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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可持續消費理念 — 即提供服務以滿足人類消費時，不

能超過生態環境承載力的限制。

香港是 ⼀個消費型的社會，我們日常購買及使用物品及服
務，都對生態系統及環境造成 ⼀定的影響。透過反思及重
新檢示現在的生活及消費模式，我們可對不必要的浪費有

更深刻的反省。

我們認為 ,如果有人先帶頭推動可持續地使用資源的方法，
或建立共享方法的平台，推而廣之，從而在整體社會建立

⼀種可持續消費文化，就能共同為環境保護出⼀分力。



我們小組透過日常觀察，發現家中經常出現食物浪費的問

題。香港大部份人不知如何處理買太多、煮太多及放太久

的食物，紛紛用最快捷的方法解決 ——將食物棄置，於是

繼續加重堆填區的負擔。

此外，這些被棄置的食物其實都是可用的社會資源，如將

它們直接棄置堆填區，亦等如需要耗用額外能源去處理這

些「廢物」，這行為就是違反了可持續消費的理念。

最後，我們為家居食物浪費問題構思了 ⼀個解
決方案：智能食物管理系統。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
系統，幫助人們有效管理家居食物，減少食物浪費之餘，

又提升大眾對自己處理食物的意識，參與推動可持續消費

的理念。



我們的生活觀察
根據組員家中觀察，有以下導致剩食問題的原因 :

編者按：
因涉及版權問題，
本頁插圖已被刪除。

煮太多

買太多

放太久



背景資料 -二手資料
• 香港每日竟有超過3000公噸的食物會送到堆填區。世界
綠色組織於2017年12月公布的港人飲食習慣調查顯示，逾
八成半受訪者每餐均出現「剩食」情況，近兩成人平均⼀星
期丟棄食物五次或以上，當中三成人更⾄少⼀日⼀次。 

• 根據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在 2016年棄置於堆填區的廚
餘佔都市固體廢物的 33%。

編者按：
因涉及版權問題，

參考資料來源:
本頁插圖已被刪除。 

http://www.takungpao.com.hk/hongkong/text/2017/1203/130312.html 
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sites/default/files/msw2016tc.pdf 
http://www.poverty.org.hk/sites/default/files/20170116_LegCo_%20Refuse%20Collection_Resourc 

e%20Recovery.pdf 

http://www.poverty.org.hk/sites/default/files/20170116_LegCo_%20Refuse%20Collection_Resourc
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sites/default/files/msw2016tc.pdf
http://www.takungpao.com.hk/hongkong/text/2017/1203/130312.html


