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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喜華美社區廚房店長。

•七喜廚房於台中在地推廣剩食續食與食物共享經濟，與民眾分享對於『剩

食』概念的認識、進行食農教育，同時以社區食堂形式參與社區營造、供

應健康餐給予來到廚房的老長輩們與不同年齡層的朋友們一起共桌用餐。

專注將市場上被淘汰的醜蔬果化成無國界料理，翻轉民眾對於剩食的刻板

印象，讓『蔬果與人，都沒有剩餘。』並且幫助小農減少農棄，以利己同

時利他的經營理念，一起阻止食物浪費！

演講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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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精采保留與延伸論述

華美社區剩食廚房的社區概念與建構模式

關鍵詞：剩食、社區廚房、供餐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在 2013 年 12 月所提出的研究報告，從

農產地到運輸過程、加工以及零售店面、最後到達消費者手上

的整體過程中，全球每年就有大約 13 億噸的糧食遭到拋棄浪費

的命運，然而與此同時，全球卻還有 8 億多人口在挨餓。因此

糧食分配不均與妥善珍惜現有資源，已經成了當下世界各國都

需要積極面對並著手解決的棘手問題。

但阻止糧食的浪費，是一件

與其期待政府訂定出實際施政方

向、有所作為，還不如從自己、

從身邊、從一個社區左鄰右舍的

地方單位，就能夠集合眾人的力

量一起來建立相關的剩食通路聯

絡網，並且更利於推廣剩食概念，

達到地方互助、資源共享、社區

共好的理想。

七喜廚房於台中在地推廣剩

食續食與食物共享經濟，與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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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對於『剩食』概念的認識、推動食農教育，同時以社區食

堂形式參與社區營造、供應健康餐給予來到廚房的鄰居們與不

同年齡層的朋友們一起共桌用餐。並且從產地直購新鮮格外品，

幫助小農增加收入同時也減少農棄。專注將市場上被淘汰的醜

蔬果化成無國界料理，翻轉民眾對於剩食的刻板印象，讓剩食

成為豐盛美食，讓『蔬果與人都沒有剩餘。』一起阻止食物浪

費！

一、華美社區剩食廚房的運作模式概要

1.剩食食材種類與資源的再利用分配

華美社區廚房每天下午都會有人員前去鄰近的向上傳統市

場向菜攤們收集食材回來，沒賣完、過大、過小、過熟、重量

未達標準、碰撞受傷、曬傷、蟲咬……等等因為各式各樣問題

而成為的剩食，雖然需要多費工夫整理但還可以食用，卻面臨

被下架拋棄命運的 NG 食材們，在當晚做成美味豐盛的無國界、

無菜單式家常料理，並且歡迎社區鄰居以及所有想認識七喜華

美社區廚房的朋友們一起來吃飯、一起認識剩食與食物浪費的

社會議題。

從市場回來後，我們會在店址的騎樓進行當日回收食材的秤

重紀錄與分類整理，同時挑選我們需要烹煮的部分，主要包含

華美廚房供餐與加工品 ( 例如蛋糕 ) 的販售維持營運所需經費、

昇平里福德祠供餐，以及北區明日餐桌育德店營運一部分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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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材所需。餘下的便全數提供讓鄰居以及從各處前來的民眾

挑選、免費帶回。

同時，若有狀況良好、單種品項數量也較多的新鮮食材 ( 例

如一大袋的格外品小黃瓜、一整籃的小南瓜、狀況良好的空心

菜等等 )，我們就會再轉送給認識的公益單位。例如台中育嬰院、

失智者照顧協會、台灣陽光婦女協會等等。

此外，除了向上傳統市場，華美社區廚房也相當歡迎來自其

他各處市場攤商或是小農、個人、家庭、商家等等，主動運送

和贈與用不完、賣不完的食材或部分加工食品給我們。比如台

中第五市場的食材、個人或家庭裡因為即將出國而用不完的冰

箱食材、麵包店的下架即期品等等。雖然不是來自附近鄰里的

互動，卻是我們在推廣剩食議題上已有較遠的影響觸及力的階

段性成果象徵，在幫助剩食議題的推動與認同上，有著不小的

擴散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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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區廚房的供餐模式與主要流程

