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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餘？除餘！－臺灣家庭廚餘的探討 

摘  要 

    在一部有關於廚餘的紀錄片中，喚起了我們對於臺灣廚餘量的重

視。所以我們想瞭解最基本的消費群體－家庭廚餘的產生從何而起，

並試著提出解決辦法。因此，我們做了問卷，研究家庭食材的選購習

慣、家庭中食物的儲備量及丟棄量、家庭各餐食物的剩餘量、家庭對

廚餘的處理方式、臺灣民眾對於臺灣廚餘量的認知及對於食物共享的

看法。 

    研究結果發現，家庭廚餘多產生於食物烹煮前，可能與食物的囤

積有關，因此我們建議減少家庭廚餘的做法首重於改變採購者的消費

習慣。此外，民眾對於廚餘的認知及對於食物共享的看法，亦是可以

努力推展的方向。 

壹、研究動機 

         有次上課，老師讓我們看一部關於廚餘的紀錄片，從中我們看到

了食物在臺灣的浪費－從買菜、烹煮食材，到吃東西等......的習慣，

都促使著食物的浪費。 

         我們反思，明明自己也沒什麼浪費，為何臺灣的廚餘量會如此驚

人呢？我們從紀錄片中發現農夫辛苦種植的農作物，從收成到交至商

人手裡，許多形狀不好看的食物皆面臨被淘汰的命運，是因為外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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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食物賣相較差，消費者較不願意購買，便造成這一階段的浪費。

又許多家庭在烹煮食物前，會先把不要的部分挑掉，髒污的、有蟲的、

破損的、枯黃的、爛掉的、太粗糙的、魚頭、雞屁股......等，甚至只

是破一個小洞的菜葉都逃避不了被丟棄的命運，造成另一階段的浪

費。此外，在烹煮時，有些人習慣煮一大鍋的料理，卻吃不完，這些

吃剩的食物，有人直接倒掉，有人則會保存在冰箱，但下次食物再被

拿出來時，很多則因冰太久已不適合食用，亦難逃被丟棄的下場。這

些種種過程中所產生的過量廚餘不只造成食物的浪費，也間接造成金

錢的浪費，甚至資源的浪費，破壞環境更會加劇地球暖化等不良影響。 

          根據資料顯示，2015 年臺灣的糧食自給率為 31.37%，但全台一

年糧食耗損量至少 373 萬噸，也就是每人每天大約浪費一個便當的食

物。臺灣本身在糧食自己率不高的情況下，竟然還有大量的糧食耗

損，可見得臺灣人對珍惜食物的觀念似乎是相當不足的，所以我們認

為如何珍惜食物、減少食物的浪費是我們現代身為臺灣公民勢必要面

對的課題。國際上，義大利已經立法推廣打包文化，希望人們能珍惜、

善用每一份資源；在國內，也有許多大餐廳鼓勵消費者剩食打包不浪

費，例如彭園會館新板店每張餐桌上都擺了桌牌，提醒客人惜食概

念。這些現象顯示出社會上已開始注意廚餘的問題，並設法解決，那

麼最基本的消費群體－家庭呢？所以我們做了這個研究，想了解家庭



3 
 

廚餘的產生從何而起，目前有哪些相關影響，我們又該如何針對這些

問題提出解決辦法呢。 

貳、文獻探討與研究目的： 

一、參考文獻分析 

1.記錄片【主題之夜：臺灣剩食之旅】 

(1)資料大綱:紀錄片中提到，在臺灣，家戶一年丟棄的廚餘量竟可堆

成一千零一十七座聖母峰，從生產線到餐桌都描述著各階段的浪費。

首先提到的就是農夫的第一關篩選，長得不好看或是蟲害嚴重的在沒

離開產地就被淘汰了！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副教

授張瑋琦曾在節目中表示：「由於現代社會崇尚消費主義，人們大多

偏好選購外觀亮麗無損壞的農產品，導致產地開始進行一連串大規模

的篩選動作，挑出不符消費者眼光的農產品，於是這些未受青睞的蔬

果便成為最前線的剩食。」 

       再來就是蔬果經銷商，此時的篩選是為了挑出在運送過程中碰撞

損壞或是保鮮不佳而腐敗的蔬果。新竹某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業務

部的黃先生則說道：「國人選購農產品既要求美觀又要無瑕疵，為了

迎合消費者，造成農民必須噴灑藥劑防治病蟲害同時也防腐防氧化。」 

        此外，紀錄片中還提到了－「完美媽媽」，所謂「完美媽媽」就

是希望自己家的冰箱可以永遠保持是滿的，因此儘管知道家裡食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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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的，還是忍不住買更多的東西填充自家冰箱，然而有些食物放著

放著就過期丟掉了! 

