街市內部規劃，嚴格執行租約

規定，確保商戶符合一貫環衛要求，同時製作易讀易用的商戶守則，讓商戶檢索包括

環衛方面的日常經營須知。對於街市出現的環境衛生問題，應及時處理，並適時吸納

商戶和消費者意見，改善街市環衛情況。另外，可與區議員加強合作，為未有公眾街

市的地區，提供接駁就近街市的方法，宣傳街市優化的成效，增加街市使用率，提升

商戶環衛士氣。 

第三，把握優化街市契機，推動商戶教育活動，締造街市衛生文化。 

外國有研究指出，環衛知識水平是影響街市商戶處理固體廢物行為的重要指標，

推動計劃教育商戶，有助商戶更熟悉廢物處理的適切程序，增加廢物處理管理的參與

度。vi 事實上，現今社會對街市的環衛要求日漸提高，廢物處理已不止於「棄於垃圾

桶」的簡單理念。如果商戶缺乏渠道接收相關資訊，難以自覺提高環衛意識。建議把

握優化街市的契機，在落實街市優化和新街市項目後，舉辦商戶環境衛生培訓班，設

計商戶環衛知識錦囊，介紹環衛環保政策、街市環衛系統處理流程、不同廢物處理的

注意事項、廢物分類和回收方法，組織商戶探訪回收行業促進交流等項目，透過完整

的商戶教育活動，可以締造街市全新的衛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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