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分本地電動堆肥機供應商名單 
 

 公司名稱 地址 聯絡人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網站 / 電郵地址 產品資料 (由供應商提供) 

1 山水工程

有限公司 

香港上環文咸

西街 44-46 號 

南 北行 商 業

中 心1004 室 

譚先生 3112 1678 3020 6289 www.aee.com.hk 

 sales@aee.com.hk 

 

利用有機微生物對廚餘進行高效分解，然後對產生的氣

體進行多單元分解，首先是紫外光觸媒分解及消毒，利

用紫外光觸媒產生的活性自由基與有機氣體分子進行反

應，然後再利用多元金屬燃燒催化劑將殘餘尾氣進一步

分解成二氧化碳與水後直接排放到室內，氣體處理單元

具有免更換，持續高效作用的優點。並且能夠更高效地

處理尾氣，從而便利外排氣體不會污染室內與室外空

氣。  

特點：  

「零廚餘」快速將廚餘殘渣分解成有機肥料  

「零負擔」超強過濾系統，勿需排水，排氣管道  

「零煩惱」安全、環保、美觀、易於操作  

「零污染」除臭、殺菌、不污染室內空氣  

 

 www.idear.com 

2 聯誼工程

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新蒲

崗太子道東 

698 號寶光商

業中心 23 樓 

吳先生 2767 1000 2767 2000 www.ael.hk/en/ 

info@ael.hk 

 

提供廚餘處理解決方案。 

微生物在高溫和帶氧的環境下把廚餘分解成肥料。附有除

臭系統處理異味，廚餘體積可減少 75%。 

 

http://www.ael.hk/zh-hant/  

3 安樂工程

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

道510 號港 運

大廈13樓 

黎先生 2561 8278 2811 3321 www.atal.com.hk 

info.env@atal.com 

 

1. Joraform是第一家提出旋轉堆肥桶方法的公司。 

2. Joraform的肥料堆肥技術成功地被瑞典政府認受，並

於 1990 年獲得瑞典環保局在其研究報告第  4229  條中

確認其將處理食物廢料(廚餘) 轉換成 PK 肥料級堆

肥。 

3. 經 Joraform JK5100處理所生產的堆肥料符合瑞典及歐

盟對重金屬的嚴格限制。 

4. 沒有超出瑞典環保局或其他歐洲國家對有害氣體的排

放的管制。 

5. Joraform JK5100  技術廣泛地被世界各地採用，至今已

超過  21個國家。 

http://www.aee.com.hk/
mailto:sales@aee.com.hk
http://www.idear.com/
http://www.ael.hk/en/
mailto:info@ael.hk
http://www.ael.hk/zh-hant/
http://www.atal.com.hk/
mailto:info.env@atal.com


 公司名稱 地址 聯絡人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網站 / 電郵地址 產品資料 (由供應商提供) 

6. Joraform在不同國家提供培訓及售前及後的服務。 

7. Joraform JK5100 基本上能處理所有的食物渣滓或廚

餘，例如肉、骨頭、雞骨頭、橘子皮等。 JK5100設有

一個綜合的磨床，可自編程式和全自動化操作。 

8. Joraform JK5100符合歐盟符合性聲明及EN60204-I機器

安全的總體要求。 

www.joraform.com.cn 

 

www.joraform.com 

4 佳澤科技

有限公司 

香港 九龍 灣啟

祥道22號開達

大廈3樓A室 

潘先生 2511 2118 2507 5078 www.deltapyramax.com  

edwardpoon@dpx.hk 

( 請 參 閱 英 文 版 )    

www.deltapyramax.com  

 

www.ecofast.eu 

5 通恒環保

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蜆殼
街9-23 號 秀明
中心 11 樓 A 室 

馮先生 3576 3818 8147 0380 www.ecosys.com.hk 

 

 wallace@ecosys.com.hk 

 

ECO 廚餘處理器 

 

