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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2015-2016年度財政預算案演詞中，提
出將美食車引入香港的構思，為本港的美食市場注入多元化的
元素。引入美食車的好處多不勝數:

首先能為香港市民增闢創業途徑，提供不少就業機會，為城
市增添生氣活力。

其次，香港亦被譽為「美食天堂」，雲集世界各地的美食，
揉合了中西餐的飲食習慣，發展出一套獨特的飲食文化。

香港應把握這機遇，大力發展美食車，讓到香港遊覽的旅客
能認識香港獨有一面。



環保，又稱為環境保護，是在生產，製作，售賣過程時，為保
護自然環境和大自然所的行為，包括減低碳足跡，減少食用肉
類。

美食車，是將本來在餐廳製作的美食帶到街頭上，隨著車輛到
達不同地區。美食車能在不同地方及處境服務，讓美食車為該
場合提供膳食

釐清題目及關鍵字



美食車

宣傳

廣播

電子餐牌

網上和電視廣告

街頭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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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車
混能車

安全 急救箱

滅火筒
法律

食物製造牌照

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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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擴展的部分

餐桌板

簷篷

垃圾桶

環保

廚餘回收

太陽能光伏板

太陽能熱水系統

食物

不易變壞
容易翻熱

容易儲存

能預先準備

設計局限





設計任務

設計一輛用作售賣所選定食品、外觀引人注目，並專為香港而設計的環保美食
車，包括車輛的內部設施和外觀。設計須考慮快餐廳的營運模式以及經營街頭食
品行業相關的本地法例。此外，調查和收集遊客及香港市民對於售賣食物種類的
意見以草擬一份餐單。
該車輛要包含已改裝的間隔和可擴展的部分，以便在營業時使用。 後，為美

食車設計一個標誌



設計規格

使用者需要：
 售賣處與台階之間的高度大約相差各一點五五米，是大部分的顧客能伸手觸及的，以

確保他們能順利和方便地付款和取得食物。

安全性：
 少要有一個防止車輛溜後的裝置，確保停下來售賣食物中的美食車不會因其他環境

因素而令車輛移動，對車內與車旁四周的人構成安全風險

 有防止刀具飛脫的固定裝置，確保車輛移動時，利器不會飛脫，令員工受傷

 車內 少要有一個滅火筒：萬一遇上失火，員工能夠減輕受傷的程度以及財物的損失

 要有 少一個抽氣扇及對流窗戶，透過空氣流通來降低廚房內的溫度，減低發生火警
的風險。如使用明火煮食時（例如：使用火槍作煮食用途），抽氣扇及窗戶能減少車
內產生的一氧及二氧化碳，避免缺氧或中毒