華美社區廚房的共食剩食活動分為中午與晚上兩個不同時

段地點，其營運模式也略有不同。

(1) 昇平里昇平福德祠

於每週二至週五，中午 12:00 開放用餐至 13:30 結束。由於

供餐地點福德祠方面並無烹調設備，因此料理皆於華美社區廚

房烹煮完畢後，由志工載送至該地點，並提供民眾供餐打菜、

清洗碗盤等相關服務。

共食剩食活動不受理一般預

約訂位，並且由於剩食食材有限、

也不希望有煮好後卻因為吃不完

而再度被剩下的料理食物，因此

總菜色數量大約為 8 道菜、1 湯、

水果或麵包等甜品，不因陸續有

希望用餐者到來而不斷在用餐時

間內提供料理替補出餐。因此如

果當日用餐者較多，也可能在

12:15 左右菜色即所剩不多，消耗

速度是很快的。

每人其餐點費用 30 元，並由

合作主辦單位昇平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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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昇平福德祠方面再提供我們每人 20 元的餐費補助，並另外設

置隨喜贊助箱以維持長期營運所需經費之目標。

(2) 土庫里華美社區廚房創始店

皆於每週二至週日晚上的 18:30 準時開放用餐，至 20:00 結

束。

由於座位僅能容納 14 人用餐，同樣不受理一般預約訂位，

僅接受 10 人以上、12 人以下的包場預約，端出大約 7~8 道菜後

就會停止出菜，不會一直出菜到 20:00 為止，因此我們通常都會

建議有意參與者務必儘量於 18:30前準時抵達。

來到華美廚房後，會請用餐者先領取號碼牌放置在座位上，

用意僅為讓我們知道該座位已有客人、計算當日的用餐人數、

以及維持取餐秩序。18:30 開飯時會邀請大家按號碼順序開始採

自助式取用餐具取菜並回座享受美味的剩食料理。用完餐後，

只需要付出一個用餐者認為較無經濟負擔、但又可以支持我們

食材不浪費經營理念的金額來自由定價付費。最後，騎樓處有

水槽可供用餐者自行清洗各項使用過的杯盤碗筷等餐具，並晾

置於專屬的餐架上即完成所有共食剩食的流程。

(3) 華美社區廚房為什麼要採用自由定價模式？

和水電瓦斯以及設備維護等相關開銷。雖然多數食材來自各

方的熱心捐贈，但一年 365 天收到的食材也沒有一天會和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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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完全一樣，料理內容又無國界無菜單、全憑收到的食材內容

來搭配組合與發想，這樣運作模式本來就不那麼方便訂立一個

明確價格。而昇平里福德祠供餐的 30 元費用，則是參考了其他

同樣有志於服務社區的供餐單位、並且估算華美營運本身所需

的長期維持供餐經費而與昇平里社區發展協會共商的結果。

從理想面來說，則是給了隱性貧窮者、近貧族、失業者、以

及任何經濟上有需求者們一個能夠放心前來溫飽用餐的地方。

事實上，絕大多數真正有類似扶助需求者，都無法符合申請清

寒或是低收入戶相關證明的資格，或者有另一類型的需求者會

拒絕他人給予的『免費的施捨』。

無論是誰，也不需要出示身分證明或任何文件，都可以用一

個自己負擔得起的價格，到華美社區廚房來吃一頓飯，同時能

讓用餐者明白自己食用的這頓飯並不只是能在無形中幫助他人、

也幫助減少食物浪費所造成的環境汙染與資源浪費。

二、選擇在華美街扎根剩食議題的因素

七喜華美社區廚房的店址所在之處，不僅是因為鄰近向上傳

統菜市場而能方便我們進行剩食食材的回收合作，附近整個土

庫里、昇平里至國立美術館一帶，亦有相當多具特色的人氣餐

飲店、咖啡店、用心做出自身特色的文化創意販物店、舊冊店、

書店……等等，社區剩食餐廳的開設雖引起居民們的好奇詢問，

但大家都對『很有特色、跟別人不一樣』的店接受包容度都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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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另外，我們所在的土庫里里民們對於自身社區的活動參與

度、平時里民大會上討論社區發展問題的關心程度，彼此熟識鄰

近的居民之間的互相噓寒問暖，都能顯示出居民的向心凝聚力是

非常充分的。隔壁昇平里活動中心、也就是我們進行昇平里供餐

的福德祠，也相當常見居民在此上課活動、泡茶聊天等聚會。而

剩食這個議題，又相當適合在有許多家庭主婦、婆婆媽媽、有志

青年的社區裡推動，綜觀地利、人和，都是選擇作為一個社會議

題的推廣與社區服務的好所在呢！

三、如何與社區居民和當地傳統市場

攤販們述說『剩食』概念

1. 社區居民

首先，我們應該要做的是融入與社區居民們的共同日常生活

中，而不是一昧的急著要推廣自己想說的概念。先了解一個社區

擁有什麼、缺乏什麼，理念可以從何處著手傳達給居民才不至於

讓人感到過度強硬壓迫。有時候即使在做的是一件好事，但是太

過唐突冒犯的『我是為你好』的態度仍會引起居民的反感而排

斥，並且需要站在對方的角度，來述說我們的理念。

社區推廣並非學校的教育學習。在學校，老師通常會先給學

生一個專有名詞，然後再告訴學生關於這個專有名詞的解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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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社區推動一個新的議題、新的概念，我們會先用不論年齡