ECO-Green 為成立超過10年的香港本地品牌，在本港研發

出 ECO 廚餘處理器，已取得堆肥品質標準 2005 的證書，

並成功打入本地市場，客戶包括香港政府，知名大型屋

苑，街市，學校及非牟利機構，我們能協助客戶填寫申

請書和報告。 

 

ECO 廚餘處理器採用多種微生物及益生菌在攝氏  60 度運

行，全自動分解廚餘為粉狀有機肥料或飼料。二十四小

時內廚餘的體積會縮減80%，把廚餘循環再用。   

 

www.ecosys.com.hk  

6 雅高環保

(香港)有限

公司 

香港新界沙田
科學園科技大
道西19號19W
大厦3樓349室 

王先生 3461 1379 3011 5013 www.ecopia.com.hk 

  

ecopiahk@gmail.com 

EX 廚餘化水機系列 

 

工商業用的EX系列廚餘處理機，採用獨家廚餘快速分解

技術，使用高效濃縮微生物配方，配合全新生物材料科

技，本廚餘機可在24小時內將廚餘高效分解為二氧化碳

和液體，有效減少有機廢物體積，並大幅降低碳足跡的

產生。液體可選擇作循環利用用途。 

http://www.joraform.com.cn/
http://www.joraform.com/
https://ap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www.deltapyramax.com%2F&data=05%7C01%7Cliztsui%40dpx.hk%7Cb5dda6f30c824ff8c1ba08da5325a14a%7C9dc54904baac48d4ad429d5100602b47%7C1%7C0%7C63791371834092554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5SGH9mwJdqOFMCRHbJ8tgMT1D54%2BMVkEx5iciYI6E8E%3D&reserved=0
mailto:edwardpoon@dpx.hk
https://ap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www.deltapyramax.com%2F&data=05%7C01%7Cliztsui%40dpx.hk%7Cb5dda6f30c824ff8c1ba08da5325a14a%7C9dc54904baac48d4ad429d5100602b47%7C1%7C0%7C63791371834092554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5SGH9mwJdqOFMCRHbJ8tgMT1D54%2BMVkEx5iciYI6E8E%3D&reserved=0
https://ecofastuk.com/products/
http://www.ecosys.com.hk/
mailto:wallace@ecosys.com.hk
http://www.ecosys.com.hk/
http://www.ecopia.com.hk/
mailto:ecopiahk@gmail.com


 公司名稱 地址 聯絡人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網站 / 電郵地址 產品資料 (由供應商提供) 

 

另外可根據客戶需求加配循環利用轉化裝置，廚餘機採

用資源轉化技術，有效去除其中高濃度的油脂和鹽分，

產出高質素的肥料，不易引起土壤惡化。分離提取出的

油亦可轉化為生物柴油。水可循環再用。 

 

EP 廚餘堆肥機系列 

 

工商業用的EP系列廚餘堆肥機，採用獨特高效微生物配

方於40-50℃溫度下運行，可在24小時內將廚餘高效轉化

為堆肥，有效減少廚餘體積，同時可實現廚餘的循環再

用。 

  

EP系列廚餘機包括多種型號，每日可處理廚餘10公斤至5

噸，可用於大小型餐廳，酒店，學校，社區和食堂。該

系列無需任何特殊的安裝，只需接駁電源插座，便已經

準備就緒。 

 

 

W-Recycler 廚餘回收系統 

 

W-Recycler 是最新的物聯网智能廚餘回收系統, 它包括電

子智能廚餘圾垃箱讓民眾棄置廚餘, 內置的消毒功能保障

環境衛生, 能記錄用戶的棄置量並轉化為奬賞積分, 兌換各

種優惠. 數據傳送雲端與手機應用同步。 

 

www.ecopia.com.hk 

7 綠地生物

科技有限

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

道386-388號 北

港商業大廈14

樓A室 

周小姐 9835 8497 3428 5577 www.embibo.com 

 

fanny@embibo.com 

 

