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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貴為美食天堂，匯聚世界各地的美食，又將中西的飲食文化融合，演變成

獨特的飲食文化。但無奈香港寸金尺土，租金日益上漲，許多歷史悠久而又獨
具特色的美食小店被迫結業，使本土特有的食店被連鎖集團取代，一方面令市

民在飲食上的選擇單一化，又抹殺本土飲食文化。因此，推廣美食車可以為小

店提供營運機會，減低其成本，又可成為香港特色，推廣本土文化。

處境



▸	能夠支援大型活動，為大量客人提供服務	

▸	流動美食車需具本土特色以成為香港的代表特色	

▸	需符合環保概念，不能過份排放，污染環境	

設計限制



題目：一輛為香港而設計的美食車	

要求：	

➢	探討可改裝的車款	

➢	探索可擴展部分的機械裝置	

➢	平衡各使用者的需要（問題調查所得）以決定流動車的主題

任務



1.	該產品的使用對象？	

小食商户、外地旅客及本地顧客	
2.	該產品有多耐用?	

如沒有惡意破壞或意外損壞，並有良好保養，至少可以用5年或以上	
3.	流動車可否減少排放廢氣？	
可選用混能車或電動車，比傳統柴油更少排放量	
4.	準備選用的食物種類？	
會選擇具本土特色的美食，一方面符合本地人的口味，一方面能向外地旅客了解香
港的飲食	
5.	能是否讓顧客在內進食？	
流動美食車的空間較少，但可改裝車輛，加設座位供客人使用

設計規格：功能方面和結構方面



設計規格：環境及科技方面

6.	有沒有排污及處理廚餘的方法和位置？	
廢物分類，將不同種類的廢物分類回收，亦可考慮將廚餘轉化為肥料	
7.	如何保養車輛？	

定期檢查及維修	
8.	會否選用即棄餐具？	
由於流動美食車主要購買外賣，因此難以避免使用即棄餐具，但將會選用容易回收
及分解的物料，以減少對環境的傷害	

9.	流動車的擴展部分可用於甚麼地方？	
可用於遮陽、採光等方面。	



預計最終設計成果

A.確定任務	
B.研究和分析報告:研究可擴展部分的機械裝置以及環保概念，平衡各
使用者需要(問卷調查所得)，決定流動車的主題和所使用的車款，
考慮如何改裝。	

C. 個案研究：廚房佈局	
D. 至少	20	個意念手繪小草圖（4-6張A4紙，部分附文字解釋）	
E. 至少	20	個手繪發展草圖（4-6張A4紙，附文字解釋，詳圖解釋）	
F. 至少	3	個可行提案（3-6張A4紙，全部附文字解釋，附詳圖解釋）	
G.根據設計規格編寫的可行提案「產品評鑑」表格	
H.最終設計繪圖：等角圖、正視圖、側視圖、俯視圖	
I. 視像演示最終設計：著色等角圖／二點透視圖	