材料：
 以防火耐溫的物料來製造車身，因為廚房內的溫度高，必須要以不易燃的物料製造車

身；即使發生火災，防火的物料亦能減慢火勢的蔓延。

 車身物料必須以無毒材料來製造，否則含有有毒的物質會有機會滲入食物之中，損害
客人的健康



能源：
 以市電為主要能源，因為它供應較其他能源，如發電機和蓄電池較為穩定。再者，對於

空間有限的美食車來說是 佳選擇，使用市電只會佔用車內的小量空間來分配電力，而
使用發電機或電池則要用大量空間來存放燃料。

美感：
 要以富有香港本土特色的裝飾作為美食車主題，方能有效吸引外地遊客及本地人前來消

費，帶來收入。

功能：
 附有可擴展的部分，包括售賣處、簷蓬等，以方便營業。

 增添電腦裝置控制，以 少的資源來做 大的生產，極大化成本效益，以及控制及維持
食物品質和水平，確保售賣的食物能保持水準。

環保：
 將能源消耗量減到 低：以電腦系統來統計全車各個設備的電力使用量，將把在空間狀

態中的設備切換成低耗能模式，而將低使用量的設備關閉，節省能源。

 車裡添置廚餘回收箱，以確保不浪費任何可用的資源。

預計可應付人流：每小時可烹調40份餐



設計成果

有具體的餐單
包含十幅意念發展圖
能夠設計具代表性的標誌
使用電腦繪製美食車立體圖及工程圖





研究、探討及資料搜集



大快活



食物加工及烹
調

• 以「即時點即
時製」模式運
作

• 廚房裏每位員
工負責不同步
驟,加快出餐速
度

食物貯存

• 已預先準備及
雪藏

• 定時檢查冷藏
庫及冷凍庫的
溫度,以確保
品質

廢物處理及
環保

• 將食材損耗至
低於1%,以控
制廚餘數量

麥當勞



肯德基

• 採用全自動電腦化炸爐

• 電腦嚴格監控溫度和時間
食物加工及烹調

• 嚴格依照存放食品的標準食物貯存

• 每日監督巡查店內食物及環境衛
生食品安全及衛生

• 使用較少的食物包裝

• 堂食時部份會使用可循環的食具
廢物處理及環保



•中央食品加工中心負責烹
調主要材料，精簡餐廳廚
房工作

食物加工及烹調

• 中央食品加工中心負責監控品質

• 採用HACCP食品安全管理體系食品安全及衛生

• 使用可重用餐具

廢物處理及環保



社會趨勢：



計劃餐單

意念二：
本地小食

點心
煎釀三寶
格仔餅
雞蛋仔
炸魷魚鬚

意念三：
高檔次小食

煎安格斯牛柳粒
迷你盆菜
花膠碗仔翅

意念一：
各國特色小食

日式魚生冷麵
法式薯蓉焗田螺
英式Fish&Chips
美式牛肉漢堡



探討及分析廚房佈局



 中央廚房及現場烹調的優缺點比較



其中央食品加
工中心能夠確
保食物品質

少的食物包裝
出售食物

確保食物的品
質以及減少食

材的消耗

可能考慮的方案：餐具回收
「惜食」優惠



在現行的法例之下， 在香港推廣美食車其實會遇到很多阻力。例如消防條例指行車禁止用明火，
機電署指車輛不准用石油汽，食物製造廠牌照規定要在固定地點營運。但如果能撇除以上的因素
或更改法律所限制的範圍，美食車就能根據以下的法律來營運。

綜合食物店牌照 或 食物廠牌照（臨時食物車牌照）
《食物業規例》( 第132X章)
-可以出售食物業規例(附表2A第1部)指明所限制的食物和翻熱預先煮熟的食物

食物業處所的清潔狀況及維修
《食物業規例》( 第132X章)第5條
-在食物業的運作中所使用的食物業處所的地方處所結構的其他各部分保持清潔，不受有害物質沾染，
並保持完好、維修妥善和狀況良好，以使其得以妥善清潔及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防止老鼠及昆
蟲侵擾或禽鳥闖入。

局限 ：售賣的食物種類受到限制
修改部分：應該寬限美食車的烹調方法以及可銷售的食物種類或制定只適用於

美食車的規管條文
理由 ：美食車需要在不同的場合上運作，包括嘉年華，街頭營業，及各種

節日慶典。而在不同的場合上要烹調各類美食，故此要修訂法律
執行難度：低

局限 ：食環署的人員較難巡查（或突擊巡查）
修改部分：不適用
理由 ：美食車的衛生應與其他食肆的標準應一致，不需要有特別豁免
執行難度：低

經營街頭食品行業相關的條例



消防裝置或設備的擁有人的責任
《消防(裝置及設備)規例》95B章9條
-擁有裝置在任何處所內的任何消防裝置或設備的人，須保持該等消防裝置或設備時刻在有效
操作狀態及每12個月由一名註冊承辦商檢查該等消防裝置或設備至少一次

阻塞逃生途徑
《消防(消除火警危險)規例》95F章14條
-任何人安排將任何物件或東西擺放或留下，准許或容受任何物件或東西被擺放或留下，而該
等物件或東西阻塞或可能會阻塞該處所內的逃生途徑，該人即屬犯罪。

鎖上逃生途徑
《消防(消除火警危險)規例》95F章15條
-任何人如將或安排將任何處所的逃生途徑以任何鎖或其他器件關牢或准許或容受將該處所的
逃生途徑以任何鎖或其他器件關牢，而該鎖或其他器件在火警或其他災難一旦發生時不能在無
須使用鑰匙的情況下隨時和方便地從該處所內開啟或可能會實質上增加逃生的困難，該人即屬
犯罪。

局限 ：美食車內的位置小，不能安裝大型的消防裝置和消防水缸
修改部分：規定要有小型滅火裝置如滅火筒及滅火沙，重新設計消防裝置
理由 ：美食車的裝修及間隔與正常廚房不同，不能以同一標準來界定
執行難度：高

