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募婦女參與招募婦女參與招募婦女參與招募婦女參與「「「「惜食香港運動惜食香港運動惜食香港運動惜食香港運動」」」」簡報會簡報會簡報會簡報會

廢物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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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物廢物廢物廢物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每日公噸數每日公噸數每日公噸數每日公噸數 (tpd)

都市固體廢物都市固體廢物都市固體廢物都市固體廢物

家居廢物家居廢物家居廢物家居廢物

[廚餘廚餘廚餘廚餘]

商業及工業廢物商業及工業廢物商業及工業廢物商業及工業廢物

[廚餘廚餘廚餘廚餘]

9,000 

6,000

[2,550]

3,000

[1,050]

建築廢物 3,350

污水淤泥污水淤泥污水淤泥污水淤泥 950

其他廢物其他廢物其他廢物其他廢物 200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 13,500

廚餘廚餘廚餘廚餘：：：：數量和趨勢數量和趨勢數量和趨勢數量和趨勢

家居廚餘:

2,528 噸

工業及商
業廚餘: 

1,056 噸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固體固體固體固體
廢物量廢物量廢物量廢物量

: 5,412 噸

堆填區棄置的固體廢物量堆填區棄置的固體廢物量堆填區棄置的固體廢物量堆填區棄置的固體廢物量

廚餘廚餘廚餘廚餘佔佔佔佔都市固體廢物都市固體廢物都市固體廢物都市固體廢物約約約約40%

香港和其他城市的比較香港和其他城市的比較香港和其他城市的比較香港和其他城市的比較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每天廚餘量平均值每天廚餘量平均值每天廚餘量平均值每天廚餘量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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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餘每天棄置量:

= 3,600每日公噸數
= 300架雙層巴士的重量

Source : http://www.chinadailyapac.com/article/food-thought

棄置廚餘: 

以堆填方式處置以堆填方式處置以堆填方式處置以堆填方式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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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廚餘:佔都市固體廢物的佔都市固體廢物的佔都市固體廢物的佔都市固體廢物的40%,佔用堆填區的珍貴空間。

�現有的現有的現有的現有的3個堆填區個堆填區個堆填區個堆填區將於將於將於將於2020年爆滿年爆滿年爆滿年爆滿

�我們依然製造我們依然製造我們依然製造我們依然製造大量廚餘大量廚餘大量廚餘大量廚餘

�我們依然沒有能夠元善的解決廚餘問題的我們依然沒有能夠元善的解決廚餘問題的我們依然沒有能夠元善的解決廚餘問題的我們依然沒有能夠元善的解決廚餘問題的基建和系基建和系基建和系基建和系
統統統統

Food Recovery Hierarchy
Source: USEPA

源頭減廢源頭減廢源頭減廢源頭減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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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全民全民全民全民全民全民全民動員動員動員動員動員動員動員動員

工商業界工商業界工商業界工商業界工商業界工商業界工商業界工商業界

Food Waste Recycling Projects in Housing 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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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屋苑私人屋苑 公共屋邨公共屋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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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為下一代下一代樹立好榜樣樹立好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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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支持回收回收業界業界

食物捐贈食物捐贈食物捐贈食物捐贈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社區社區社區社區社區社區社區社區合作合作合作合作合作合作合作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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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大型廚餘處理設施廚餘處理設施

社區廚餘回收計劃 -梅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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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離島婦女聯會

社區廚餘回收計劃 - 長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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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洲婦女會

社區廚餘回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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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洲婦女會



社區廚餘回收計劃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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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以源頭減廢源頭減廢源頭減廢源頭減廢為主導的
政策，降低擴建堆填區或增建
焚化爐的壓力。

必要時，才以焚化方式處理固
體廢物，並採用最新技術，配
以相連的地區設施、輔助社區

發展。。。。”

惜食香港督導委員會惜食香港督導委員會惜食香港督導委員會惜食香港督導委員會

• 增加公眾對香港廢物處理問題的關注

• 協調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以身作則減少廚餘

• 鼓勵市民及家庭改變生活習慣，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減少廚餘

• 在工商業界訂立和推廣減少廚餘的良好工作守則

• 以及促進商戶向慈善機構捐贈剩餘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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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食香港督導委員會惜食香港督導委員會惜食香港督導委員會惜食香港督導委員會成員成員成員成員

• 郭弼先生

• 鄺正煒先生

• 劉祉鋒先生

• 梁羨靈女士

• 林文聰先生

• 廖偉芬女士

• 駱國安先生

• 黃永光先生

• 潘啟先生

• 鄧敏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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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金強先生

• 董愛麗女士

• 鄔滿海先生

• 教育局代表代表

• 食物環境生署代表

• 民政事務總署代表

• 房屋署代表

• 政府新聞處代表

• 社會福利署代表

• 陳家輝先生

• 陳曉蕾女士

• 張偉菁女士

• 鍾姍姍博士

• 李愛華女士

• 馮通教授

• 何漢威先生

• 黃林碧榕女士

• 郭孟雄先生

• 郭弼先生

主席：環境局局長 秘書：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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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澳洲

http://www.lovefoodhatewaste.nsw.gov.au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食物種類食物種類食物種類食物種類 廚餘類別廚餘類別廚餘類別廚餘類別減少廚餘提示減少廚餘提示減少廚餘提示減少廚餘提示