甘特圖



資料搜集
• • • •



· 	

車款⼀：Alexander Dennis Enviro400H City

Overall length (Chassis) 11295mm

Wheelbase Length 6745mm

Front overhang 2330mm

Rear overhang 2220mm

Open Top Chassis Dimensions 

Specifications 



優點	

✓	空間較大，能容納較多
的客人，可設置餐廳供客
人在內用餐。	

✓	有不同尺寸及款式可供
選擇，設計空間較自由	

✓	混能車，較為環保	

缺點	

✗	車身體積較大，較難選
擇適合在擁擠的香港長時
間停泊的位置。



· 	

車款⼆：Suzuki Every Van



缺點	

✗ 使用汽油作燃料，污染
較嚴重	

✗ 空間太小，改造空間不
足，設計自由度太少	

✗ 空間太小，工作空間細，
不適合舉辦大型活動。

優點	

✓	車身細小，可以穿梭各
地	

✓	價錢較便宜



· 	

車款三：Green Mobility Innovations Limited Public Light Bus

Dimensions 

Overall length 6990mm

Overall width 2040mm

Overall height 2928mm

Wheelbase 3935mm



· 	

優點	

✓	空間大小適中，既能有足
夠的工作空間，又不會過大	

✓發電系統配歐五發動機，
較傳統柴油小巴減排高於
70%，較為環保	

✓	具香港特色	

缺點	

✗ 車身多孤形設計，改
造成廚房較花功夫



⼩小總結

我將選擇⾞車車款三：Green Mobility Innovations Limited 

Public Light Bus 作為本作業所使⽤用的⾞車車輛，於環保及可

使⽤用空間兩兩⽅方⾯面皆較其他兩兩款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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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的空間以及設備需要符合工作需要，
按照所需的空間設計，讓滿足使用者需要。

人體工程學



廚房的設置應要依循做菜的順序來配置，
要清楚掌握料理順序來設計廚房，否則

便會很難使用。

             

只要按照順序排列，便
適用於任何類型的廚房



美國國家標準協會（ANSI）提出輪椅扶手高度
為73.7cm，因此一些國家規定餐桌底面高度為
由76.2cm。這樣就使餐桌高度為76.2cm。這
樣的高度便對於身體健全的小個子人而言過高，
若相應提高座椅高度又會使他們的腿懸空。但事
實些由於輪椅扶手的高度不超過73.7cm，而且
大部分有可拆卸或可調節扶手，因此餐桌底面高
度可取73.7cm，同時在兼顧傷殘與健全人士。



⼯作桌⾯的⾼度達⼯作⼈員身⾼
⼀半至六成最為合適，避免過⾼
難以⼯作或過矮需長期彎腰，容

易造成⼯傷。



為了找尋最佳的點餐方式以使買賣流程更順暢以及省時，我到各

大快餐店實地勘察，並綜合了四種現行點餐模式的優缺點以作參

考。為了更準確地測量所需時間，我分別於平日（星期一至星期

五）的午膳時間（12:30	-	13:30）以及鄰近地區勘察，並量度
五位客人從開始點餐到取得食物的時間以取得更準確的數據。

點餐方式



 

《食物業規例》	
• • • • •

1.	限制吐痰	
(1)	任何人不得在食物室內吐痰，亦不得在食物業處所內的任何其他部分吐痰，但如將痰吐入	痰盂或
其他為供吐痰而設的盛器內，則屬例外。(2)	如食物業東主在食物業處所內設有痰盂或其他盛器，該
東主須作出安排，使該等痰盂或盛	器每個均載有消毒液，並須安排將該等痰盂或盛器潔淨以及更換消
毒液，不少於每24小時一次。(3)	如屬根據第IV部必須領取牌照的食物業，除非獲得署長以書面豁免，
否則其東主須安排將1	份或多於1份以中英文寫成的禁止吐痰告示，在每個食物業處所內以顯眼的方

式持續展示。	(1986	年第10號第32(2)條;1999年第78號第7條)	

2.	某些枱桌等家具的表面須以硬木或不透水物料製成	
凡其表面與食物接觸或可能與食物接觸的枱桌、餐具櫃、長凳或相類的家具，除非其表面是用	平滑而
接合緊密的硬木或平滑而不透水的物料製成，否則東主在配製食物時，不得使用或容受或准	許他人使

用該等家具。	

3.	防止在某些枱桌等家具上坐臥	
任何人不得在其表面與食物接觸或可能與食物接觸的枱桌、餐具櫃、長凳或其他家具上躺臥、	坐下或

站立。	

相關條例及準則



 

4.	餐巾等的潔淨	
任何從事包括端送膳食予顧客的食物業的人，不得將任何餐巾或潔淨用毛巾供給顧客使用，但	如
該等餐巾或潔淨用毛巾於上次使用後(不論用途為何)，曾經洗滌和浸入為此目的專用的沸水內不	