(2)分析：紀錄片訴說消費者的選購習慣影響著食物在產地、運送過程

及市場中的去留，其中，食物的外觀是消費者選購的關鍵，也是浪費

的根源。而家裡的食物庫存量與丟棄量也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2. 【垃圾危機系列報導四】全國垃圾回收率 55%。環團：近四成廚

餘燃燒產生戴奧辛。 

(1)資料大綱： 自臺灣推動資源回收 20 多年以來，迄今全國垃圾回收

率約 55%，其中還有個嚴重的問題，現在被丟到焚化爐的垃圾中，平

均有高達三到四成是廚餘，且廚餘燃燒會產生有毒的戴奧辛，目前焚

化爐的戴奧辛來源，第一個就是廚餘，然後是毒塑膠 PVC，以及含氯

的食品包裝袋。 

(2)分析：     由報導中可推知臺灣民眾的廚餘回收習慣尚未完全成熟，這

些被丟棄的廚餘不只造成浪費，甚至會產生傷害我們身體的有毒物

質，所以我們認為廚餘的處理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此外，報導當

中也提到「當民眾用錢來思考，垃圾不再是垃圾，就不會亂丟。」，

所以我們在研究中也試圖了解民眾對於廚餘回收、食物共享的觀念。 

3.臺灣食物損耗嚴重 每天廚餘可堆 60 座 101。 



5 
 

(1)資料大綱：     根據 2011 年的資料，臺灣一年糧食總損耗至少 373 萬

噸，相當於全台每人平均年損耗 158 公斤；若換算成一個 450 克的國

民便當，臺灣人每人每天約浪費一個便當的食物。臺灣農產品從產地

到餐桌損耗也很嚴重，每天浪費的廚餘量，若用每桶高 90 公分，容

量 155 公斤的桶子裝，可堆到 60 座 101 大樓高。值得注意的是，當

聯合國數據顯示已開發國家的食物損耗多發生在零售通路與消費端

（浪費），開發中國家食物損耗以生產端為主（損失），尚未列入已

開發國家的臺灣，零售消費端浪費竟逾總損耗量六成三，比亞太地區

平均浪費比率多兩成。 

(2)分析：     根據聯合國的統計，大部分已開發國家的食物耗損是發生在

零售通路與消費端，而開發中國家通常是發生在生產端為主，但臺灣

卻是在零售通路與消費端浪費了將近總量的六成三，我們認為這個現

象可能是消費者因為食物外觀不好或其他因素就把還可以食用的食

物當作廚餘丟了，才會因此產生那麼多的廚餘。 

二、研究目的 

           基於以上的文獻分析，我們列出研究目的如下： 

1.瞭解一般家庭食材的選購習慣。 

2.瞭解一般家庭家中食物的儲備量以及丟棄量的情形。 

3.瞭解一般家庭早、中、晚餐的食物剩餘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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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瞭解一般家庭對廚餘的處理方式。 

5.瞭解臺灣民眾對於臺灣廚餘量的認知情形。 

6.瞭解臺灣民眾對於食物共享的看法。 

           本研究藉由問卷調查的方式，分析臺灣目前家庭廚餘的主要來源

及問題所在，提出解決方法及建議，期能喚醒民眾惜物愛物的善心，

減少臺灣家庭廚餘的產生，進而減少食物的浪費，提高食物的利用價

值，為地球環境的保護盡一份心力。 

參、名詞解釋 

一、廚餘：本研究中所提的廚餘泛指「食物從生產、烹煮至食用後，

所被丟棄的部分，包括菜葉、果皮、骨頭……等」。 

二、剩食：本研究中所提的剩食係指「食物於加工處理（包括烹煮）

後，或在食用後所剩，仍可被食用之食物」。 

肆、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針對家庭食材的選購習慣、家庭中食物的

儲備量及丟棄量、家庭各餐食物的剩餘量、家庭對廚餘的處理方式、

臺灣民眾對於臺灣廚餘量的認知及對於食物共享的看法，透過問卷，

以家庭為單位，調查各家庭中廚餘的相關議題，再進行資料分析。 

二、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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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實驗的研究對象以家庭為單位，採方便取樣，主要對象為本校