局限 ：美食車內較狹窄，逃生路徑不寬倘，門亦須關上以免外人進入
修改部分：爐具及其他物件不得伸出路徑，當門打開時亦要有警報
理由 ：如美食車發生火警，雜物會阻塞逃生路徑，而門的警報除了意味發生火

警，還警示有人打開了門
執行難度：高



酒牌

‐ 由屋宇署署長發出的《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 ‐核證食物業處所沒有違例建築工程的指引》

初次申請必須取得

- 或 由房屋署獨立審查組發出的《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核證食物業處所沒有違例
建築工程的指引》

酒牌續期和修訂申請
‐ 列出申請人申請修訂酒牌或會社酒牌的理由，如：

‐擴展領有酒牌處所的營業範圍
‐其他特別原因

在酒牌中附帶的標準發牌條件

‐必須展示由酒牌局所提供的持牌售酒處所告示
‐禁止任何十八歲以下人士在處所內進飲酒類飲品
‐除非獲得酒牌局豁免，該領有酒牌的處所必須同時持有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簽發的有效食
肆牌照
‐及其他

修改部分：不需要
執行難度：中等
理由 ：需要安排執法人員來巡查

《氣體安全條例》 (第 51 章 ) 
運送石油氣瓶的車輛不能進入行車隧道

政府向立法會匯報的文件指出：美食車上可使用電力和石油氣作煮食燃料。如在美
食車上使用石油氣明火煮食，相關石油氣裝置須符合《氣體安全條例》(第 51章)的規
定。而基於消防安全，營運者不得在美食車上使用固體燃料(例如木炭)。



政府指引：

食物類別：原則上，就出售的食物類別，美食車與其他食物業牌照所受的限制無異，
美食車須遵守食環署所訂的相關發牌條件，包括車上須配備有適當裝置的食物配製間。

　烹煮過程：營運者可在美食車上烹煮未經煮熟的食物，但須遵守相關食物安全和衞
生的規定，並須培訓員工或委任合資格人士為美食車的衞生經理或衞生督導員。

　限制出售的食物：如售賣限制出售的食物，例如壽司、刺身、奶類或奶類飲品、冰
凍甜點、非瓶裝飲料等，須施加特定附加發牌條件，例如規定設置防塵的陳列櫃，以貯
存和展示即食食物、來自持牌食物製造廠或其他認可來源的食物；以及配置有溫度計的
雪櫃以貯存或展示容易腐壞的食物等。

　後勤廚房：配製食物程序須在持牌食物製造廠內 (包括美食車上 )進行。如所有配製
食物程序能在滿足安全及衞生的條件下全在美食車上進行，則後勤廚房並非必要；但嚴
禁將在家居或其他非持牌食物業處所配製的食物於美食車售賣。

　食物來源：不論有否後勤廚房，在美食車上配製或售賣的食物均須從持牌食物製造
廠或其他認可來源取得。

　廢物處置：美食車產生的固體和液體廢物須按現行法例在核准地點棄置 (例如垃圾須
在後勤食物製造廠棄置，而廢水則須在連接政府污水渠的核准設施排放 )。



　檢查／執法：美食車須接受食環署的定期／突擊檢查，確保遵守發牌／持牌條件，
以及法例訂明的食物安全和衞生標準。如發現營運者違反法例或發牌 /持牌條件，有關
當局會因應情況提出檢控或發出警告。

如屢次違規，除了經由法庭作出的懲處之外，食環署亦可能按違例記分制或警告信制度
暫時吊銷或取消其牌照。

在先導計劃推行期間，美食車不得售賣酒類。

電力供應方面，為改善空氣質素及樹立香港作為綠色城市的形象，環保署認為美食車不
宜倚賴發電機發電。

美食車的登記、申領車輛牌照和取得相關駕駛執照的程序與一般車輛相約。美食車將會
列為特別用途車輛，車身種類定為「流動食物處理車」。



三款適合改裝成美食車的車輛



動力來源 石油氣

車長 35尺（10.66米）

車闊 11尺11寸（3.63米）

車高 11尺32寸（4.17米）

燃料缸容量 80加侖(303.2升)
水缸容量 52加侖(197.08升)
熱水器容量 6加侖

零件/功能 內置千斤頂，遮陽簷蓬



動力來源 柴油

車長 12米
車闊 2.52米
車高 4.398米
車重 23.7噸
燃料缸容量 350升
水缸容量 \
零件/功能 可以調校車身高度



動力來源 柴油

車長 9.45米
車闊 2.4米
車高 1.98米
懸吊負重 5.44噸(前) 9.52噸(後)
燃料缸容量 50加侖(189.5升)
水缸容量 \
零件/功能 可以調校車身高度