少於一分鐘，則不在此限。	

5.	用具的消毒及貯存	
任何從事食物業的人，不得在食物業的運作中使用或安排、容受或准許他人使用上次使用後(不	論
用途為何)未經以下程序處理的配製或進用食物所用的陶瓷器、玻璃器皿或其他用具─(a)	(i)	洗淨
後浸入並非曾作洗滌之用的沸水內不少於一分鐘;或	(ii)洗淨後浸入署長批准的無毒性有效殺菌劑溶

液中最少一分鐘，而該溶液的溫度不	
低於攝氏24度;或(iii)	以署長批准類型的器具用機械方式洗淨，而該器具是為洗滌該類陶瓷器、玻
璃器皿或其他用具而製造和售賣的;及	(1986年第10號第32(2)條;1999年第78號第7條)(b)	以
蒸發方式弄乾或以乾淨的淺色抹布拭乾;及(c)	貯存於隔絕塵埃、昆蟲及蟲鼠的櫥內，但如須立即

再使用者，則屬例外。	

6.	從事食物業的人須接受防疫注射以預防某些疾病	
(1)	任何人不得從事或參與食物業，除非其本人已─(a)	(由1982年第164號法律公告廢除)(b)	
按照一項根據第(3)款刊登的通告中對其適用的規定而接受防疫注射。(2)	如任何人從事或參與根
據第(3)款刊登的通告所指明的食物業，而於衞生督察或衞生主任索閱時，未能出示有關該項通告
所指明的疾病的有效防疫注射證明書，則此事在任何法庭上，均可作	為該人違反第(1)款條文的表
面證據。(3)	署長可不時藉憲報刊登的通告，規定受僱於或參與所有或某一食物業的人接受防疫注
射，	以預防該項通告內所指明的疾病。	(1986年第10號第32(2)條;1999年第78號第7條)	



 

《食物製造廠牌照》	
• • • • • • •

擬備設計圖則前，申請人須把廠房面積按建議的用途劃分，例如廚房、食物	調製室及衞生設
施。建議設計圖則須顯示下列資料:	
A. 廚房、食物調製室、食物貯存室及碗碟洗滌室	
B. 廁所、洗手盆、洗滌盆及排水裝置	
C. 所有窗口及擬裝置的機械通風設備，包括氣槽、冷卻塔及抽氣扇等	
D. 所有出入口、門口及內部通道	
E. 衣帽間、走廊及所有露天地方(例如天井及光井)	
F. 垃圾存放及處理設施	
G. 	所有大型固定傢具和設備的位置，包括食物調製檯、煮食爐灶、冷藏設備	
或冷卻設備、衣櫃、固定的碗碟櫃、晾乾架等。	

1. 食物調製室及碗碟洗滌室的內牆表面須以光滑而不吸水的物料或瓷磚	鋪砌，高度最少為兩
米。牆腳與地面之間的連接處必須內彎形(即須圓滑)。牆壁其餘表面及天花板均須髹掃灰
水或漆油。食物調製室及碗碟	洗滌室的地面必須鋪上平滑的淺色非吸收性物料。	

2. 水廁或沖水尿廁附近，以及食物調製室內，須設置適當數量的洗手盆。洗手盆的長度至少	
350	毫米(由盆頂的內緣起量度)。	

3. 食物調製室及碗碟洗滌室內，須設置適當數量的洗滌盆。洗滌盆的長度至	少	450	毫米(由
盆頂的內緣起量度)。	

4. 須設有碗碟櫃，以存放業務上使用的一切飲食器具、器皿及刀叉。



  

⻘青衣城	KFC	

方法	A	
• • •

A. 點餐方式：同一位店員負責該行客人的點餐和
供餐，完成兩項活動後方輪到下一位客人。	

B. 需時：3分28秒	

✓	客人不需移動使可完成點餐，不會造成混亂	

✗	效率較低，需時較長



  

荃灣沙咀道	McDonald’s

方法	B	
• • •

A. 點餐方式：使用電子自助點餐機點餐
後到另一區域取餐	

B. 需時：3分58秒	

✓	可提供不同的付費方式	

✓	可以快速完成點餐	

✗	由於有些客人不熟悉機器操作，需時較
長，需要工作人員輔助	

✗	現金付款要到另外的區域付，較麻煩以
及容易造成混亂



  