之學生、家長及教職員之家庭，以家中負責採買、烹煮之成員為主要

作答代表。本研究發出 150 份問卷，回收 129 份，包含有效問卷 115

份及無效問卷 14 份。 

伍、  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家庭食材的選購習慣 

(一)請問您購買食材的指標為何?(可複選) 

(圖 5-1) 

◎資料分析: 

1.大部分人選購食材最注重新鮮，其次是喜好，第三是價格，第四是

無農藥，第五則為外觀。 

2.本問卷研究發現食物外觀並非採購者最主要的選購條件，推論受調

查者可能注重食材的新鮮、健康度更甚於食物的外觀。 

(二)請問您平常會因為折扣而買太多的食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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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 常常 偶爾 很少 從來沒有 

人數 6 40 49 20 

比例(％) 5.2 34.8 42.6 17.4 

(表 5-1) 

           ◎資料分析: 

1.有 42.6%的人很少因為折扣而買太多食物，但有 34.8%的人偶爾因為

折扣而買太多食物，並有 5.2%的人常常因為折扣而買太多食物，所

以有高達 82.6%的人會因為折扣而買太多的食物。 

2.根據「家庭主婦對生鮮食品購買行為之探討」文獻中顯示，大多數

的消費者，為了節省荷包，會因為生鮮食品有打折或有送贈品的優

惠，而增加購買量，但是還是有少數的人卻不會因這個原因而增加購

買量，可能是因為有缺才會購買，不會貪小便宜。由本研究結果發現，

「折扣」確實是吸引消費者消費的重要誘因，與文獻資料相符。 

(三)、請問您家裡大概多久買一次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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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 1-2

天 

3-5

天 

一個 

星期 

兩個 

星期 

一個月 不曾 

統計過 

其

他 

人數 27 35 24 1 3 24 1 

比例(％) 23.5 30.4 20.9 0.9 2.6 20.9 0.9 

(表 5-2) 

◎資料分析： 

1.一般家庭常常三到五天買一次菜，佔 30.4％；其次是一到兩天買一

次菜，佔 23.5％；第三是一個星期買一次菜跟不曾統計，皆佔 20.9％。 

2. 根據「家庭主婦對生鮮食品購買行為之探討」文獻中顯示，家庭主

婦購買食材的頻率資料中是以 2~3 天所佔比例較多，其次是 1~2 天，

本研究結果與文獻資料相符。 

二、家庭食物的儲備量及丟棄量 

          根據資料顯示，臺灣一年糧食總損 373 萬噸，每人平均年損耗 158

公斤，其中超過五成是遭個人與家庭消費端所丟棄的。而臺灣肉類浪

費達 55%，蛋類將近七成，乳製品更高達 87%。此外，資料更指出臺

灣餐廳就是糧食的最大殺手。 

(一)、請問您家的冰箱通常有多少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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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量 

總是 

滿滿的 

大約一 

半以上 

大約一 

半以下 

幾乎 

是空的 

其他(幾乎

是滿的) 

人數 20 60 30 3 1 

比例(％) 17.5 52.6 26.3 2.6 0.9 

(表 5-3) 

◎資料分析: 

1.冰箱的食物量佔一半以上者最多，達 52.6%；其次是一半以下者佔

26.3%；第三則是總是滿滿的，佔 17.56%。 

2.本研究發現冰箱的食物量通常佔一半以上者(含總是滿滿的、幾乎是

滿的)高達 70.51%，顯示大多數人有囤積食物的習慣。 

3.因為我們推測，家庭主婦定期採購的平均天數愈長，可能造成每次

採買的數量就會更多，愈容易有食物保鮮及儲存過量的問題。所以我

們將這個問題跟前一個問題的結果做一個比較，比較分析發現食材購

買頻率與冰箱儲備量沒有顯著關係。 

 (二)、請問您常把食物放在冰箱而忘記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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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資料分析: 

1.高達 66.7％的人偶爾忘記煮，其次是 21.9％的人不曾忘記煮，第三

是則是常常忘記煮的 10.5％。 

2.由問卷結果顯示，高達 88.6％的人會忘記烹煮食材，可能是消費選

購時，未做好消費規劃，買了短期內不需要或過多的食材，導致食物

超過保存期限而造成了浪費。 

(三)呈上題，若有的話，大概都是什麼類的食物?(可複選) 

 

(圖 5-2) 

◎資料分析: 

頻率 常常 偶爾 不曾 其他 

人數 12 76 25 1 

比例(％) 10.5 66.7 21.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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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丟棄最多的是青菜，佔 49.5％；其次是肉類食物，佔 41.7％；第

三則是水果，佔 35.9％。 

2.青菜、肉類及水果是各餐的主要食物，烹煮、食用頻率最高，所以

儲備量固然較高，多買一些雖然可以方便各餐食材的搭配，但若未注

意食物保鮮期，卻可能因無法及時食用而造成過多的浪費。 

(四)請問您煮菜時通常會丟棄多少"未煮過"的食物?(如:爛葉、有損壞

的蔬果肉品......) 