層、教育程度等等各種因素背景都能夠聽懂並理解的白話方式，

說明我們正在做什麼樣的事情，而這件事情用一個詞彙來總稱

可以稱之為是什麼會比較恰當。例如，不先談『剩食』，只說

『不浪費食物』，每個人都能立刻明白。等居民較為熟悉我們

整體運作後，我們再告訴他們，這些林林總總的事物，就是『剩

食議題』的一環，大家就容易理解得多。

否則依據過往經驗，年長者們有時會直接這麼說：「我書讀

得不多，不懂啦！不用跟我講那些啦反正我也聽不太懂，我只

要知道你們是在做好事，那就告訴我要怎麼做、怎麼幫你們這

些年輕人就好了啦！」能夠得到互動已是難得，但如果無法確

實讓居民了解，會是非常可惜的事。

七喜華美社區廚房用了將近一年的時間，讓經常來到據點吃

飯聊天互動的社區居民開始能夠直接在日常對話之中，說出『剩

食』這個字眼。雖然路程較為緩慢，但耕耘更為值得。

2. 市場攤商

務必清楚說明時間、地點、要什麼、怎麼用、怎麼給。

(1) 時間：幾點方便去收，才不會造成攤商們的困擾？有的

菜市場方便早上就給、有的卻需要中午過後收攤時間，各有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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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點：當我們有明確的店面位址，就清楚告訴攤商：「我

們的據點就在哪裡，距離這裡不遠，所以如果有疑慮也沒關係、

不用現在就答應我們，歡迎先到我們的廚房去了解過後，我們

再來一起合作。」

(3) 要什麼：有的攤商其實平常本身就很熱心、會把一些品

質相當好的蔬果送給慈善公益單位。那些平常也是他們要賣的，

算是捐贈品。因此我們在需求說明上都必須強調一件事「還要

賣的，敬請留著。我們希望收取的是各位頭家們賣不完的、可

能有各種瑕疵因素（曬傷、蟲咬、碰撞、過熟等等）不打算再

販售了但還可以吃的食材，一起食物不浪費。」而不是拜託店

家將原本要賣的蔬果捐贈給我們。

(4) 怎麼給：能否設立定點集中回收？還是有的必須逐攤收

取？也必須談清楚。如果是定點回收，通常直接尋求市場的管

委會幫助會比較能快速找到解決方案。

保持資訊的公開、透明，讓提供者有明確管道可以找到我

們，是建立信任的重要步驟。

四、與鄰里居民共同分享醜蔬果和即期食材，

建立共享剩食循環之外還分享各家料理訣竅

每當我們從市場把當日的醜蔬果和下架食材運回據點，就會

陸續有數名附近鄰居前來探看：「今天收到了什麼菜呀？」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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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居民路過，也會招呼一二句歡迎