此自動點餐機設多項付款方法，
但未能使用最普遍的現金，而且
點餐服務未夠仔細，不設「少
冰」、「全翼」等額外需要的選
項，略嫌有所不足。建議可將其
改成手機應用程式，並加入自動
販賣機一般的現金收費方式。

付款方式	
• • • •

▻	Apple	Pay	
▻	VISA	

▻	MasterCard	
▻	Android	Pay	
▻	JCB	
▻	八達通	
▻	現金	

※	設捐款箱



  

方法	C	
• • •

A. 點餐方式：將點餐及提取食物分兩處進行	

B. 需時：McDonald’s	3分12秒	

KFC	2分47秒	

✓	需時相對較短	

✓	動線流暢	

✗	所需人手較多

荃灣德⼠士古道 McDonald’s 南豐中⼼心 KFC



方法B比較適用於較年輕以及熟悉機器操作的客人，可以用
作輔助，或改成智能手機應用程式，讓客人預約訂單，從而
加快點餐速度，又可增加吸引力。而美食車比較適合則以方

法C作主要的點餐方法，所需時間較短。

小總結



科技研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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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念產生與發展
• • • • • • •



【車身後方開啟以供客人就坐進食】	
✓ 動線流暢，從點餐，取食物至就坐
順方向前進，不會產生混亂	

✓ 容易改裝	
✗ 位置只可供2-3名使用者使用	
✗ 背板會遮蓋逃門出口

意念發展 - ⾞身開盒



【	車窗圍繞車身以作買賣	】	
✓ 可從各方買賣	
✗ 沒有特定動線，容易造成混亂

【	車輛頂部上升	】	
✓ 車輛內部可以獲得更多太陽光，
減少電燈照明



【	車輛頂部開啟，可外加帳篷	】	
✓ 與客人的互動性更高，更有親切
感	

✗ 額外加開帳篷較不穩固

【	開放一半車箱讓客人進入	】	
✓ 動線清晰	
✗ 令內部空間減少



   

  

意念念發展：包裝

右圖是四角錐體的盒，仿照甜筒的
設計，容易拿及擺放

左圖以一個葉形的紙皮製成，
設一個握手位



   

  

左圖用作放置添加調味（煉奶、糖等）

右圖是讓使用者提取一杯外賣飲
品的設計，不使用膠袋，減少包

裝用料



   

  

這包裝由一張硬身紙皮完成，
可提取2-3杯飲品，比膠袋更

環保。



   

 

   

  

LOGO概念念⼀一：懷舊冰室



   

 

   

  

以冰室⽤用語「茶走」作店名，在茶杯
上加上輪輪⼦子，代表流動冰室。

傳統冰室經常出現「樓上雅座」
的標語，將其改成「⾞車車上雅座」，
結合流動美食⾞車車和冰室的特⾊色。



   

 

   

  

⾞車車⾝身設計

⾞車車⾝身以傳統冰室常⾒見見的綠⾊色⾺馬賽克作裝飾，窗框改裝成墨墨綠⾊色鐵框，
復刻出傳統冰室。



   

 

   

  

概念念⼆二：紅⽩白藍藍 LOGO

香港有⼤大量量的霓虹燈，並成為了了地標性的街景，因此將冰室的招牌做
成霓虹燈的造型，再以紅⽩白藍藍三⾊色作主⾊色。



   

 

   

  

左邊兩兩款以獅⼦子⼭山作主題，



   

 

   

  

車身設計

車頂以「紅、白、藍」三色格子的馬賽克作裝飾，並在車頭設
「$」以突出收銀處的位置，讓客人更容易找到。



   

  

最終設計方案
• • • • • •



   

 

   

  

前方為收銀處 取餐

車頂以「紅、白、藍」三色條紋以引人注目，車身繪上獅子山，具
香港特色，又獨特。



   

  