調查和收集遊客及香港市民對於美食車售賣食物種類的意見

問卷題目：
1.你有沒有吃/買街頭小食的經驗？
2.你願意花費多少來購買街頭小食？
3. 購買的份量大約多少？
4. 你喜歡什麼類型的小食？
5.你 常購買街頭小食的類型是甚麼？
6. 你希望將來的美食車內新增售賣甚麼小食/類型的小食？
7.天氣及季節有沒有影響喜愛街頭小食的類型?
8.你吃/買街頭小食時的考慮因素

問卷訪問方法：問卷放置於網上討論區上，並由網民隨機回答

回答人數：五十七人











政府物色了下列六個地點作為在先導計劃下美食車營運的試點：
 金紫荊廣場；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公園；
 尖沙咀藝能廣場(藝術館對開的休憩用地 )；
 中環新海濱；
 海洋公園 (園外地點 )；
 黃大仙祠前；
 起動九龍東；
 香港迪士尼樂園 (園外地點 )。

可行售賣地點分析



個案研習及科技探究



人體工程學在廚房設計中的考慮

高度由車內地板計起

售賣口開口的高度:920mm‐1540mm
 此高度適合車內的工作人員不需彎

腰亦能把手伸出車外，減少腰部尾
龍骨的勞損

爐具高度:900mm
 員工不用刻意抬高手煮食,降低手

部的肌肉勞損



通道闊度:1130mm
 廣闊的通道確保員工在工作時不會互相踫

到，亦提供足夠空間操作美食車內的所有
儀器



美食車應用的環保概念離不開以下方向：
環保4R，包括：

Reduce 減少使用
減少使用不必要的東西，就能減少製造廢物和思考如何處理它們。

例如:減少使用即棄餐具，減少不可食用的碟面裝飾
Reuse 物盡其用
不要隨便丟棄尚未完全使用的物品，物盡其用。

Recycle 循環再用
把將表面沒有價值的物品回收，再造成有用的物品，重覆運用資源。

例如:鼓勵顧客將垃圾分類
Replace替代使用
採用較環保的物品或生活方式，減少使用一次性物品

例如:使用可重用餐具或可食用餐具，使用太陽能板發電

推行低碳綠色生活:
多菜少肉計劃，提供素食套餐和多菜少肉套餐
參與香港政府推行的「惜食香港運動」，可以以減5蚊的優惠以推廣減少
浪費食物
減少碳足印，使用本地農場所提供的農產品

環保概念



機械類型 圖片

臂架伸縮
機械

單向凸輪

高速伸縮
機械

雙搖捍機
械

機械類型 圖片

拉鏈條

單向凸輪

圓筒凸輪

確動凸輪



簷蓬
作用:為部分排隊中的顧客遮擋
陽光或雨水

底視圖

美食車向外伸展部分的機械結構



固定車身裝置
 固定支腳（水平支腿）

作用：防止車輛溜後，確保營業中美食車不會移動，對車內與車旁四周
的人構成安全風險



產生及發展設計意念



售賣口的開口

方案一



方案二



特色：以卡板作為主要材料
好處：可以疊上，能節省存放空間
壞處：不太環保，可能會消耗過多卡板

外賣袋





可以摺的碗

特色：以幾何形狀來摺成碗
好處：可以摺上，能節省存放空間
壞處：食物可能會卡在碗中



醬汁包裝設計



成本便宜，一次
買100個只要4美
元；
完全天然，只須
四到五天就可以
被泥土分解

優點：

引入由印度公司發明的可以吃的餐具

該公司聲稱:

 可食用餐具成分中不含防腐劑
 保存期限為3年
 由小米、米飯、麵粉等天然食材烘

焙製成
 有原味、甜味、辣味3種口味可以

選擇。





以巨無霸為主題，美食車外部設計主要為巨無霸，令
人遠距離都可看到

向外延伸部份同時
以食物為外形，如
使用芝士、青瓜，
令設計有一致性



標誌



後設計意念







售賣食物的餐單 設備及需佔空間

各國特色小食

日式魚生冷麵
法式薯蓉焗田螺
英式Fish&Chips
美式牛肉漢堡

雪櫃/冰箱

炸油鍋

煎鑊











材料解說圖



完全展開

設計解說圖



科技解說圖



評鑑



計劃、時間及資源的管理



一次性支出 港幣

車輛IC Bus HC Series (USD$77,500) ‐$601 605
購買設備費用 ‐$175 000
改裝/安裝設備費用 ‐$175 000
首次登記稅及或其他牌照費 政府未有明確列明

總計 ‐$951605

每月支出/收入 港幣

油費 ‐$10000
場地租費 ‐$16000
泊車費 ‐$16000
人工 (五人)(三十日) ‐$81000
平均維修費 ‐$25000
收入(平均三十五元) (每日售出二百份)(三十日)(已扣除
成本)

+$210000

總計 $62000

政府未有明確列明營運者是否應繳交利得稅

$951605(一次性支出)/($62000(淨收入)‐$40000(生活費)) 
= 43.25月 (三年六個月)可以回本



法律 －更新及修改現有法律
• 由於現時有很多法例是不合時宜，以及未能緊貼社會趨勢。因此，美食車的

出現會加速政府及執法部門去研究和檢討現行法例的不足與可修改之處，令
更新後的法律更加完善。日後如果有人有意開辦美食車時，可見以相關經驗
來節省不少時間和申請步驟。

文化 －文化交流
• 美食車售賣任何地方的食物時，都必須修改食譜，加入本地人喜愛的元素，

以迎合本地人的口味。此舉將有助加速文化交匯，促進文化全球化之中的文
化本地化。當外地人品嚐時，將感受到中西式融合的精髓，例如在美食車先
導計劃入圍的「暗然銷魂漢堡」融合了美式快餐文化和港式的飲食文化，正
正顯示了美食車對文化交流的作用。

－感受其他的飲食體驗
• 香港現時有很多餐廳都是以快餐和茶餐為主，而美食車可以另類的上餐方式，

如精品化等，可讓香港人感受其他生活態度。



經濟 －有助推動旅遊業發展
• 美食車先導計劃是由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所提出來的「救市奇招」，目的是為

吸引旅客及本人消費，為旅遊景點增加特色。短期來說，美食車能作為旅遊
景點的特別賣點，吸引別人嘗試創新的菜色，增加顧客的消費。根據香港專
業教育學院酒店、服務及旅遊學系高級講師黃家榮認為，美食車可以為旅遊
景點增值，提升景點的獨特性，亦方便旅客用膳和提供更多選擇，推動遊客
消費，有助旅遊業發展。

－對經濟的貢獻
• 在推動創業方面，美食車會為有意創業的市民開闢新的路向，提供新的選擇，

使飲食業更加多元化，有助增加此產業對香港的經濟貢獻

環保 －提高城市電力網絡的發展
• 美食車的主要使用的能源是電力，而電力需要靠城市的電力網絡來供應。規

劃城市時，應考慮美食車的營業需要，包括建造提供電源的設施如充電站等，
有助推動建造更多電動車充電站。

－推廣環保主義
• 短期來說，美食車的綠色設計能夠促進及推廣使用電力產品的使用率及優點

提高使用電的比率



美食車
對各持分者的影響

正面影響 負面影響

當區大眾 當美食車到達各區售賣食物時，
該區大眾能品嚐美食車所售賣的
食物，感受別於該區食肆的風格，
讓他們對美食車的概念耳目一新。

美食車可能對當區的衛生及市容
有負面影響。如果美食車沒有適
當地處理營業時所產生的污水或
垃圾時,將對當區的衛生構成風險，
增加細菌和昆蟲滋生的機率，甚
至發出異味。