他們來免費拿菜，當然還不乏幾位

從較遠的地方騎著機車特地來挑菜

選菜的朋友。

騎樓是個開放空間，大家來到

這裡挑選食材時，有時候也會乾脆

幫我們共享平台上的某幾種蔬菜挑

揀整理好，例如剝長豆絲，接著騎

樓的共享平台就會變成社區鄰居們

一起聊天談鄰里八卦大小事的臨時

聚會點。

遇到某幾種食材，大家都會知道有誰很會處理、能把這樣菜

煮得特別好吃；遇到比較不常見的食材，社區裡總有幾個很會

做菜的家庭煮婦和煮夫，就會互相討論這要怎麼煮，彼此分享

自家的料理心法，沒煮過的人都可以帶回去自己試試看；我們

華美社區廚房的大廚有時候就會在這樣的分享當中學到新的料

理方法，也讓大家平時在家的料理烹飪家務事多了幾分樂趣。

五、來華美社區廚房用餐，社區長輩優先

華美社區廚房每週二至週日晚上的 18:30 準時開放用餐，由

於座位僅能容納 14 人用餐，也不受理一般預約訂位，因此我們

會在 18:10 分左右開始發放號碼牌給予已經來到現場等候用餐的



文化與教育的翻轉現場

289

輯三 

民眾。不過，無論順序幾號，為了能給予我們的社區鄰居們

更確實的服務，我們通常會預先保留幾個座位給經常來用餐

的鄰居朋友，直到開飯後確認鄰居尚未來到現場、推測當晚

沒有用餐需求，我們才會把座位讓給其他前來用餐的朋友們。

同時，社區居民並享有可以優先排隊取餐的權利。

即使當晚有包場用餐的預約，也會事先提醒對方，就算

是包場，我們仍會維持社區居民保留席的服務，並且請大家

和我們這裡的居民們一起用餐。讓遠道而來的訪客和社區居

民們共同圍著一張大桌子一起吃飯聊天、認識我們的社區；

也讓社區的居民朋友們、尤其是長輩，可以有更大的意願走

出家門、和來自各處各種不同年齡層的朋友們談天說地，增

加餐桌話題的多元、也開啟世代溝通籓籬的機會，讓長輩們

的吃飯日常變成一件有趣的事。

六、跨里合作，和在地志工一起規劃

推動第二個社區供餐活動

我們有幸在社區里民向心凝聚力十足的台中市西區土庫

里扎根兩年後，順利在 2018 年初春節，終於正式開始嘗試中

午時段從位址所在的土庫里、跨區到隔壁昇平里福德祠的供

餐了。雖說距離不遠，卻是我們在拜訪各方談妥所有的需求

和克服各種困難後，接著一次就動員了相當大能量的、一個

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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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 2017 年時與台中第六市場 - 金典綠園道商場成功合作

了設置剩食冰箱資源再利用，並很榮幸於第六市場的開幕記者

會上遇見了我們臺中市西區的陳區長，藉由陳區長的協助牽線

介紹，我們見到了向上市場自治會的張會長。說來慚愧，明明

已經在向上市場和近十家攤商合作收取下架醜蔬果已有一年半

之久，卻一直沒有機會認識向上市場的自治會會長。於是我們

商請了張會長，協助我們和更多的向上市場攤位懇談配合、留

下還可食用的剩食蔬果。於是很快的，我們一口氣就新增加了

九個回收據點包含十幾家攤商頭家的熱心贊助，足以支應新增

加的昇平里福德祠的供餐需求，還更豐富了我們收取的蔬果與

肉類食材的項目種類。

而昇平里中午供餐計畫也是從 2017 年底就與臺中市昇平里

的蕭行凱里長洽談合作。有賴里長的一口答應、大力支持，從

基本的跨區供餐流程、互相分配彼此的負責事務、解決現場不

足的設備需求，到動員了當地鄰長們一起來向社區里民廣佈發

放供餐的訊息和宣傳單，讓我們也很快的就在當地找到了數名

熱心志工，用在地經營、在地互助的理念目標，一起來做社區

營造、為里民服務。

至截稿為止，昇平里的供餐活動已經進行了第六個月，無論

是剩食共食的模式或是豐富營養的料理菜色都相當受到昇平里

民的支持響應，從原本預計至多 20 人份的供餐規模，增加至我

們華美社區廚房所能提供料理的份量極限，幾乎每日都有 15~25

人的餐點供應，未來長期穩定發展的效果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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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歡迎前來複製汲取經驗的華美社區剩食廚房

剩食造成的來源與因素相當得多。除了最初的產地格外品，

不論是在運送過程中、或是進入到銷售通路篩選、消費者購買

後未能妥善利用的浪費等等，都會使原本還可食用的食材成為

了剩食。華美社區廚房的店址在華美街 40 號，這個位址鄰近在

台中規模不小的向上傳統市場，就是適合將拯救的剩食回收重

心目標，擺在傳統菜市場這個比起一般大型超市賣場通路還要

更容易產生大量拋棄食材的－－剩食的產地。

做為一個推廣剩食不輕易浪費的社區據點，能夠儘量將料理

全數食用完畢、同時尊重禮讓社區居民保持良好互動仍是相當

重要之事，因此來到華美社區廚房吃飯，難免有些規矩眉角和

一般餐館不同、會要求到訪的食客們遵守。但也因為如此堅持，

我們即使和一般餐廳同樣，是開放式的、不限制用餐成員身分

只能是當地居民的一個小小社區食堂，在經營理念上尚且還能

夠保持初衷。

也由於以剩食食材結合社區供餐、加上不特別限制用餐者身

分的供餐模式，在台灣各處其實已經蓬勃發展的社區供餐活動

裡，實屬相當少見，我們尚未聽聞有完全相同的前例可依循參

考，因此我們每一步的踏出決定都得來不易，進程可能不快，

卻務求踏實、長久地走下去。也由於華美社區廚房的特殊經營

路線而承蒙各界抬愛、前來造訪，互相學習彼此經驗。許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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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們社區廚房訪談的團體，都訝異於我們的樂意分享程度是

同行少見，然而，正由於是歡迎大家來汲取經驗的華美社區廚

房，才能保持願意被探討如何更進步的謙讓。既行好事，自然

樂見能讓好事在更多好地方、好社區發生。利他的同時也能幫

助自己的經營概念與社區互助精神，才能讓人真正看見它的價

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