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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消費（Sustainable Consumption）是指「在使用服務及相關產品以滿足基本需要和提升生活

質素的同時，亦要減少使用天然資源和有毒物料，並減少服務或產品於生命周期內排放的廢物和污

染物，以免危及後代的需要」。

民以食為天，享受美食更是香港人最重要的消費行為之一，但享受食物之餘，我們留意到這消費行為背後
的浪費問題。據環保署資料顯示，2019年數據顯示每天有11,057公噸都市固體廢物，需要棄置於堆填區，
當中約3,353公噸（30.3%）為廚餘。被送往堆填區的廚餘，有1,067公噸來自工商業，包括食肆、酒店、街
市、食品製造及加工業等。近年工商業產生的廚餘與日俱增，由2002年每日不足400公噸，上升至2019年
每日超過1,067噸。

單從生活上的觀察，我們已經找到很多食物浪費的情況。就此問題我們設計了 iEat好食德
校園計劃，從校園開始改變浪費食物的行為。透過這個計劃，每一位同學都可以知道自己

每天午飯後的剩食數量，透過手機程式及裝有重量感應器的廚餘收集器，量度、記錄、分析及
提示同學的浪費表現，藉此提醒同學減少浪費，繼而建立良好的消費習慣。除外，透過程式同
學能學習廚餘相關的知識，養成減少食物浪費的習慣。更重要的是家長與飯商能夠根據數據來
調節飯餸供應量。

前言



過去十年間工商業廚餘不斷上升。香港地球之友於2010年進行有關飲宴的廚餘調查，四場中式婚宴及
企業餐宴共104圍酒席的廚餘量，統計吃不完的餸菜達400公斤。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指出，
每年平均有大約2,00萬至2,50萬圍酒席，包括婚宴、社團宴會、春茗、團年飯等等，而工商業的九百
多噸的廚餘中，有45至50%來至這些酒席。

(資料來源: 香港綠色和平)

廚餘是可造成環境污染的家居垃圾
，回收成本也不少。在特定的節慶
日期間，因為應節的特定食物（如
：年糕、粽子、月餅等）過期而要
丟棄的食物，亦是廢棄食物的最大
宗。根據香港環保團體綠色力量在
2009年中秋節發表的調查指出，單
單是香港在2008年丟棄的月餅數量
，推算出來有280萬個；而在中秋
節中的燒烤活動中丟棄或浪費掉的
肉腸、肉排等食物，更可讓一個三
人家庭飽餐82年。

廚餘在香港



現時全港每年約有12個公營或私營機構獲邀參加「廚餘循環再造合作計劃」，
另外於2011年7月在住宅屋苑推出了「屋苑廚餘循環再造項目」，另外還有不
同的廚餘回收點。

根據綠色和平的最新資料（２０２１年２月)，現時香港環保署於部分屋
苑設有廚餘回收桶，巿民將廚餘放進回收桶後，廚餘便會送到有機資源回
收中心。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現階段分兩期發展：第一期回收中心每天能處
理200噸已在源頭分類的有機廢物（大部分為廚餘），轉化為生物氣和堆
肥等有用資源，當中的生物氣可化成可再生能源。

同時，環保署估計第一期回收中心，每年可生產並輸出1,400萬度電力到
電網，足夠3,000戶家庭使用，減少使用石化燃料發電同時，有助每年減
少約25,000噸溫室氣體排放。

兩期的有機資源回收中心，預計將會每天處理約500公噸有機廢物。

https://www.greenpeace.org/hongkong/issues/health/update/25715/%E3%80%90%E5%BB%9A%E9%A4%98%E5%9B%9E%E6%94%B6%E9%9C%80%E7

%9F%A5%E3%80%91%E4%B8%80%E6%96%87%E7%9C%8B%E6%B8%85%E5%AE%B6%E5%B1%85%E5%BB%9A%E9%A4%98%E5%A6%82%E4%

BD%95%E7%92%B0%E4%BF%9D%E8%99%95%E7%90%86/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BB%9A%E9%A4%98

目前本港每日產生的3,000多噸廚餘，當中只有幾
十噸被私人公司及政府回收。香港廚餘回收



這是我們組內五位同學的日常生活剩
食日記,花了三天的時間觀察,卻發現已
經有這麼多浪費掉的食物,如果全世界
每個家庭都剩一點兒,就會造成很多廚
餘,而地球放置廢物的地方佔得越來越
多,所以我們希望為減少廚餘作出設計
構思。