問卷調查 -⼀手資料
根據我們的家中觀察，以及⼀些從傳媒讀到的資訊，

我們希望更了解各市⺠家中的剩食問題。由於每人

都了解自己家中的食物處理狀況，故我們進行了⼀

次網上問卷調查。

我們共訪問了73人，包括： 
● 21.9%全職照顧家庭者 (非⻑者 ) 
● 52.1%在職人士



問卷結果

有近 60%受訪者是因

為「忘記留意食物到

期日」引致食物浪費。



問卷結果



問卷調查結果總結
經過問卷調查，我們得出的兩個重要結論：

家中大部分食物浪費問題都是因為不注意食
物過期期限或忘記家中已有的食物而重覆購
買。

大部分人係因為不注意食物過期期限，而最常
過期的食物頭四位包括： 
1.調味醬料 
2.零食 
3.麵包

編者按： 

4.牛奶 因涉及版權問題，
本頁插圖已被刪除。

從調查中發現，受訪者跟我們小組成員的家中⼀樣，⾯對同樣的
食物浪費問題。



社企訪問-Green Price
在我們有了初步既構思設計後，曾經聯絡以及訪問GREEN 

PRICE。GREEN PRICE是⼀間專⾨出售將會或已過「最佳食

用日期」的包裝產品，機構理念為減少香港食物浪費問題，

同時讓市⺠多⼀個廉價購買選擇。

負責人表示，有不少顧客問他們能否回收家中快要過期的食
品，從而我們知道有不少香港人對於香港的食物捐贈點資料
不足，簡接造成不少浪費問題。

編者按：
因涉及個人資料，
本頁插圖已被刪除。



意念構想圖 1.0 

家居食物浪費
的情況及原因

初步構思



意念構想圖 2.0 
1. 雲端數據同步 
2. 獨特功能



意念構想圖 3.0 

簡化版⾯，方便使用



構想方案目標
編者按：

我們的構想方案是為了達到以下目標: 因涉及版權問題，
本頁插圖已被刪除。

1.有效監察家中食物存貨

在用戶購買食材後，用戶將食材資料傳入系統，可透過手機應用程式監察食物

存貨，杜絕因各種原因而引致的剩食問題。 

2.方便家人同用

下載此系統的手機應用程式後，用戶可自行創建家庭，並設到名稱和密碼，如

有其他家人也希望能監察食物存貨，只需輸入正確名稱和密碼，便能和同家庭

的家人共享食材資料。 

3.善用已有食材

此手機應用程式能就用戶已有的食材跟資料數據庫內的食譜進行配對，用戶能

善用已有食材去做出不同的菜式。



智能食物管理系統意念
・ 到底該如何解決香港剩食問題呢？在經過⼀番考慮和構思
後，我們提出了⼀個有助管理家中食物的構想方案。

・ 這個系統的設計有兩部分:

家用部分 手機應用程式



智能食物管理系統意念-簡介 
• 這是⼀款可幫助用戶管理家中食物，以避免食物浪費的系統

及手機應用程式。使用方法十分簡單，希望各個年齡層都容

易上手，並且有圖像及文字，適用於大部分家庭。 
● 這個管理系統(家用部份)連接著⼀個電⼦壓力感應儀以及二

維碼素描器，同時能以電話應用程式輔助操作。

智能食物管理系統 

ICON 設計意念是
透過管理食物，
作為珍惜地球資

管理系統(家用部份）
源的行動。

電話應用程式



智能食物管理系統(家用部分) 
-簡介 

• 家用部份主要靠電⼦壓力感應儀及二維碼素描來輸

入食物資料及數據。

熒幕上會顯示
出主頁，當資
料被輸入後，
用戶可查看食
物儲存詳狀。

將食物放在電⼦
壓力感應儀上，
並在二維碼向下
素描，系統會即
時更新食物資料。

素描 QR code，
查看我們的短片。 
https://youtu.be/Nkz-F_D7fnw



智能食物管理系統(家用部分) 
-使用說明

功能⼀: 管理食物 

(A):加入食物 

1.將所需輸入的食物二維碼放於素描器

上素描，二維碼裏可記錄了 (a)食物種類、 
(b)名稱、(c)重量及 (d)到期日等資料。

2.可利用感應系統，將食物放置在系統上，

紀錄食物的重量，作為食物數據庫資料。

用戶都可自己添置的食物數目，自行於

系統內作出調整。 

**將食物資料傳送⾄管理系統內能夠方便

用戶。



功能二:更新或註銷食物

為方便用戶量度食物數量變化，當

原本有的食材分量部分消耗後，用

戶可直接將食材放到此感應器上，

感應器上顯示重新量度後的食物重

量，資料將會在系統內自動更新。

假如食物已被消耗，用戶能再次素

描二維碼，並在系統內註銷食物。

功能三: 檢視食物

用戶能按「查詢食材」來

鍵來檢視現存食物。



智能食物管理系統 
(手機應用程式) 