“PAIR”佩兒臺灣餐廚環保第一品牌自 1990 年，創最先

進【高速離心式】專利設計，並獲中國發酵處理方法及

系統發明專利及多個獎項。可處理任何餐廚及其污水。

機身細小處理速度快且量大。可提供每天處理量300kg-20 

噸的設備，可製成有機肥料，飼料或綠能。亦可提供 200 

噸的自動化廠房設備。另有除臭系統可處理異味及病源

http://www.ecopia.com.hk/
http://www.embibo.com/
mailto:fanny@embibo.com


 公司名稱 地址 聯絡人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網站 / 電郵地址 產品資料 (由供應商提供) 

菌，經處理後廚餘體積剩約總量的 10%左右。 

 

www.paircorp.com.tw 

8 峰源( 中

國) 有限公

司 

香港九龍長沙

灣荔枝角道 777 

號田氏企業中

心 11 樓 11 室 

利小姐 2712 2181 2712 2019 www.fengyuan.com.hk 

 

annielee@fengyuan.com.h

k 

 

sales@fengyuan.com.hk 

 

以生物分解作用處理食物殘渣，像大自然方法處理生物

廢物，果子樹葉等，比生物消化系統更快更安全。將廚

餘垃圾轉化成水和二氧化碳，把水稀釋作植物養料更可

施肥灌溉。全自動化系統，可於任何時間放入食物殘

渣，過程中不會產生臭味。 

 

http://eco-smart.co.kr/en/ 

9 富麗雅有

限公司 

香港灣仔莊士 

敦道146號 2樓 

呂先生 9677 4478 2575 8274 www.fullyace.com 

 

charlie@fullyace.com 

BIOTEC Green廚餘處理器原裝由瑞典設計, 使用100% 304 

型號的不銹鋼製造, 在香港市塲使用超過 10年，客戶遍佈

港九新界及離島區。廚餘在機內之體積大減八成,  最後成

品是粉狀的有機堆肥。 堆肥經過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內

屬的有機農塲及ALS化驗所証明可作種植之用。 BIOTEC 

設有每天處理  10-300 公斤標準設計的型號, 以供選擇。 

 

•  瑞典設計  

•  全自動操作，製成品會由機內自動排出  

•  設計獨特使耗電量低(型號 100 公斤/天-耗電量為每

月 500-600 港元)  

•  廚餘在 16-24 小時內分解為粉狀  

•  透過 PLC 智慧系統，機器易於調控  

•  在適當使用下沒有臭味  

•  型號處理量由每天十公斤至每天三百公斤  

•  我們會安排收回 客戶用不完的堆肥然後捐往本地

的持牌有機農場。 

 

歐盟標準及認可特許工程師驗證 

 

www.fullyace.com 

10 環保科技 香港九龍觀塘 倫先生 2994 6798 2529 3495 www.greentechstation.co Baku Baku King 是一個日本著名的食物戩廚餘處理系統，

http://www.paircorp.com.tw/
http://www.fengyuan.com.hk/
mailto:annielee@fengyuan.com.hk
mailto:annielee@fengyuan.com.hk
mailto:sales@fengyuan.com.hk
http://eco-smart.co.kr/en/
http://www.fullyace.com/
mailto:charlie@fullyace.com
http://www.fullyace.com/
http://www.greentechst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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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有限公

司 

興業街  16-18 

號美興工業大

廈 A 座4 樓 5 

室 

/ 6101 

0077 

m 

 

info@greentechstation.co

m 

 

現首次於香港發行，解決我們的廚餘處理問題。它的主

要特點是利用細菌技術，把高達99.8%的食物廚餘，在數

小時內被分解成空氣。本系統操作簡單方便， 可以在長

達 6 個月內連續每天投放該系統的最高投放量的食物廚

餘 ， 從 而 能 保 

良好的衛生環境。於該 6 個月的期間後，我們會為客戶提

供半年年檢和清潔服務，為客戶清理機內的製成品 – 有

機肥料。因此，可實現   " 零  "堆填的理想目標。 

 

www.greentechstation.com 

11 綠之光環

保有限公

司 

香港九龍官 塘

鴻圖道 43 號鴻

達工業大廈 802 

室 

李先生 2739 2863 2739 5991 www.greenwaste.com.hk 

 

greenwaste852@gmail.co

m 

GW        是現時韓國政府驗證之最新廚餘處理技術研發中

心，其主要將食物渣滓(包括: 骨頭，貝殼和堅硬的果實) 