1. 即場買	
2. 參考McDonald’s，設計一款智能手

機應用程式供顧客下訂。顧客可在
手機應用程式上以信用卡/Apple	

Pay/Android	Pay/支付寶/八達通（現
時僅限Android用戶）付款，或到現

場付現金。

購買方式



   

  

   

  

飲品 三文治	
紅豆冰 好立克 餐肉
雜果冰 阿華田 火腿
菠蘿冰 檸水	 碎蛋
涼粉冰 檸茶 煎蛋
鴛鴦冰 檸蜜 牛肉
蓮子冰 檸樂	

檸樂	
芝士	

黑牛 檸賓
白牛 鹹柑桔
黃牛

保衛爾牛肉汁
兒童鴛鴦
奶水蛋
滾水蛋
鴛鴦
奶茶
咖啡

西洋菜蜜

MENU



   

  

 

⿊⽜：可樂加上巧克⼒雪糕球 

⽩⽜：雪碧（或七喜）加上椰⼦或呍呢拿雪糕球 

⿈⽜：忌廉汽⽔加上⼀個菠蘿（或芒果）雪糕球 

保衛爾⽜⾁汁：⼀種名稱為「保衛爾⽜⾁汁」的調味料沖熱開⽔⽽成 

兒童鴛鴦：阿華⽥及好⽴克混合⽽成 

滾⽔蛋：將⼀個⽣雞蛋倒入杯，然後⽤暖開⽔⼀沖，加入砂糖⽽成 

奶⽔蛋：滾⽔蛋加入煉奶

冰室是⼀種流⾏於1950至1960年代主要售賣冷飲、雪糕及沙冰等冷

凍食品的飲食場所，在⾹港被認為是茶餐廳的前身。過往由於冰室

只持有⼩食牌照，除了售賣飲品外，只能販賣三⽂治、糕餅等，⽽

不能供應即時製作如炒飯、⼩菜等熟食。因此菜單只售飲品及三⽂

治。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5%8F%AF%E6%A8%82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9%9B%AA%E7%B3%95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9%9B%AA%E7%A2%A7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4%B8%83%E5%96%9C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6%A4%B0%E5%AD%90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5%91%8D%E5%91%A2%E6%8B%BF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9%9B%AA%E7%B3%95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5%BF%8C%E5%BB%89%E6%B1%BD%E6%B0%B4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8%8F%A0%E8%98%BF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9%9B%AA%E7%B3%95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F%9D%E8%A1%9B%E7%88%BE%E7%89%9B%E8%82%89%E6%B1%81&action=edit&redlink=1


   

  

   

  

 

宣傳單張 增加路人對美食車的認識，而且成本低廉。

網絡廣告 自行製作影片放上互聯網平台，如YouTube等，成本低
廉，又具廣泛性。

智能手機程式
製作一個簡單專屬於美食車的手機應用程式，費用少，
又符合現今智能手機普及的社會，提高市民對美食車的

興趣。

宣傳工作



消火器升降玻璃頂

點餐牌

回收垃圾筒

工作檯客人食飯檯

客人進食椅

延伸飲食區

美食車延伸各部分

玻璃
頂



水缸

油缸

污水缸
油壓刻筒 水缸

油缸

污水缸
油壓刻筒



收銀處

工作檯

工作檯全貌







升降玻璃頂設計可令自然光進入，
減少使用照明系統

車上裝有滅火裝置

食物包裝多使用可回收物料，故讓
食客進食後回收包裝用品，保持環
境清潔。令外垃圾筒設置於車身內，
亦可減少佔用車外空間。垃圾收集
後，不需要經車內收集，垃圾將從
車身外處理

延伸飲食區

美食車設計解說圖

美食車延伸部份可供
食客購買食物後，有
一個舒適環境進食，
方便一些不便站著吃
食物的人進食

餐檯設計簡單，只供放置少量食
物

玻璃頂設計可讓
環境更通透

兩側車上放置餐
牌，可節省空間



美食車科技解說圖

使用油壓筒可負載較
重物件

使用強化玻璃頂作車
身上蓋，當美食車營
運時，以連桿升起，
使用平行機械結構

檯面同時使用臂架伸
縮機械結構，使延伸
部份移入車身時，可
升起致廚房檯面上

整個延伸部份同時使
用臂架伸縮機械結構，
收入車身內



   