-簡介 

• 除了靠家用部份的電⼦壓力感

應儀及二維碼素描輸入外，也

配以手機應用程式輔助資料輸

入及檢視。 

• 為方便現代人忙碌的生活，應

用程式與管理系統連接後，

即使用戶身處家外，也能透過

此程式得知所擁有食材以及過

期日，到超級巿場購置食材時

也不會因忙記食物存量而重覆

購買。

素描QR code，查
看我們的短片。 

https://youtu.be/vHU23iIRC8k 



手機應用程式-操作簡介
功能⼀: 創建家庭/與家人共享資料

步驟1:按下主頁⾯加號以創建家庭

步驟2:建立家庭名稱/密碼

如其他家人希望共享資料 ,可以在
主頁面搜尋家庭號碼 ,輸入家庭密
碼以進入家庭共享資料。



功能二: 管理食物-(A)加入食物

步驟1:拍攝食物 步驟2:掃描二維碼

按「掃描」按鈕，掃描包裝按「相機」按鈕，把食物拍攝。
食物上的QR code 



功能二: 管理食物-(B)檢視食物

按下用戶想檢視的食物 ,頁面會
顯示「今日日期」。

情況 1:「過期」字眼會顯示在

過期食物之上。

情況 2: 程式會自動計算食物到

期日離今日日期的日數，「３

日內過期」會顯示在該食物

上。



功能二: 管理食物-(C)註銷食物

步驟1:註銷食物

先⻑按想刪除的食物，

再按下「清除」按鈕。



功能三: 建議食譜

程式會根據用戶所有的食材在系

統的資料庫中尋找食譜。系
統亦會就用家所選取的食材及食

用人數推薦食譜，食譜會列出所

需食材和做法。



功能四: 尋找附近食物捐贈站

步驟1:開啟手機GPS導航

步驟2:定位後，顯示有附近地區中接

受食物捐贈的機構地圖頁面

步驟3:按下顯示地點的圓標，可看到

此處機構的簡略資料。查看更多以了

解機構的聯繫方式，地址和簡介。



功能五: 過期日提示

應用程式設有提示功能，會於

三天前自動提醒用戶食物之到

期期限，並在到期的前兩天發

信息通知用戶。



總括方案優點
● 同時，為了更方便及推動用家使用，我地將2.0的版
⾯簡化，成為在片段中的構思3.0。 

● 我地希望透過此成本較低的管理系統 

● 用戶

料

能與家人共用應用程式平台，分享數據庫內資 

● 用戶即使未能身處家中，仍能檢視自己的食物
儲存。

編者按：
因涉及版權問題，
本頁插圖已被刪除。



用戶意見

素 描 Q R 
code，查看
我們的短片。 

https://youtu.be/p2HTvNWEoV4 



設計方案的科技應用 
1.QR code vs Barcode 

● QR code能盛載更多資訊，有更大的資料儲存量，能在
內存放文字、圖像、影音或網址等。只要將儲存在包裝
食物內的資料（包括到期日）...................... 

● QR Code適用於多數行動裝置，能360度自由讀取 
● 即使部分條碼受損，也能自動校正辨識 

2. App writing 
● 自學使用App inventor

其他可行性: 
1.電子雪櫃 
2.RFID追蹤及自動檢示食物 
3.AI 影像辨識食物

編者按：
因涉及版權問題，
本頁插圖已被刪除。

成本太高



我們的限制
1. QR code的系統設計
因為我們整個意念並不是單靠個別用戶能做到，而需要

依賴生產商或超級巿場等大型企業去實行企業責任。
我們留意到包裝食物上通常都有最佳食用日期的貼紙另
外貼在原先的包裝食物上，生產商或超級巿場可以設計
⼀套由barcode 轉成QR code的系統，這套系統的編寫

成本不算太高，又方便方戶使用。

編者按：
因涉及版權問題，
本頁插圖已被刪除。



我們的限制

2.技術限制
另外，由於我們都係第⼀次由零開始學做app，未
能完全掌握所有技巧，這些限制使我們今次只能示範部
份功能，其他功能要以圖像及影片表達有關的想法，也
要老師從旁支援。