投放在機械齒輪研磨後再進行乾燥過程，其間沒有產生

臭味及在數小時內將廚餘量減少 90%，其處理過程完全

自 動 化 及 節 省 能 源 ， 適 用 在 香 港 地 區 。 

 

www.greenwaste.com.hk 

12 迪保國際

有限公司 

新界葵涌和宜

合道151-157號

勝利大廈5樓

A(Unit V-02)室 

彭先生 6520 2130 - greenbol@outlook.com 

 

堆肥機除臭劑利用活性炭和紫外線來中和引起異味的細

菌。它可以殺死多達99.9%的有問題的微生物，從而使其

成為高效的除臭裝置。 

13 八星貿易  

(由八星船

舶服務(香

港)有限公

司經營) 

香港九龍新蒲

崗大有街 2-4號

旺景工業大廈 

14樓 A 室 

譚太 2865 1055 2529 8917 www.hassei.com.hk 

 

mrs.tam@hastra.com.hk 
 

==源頭減廢, 可由處理廚餘開始==  

==全自動廚餘處理器== 

乾燥型 :  

利用特製金屬除臭加熱轉化方式;  

可減廚餘達 75%, 副產品可作堆肥;  

16~20 小時一個迴圈;  

可處理廚餘 20~250 公斤/日;  

(日本製造)  

BIO-型 :  

利 用  EM (Effective Micro-organism);  

可減廚餘達 99%, 廚餘化成水後排走;  

廚餘可在 24 小時內被分解;  

http://www.greentechstation.com/
mailto:info@greentechstation.com
mailto:info@greentechstation.com
http://www.greenwaste.com.hk/
mailto:greenwaste852@gmail.com
mailto:greenwaste852@gmail.com
http://www.greenwaste.com.hk/
mailto:greenbol@outlook.com
http://www.hassei.com.hk/
mailto:mrs.tam@hastra.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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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處理廚餘 2~150 公斤/日;  

需要安裝入水, 排水位;  

(日本製造)  

堆肥型 :  

利用日本研發的專利 (Acidulo-composting) 堆肥分解程式;  

可減廚余達 85%以上, 廚餘化為固體肥料; 

廚餘可於一日內被分解;  

可處理廚餘 5~500 公斤/日;  

(日本/韓國製造)  

 

www.hassei.com.hk 

14 萬得家居

服務有限

公司 

香港新界葵涌

葵 昌 路 56 號 

貿易之都 12 樓

1201 室 

容小姐 2428 0372 2422 3295 sales@homemaster.hk (請參閱英文版) 

15 香港生產

力促進局 

環境管理

部 

香港九龍達之

路 78 號 生產力

大樓 

陳小姐 2788 6351 2788 5608 www.hkpc.org 

 

 carolchan@hkpc.org 

 

高效廚餘轉化系統 

廚餘垃圾在消化型生化反應器內作高溫好氧消化，密封
反應器能保持其溫度，充分保證垃圾無害化，亦提升轉
化的效率。此外，冷凝水收集器及生物濾池除臭系統令
運行時可去除異味的散出。電力消耗亦較低。系統設備
由邏輯電路自動控制。整套工藝流程簡潔，可以實現垃
圾減量化，垃圾減量化率達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腐熟後
的肥料可製成不同形式的複合肥出售。 

 

www.hkpc.org/html/tch/centres_of_excellence/inno_gallery/zoni

ng/environmental/in_situ.jsp  

16 國際寶喬

科技有限

公司 

粉嶺粉嶺樓路 

126 號 2 樓 

Mr. 