我們的剩食日記



為了解消費者處理廚餘的習慣，我們先進行了一份問卷調查，訪問了２３５位受訪者。

● 在２３５受訪者中，６０％
以上在煮食過程中都會有多
出的材料

受訪者中有60.9%會把廚餘留起
作其他煮食用途。31.7%的受訪
者會直接將廚餘丢進垃圾桶。只
有3%的受訪者會將廚餘回收，

第一次問卷調查



● 有96.6%的受訪者居處附近没
有廚餘機，導致大量的廚餘被
浪費掉，只有3.4%的受訪者居
處附近有廚餘機，由此可見廚
餘機不是很普遍。

● 80%的受訪者認為如果
居處附近有廚餘機的話
會使用，因為可以保護
環境，減少浪費。

● 然而，有20%的受訪者
表示因為懶惰或嫌麻煩
等理由而選擇不去使用
廚餘機。



為了解同學在學校吃午飯的習慣，我們進行了第二次問卷調查，訪問了30位初中同學。

● 在30位受訪者中，80%受訪者
都有吃剩飯餸的經驗，有
26.7%人更經常吃剩。

● 受訪者中有40%表示吃剩原因
是因為飯餸不好吃，33.3%人
表示份量太多。除外，還有4
人表示自己午膳時也會因為趕
時間而吃剩。

第二次問卷調查: 從學校切入



● 86.7%受訪者會把吃剩
的飯菜直接扔進垃圾桶
。

● 只有50%受訪者表示學
校有廚餘收集箱。



● 有同學表示在家中比較
少出現食剩飯餸問題，
因為會被父母督促。

● 33.3%的受訪者平日跟家
人吃飯時沒有剩食因為
不想浪費食物，家長會
食剩下的飯菜。



● 66.7%受訪者有聽過香港
現時的廚餘問題，但不
太了解詳情，30%完全
了解，3.3%完全不了解
。

● 如果學校有一個回收

並記錄廚餘的獎勵計

劃以減少剩食，86.2%

的受訪者願意參加，

只有13.8%的受訪者不

願意參加。



1. 80%的受訪同學都有剩食的經驗，但在家中比較少出現食剩飯餸

問題，因為會被父母督促，而且份量計算較為準確。

2. 吃剩的原因包括份量太多、不好吃、當天太飽或趕時間吃不

完。

3. 大部份受訪者都願意使用廚餘收集以減少浪費。

4. 受訪者認為有獎勵計劃更能鼓勵回收習慣。

「大部分垃圾都是放錯位置的資源，廚餘，根本不是垃圾。」
——陳曉蕾《剩食》

總結問卷結果



1. 只要讓家長知道同學吃午膳後剩下多少飯餸，就
可以讓同學減少吃剩了！

2. 如果同學知道廚餘對地球帶來的禍害，或許會提
醒自己不要吃剩飯菜呢！

從訪問中我們發現校園內也很需要減低食物浪費的教育，因此綜合以上問卷調查及個

別訪問得知的食物消費習慣，我們希望從學校開始進行教育，從而令其浪費的習
慣有所改變。

更希望同學們能將這減少浪費的習慣跟家人分享，同時改變家人的習慣。



從校園開始積極鼓勵減廢 在學校設置學校廚餘回收計劃，將同學每天午飯後的剩

食回收，並以奬勵計劃鼓勵最少廚餘的同學。

將廚餘轉化成有用資源

，促進可持續食物循環
學校廚餘機以廚餘微生物燃料電池技術將熟

廚分解發電、製作堆肥及清潔酵素

建立同學把吃剩飯菜回收的習慣，並透過行動提升不

浪費意識
教育同學實踐可持續消費

設計方案目標



iEat好食德校園計劃—系統運作簡介

為了能從校園開始改變浪費食物的行為。我

們為這計劃設計了一個可以記錄每一位學生

每天午飯後剩食數量的手機應用程式，並以

裝有重量感應器的智能廚餘收集箱量度，將

數據即時送上雲端，再用作數據分析。

同學透過登入手機上的應用程式，能檢示自

己的剩食情況，並透過程式玩遊戲，學習廚

餘相關的知識，養成減少食物浪費的習慣。

https://youtu.be/2IfCsEPbpiQ

https://youtu.be/2IfCsEPbpiQ


iEat手機
應用程式

智能廚餘
收集箱



1. 同學完成午餐後會帶同剩

下的飯餸來到廚餘收集箱

前。

2. 在RFID感應器拍卡，系統辨認同學身份。

３. 將廚餘倒進收集器。



４. 廚餘收集器的重量感應器會量

度每個學生的廚餘重量，然後將

數據上載雲端，同學就能在手機

上馬上看到顯示。

＊＊程式也有家長登入版面，讓

家長知道同學的剩食情況呢＊＊

5. 程式有分析圖表功能，讓同學

清楚看到自己的每月數據記錄，

並能透過系統計算選出每月之星

，給予奬賞。



智能廚餘
收集箱

iEat手機
應用程式

https://youtu.be/4ntF2JgJK6A



系統應用程式功能構想圖 使用者介面(UI)