處理方式 有爛(髒)的地方 

就全丟 

丟掉爛(髒)的 

部分及周圍 

只丟爛(髒) 

的部分 

不丟棄 

任何食材 

人數 25 38 46 4 

比例(％) 22.1 33.6 40.7 3.5 

(表 5-5) 

◎資料分析: 

1.烹煮前，只丟爛(髒)的部分者達 40.7％；其次為丟掉爛(髒)的 

部分及周圍者，佔 33.6％；第三則為有爛(髒)的地方就全丟，佔了 22.1

％；而不丟棄任何食材者佔 3.5％。 

2.本研究發現，高達 77.9％的人只丟棄爛（髒）的部分或加上周圍，

這樣的行為健康、環保而不浪費。 



13 
 

(五)、請問您最常丟棄的食物為何?(含烹煮前後) 

 菜葉 肉類 調味料 水果 其他 

人數 48 7 2 6 7 

(表 5-6) 

◎資料分析: 

1.本問題為開放式簡答題，所以作答的有效資料僅 70 份。 

2.研究結果顯示，一般人最常丟的是菜葉，高達 68.6％，可能是因為

它最容易被蟲咬、枯黃、壓爛及保存較不易；另外，第二、三名則

是肉類、水果，各佔 10％及 8.6％。 

3.本項目與 2-3 常常忘記烹煮的食物種類結果相似，大多可能是在烹

煮前即過保存期限而被丟棄。 

三、一般家庭早、中、晚餐的食物剩餘量(這裡專指"在家用餐"，不包

含在外用餐) 

(一)請問您每天各餐剩餘的食物量大約有多少? 

1. 早餐的剩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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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八分 

以上 

大概一 

半以上 

大概一 

半以下 

幾乎 

沒有 

其他 

(1/10、沒煮) 

人數 0 3 19 90 2 

百分比(％) 0 2.6 16.7 78.9 1.8 

(表 5-7) 

◎資料分析: 

(1)早餐的剩餘量最多的情形為幾乎沒有者，高達 78.9％；其次為大概

一半一下者，佔 16.7％；第三則為大概一半以上者，僅佔約 2.6％。 

(2)研究發現家庭中的早餐剩餘量幾乎不多，可能原因為在家用餐者早

餐準備的量本身就不豐盛，可能是外購麵包等簡單的食品；在家烹煮

的，可能也是簡單的稀飯、荷包蛋、蛋餅或簡單的微波食品。基本上，

早餐是一天當中最重要的一餐，餐點本身的內容、餐點量是否足夠、

營養是否充足，這個議題是可以再做延伸研究的。 

2.午餐的剩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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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八分 

以上 

大概一 

半以上 

大概一 

半以下 

幾乎 

沒有 

其他 

(沒煮、吃學校) 

人數 3 4 32 73 2 

百分比(％) 2.6 3.5 28.1 64.0 1.8 

(表 5-8) 

◎資料分析: 

(1)午餐的剩餘量最多的情形為幾乎沒有者，高達 64.0％；其次為大概

一半一下者，佔 28.1％；第三則為大概一半以上者高達 64.0％僅佔約

3.5％；第四為八分以上者佔約 2.6％。 

(2)研究發現家庭中的午餐剩餘量幾乎沒有者高達 64.0％，可能原因為

在家用餐者的多為買便當等即時品，並非自己在家煮食，所以大約就

是買家庭用餐人數的份量，所以大多沒有剩餘，或只剩一半一下。 

3.晚餐的剩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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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其他－1/10；有時約一分，大部分沒有；10％ 

(表 5-9) 

◎資料分析: 