Michael 

WONG 

2669 8662 3020 8855 www.ipqgreen.com 

 

mic98024498@yahoo.com

.hk 

專營各大牌子電動堆肥機例如 Oklin/AEE/ECO 等等 

http://www.hassei.com.hk/
mailto:sales@homemaster.hk
http://www.hkpc.org/
mailto:carolchan@hkpc.org
http://www.hkpc.org/html/tch/centres_of_excellence/inno_gallery/zoning/environmental/in_situ.jsp
http://www.hkpc.org/html/tch/centres_of_excellence/inno_gallery/zoning/environmental/in_situ.jsp
http://www.ipqgreen.com/
mailto:mic98024498@yahoo.com.hk
mailto:mic98024498@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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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華益環保

科技有限

公司 

香港黃竹坑道

42號利美中心

19樓 

戴先生 2882 3939 2882 3331 info@lamenviro.com Big HannaTM 堆肥機 -- 因香港堆填區的容量已接近極限，我

們必須作出改變，去逆轉此不可持續的廢物處理趨勢，

讓廢物得以循環再用。小型堆   肥乃教育和強化工具，同

時 能 在 一 般 社 區 層 面 上 實 現 。  

 

Big HannaTM 堆肥機的原理非常簡單，為人提供一個可靠、

有效率的系統去將有機廢物實地降解。它是一個小巧封

閉式、無異味的內置流動式堆肥系統，能合乎衛生地處

理所有廚餘，包括魚類和肉類。Big Hanna
TM 的自動通風及

轉動讓存在於大自然的微生物分解廚餘；並藉此生化作

用 將 廢 物 體 積 減 少 至 10% ， 變 成 堆 肥 產 品 。  

 

適健土TM將數以百噸的有機廢物轉化為優質堆肥物，是唯

一能提供無異味、低視覺影響、小佔地面積及節能等效

益的系統。適健土 TM 之卓越技術包括獨有的內置水準式

容器系統，中轉機軸以將可腐爛物質的轉化達至最高成

效，並提供最合適的條件作堆肥，快捷地生產優良品質

的堆肥產品。 

 

www.bighanna.com 

www.hotrotsystems.com 

18 力高環保

服務有限

公司 

香港西環干諾

道西188 號 香

港商業中心5

樓 

羅先生 2579 9766 2548 4950 www.nicole.com.hk 

 

info@nicole.com.hk 

廚餘堆肥設備，不銹鋼外殼。有良好的密封入口，能減

少能耗。設備配有獨立除臭系統，對排氣作最後處理。

設備無惡臭及廢水排放，最終產品可用於土壤改善，適

用於園林綠化及美化環境之用。有大量本地使用個案可

作實地考察。 

 

www.nicole.com.hk 

19 諾雅科技

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青山

道 469-471 號 

聯邦廣場 142 

室 

勞先生 2743 1118 2743 2118 www.novatechenviro.com.

hk 

 

winson@novatechenviro.c

om.hk 

 低耗電量 

 使用過程不需加入任何物質 

 靜音操作 

 無臭 (所有氣體由活性炭過慮吸收) 

 生產國家: 中國 

mailto:info@lamenviro.com
http://www.hotrotsystems.com/
http://www.nicol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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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後廚餘可用作直接堆肥 

 廚餘處理後，由原有體積及重量減少近 90% 

 廚餘機可處理大部份食物如骨頭  (細小骨塊---雞

骨，鴨骨，小豬骨，及海鮮---蝦殼，青口，魚骨) 

 體積小巧，如 3-4 人用量電飯煲，適合香港居住環境

使用 

 符合香港機電工程署《電氣產品(安全)規例》及歐盟

安全標籤 CE 

 由本地代理商諾雅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保養及售後服務 

 適合家居，辦公室，學校及機構使用 

 只需簡單清潔 

 廚餘桶可輕易取出分開處理 

 人工智能 自動完成操作 

 

www.novatechenviro.com.hk 

20 Oklin 

International 

Limited 

香港九龍廣東

道 54-66 號 帝

國大廈 12 樓 H 

室 

蔡小姐 2110 2992 3020 9713 http://oklininternational.co

m/ 

 

gloria@oklin.com.hk 

 