功能1: 計算剩食數量，以圖表分析同學一個月的剩食情況

功能2: 計分功能
，剩食愈少，分數
愈高，積分可換禮
物



功能3: 教育同學有關廚餘知識科普



功能3: 廚餘的可持續循環



功能3: 廚餘的可持續循環



功能4: 需要普科的知識玩的小遊戲，遊戲勝出也能幫助
同學累積分數呢換取禮物呢～



iEat手機
應用程式

智能廚餘
收集箱

https://youtu.be/J4xeLgin58Y

https://youtu.be/J4xeLgin58Y


● 收集到的數據能用來分析每位同學的食量以及最喜歡及
不喜歡的飯餐，再因應相關分析資料調整午飯供應

● 系統可以讓同學選擇減少白飯等、又或飯商能知道那道
飯菜最多同學吃剩，就可以減少供應或加以改善呢！

少飯丫
唔該~

數據運用 –家長及飯商也可使用雲端數據!



其他意見：
1. 多一些不同類別的獎勵如：書卷ヽ小零食......

2. 多一些遊戲可以玩。

延伸訪問2.0: 「你們會使用我們的設計嗎?」
實地訪問對象：
學校同學60人

支持及參與: 55人 不支持: 5人

因為可以減少浪費廚
餘，保護環境生態，
而且可以換取小吃部
的食物和有小遊戲玩
。

不想給家長看到自己
剩下的廚餘份量和覺
得麻煩。



1. 源頭減廢
家長及飯商可根據收集到的數據調節飯餸供應量。

2. 可循環再用

我們將沒有作用的廚餘改造成肥料、清潔劑和發電功效,變作我們日常生活需要的東西。

3. 讓同學知道關於廚餘的知識

很多同學都知道什麼是廚餘,但沒有真正地瞭解廚餘的分類、危害、作用等等。可以這個
方案可以令到同學們齊心協力減少廚餘,保護地球。

4. 透過獎勵計劃讓學生避免剩下飯菜

每個學生每天在學校吃飯都要記錄剩下多少飯菜,一個月後吃剩較少的同學可得到積分。
而積分可以換領禮物。

方案優點



1. 編程：手機程式(Apps inventor)、遊戲(Scratch)

2. 感應器：重量感應器量度廚餘的重量；另外水果皮收集器內設有紅

外線感應器會發出訊號，當達到一定的容量就會開始運作

3. RFID的拍片系統會辨認到倒廚餘的學生

4. IoT物聯網：將智能回收箱數據利用雲端進行同步處理，即時更新每

一天午膳後的廚餘數量並記錄在手機程式，經分析後還可以跟自己

過去記錄或其他同學比較。

技術應用



物聯網
通過「互聯網」把裝置和設備連在一起

傳送、發布 訂閱

收取重量數據
查閱數據記錄數據

派送數據

收集廚餘重量數據

在是次計劃中，我們使用了MQTT傳

輸協定連接iEat廚餘量度裝置、手機

和雲端伺服器，形成物聯網。學生

在學校使用iEat廚餘量度裝置量度到

的廚餘重量數據會上傳並記錄至雲

端伺服器，然後學生可以隨時隨地

使用手機查閱個人廚餘重量記錄。



香港的廚餘每天都在增加，放置垃圾及廚餘的地方越來越少，為了讓大家

有一個環境優美的地球，我們應減少吃剩飯菜或進行廚餘回收。

希望我們設計的方案可以教育到更多同學，讓大家明白到廚餘的影響，透

過建立回收廚餘的習慣而改變浪費的消費態度及行為，並能教導其他人怎

樣讓廚餘不成為廢物，增加食物循環的可持續性。

總結



~多謝收看~



附件一：廚餘小知識

https://m.xuite.net/blog/lucy09142000224/

twblog/102151206

生廚餘： 熟廚餘：

主要是纖維粗大的蔬果殘渣等不適合豬食的廚餘，
例如：骨頭、果菜殘渣、過期水果、枯枝落葉、已
腐敗酸臭的食物，以及其他未經烹煮，或有硬質以
致豬隻無法食用的廚餘

主要是烹調過的食品及營養成分較高的廚餘
，例如：剩菜、剩飯、罐頭食物、泡麵，以
及其他不再食用的食品、食材、熟食

回收用途：清潔酵素、堆肥 回收用途：發電、餵養豬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