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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食香港運動 

邀請簽署惜食約章 

香港的廢物問題令人擔憂；我們每人每天傾倒約 1.27 公斤的

都市固體廢物。 廚餘是香港都市固體廢物的最大源頭。 在 2011

年，我們每天傾倒約 3600 公噸的廚餘於堆填區，佔都市固體廢物

量約四成。 浪費食物，不單是浪費成本，同時也浪費所有種植食

物所需的土地、水、肥料和人力。 此外，運送食物和食物在堆填

區分解，亦會產生及排放溫室氣體。 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世界這

個願景，我們必需改變現時生產和消耗自然資源的方式。 我們所

有人都可以出一分力，積極減少廚餘，造福社會。 

政府在 2012 年 12 月成立惜食香港督導委員會（委員會），以

進一步落實行政長官就減少廚餘的承諾。 委員會由環境局局長出

任主席，負責推行「惜食香港運動」，以增加公眾對本港廚餘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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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減少廚餘，在工商業界訂立和推廣減少廚

餘的良好作業守則，以及促進商戶向慈善機構捐贈剩餘食物。 

你們的支持是「惜食香港運動」成功和實踐減少廚餘的關鍵。

現誠邀各個機構成為我們的「惜食夥伴」，參與「惜食香港運動」，

並透過簽署附件 1 的惜食約章，承諾進行支持減少廚餘的活動。 你

們的努力和貢獻將會頒布在我們「惜食香港運動」的網頁中，與全

港市民分享。 



有興趣的機構，請簽署1附件的惜食約章並交回下列的惜食香

港運動秘書處: 

地址 : 香港九龍九龍灣常悅道11號新明大廈5樓環境保護署

電話 :  3690 7853
傳真 :  3168 1373
電郵 :  foodwisehk@epd.gov.hk  

經辦人 : 惜食香港運動秘書處 

我們期待各界積極參與和響應。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向我

們查詢。  

環境及生態局 

1  簽署惜食約章後，誠希簽署機構在適當時候提供回饋資料(請使用附件 2 的

惜食約章執行進展表格)，以便我們初步了解簽署機構在減少廚餘的努力和計

劃往前的相關工作；我們在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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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惜食約章

承諾宣言 

我們理解並同意 － 

 香港的廢物問題令人擔憂；我們每人每天傾倒約 1.27公

斤的都市固體廢物。

 廚餘是香港都市固體廢物的最大源頭。 在 2011 年，我

們每天傾倒約 3600公噸的廚餘於堆填區，佔都市固體廢

物量約四成。

 浪費食物，不單是浪費成本，同時也浪費所有種植食物

所需的土地、水、肥料和人力。此外，運送食物和食物

在堆填區分解時，亦會產生及排放溫室氣體。

 為了實踐真正可持續發展的世界這個願景，我們必需改

變現時生產和消耗自然資源的方式。 我們所有人都可以

出一分力，積極減少廚餘，造福社會。

執行

為協助減少社區產生的廚餘，我們承諾會致力 - 

 推廣良好守則和推動行為上的轉變，減少廚餘。



 在機構內制定計劃，向持份者進行推廣，使他們認識及

接受減少廚餘的良好守則。

 執行訂有可衡量目標的計劃，以減少機構及企業的廚餘。

 鼓勵和支援機構的管理層進行內部廢物審核，並按照審

核的結果和建議改善廢物管理績效。

 支持惜食香港運動和類似的行動，推動行為和文化上的

轉變，使市民尊重珍貴的食物和自然資源。

 推廣和採用使用剩餘食材的食譜。

 盡可能支持食物捐贈活動。

簽名: 

姓名: 

職銜: 

機構名稱 (中文): 

機構名稱 (英文): 

日期: 

聯絡資料 

姓名 : 

地址： 

電話號碼. : 傳真號碼. : 電郵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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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惜食香港運動  

