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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完全走塑有可能？根據 2016 年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香港每日棄置 158

公噸主要用作製造飲品膠樽的 PET 塑膠，而每個膠樽大約重 20 克，按比

例推算每日會棄置約 790 萬個 PET 膠樽。而香港人口約 750 萬，換句話說

每人每日最少棄置一個 PET 膠樽。雖然香港市民經常說要盡量走塑（例如

盡量避免使用塑膠飲管），但是原來只是冰山一角。根據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 最新 2020 年研究報告指出香港為全球 5 大最高消費之

一，可見現時香港消費物價指數頗高，然而當中存在了什麼因素令物品價

格上升？我們再次思考，現實中是否可以完全走塑？我們相信是有機會將

理想實現的，我們這個計劃中便會研究如何既可以完全走塑，亦可以降低

物品價格惠及消費者，同時，也不會增加生產者的額外成本負擔，達致三

贏局面！我們將會在這個計劃當中嘗試利用設計思維模式優化現有的自動

售賣機和智能櫃的功能，從而製造一部能夠惠及各方利益的 21世紀自動販

賣機。最終，我們希望取代以往既不符合經濟效益又破壞環保的做法， 

引進一個嶄新可持續發展的消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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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棄置膠樽數量(2002-2018) 

 

我們從環境保護署得到有關每日棄置膠樽量的數據，從而製作成一個折線

圖。從上圖可見，PET 膠樽每日的棄置量近十多年亦未曾少於 50 公噸，

相約於 250 萬個飲用膠樽，甚至在 2016 年曾達到每日 150 公噸，相約於

12 架標準尺寸的雙層巴士。現時人們主要推廣要減少使用 PET 膠樽（即

是常見的飲品膠樽），但人們忽視了 HDPE 和其他膠樽*，其實它們的棄

置量亦不可忽視。單計 HDPE 和其他膠樽在 2002 年到 2018 年間每日棄

置量亦未曾低於 50 公噸，而近年亦保持在每日大概 70-80 公噸，相約於

六架標準尺寸的雙層巴士。而 HDPE 分解時間需要多於 450 年，PET 需

450 年。若然我們只針對 PET 膠樽處理而忽視 HDPE 膠樽，以每日產生

50 公噸為平均值，在 450 年後我們將產生約 820 萬公噸廢物，足夠填滿

超過 2610 個奧運標準游泳池。換句話說，要保護環境不但要減少使用

PET膠樽，同時亦都要減少HDPE和其他膠樽的使用量。而我們在這個計

劃當中正正就是針對如何可以減少 HDPE 和其他膠樽的使用量。我們希望

透過製作一部能夠加添市民日常個人護理用品的機器，讓市民以添置的行

為淘汰以往購買一件全新及包裝好的產品。由於產品只有液體部份相對是

市民的必需品，而 HDPE 膠樽只是方便市民的一個器皿而已。那麼我們為

何要不斷購買新的膠樽？以往的消費模式一直令消費者負上額外的費用，

同時亦會產生冇必要的膠樽棄置量。因此，我們希望一切從簡，21世紀自

動販賣讓消費者消費得更精明，亦是對環境作出貢獻的可持續發展消費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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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PE 膠樽和其他膠樽為一般個人護理用品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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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 HDPE 膠樽的使用量及污染程度 
 

 
圖一 相同容量(70 號升)HDPE 膠樽是 PET 膠樽 3.27 倍 

 

根據一家全球性的採購公司 BEROE 中一項報告指出。HDPE 需要較多的

原材料去製造，當中會產生較高的污染物排放。HDPE 膠樽的硬度較高，

設計的可靈活性較 PET 低。報告亦提到 HDPE 膠樽會較 PET 重，PET 較

HDPE 輕 10-15%。報告最重要指出 HDPE 膠樽只有 31%可回收率而 PET

則能夠達到 55%的回收率。由此可見，HDPE 不單止重量較 PET 重，而

且污染程度亦會相對地高，HDPE 膠樽亦能對環境造成極大的破壞。 

 

根據政府統計處 2019 年的統計，香港有 2,641,800 户家庭，家庭平均人

數為 2.8。假如一個四人家庭一個月消耗洗髮水和沐浴露各一瓶，單單計

算洗髮水和沐浴露，香港一年已經總共棄置了 4440 萬個 HDPE 膠樽。根

據以上簡單的推算我們可以看到 HDPE 膠樽的棄置情況亦相當嚴峻，因此

我們希望透過 21 世紀自動售賣機把 HDPE 膠樽的使用量降至 0。即使

HDPE 膠樽的回收率只可達到 31%亦不要緊，因為根本不用產生任何

HDPE 膠樽需求已經大大減少，讓消費者生活在一個沒有 HDPE 膠樽的地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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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模式改變的潛能 
 

     新設計的消費模式 

 
 