第一位第一位第一位第一位 果皮果皮果皮果皮/果核果核果核果核 不能避免不能避免不能避免不能避免

第二位第二位第二位第二位 菜葉菜葉菜葉菜葉/菜莖菜莖菜莖菜莖 可避免的可避免的可避免的可避免的 菜葉可滾湯菜葉可滾湯菜葉可滾湯菜葉可滾湯；；；；菜莖切片炒菜莖切片炒菜莖切片炒菜莖切片炒

第三位第三位第三位第三位 骨頭骨頭骨頭骨頭 (魚骨魚骨魚骨魚骨、、、、雞骨雞骨雞骨雞骨、、、、
豬骨等豬骨等豬骨等豬骨等)

不能避免不能避免不能避免不能避免

第四位第四位第四位第四位 湯渣湯渣湯渣湯渣 可避免的可避免的可避免的可避免的 磨碎再飲用磨碎再飲用磨碎再飲用磨碎再飲用；；；；醬油食用醬油食用醬油食用醬油食用

第五位第五位第五位第五位 果肉果肉果肉果肉 可避免的可避免的可避免的可避免的 量力購買量力購買量力購買量力購買，，，，不應過份積不應過份積不應過份積不應過份積
存存存存；；；；做果醬做果醬做果醬做果醬

第六位第六位第六位第六位 蛋殼蛋殼蛋殼蛋殼 不能避免不能避免不能避免不能避免

第七位第七位第七位第七位 飯飯飯飯 可避免的可避免的可避免的可避免的 冷凍存放冷凍存放冷凍存放冷凍存放；；；；炒飯炒飯炒飯炒飯；；；；稀粥稀粥稀粥稀粥

第八位第八位第八位第八位 餸餸餸餸尾尾尾尾 可避免的可避免的可避免的可避免的 冷凍存放冷凍存放冷凍存放冷凍存放；；；；下一餐再煮下一餐再煮下一餐再煮下一餐再煮

第九位第九位第九位第九位 海鮮殼海鮮殼海鮮殼海鮮殼(蝦蝦蝦蝦、、、、蟹蟹蟹蟹、、、、蜆蜆蜆蜆) 不能避免不能避免不能避免不能避免

第十位第十位第十位第十位 麵包皮麵包皮麵包皮麵包皮 可避免的可避免的可避免的可避免的 做布丁做布丁做布丁做布丁

表一表一表一表一香港家居廚餘分類及垃圾量實驗香港家居廚餘分類及垃圾量實驗香港家居廚餘分類及垃圾量實驗香港家居廚餘分類及垃圾量實驗
實驗日期: 2月1日至3月2日 平均家庭人數: 3.7 參與家庭數目: 122個

一周廚餘日誌一周廚餘日誌一周廚餘日誌一周廚餘日誌：「：「：「：「最經常被丟棄的廚餘最經常被丟棄的廚餘最經常被丟棄的廚餘最經常被丟棄的廚餘」」」」排行榜排行榜排行榜排行榜 支料來源支料來源支料來源支料來源 : 地球之友地球之友地球之友地球之友 FOOD WISE HONG KONG CAMPAIGN 

provides Practical Tips that will make it 

Simple for All of Us

to Reduce Food Waste!

• At the Store

– Plan your meals. Buy items only when you have a 

plan for using them and stick to the list.



• At Home

– Practice FIFO (First In First Out) for 
fridge/freezer/pantry

– Plan meals around the products that are closest to 
their expiration.

– When cooking, use every piece of whatever food 
you are cooking with, whenever possible.

– Eat leftovers! Instead of scraping leftovers into the 
bin, why not use them to tomorrow’s ingredients.

– Store better - tight seals, proper temperature

– Donate what you won’t use to a food kitchen before 
it expires so that it can be consumed by someone 
who needs it.

FOODWISE HONG KONG CAMPAIGN

PRACTICAL TIPS TO REDUCE FOOD WASTE (Cont’d)

FOODWISE HONG KONG CAMPAIGN

PRACTICAL TIPS TO REDUCE FOOD WASTE (Cont’d)

• During Mealtime

– Serve yourself with what you really need

– If eating out, split a dish with a friend so you 

don’t waste half of the giant portion sizes at 

many restaurants

– Take home leftovers and you’ve got yourself a 

free lunch the next day, or gift it to friends, 

family or neighbours who are likely to be 

grateful for the saved money and time

You Can Contribute to the FOODWISE 
HONG KONG CAMPAIGN, by

• At Home

– Follow the tips to reduce food waste

– Educate or influence your family or neighbours to 

join

• At Your Organization/Association

– Sign the Food Wise Charter

– Encourage stakeholders/member organizations to 

sign the Charter & commit to food waste reduction

• At Your Community

– Community-wide food waste reduction programme

惜食香港：婦女界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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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減少廚餘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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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Support

• Be the Food Wise Ambassadors!

• Food Lover’s (or Food Wise) 
Cookbook?

– Recipe Competition, & Cookery 
Demonstration Workshops

• Community-wide food waste 
reduction competition?

– Among districts?

你的支持對你的支持對你的支持對你的支持對
惜食香港運動惜食香港運動惜食香港運動惜食香港運動

的成功的成功的成功的成功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