當區市民 美食車可以為當區居民提供更佳
更多的飲食選擇。

營運中的美食車可能為當區居民
帶來噪音滋擾。當美食車營業時，
其叫賣聲及顧客的談話聲形成的
聲浪可能對居民造成騷擾。

香港旅遊業界 他們可以藉此機會向各地旅客宣
傳，推廣香港的新體驗，以吸引
更多旅客到訪香港，從而以他們
的消費來推動旅遊業的發展。

未有明顯的負面影響。

交通運輸業 當規劃美食車的停泊位置，會考
慮到行車路面是否夠闊。需要時
可能會擴闊路面，以供停泊美食
車，亦間接減輕交通擠塞的情況。
此外，推行美食車計劃可能會促
使政府檢討及修訂有關美食車行
業的相關法律。

如營業中的美食車停泊在一些狹
窄的路面上，將阻塞街道，影響
交通。此外，美食車延伸／突出
的部分如沒有妥善地固定或收好，
有機會會引致交通意外。



：
：

美食車
對各持分者的影響

正面影響 負面影響

四周商戶 美食車會為當區的商戶帶來商機，
亦能為當區吸引人流，增加遊客
和本地人的消費，增加生意額。
也可以能為當區的餐廳帶來良性
競爭，提升餐廳的食物質素。

有機會令各商戶產生惡性競爭，
出現「掠奪性減價」，減低美食
車行業對經濟的貢獻。亦可能出
現合謀定價，剝奪市民及遊客利
益。

外國遊客 美食車輛能夠作為景點的新賣點，
吸引更多外國遊客嘗試薈萃中西
文化的飲食特色，感受前所未有
的體驗。

未有明顯的負面影響。

消費者 消費者能嘗試嶄新的食物款式，
享受與平常餐廳不一樣的體驗，
有更多飲食的選擇。

未有明顯的負面影響。

活動團體 舉行團體活動或嘉年華時，美食
車能為參與的民眾提供膳食服務，
方便參加者之餘亦能留住他們在
活動場所之內，減少離開的意欲。
美食車也可以幫助主辦團體節省
搬運廚具所用的時間及所花費的
金錢。（與到會服務比較）

未有明顯的負面影響。



規格 評分
(5🌟為滿分)

原因/評語/改善地方

售賣處與台階之間的高度是大部
分的顧客能伸手觸及

🌟🌟🌟🌟🌟 可以添置台階讓顧客踏上

防止車輛溜後的裝置 🌟🌟🌟🌟🌟 有講述作用，卻沒有詳細講述安裝支腳
的地方

固定刀具的裝置 🌟🌟🌟🌟🌟 沒有詳細及具體的設計

車內 少要有一個滅火筒 🌟🌟🌟🌟🌟 以二氧化碳來滅火的滅火筒能撲救車內
大部分的潛在火源

要有 少一個抽氣扇及對流窗戶 🌟🌟🌟🌟🌟 車輛有天窗及多個窗戶，並設有抽氣扇

以防火耐溫的物料來製造車身 🌟🌟🌟🌟🌟 沒有清楚說明理想中的材料

車身物料以無毒材料來製造 🌟🌟🌟🌟🌟 沒有清楚說明理想中的材料

以市電為主要能源 🌟🌟🌟🌟🌟 車內所有煮食儀器都是用電力

要以富有香港本土特色的裝飾作
為美食車主題

🌟🌟🌟🌟🌟 標誌以維港的夜景作為背景，很具代表
性，但名字不能有效吸引遊客光顧



規格 評分
(5🌟為滿分)

原因/評語/改善地方

附有可擴展的部分 🌟🌟🌟🌟🌟 可擴展的部分能夠方便營業

增添電腦裝置控制 🌟🌟🌟🌟🌟 如能用電腦控制食物品質，將有助美食
車營業

將能源消耗量減到 低 🌟🌟🌟🌟🌟 由於美食車的售賣口大，如在車內開啟
冷氣，將非常消耗能源

車裡添置廚餘回收箱 🌟🌟🌟🌟🌟 沒有納入美食車設計之中，因為難以清
潔，容易滋生細菌

預計可應付人流 🌟🌟🌟🌟🌟 由於美食車的人手和空間不足，如購買
的人數太多，將難以處理



感想

透過這次校本評核，我深深明白到設計一件產品是需要從多方面的
角度去考慮使用者及營業者的需要，例如，從人體工學的角度去考
慮是否會方便使用者的需要及減輕身體的勞損，從車輛的整體設計
考慮到會否阻塞街道等等。

完成此份校本評核後，我相信我能夠在日後的學業或事業運用我學
會了的知識及技巧，盡展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