 

現實中我們的消費模式可以有很多優化的地方，可以去除不必要的步驟，

省下不必要的廢物。上圖顯示現在使用的消費方式是單向的:廠家製造新

的膠樽在實體店售賣，人們到實體店購買，當用完膠樽內的產品，便會棄

置膠樽。現在的消費模式就是不斷循環以上步驟。但相反右邊的消費模式

是雙向的:市民只需把用完的膠樽帶到機器重新填滿，又可以再次使用。

當中不會影響市民使用膠樽內產品的質素並且其份量，唯一分別就是膠樽

是多次性使用的，並非一次性。加上市民到機器補給，不用到實體店，使

用該產品的彈性上升，可以隨意添加指定份量，以及不會受實體店營業時

間限制。最終，可以大大改善現有消費模式的陋習（例如客戶需要將就實

體店的營業時間被迫購買一定容量的產品等等）。當我們使用 21 世紀自

動販賣機，我們可以使用一個全新的消費理念方便消費者，提高消費彈性，

讓消費者有更佳的可持續發展消費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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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設計與初貌 

 
 

 

 

 

從上圖可見，機器設計主要混合了市面可見的自動售賣機(圖中左上角)及

汽水機(圖中右上角)，產生出一部補充日常護理產品的機器（圖中下方位

置）。我們採用了自動販賣機最大賣點（自動的一環），配合汽水機是供

應液體的特徵，製造出初步構思的 21 世紀自動售賣機。一部具備自動化

的功能並且是售賣液體而非一件包裝好的產品。我們希望設計的機器體積

偏細，適合設置於任何地點。因此，我們初步構思的外貌與日常生活中常

見的自動售賣機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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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機器理念 
 

 

 
在日常生活中，一般所提及的環保 4R，即是解決環境問題的主要原則，

而我們在設計機器背後，正正運用了這四個原則。 

首先，我們嘗試在製作機器時套用一個可重複使用的器皿，這個行為正正

運用了(Reuse)的這項原則，把一次性使用的物品透過機器配合，原本不

可能重複使用的概念革新了，希望帶來一個全新的消費模式。 

第二，正正因為剛才提及我們重用了膠樽，自然減少了對膠樽的需求和使

用量，從而可以達致上述(Reduce)的這個原則，可減少使用不必要的膠樽。

在重用的過程中，我們大大減少所棄置的廢物，大大改善了現在面對嚴峻

的環境污染問題。讓市民在消費當中亦重用一些現有的物品，讓消費者帶

來一個新的消費體驗。 

第三，機器的理念是將循環再造降至零，因為根本不需要產生棄置的膠樽。

機器可以淘汰了棄置的這個行為，因此不會產生任何廢物，不需要循環再

造，從而亦達到(Recycle)的這項原則。我們在消費上去除了棄置這個行為，

我們使用完該產品後不需要棄置，因為會透過添置變成一件新的產品，這

樣便是最新的消費模式！ 

最後，我們設計的 21 世紀自動售賣機希望可以把原本一次性使用的膠樽

變為多次性使用，就 Replace 的原則上我們將有兩個層面的體驗，第一個

層面是例如利用鋁樽和玻璃樽等等替代以往的塑膠樽，令塑膠樽的使用量

降至零。第二個層面是在行為上的替代，我們將一個重複添置的行為替代

了以往購買一件新的產品。我們運用了上述(Replace)的原則設計了一個

前所未有的購物行為，取代以往沿用的購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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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思維策略 
除此之外，我們亦運用了設計思維當中的七大協助思考策略嘗試協助我們