(1)晚餐的剩餘量最多的情形為幾乎沒有者，達 54.8％；其次為大概一

半一下者，佔 39.1％；第三則為大概一半以上者，但僅佔約 2.6％。 

(2)研究發現家庭中的晚餐剩餘量幾乎沒有者達 54.8％，可能原因為在

家用餐者的多為買便當等即時品，並非自己在家煮食，所以大約就是

買家庭用餐人數的份量，所以大多沒有剩餘，或只剩一半一下；若為

自己家中烹煮，剩餘量一半以下者高達 93.9％，是值得開心的結果。 

◎整體分析-各餐的食物剩餘量 

1.分析結果顯示，早餐的剩餘量相較於其他兩餐是最少的，可能原因

可進一步研究。 

2.午餐的剩餘量介於中間，但本研究是針對家庭廚餘，在家用餐的人

數比例未來可進一步做研究。研究顯示，學校的營養午餐常常是中午

比例 八分 

以上 

大概一 

半以上 

大概一 

半以下 

幾乎沒有 其他 

人數 1 3 45 63 3 

百分比(％) 0.9 2.6 39.1 54.8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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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餘的大客戶，近年來，許多調查也都相繼指出臺灣營養午餐廚餘的

倒棄量不容小覷。 

3.相對而言，三餐中，家庭裡晚餐的剩餘量是最多的，但剩餘量一半

以上者也僅佔 6.1％，是值得欣慰的現象；此外，在家用餐的人數也

可做進一步研究(或許有些人會有吃點心的習慣，或是晚上趕著上補

習課、加班，導致沒有時間在家吃或吃不下晚餐)。 

4.本研究發現，在家庭中的各餐廚餘量其實比例不高，但各餐在家用

餐的人數比例、各餐食物的內容及含量是可以進一步做研究的。 

5.研究發現家庭中三餐食物剩餘量比例不高，可能家庭廚餘的產生多

來自於食物烹煮前。 

(二)請問您都怎麼處理那些食物? 

(表 5-10) 

1.高達 63.9％的人都選擇放在冰箱隔天吃，而直接倒掉的佔 27.8％。 

(三)、呈上題，大約會在冰箱裡放幾天? 

處理方式 直接倒掉 放冰箱隔天吃 其他 

人數 30 69 8 

百分比(％) 27.8 63.9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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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1 高達 63.6％的家庭將廚餘放在冰箱只有一天，而 18.2％的家庭將廚

餘放在冰箱 1-2 一天，13.6％的家庭則將廚餘放在冰箱 2 只有一天。 

2.研究發現，幾乎所有的剩食被放在冰箱的時間都在 3 天內。 

3.研究雖然顯示剩食被冰在冰箱的時間都在 3 天內，但取出後是否皆

被食用或丟棄無法進一步得知，可以在日後的研究中繼續探討。 

四、一般家庭對廚餘的處理方式 

         目前廚餘回收應該要是臺灣民眾的習慣，但根據環保署統計，全

台廚餘回收率只有 10%，也就是大部分的廚餘全都被送進了焚化爐。 

(一)、請問您認為廚餘應該怎麼回收? 

 

(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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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 

1.高達 73.7％認為廚餘應該要堆肥；其次為餵豬者，高達 62.3％；第

三為掩埋，佔 11.4％；而選擇焚化者佔 5.3％。 

2.本研究發現，選擇廚餘再利用者(包含餵豬、堆肥、給狗吃、餵貓、

狗)比例相當高，顯示國人對於資源再利用的觀念是值得肯定的。 

(二)、請問您平時是如何處理家庭廚餘的呢? 

處理方式 丟一般垃圾 分出來回收 其他 

人數 34 77 4 

百分比(％) 29.8 67.5 3.5 

(表 5-11) 

◎資料分析: 

1.67.5％的家庭會把廚餘分出來回收，但有 29.8％的家庭選擇直接丟

一般垃圾。 

2.本研究發現多數人都有廚餘回收或再利用的習慣，但直接丟一般垃

圾的比例也不算少，可能是因為回收再利用的管道不方便，或者是覺

得不需要另外回收。 

 (三)、請問您如何處理回收後的廚餘?(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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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資料分析: 

1.高達 71.8％的家庭是把廚餘丟在垃圾車的廚餘桶，其次有 30.6％的

家庭則是當肥料，第三則有 28.2％的家庭是餵動物。 

2.本研究發現，多數家庭是配合政府做廚餘回收的動作；但也有多數

家庭會把廚餘直接利用(當肥料、餵動物)。也許是因為本研究調查的

對象地屬鄉下，所以種植植物、餵養動物的比例較高，如果把調查範

圍擴散到都市地區的話，結果不一定適用。 

五、臺灣民眾對於臺灣廚餘量的認知 

(一)、請問您認為臺灣一天當中大約有多少廚餘被丟棄? 