OKLIN 廚餘機利用生物分解原理，將廚餘分解成有機堆肥，

系統不需要任何特別安裝，全自動操作，並設有異味處理控

制系列，無惡臭及廢水排  放。適用於屋苑、酒店、學校、飯

堂、社區、甚至個人住宅，每年可以處理 2 噸 -500 噸的廚餘

垃圾。 

 

http://oklininternational.com/ 

21 綠玲瓏供

應有 限公

司 

香港九龍九龍

灣 宏光道 39號

宏天廣場19樓

1906-1908室 

羅小姐 

 

劉先生 

3112 7260 3112 7259 www.perfectgreen.com.hk 

 

pgs@perfectgreen.com.hk 

綠玲瓏提供一站式廚餘管理方案，具有各類廚餘機的安

裝、操作及保養經驗，服務物件包括屋苑、商廈、商

場、工廈、辦公室及家庭。我們供應不同技術及款式的

廚餘機，機款包括每天可處理  1Kg、15Kg、30Kg、

50Kg、100Kg及 500Kg 廚餘，滿足不同客戶要求。  

 

憑著豐富廣泛的實際操作經驗，綠玲瓏可給予客戶專業

意見，選擇合適的廚餘機及一條龍廚餘管理服務，與客

戶攜手邁向「零廚餘」的目標。  

http://oklininternational.com/
http://oklininternational.com/
mailto:gloria@oklin.com.hk
http://oklininternational.com/
http://www.perfectgreen.com.hk/
mailto:pgs@perfectgreen.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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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perfectgreen.com.hk 

22 佩兒綠能

環保有限

公司  

 

香港新界火炭

禾香街 1-7 號 

華威工業大廈 1

樓A室  

 

何先生  

 

2331 4830 2690 3311 www.pairenvironmental.c

om 

 

alex@pairenvironmental.c

om 

 

"PAIR"佩兒為臺灣餐廚環保第一品牌 , 自1990年創最先進

[高速離心式]專利設計 , 榮獲中國發酵處理方法及系統發

明專利等多個獎項 。 

可提供高速減量就地處理的大小型設備 , 將廚餘體積減量

至原有的~10-20% , 同時設有不同功能配置 ,  

–[全自動再生機] - 經過特定環境處理 , 可在短時間把廚

餘轉化成合格肥料/飼料 ,  

–[大型廚餘處理廠] - 可以將廚餘轉廢為能用於發電等 ,  

–[200噸自動化廠房設備] - 配置生物系統處理異味及病原

菌 。 

 

專利技術： 

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發明專利證書 - 廚餘厭氧發酵處理方

法及其系統 - 專利號：ZL 2012 1 0272155.1 

台灣專利證書：廚餘處理機 - 發明第I518016號 

生活廢水分類處理方法及其使用的淨化裝置  - 發明第

170426號 

廚餘厭氧發酵處理方法及其系統 - 發明第I460146號 

D-U-N-S鄧白氏企業認證 - 編碼：65-797-2923 

中華工商經貿科技發展協會-品質保證金像獎證書 - 產

品：絞碎機﹑餿水處理機﹑殘渣油水分離設備﹑生活廢

水處理系統 

優良環保設備品質評鑑證明 - 廚餘減量及殘渣油水分離系

統 

更 多 詳 情 請 到 

https://www.pairenvironmental.com/ZH/Home.asp 或  致電至

2331-4838查詢 

http://www.perfectgreen.com.hk/
http://www.pairenvironmental.com/
http://www.pairenvironmental.com/
mailto:alex@pairenvironmental.com
mailto:alex@pairenvironment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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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智尚環境

科技有限

公司 

香港新界荃灣

沙咀道 26-38 號 

匯力工業中心 

11 字樓13 室 

黃先生 

 