完成機器，設計思維策略簡寫為「SCAMPER」。 

首先在設計機器方面我們考慮到如何替代(S)現有的消費模式，從而萌生

出一個機器化的概念，我們希望以機器添置的概念取代以往消費者到實體

店購物的消費模式，嘗試改變現有消費模式，從而進行優化。 

 
第二，我們觀察到自動售賣機與汽水機有他們獨特的功能，自動售賣機擁

有機器化的條件不需要人手操作，而汽水機則有出售液體的特性。所以我

們嘗試將兩部機器進行合併(C), 透過吸取了它們獨特的用處，結合產生出

一個全新的機器。 

 
第三，我們嘗試把兩部機器改良因此適應於 21 世紀自動售賣機，我們嘗

試將汽水機適用(A)於售賣個人護理產品，讓我們能夠改變汽水機用途。

加上原本的儲物櫃，我們換作儲存個人護理產品讓消費者添置用品，從而

讓消費者有新的消費體驗。 

 
第四，我們分別對兩部機器作出調整(M)，自動售賣機出售未經包裝的產

品，而氣水機則出售一些個人護理，從而適用於 21 世紀自動售賣機上。 

第五，我們嘗試將兩部原本各自有自己的功能的機器改變他們的用途配合

(P)我們設計的自動售賣機。我們嘗試改變了自動售賣機、汽水機、智能

櫃等不同現有的機器，集合他們的優點再在其他方面使用，從而設計出一

個新的消費模式。 

 
第六，我們簡約了購買的過程，去除(E)了到實體店購買的這個過程。由

於我們的機器可以設置在不同的地點，並且營業時間可以是二十四小時，

這樣就會去除了以往消費一定要到實體店購買的模式。現在我們可以隨時

隨地購買所想要的日常護理產品，不需要再去到實體店進行購物。 

 
第七，我們反轉(R)了機器的用途，製作出 21 世紀自動售賣機。我們嘗試

倒轉了機器的運作，例如原本的販賣機只售賣包裝好的產品，但我們現在 

21世紀自動售賣機，能夠售賣未包裝好的產品，倒轉了以往對消費的概念，

從而進入一個全新的消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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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紀自動售賣機 

 
 

上圖可見，我們將原本自動售賣機的外貌改變為現時市面十分流行的貨物

儲物櫃，原本這樣的機器是供消費者到機器取貨。由於這部機器可以為每

件產品提供獨立的喉管，務求不會影響產品質素。另外，機器中央會有一

個電子屏幕讓消費者選擇所需產品，並且有位置提供不同的付款方式。雖

然改良前的自動售賣機體積偏細但欠缺彈性！優化後的販賣機外貌變成智

能櫃，最大的賣點是可以自由擴充智能櫃，我們可以因應地點的位置而決

定智能櫃尺寸，我們又可以因應地域受歡迎程度擴充智能櫃，這樣的設計

能夠令我們更有效控制成本。 

 

機器使用步驟: 首先在電子屏幕中選取適當產品，並選擇容量，繼而選擇

付款方式，當付款完成智能櫃便會打開，市民可把空瓶子放置在適當的地

方，當產品添置完成把櫃門關上便可以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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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簡單科技融入 21 世紀設計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為了方便管理，又節省成本，我們設計的自動售賣機採用了中央控制系統，

一個以平板電腦的螢幕控制整個智能櫃所有的物品。從構思圖(圖一)可見，

一個螢幕設置在機器中心位置，螢幕可以選擇所需產品容量和付款方法 

(圖二)。我們參照一般電子付款方式，採用了 RFID 系統(圖三) ，機器透過

RFID 設備讀取使用者卡片獲取訊息後，傳送訊號到電子鎖解鎖。這是模

擬現實構思中的拍卡付款，繼而智能櫃打開。藍牙系統(圖四)擔當著一個

語言翻譯的重要角色，當我們在使用平板電腦操控時，任何動作亦會透過

藍牙轉換成電腦能夠識別的訊號，從而推動其他裝置並給予回應。在我們

模型的操作當中，平板電腦會連接藍牙裝置，當我們選取產品後並利用

RFID 裝置付款時，藍牙便會傳送訊息讓 RFID 啟動，當 RFID 裝置成功被

激活後，RFID 便會傳達訊息到電動鎖，從而開啟櫃門，完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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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Inventor 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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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方式的演變 

 
 
我們從上圖資料分析可見，網購品牌參與人數由 2009 年的 27 個品牌升至

2018 年的 180000 個品牌，十年間參與品牌多了大概 6670 倍，而單計雙

十一狂歡購物節的營業額由 2009年的 0.52 億升至 2019 年的 2135 億，營

業額亦上升了約 4100 倍。可見近十年間，網上購物愈趨普及，而且越來

越多公司選擇放置產品在網上銷售，並且亦得到消費者的愛戴因此才會有

2000 多億的營業額。消費方式從消費者到實體店購買物品慢慢演變成網

上購物，消費者只需在家中簡單操作電腦或手機即可下單購物，物品亦會

於數天後送至消費者門外。 

「拿了就走」是無人商店的主要意念之一，為節省消費者消費過程和步驟，

希望提供最佳的效率予消費者。而我們在報告書中的 21 世紀自動販賣櫃

亦有類近概念，我們製造機器希望能夠打造全新的零售模式，提供一個24

小時購買日常用品的途徑，並且採用零人手理念，希望將成本降至最低點，

亦不會影響消費者消費，反而令他們消費得更有彈性。最後，機器亦令消

費者重用器皿，達至一個能夠配合可持續發展的嶄新零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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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商概念的改變 

圖一:                                     圖二: 

 

 

 