(表 5-12) 

比例 八分以上 大約一半 少於一半 幾乎沒有 其他 

人數 47 52 13 2 1 

百分比 40.9％ 45.2％ 11.3％ 1.7％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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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 

1.認為臺灣一天當中大約有一半食物被丟棄者佔 45.2%；其次為認為

有八成以上被丟棄者也多達 40.9%；而覺得少於一半者則佔 11.3%；

甚至有認為幾乎沒有者，但僅佔 1.8%。 

2.本研究發現，大部分民眾認為臺灣有一半以上的食物被浪費，有一

部份原因可能是自家中丟棄的食物較多，或者是看過相關報導，才會

有此想法。 

(二)、根據 2013 年統計，臺灣一天被丟棄的廚餘大概可以堆 60~70 棟

101 大樓，請問您的反應是如何? 

(表 5-13) 

◎資料分析: 

1.最多的反應為 61.9％的驚訝；其次為 13.3％無感；第三為 12.4％的

人感到；而 10.6％的人則認為理所當然。 

反應 驚訝 理所當然 氣憤 無感 其他 

人數 70 12 14 15 2 

百分比(％) 61.9 10.6 12.4 13.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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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雖然人們有臺灣廚餘量很多的觀念，但因對統計的數字較沒有概

念，而看到數據後才感到驚訝，可見民眾對於臺灣廚餘的認知還不夠

真切。 

3.本研究另外發現，竟然有約 1 成的民眾對於資料是無感的，顯示這

些人對於環境及資源的關懷度不夠，這結果讓我們難過，但也是我們

努力的原動力。 

(三)、呈上題，請問您為什麼會有此想法? 

原因 太浪費 太多 覺得正常 其它 

人數 29 30 4 32 

(表 5-14) 

◎資料分析： 

1.31.6％的人認為廚餘太多了；30.5％的人認為太浪費。但也有少數人

覺得理所當然，而有些人也提出應為餐廳的關係，尤其是吃到飽餐

廳，也有人說是因為生活條件太好。 

(四)、請問您認為用收費的方式來降低廚餘量有用嗎?(此指家庭廚餘) 

效用 有 沒有 

人數 70 (61.4％) 44(38.6％) 

(表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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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 

1.認為有效者達 61.4％；但認為無效者也多達 38.6％。 

2.本研究發現用收費的方式來降低廚餘量或許可行，但對於部分民眾

尚須先進行觀念溝通及教育。 

(五)、呈上題，為什麼? 

           大部分民眾認為只要用收費的方式就可以降低廚餘量，因為大家

不想要花錢。但有些民眾卻認為說，如果家境比較富裕的家庭，就不

會擔心到這個問題，這樣對那些家庭來說根本就不會起到作用，廚餘

過多的問題依舊會存在。 

六、臺灣民眾對於食物共享的看法 

(一)、請問您願不願意把未食用過的食物分給需要的人?(例如:無業遊

民、獨居老人......) 

 

(圖 5-6) 

◎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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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願意分享者高達 97.4％，顯示民眾對於資源再利用、食物共享是持

支持的看法。 

(二)、呈上題，為什麼呢? 

             97.4%的民眾願意把還未食用的食物分給需要的人，這樣不僅可

以減少廚餘量，還可以讓需要的人獲得一絲溫飽，但也有 2.6%的民

眾不願意將未食用的食物分給需要的人，因為覺得自己以後有可能會

食用，所以把食物保留給自己。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本研究發現，大部分人選購食材注重新鮮、價格、農藥，優於食物

外觀之考量；而折扣是吸引消費者消費的重要誘因；另，家庭主婦購

買食材的頻率多為 2~3 天選購一次。 

2. 本研究發現冰箱的食物儲量通常佔一半以上者高達 70.51%，顯示

大多數家庭有囤積食物的習慣，但食物的儲備量與食材的選購平均間

隔天數無顯著關係。此外，高達 88.6％的人會忘記烹煮食材，導致廚

餘的產生，其中被丟棄最多的依序是青菜、肉類及水果，但在食材處

理過程中並未有過多的浪費。 

3. 家庭中各餐的食物剩餘量由多至少依序為晚餐、午餐、早餐，但

儘管晚餐的剩餘量是最多的，但剩餘量一半以上者也僅佔 6.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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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家庭中三餐食物的剩餘量比例不高，且剩餘的食物多冰在