  

評估最後作品
• • • • • •



   

  

最終規格評估

規格 評分（	★★★★★為滿分） 意見

美觀 ★★★★★ 以紅白藍為主題，符合香港特色，又
美觀

耐用性 ★★★★ 整體而言結構穩固，僅座位的支撐或
略嫌不足

使用對象的需要 ★★★★ 大程度上符合商家和客戶的需求

廢氣排放 ★★★ 使用混能車，雖不能完全避免排放，
但能有效減少

食物種類 ★★ 食物種類只有飲品及少量小食

排污及處理廚餘 ★ 只設分類回收，略嫌不足

擴展部分的使用 ★★★★★ 符合原要求



   

  

持份者 影響

食客 有更多的飲食選擇，亦可了解及嘗試已經不甚普及的傳統冰室飲
品。

食肆 提供有新的營商環境，可減低租金負擔，帶來更多的就業及創業
機會。

大型活動舉辦者 為有更多的飲食選擇可在活動中提供，能提高活動的吸引力。

附近居民 對附近居民的影響有好有壞，一方面能提供食物選擇，一方面會
增加人潮，使附近變得較為擁擠。

政府旅遊局 能作為賣點增加本地旅遊吸引力。

評鑒對各持分者的影響



   

  

原型評
鑑準則 問題 評鑑結果

美學
1. 該產品是否美觀？	
2. 設計能否吸引目標客

戶？

1. 使用紅白藍作主題，符合香港特色。除了
部分設計有小量瑕疵，沒有細節處理，整
體設計還不俗。	

2. 設計切合使用者所需，又能節省租金，能
夠吸引目標客戶。

設計
1. 該產品是否易於製

造？	
2. 製造成本是否高昂？

1. 車身內部與一般廚房無異，惟水電需另
裝，整體而言不難製造。	

2. 比起傳統冰室規模較小，又可免卻租金，
成本較低。

人體工
程學

該產品能否令用家滿
意？

1.	能夠，車輛按照使用者需要製造，要充足
的儲存空間和工作空間，再配合防火要求，符
合用家要求。

設計對各議題的影響



   

  

 

道德標準 涉及的⽤料和程序是否環
保︖

⾞輛使⽤混能⾞，減少排放，但仍會產⽣少量污
染，加上表⾯處理的噴漆，對環境可能造成⼀定的
影響。

⽂化
1. 該產品對⽂化是否有正
⾯影響︖

流動美食⾞可省卻租⾦，可流動經營，提⾼營運⾃
由度，⼀⽅⾯能推廣本地特有的冰室⽂化，又可增
加本⼟營商機會。

功能
1. 產品是否切合最初原
意︖ 

2. 該產品是否配合它的⽤
途︖

1. 是。設計與最初意念相符，把固定的食肆轉變
成流動形式，提⾼營運靈活性。 

2. 除了提供食物，⾞輛更設坐位供食客使⽤，

市場潛⼒ 會否有冰室檔主認⽤該產
品︖

1. 流動美食⾞以冰室食物作賣點，符合我在市⾯調
查中市民的期望，可⾒能有效吸引本地市民及遊
客，有充分的市場，因此能吸引冰室檔主加入。

價錢／成
本

價錢在市場上有沒有競爭
⼒︖

產品成本不⾼昂，又具特⾊，在市場上甚具競爭
⼒。



   

  

 

甘特圖



   

  

在完成SBA的兩年中，我深深明白到設計並非一件易事。從構思	
到實踐，每一個過程都要考慮許多不同方面及持分者的需要，不	
斷改善。同者，多虧指導老師的協助和提點，指正我的不足，方

能讓這設計更完善。	
雖然本次設計仍瑕疵甚多，但給我一個很好的經驗，在往後的日
子若能有幸從事設計一行，將會把今次的缺失加以改正，作出更

優秀的設計。

總結與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