惜食約章執行進展表格 

執行範疇 計劃行動、初步目標、實施時間表、進展和成效 

您的機構有否推廣良好

的作業方式和推動行為

上的轉變以減少廚餘？ 

☐有，本機構為良好作業方式和行為上的轉變進行推廣，當中包括：

☐推廣訂購適當分量的食物

☐推廣帶走剩餘的食物

☐在職員餐廳提供不同份量的選擇 (如適用)

☐向在廚餘減量工作方面有良好信譽的餐飲服務提供者採購食品

☐參加咪嘥嘢食店計劃  (如適用)

☐監察廚餘量，並制定廚餘減量措施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還沒有，但本機構正計劃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開始推廣廚餘減量。

☐不適用。

您的機構制定了那些計

劃向機構內的持份者進

行推廣, 讓他們認識及

接受減少廚餘的良好作

業方式？ 

☐有，為了向持份者進行推廣, 讓他們認識及接受廚餘減量的良好作業方式，本機構制定了以下的計劃 :

☐透過以下方式, 教育和與我們的持份者溝通有關廚餘減量的良好作業方式 :-

☐在公用地方張貼海報

☐通訊文件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還沒有，但本機構正制定計劃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向機構內的持份者進行推廣, 讓他們認識和接受廚餘減

量的良好作業方式。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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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範疇 計劃行動、初步目標、實施時間表、進展和成效 

您的機構有否制訂計

劃，以減少機構及企業

的廚餘，而計劃內有包

括可量化的目標？ 

☐有的，本機構已經實施下列計劃減少廚餘。有關計劃的簡要說明，可量化的目標和執行時期如下：

計劃的簡要說明 可量化的廚餘減量目標 執行時期 

注意：歡迎使用附加頁紙記錄更多細節。 

☐還沒有，但我們正計劃從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 起執行附有可量化目標的措施。

☐不適用。

您的機構有否進行內部

廢物審核, 並利用審核

的結果加強廢物管理的

表現？ 

☐有, 我們的內部廢物審核於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開始，而審核的結果被用作改善廢物管理的表現。審核工作每

_______________月/年*進行一次。 

☐還沒有，但我們正計劃從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開展進行內部廢物審核。

☐不適用。

您的機構有否支持惜食

香港運動或類似的行

動，以鼓勵行為和文化

上的轉變，推動對珍貴

的食物和自然資源的尊

重？ 

☐有，我們支持以下倡議

☐惜食香港運動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鼓勵行為和文化上的轉變是： 

☐改變過量點菜的行為

☐改變扔掉剩餘的食物的行為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還沒有，但我們正計劃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支持惜食香港運動或類似的行動以鼓勵行為和文化的轉變。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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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範疇 計劃行動、初步目標、實施時間表、進展和成效 

您的機構有否推廣或採

用使用剩餘食材的食

譜? 

☐有，本機構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開始推廣/採用*剩餘食材。本機構的行動包括：

☐我們訂購有利用剩餘食材製成的用餐

☐我們向供應商/客戶/員工*推廣/採用了*以剩餘食材製作的食譜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還沒有，但本機構正計劃從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推廣或採用善用剩餘食材的措施。

☐不適用。

您的機構有否支持食物

捐贈活動？ 
☐有，從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開始, 本機構支持食品捐贈活動:-

活動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損贈食物的類別:   新鮮食品 / 罐頭食品 / 非易腐食品 / 熟食 / 冷凍食品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把食品捐贈給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贈的食物量（如可量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還沒有，但我們正計劃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開始食物捐贈。

☐不適用。

您的機構有否減少總廚

餘量？ 
☐有，本機構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期間減少了廚餘共__________________ 公斤/ 公升/ 百分比。

☐不適用。

* 請刪去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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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如您的機構欲就有關廚餘減量與環境保護署分享更多信息，歡迎把額外補充資料電郵至 foodwisehk@epd.gov.hk.）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機構（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機構（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繫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