以往大部分日常用品公司一直沿用 B2B(Business to Business)的電子商務

平台銷售產品（即透過將自身公司產品售賣給別的公司繼而賺取收入）。

要完成一個完整的消費圖需要運用到 2 種電子商業平台 B2B+B2C(圖一)。

而我們的設計完全不一，我們鼓勵 B2C(Business to customers/clients)的

方式即公司直接出售產品給不同個體從而獲取收入。以往大部分公司亦視

不同的商店作為中介，透過別人公司出售產品，間接令產品價格提高。我

們設計的販賣機，正正是運用了B2C的電子商務作參考並嘗試跟從，利用

我們設計的機器，公司可直接接觸消費者不用再出售產品到別的公司。從

(圖二)可見 B2C 廢除了非必要的行為和過程，同時亦可降低成本，更可惠

及環境減少使用塑膠，達至三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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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模式的優化 
 

我們設計的機器希望參照現有的加盟型式(Franchise)管理，加盟我們的機

器，在智能櫃中選取其中一格，讓各大品牌擁有自己的獨立喉管因此確保

衛生問題，保持產品的質素。同時由機器擁有人一站式管理和打理避免混

亂，加上以產品售出份量抽取佣金避免營業額低的企業承擔過高的租金。

我們與其他加盟形式商店（例如 7-Eleven、Circle K）的分別是：不同品

牌只需要加盟到機器公司便可以從不同地方的機器中選取一格放置其產品。

我們的概念亦是一個新的加盟形式，全新的可持續消費模式。 

 

將數學定理融入營商策略 

 
 

完成了介紹機器的軟件和硬件後，當我們真正要實踐機器時，為了節省成

本，我們必須尋找最高效率的地理位置設置我們的販賣機，期望機器能夠

作出最大貢獻，充分地運用資源亦同時避免機器出現過多或過少的情況。

在考慮到應該將機器設置在哪裏時，數學定理便大派用場了！我們利用

「費馬點」的原理選擇設置機器的位置。根據上圖可見，分別有 A， B，

C三個頂點，我們假設 A，B，C是 3條鄰近的村，我們將會透過費馬點公

式尋找一點P點，P點是到三條村的距離之和最短的位置，即AP+BP+CP

的距離達致最小時，P 點便是我們所稱的「費馬點」。而 P 點亦正正是我

們期望設置機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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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運用更充分 

 
21 世紀自動售賣機設計原型 

 

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資源？我們理想製成品實物上有一個大屏幕顯示，接受

企業以屏幕作宣傳並收取一定金額；屏幕同時會顯示正確使用機器方法等

資訊，猶如資訊廣告板。從下圖可見，我們的模型利用平板電腦模仿理想

實物中的大屏幕。機器擁有人亦可與各企業商討在非繁忙時段提供優惠，

吸引消費者選擇在非繁忙時段使用機器，讓繁忙時間的人數儘量降低。沒

有人使用機器時，它被視為閒置資源因此要提供優惠，一來更有效和全面

地運用資源，二來可以讓消費者受惠，提高消費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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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至完全走「塑」的可持續發展消費模式 

 
如何更有效地達致可持續發展？我們在構思時亦考慮到器皿的問題。我們

最終希望透過機器達致零塑，不單單要重用塑膠着手，我們更希望尋找一

些物料能夠承載不同的液體，而不會腐壞或有任何污染問題，這才可以達

致完全走塑。我們在實物構思中，希望在 21 世紀自動售賣機的個別儲存

櫃加設售賣我們建議使用的物料，例如是鋁樽，玻璃樽等。當中我們亦考

慮到市民喜歡個性化設計，因此我們售賣的器皿並不會有任何圖案或設計，

消費者可以在器皿上作出任何的個性化設計。此舉動除了希望令產品更個

性化之餘，亦希望消費者能夠將其產品當為一件實用的送禮用品，畫上喜

歡的圖案或設計一個獨特的器皿送給好友，透過他們將產品傳送開去，他

們的朋友能夠持有器皿使用我們的機器。一來，將環保的意念宣揚開去，

鼓勵他人支持環保；二來，亦為我們的機器作宣傳，有效作出一個移動的

宣傳且不需要任何費用。這樣才可以更有效地推動可持續發展並且推廣一

個嶄新的消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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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顏德貴同學： 

一直以來我都有參加過不同範疇的比賽，每次的經歷都是一個成長過程。

這次比賽所關注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消費者理念等，讓我從中深深體會到

一種新的思考模式：設計者原則。此外，我亦為得到這次實踐機會感到幸

運，衷心感謝我的隊友和指導老師。 

 

聶卓堯同學： 

當初，阮老師向我介紹這個比賽時，我便十分感興趣，我可以有一個平台

提出自己的想法，改善現有的消費模式。在籌備過程中，我認識到可持續

發展的意義，加深了對多元消費模式的了解。在完成報告期間，亦需要了

解不同消費模式的利弊，從而作出優化。總括來說，是次比賽令我獲益不

少，既包括以設計思維模式思考創新解決方案，也包括撰寫報告上的格式

與細節。最後，我要感謝阮老師的指導以及隊友的協助，讓我有這次寶貴

的實踐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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