冰箱，且多只冰 3 天內，未見過多的廚餘產生；而家庭中囤積食物及

忘記烹煮食材的比例相對顯得很高，因此推測家庭廚餘的產生多來自

於食物烹煮前。 

4. 至於家庭對廚餘的處理方式，本研究發現，67.5％的家庭會把廚餘

分出來回收，選擇廚餘回收或再利用（包含丟回收車的廚餘桶、當肥

料或餵養動物等)；但直接丟一般垃圾的家庭也有 29.8％，亦是個不

容忽視的數目。 

5. 本研究發現，大部分民眾認為臺灣有一半以上的食物被浪費，但

對於臺灣廚餘的統計量資料，多數人仍感到驚訝，而無感、憤怒、認

為理所當然者各佔約一成的比例。此外，對於用收費的方式來降低廚

餘量，多數人認為是有效的；但認為無效者也不在少數。本研究發現，

利用收費的方式來降低廚餘量或許可行，但對於部分民眾尚須先進行

觀念溝通及教育。 

6.關於食物共享，高達 97.4％的民眾是願意將剩食與人分享的，顯示

多數民眾對於資源再利用、食物共享是持支持的看法。 

7.綜合本研究分析結果，我們提出減少廚餘的建議方式如下： 

(1)產地： 



26 
 

A.雖然文獻中顯示食物外觀影響消費者的選購，但我們發現消費者更

注重價格優於外觀，因此建議外觀不佳的食物不要直接淘汰，改以「折

扣」、「優惠」的方式來進行銷售，可減少食物的浪費。 

B.為食物另找出路：罐頭、果醬、蔬果乾、蜜餞、果汁等食品，可以

不用考慮食物的外觀，是賣相較差的食物的好歸宿。 

(2)家庭： 

A.最首要的是改變消費習慣：建議購物前可做好採購計畫，避免購入

過多的食材。本研究發現採購者首重食物新鮮度，但若購入過多食物

導致存放過久或過期而無法食用，則失去了注重新鮮度的意義。 

B.做好冰箱及儲備食物的管理：可在冰箱及櫥櫃上列出食物清單及保

存期限，並定期清理冰箱、櫥櫃，避免食物過期或腐敗而無法食用。 

C.處理食材時，只選擇瑕疵的部分做剃除，盡量做到物盡其用，珍惜

食物。 

D.料理時，餐點適量即可，以該餐能食用完畢為主，不要煮過多， 如

果吃不飽，可以再吃水果，健康又環保。 

E.廚餘回收再利用：無法再食用的部分，確實做好分類，可以做堆肥

或丟入廚餘回收桶，避免資源浪費及環境汙染；可再食用的部分，若

冰冰箱要注意保存期限，也可參加食物共享的行列，例如加入食物共

享團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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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提高民眾對於臺灣廚餘量及食物共享的正確認知，從觀念的改變，

意識到廚餘妥善處理的重要性，進而為臺灣的廚餘減量一起盡一份心

力。 

二、研究建議 

1. 本研究結果顯示，高達 88.6％的人會忘記烹煮食材，相對產生的廚

餘量不容忽視，其主要因素為何，值得進一步一研究。 

2. 忘記烹煮的食材以及處理食材的過程中被丟棄最多者為青菜、肉

類及水果，且佔了很大的比例。若能進一步研究瞭解主要因素為何，

可以為這一部分的浪費做好把關的動作。 

3.本研究發現，在家庭中各餐的廚餘量比例並不大，但可以進一步探

討在家用餐的家人比例、餐點的內容(量是否足夠、營養是足均衡)、

自己烹煮或買外食。 

4. 本研究雖然顯示各餐剩食多被冰在冰箱待隔餐吃，但取出後是否

皆被食用或丟棄無法進一步得知，可以繼續探討。 

5. 本研究發現將廚餘直接丟一般垃圾的家庭不少，若能進一步研究

瞭解主要因素為何，或許可以協助改善這個部分的浪費及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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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錄 

臺灣食材問題問卷 

您好 :  

本研究目的是想要了解目前臺灣各家庭對於食材的選購以及處理情形。 

本問卷將花費您幾分鐘的時間，本研究不記名，所得的數據僅會用在我們的獨立研究

上，不會外洩。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敬祝   

        安康 

                      新東國中學生   劉芷瑄、吳純甄、沈庭妤 

                     研究指導老師   莊喬茵                        敬上 

  

一、基本資料 

※請問您的性別是? 

    ⬜男          ⬜女 

※ 請問您的年齡是? 