我們的限制
3.公眾對剩食問題的意識
最後，我地明白到普遍公眾對
香港剩食問題意識低，關注以
及落力改善的只是少部分人。
所以我們認為改善生活習慣，

應該由教育開始，故此我們
設立了⼀個 Instagram Page 
(IG)，希望透過互聯網提高香港
人對剩食的意識，踏出改變既
第⼀步。

編者按：
因涉及版權問題，
本頁插圖已被刪除。



未來預期展望 
1. 政府: 正視香港剩食問題的嚴重性，
先從公眾方⾯入手，提高巿⺠對剩食
的意識，從而解決堆填區飽和的問題。 

2. 入口商: 實踐企業責任，在每件包裝
食品說上貼上二維碼，二維碼內包括
食物種類、名稱、重量，到期日等資
料，方便超市系統進行整合。 

3. 大型超市：實踐企業責任，使用二維
碼系統，在用戶到超市購物時，透過
系統進行整合，將所有食物資料打印
成⼀個新二維碼在收條上，用戶只需
掃描收據，資料便自動輸入並顯示在 
app內，十分方便。





總結 

● 香港剩食問題日趨嚴重，近年各個堆填區也快將飽和，針

對種種問題，政府亦有推廣惜食，提醒市⺠要節制，但除

了政府的「落力」宣傳外，就個人方⾯我們也需繼續

努力去改善剩食問題。 

● 希望我們的方案能幫助人們有效管理家居食物，減少食物

浪費之餘，又提升大眾對自己處理食物的意識，去實行源

頭減廢。



我們的感想及反思
我透過搜尋資料，深刻明白到香

港社會中剩食問題的嚴重性，及

其急需解決的急切性。在設計模

擬操作系統之時，我們同樣接觸

不少關於應用程式的專業問題，

增進了許多課外知識。(朱芊盈)

這次比賽我們經過了很多番的資料搜

查，加深了我對可持續消費文化和香

港剩食問題的認識。同時我也學懂了

不少應用程式的基礎知識。我希望我

們這次設計的智能食物管理系統，能

夠幫助別人，解決不同的食物浪費問

題。(吳家蕊) 

要改變剩食問題，首先是由自己

做起。我亦學習到原來構想模擬

做⼀個應用程式是需要考慮很多

因素，例如:技術的問題，我們的

方案必須是可行而實用的，可以

供給不同的人用。(梁絲婷)

香港的食物浪費問題令堆填區繼續飽

和，如果要得到解決，這個問題必須

從自己做起，平時不要做大嘥鬼。在

這次比賽當中，我明白到什麼是可持

續消費，以及要如何在才能達致可持

續消費目標。(吳嘉瑩) 



 

參考資料
●港人大嘥鬼近九成每餐食剩飯菜 http://www.takungpao.com.hk/hongkong/text/2017/1203/130312.html 

●維基百科：可持續發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F%E6%8C%81%E7%BB%AD%E5%8F%91%E5%B1%95 

●公益交流站：人類為什麼有必要談永續發展？ http://npost.tw/archives/26124 

●過期原來仍食得？食物枉棄堆填區 http://paper.wenweipo.com/2017/03/27/ED1703270025.htm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公眾參與報告 http://www.susdev.org.hk/tc/pscbr_sdc_c.pdf 

● GreenPrice綠惜超級市場 https://www.greenprice.hk/ 

●京东智能冰箱评测检测食物更方便缺啥⼀键就能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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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uncode-tech.com/QR_Code_Applications_Food.html
https://xw.qq.com/digi_tech/20170616003924/DIG2017061600392400
https://www.greenprice.hk
http://www.susdev.org.hk/tc/pscbr_sdc_c.pdf
http://paper.wenweipo.com/2017/03/27/ED1703270025.htm
http://npost.tw/archives/2612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F%E6%8C%81%E7%BB%AD%E5%8F%91%E5%B1%95
http://www.takungpao.com.hk/hongkong/text/2017/1203/1303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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