    ⬜10~20    ⬜20~30    ⬜30~40 

    ⬜40~50    ⬜50~60    ⬜其他:_______ 

 

二、食材選購及處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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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購買食物的習慣 

1. 請問您選購食材的指標為何?(可複選) 

    ⬜外觀  ⬜價格            ⬜無農藥 

    ⬜喜好  ⬜為本國產品 ⬜新鮮 

    ⬜其他:_______________ 

2. 請問您平常會因為折扣而買太多的食物嗎? 

    ⬜常常  ⬜偶爾    

    ⬜很少  ⬜從來沒有 

    ⬜其他:________________ 

3. 請問您家裡大概多久買一次菜? 

    ⬜1~2 天         ⬜3~5 天     ⬜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    ⬜一個月    ⬜不曾統計過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二)家裡常備的食物量及丟棄量 

1. 請問您家的冰箱通常有多少食物 

    ⬜總是滿滿的 

    ⬜大約一半以上 

    ⬜大約一半以下 

    ⬜幾乎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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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_______________ 

 2. 請問您常把食物放在冰箱而忘記煮嗎? 

    ⬜常常  ⬜偶爾 

    ⬜不曾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3. 呈上題，若有的話，大概都是什麼類的食物? (可複選) 

    ⬜飯、麵(主食)       ⬜湯      ⬜飲料 

    ⬜醬料    ⬜甜品(如:布丁、冰淇淋等......，不含飲料)     

    ⬜青菜    ⬜水果     ⬜肉類食物   

    ⬜其他:_______________ 

4. 請問您煮菜時通常會丟棄多少"未煮過"之食材?(如:爛葉、有損壞的 

    蔬果肉品......) 

    ⬜有爛(髒)的部分就全丟 

    ⬜丟掉爛(髒)的部分及周圍 

    ⬜只丟爛(髒)的部分 

    ⬜不丟棄任何食材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5. 請問您最常丟棄的食物為何(含烹煮前後): _________________ 

(三)廚餘的問題(這理專指"在家用餐"，不包含在外用餐) 

1.請問您每天各餐剩餘的食物量大約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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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早餐的剩餘量? 

    ⬜八分以上           ⬜大概一半以上 

    ⬜大概一半以下    ⬜幾乎沒有 

    ⬜其他___________ 

 B. 午餐的剩餘量? 

    ⬜八分以上           ⬜大概一半以上 

    ⬜大概一半以下    ⬜幾乎沒有 

    ⬜其他___________ 

C. 晚餐的剩餘量? 

    ⬜八分以上           ⬜大概一半以上 

    ⬜大概一半以下    ⬜幾乎沒有 

    ⬜其他___________ 

 2.請問您都怎麼處理那些食物? 

    ⬜直接倒掉 

    ⬜放冰箱隔天吃(大概會放____天) 

    ⬜其他____________ 

(四) 廚餘的處理方式 

1. 請問您認為廚餘應該怎麼回收?(可複選) 

    ⬜餵豬    ⬜堆肥    ⬜焚化   ⬜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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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__________ 

2. 請問您平時是如何處理家庭廚餘的呢? 

    ⬜丟一般垃圾(直接跳到(五)-1) 

    ⬜分出來回收(請接下題) 

    ⬜其他:_____________ 

3. 請問您如何處理回收後的廚餘?(可複選) 

    ⬜餵動物    ⬜當肥料    ⬜丟垃圾車的廚餘桶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五)對於臺灣廚餘量的認知 

1. 請問您認為臺灣一天當中大約有多少廚餘被丟棄? 

    ⬜八分以上    ⬜大約一半 

    ⬜少於一半    ⬜幾乎沒有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2. 根據 2013 年統計，臺灣一天被丟棄的廚餘大概可以堆 60~70 棟 101  

  大樓，請問您的反應是如何? 

    ⬜驚訝    ⬜理所當然 

    ⬜氣憤    ⬜無感 

    ⬜其他:_____________ 

3. 呈上題，請問您為什麼會有此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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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請問您認為用收費的方式來降低廚餘量有用嗎?(此指家庭廚餘) 

    ⬜有 

    ⬜沒有 

5. 呈上題，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食物共享 

1. 請問您願不願意把未食用過的食物分給需要的人?(例如:無業遊

民、獨居 老人......) 

    ⬜願意 

    ⬜不願意 

2. 呈上題，為什麼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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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議(若有其他建議，請您不吝指教，謝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卷到此為止，感謝您的耐心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