6678 7647 8148 7629 joesmartett@gmail.com 智尚(Smartenvirtech)服務於""廚餘不堆填，環保為未來"的

願景！母公司從事廚餘減量一體機研究和生產 10 多年，

產品從 100-3000KG 的標準機；以至訂制 200 公噸處理能

力的設備。 

提供配套的相關產品：油水分離機，廢氣排放處理塔，

廢水處理設備和零耗水廁所方倉等。再配合專利的酵素

和微生物好氧菌種群，能夠使廚餘得到有效的利用,使之

成為肥料或有機質原料，達致有機資源的最大化 

利用，變廢為寶！ 

24 Smart Great 

Holdings 

Limited / 

ORCA 

香港 上環蘇杭

街69號1217 

黎先生

(Vincent) 

9555 7784 - vlai@feedtheorca.com 

 

www.orcaasia.com 

 

www.feedtheorca.com 

ORCA  是通過微生物和空氣將廚餘消化成水，並經往隔

油箱排放至地下水管。現時我們在各地都有營運，如加

拿大、美國、英國、澳洲、阿聯酋以及香港。用家主要

是酒店、餐廳、學校、商場、醫院以及住宅等。 

25 琦亮實業

有限公司 

香港葵涌打磚

坪街68號和豐

工業中心21樓

25室 

梁先生 

(Kan) 

2338 7321 2338 7361 www.sollight-hk.com 
 

kanleung@sollight-

hk.com 
 

ECOVIM 熱感、乾燥、可調溫控式廚餘分解機 ，可少於 6

小時處理一輪廚餘垃圾，有機廚餘廢物減量減重高達 

90% ，可同時乾燥處理無機廚餘垃圾如骨頭、貝殼類。

紫外光觸媒分解除臭技術，有效對活性自由基與有機氣

體分子進行反應，將氣體分解成二氧化碳及水氣排出。

氣味控制系統裝置，無臭無異味 ，超強過濾系統，不污

染室內空氣。多段非直接加熱智能管理熱空氣回流系

統，省電省能源。全不銹鋼內外殼 ，韓國蒲項加厚精鋼 

STS304 ，自動漏斗式排送出口  ，韓國製造，產品暢銷歐

美。 EN30W - 1300W，每輪處理量 : 30KG - 1300KG，容量 

70L - 2500L。機身細小輕巧，處理量大，易操作 ，時間

短，效率高 。 

 

https://www.sollight-hk.com/ecovim/ 

mailto:oesmartett@gmail.com
mailto:vlai@feedtheorca.com
http://www.orcaasia.com/
http://www.sollight-hk.com/
mailto:kanleung@sollight-hk.com
mailto:kanleung@sollight-hk.com
https://www.sollight-hk.com/ecov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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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海怡水電

工程有限

公司 

香港北角渣華

道128 號渣華商

業 中心10 樓

1002-3 室 

羅先生 2986 9628 2986 9338 www.shpehk.com 

 

ksjulie@netvigator.com 

“海怡”FWCS  系列餐廚垃圾生化處理機是處理廚餘等

有機廢棄物的專用設備。是“香港生產力局”研發之產

品，經合約批出其專利予敝 司，其工作原理就是利用堆

肥產生的高溫殺滅病原菌，同時利用微生物分解廚餘，

變成有機肥原料，達到無害化處理的目的。餐廚垃圾生

化處理機具有攪拌、發酵、加熱保溫、廢氣淨化處理等

功能，能快速處理餐廚垃圾，一天變成有機肥原料。餐

廚垃圾生化處理機具有使用方便，處理快速， 密封性

好，配套除臭裝置，無污水、無臭味等二次污染產生。

此產品經“香港生產力局”多年操作後不斷改良，產品

質素較其他產品更有保證，其處理量有十足保證，亦令

用戶更安心使用。 

 

www.shpehk.com 

27 思斯國際

有限公司 

香港西營盤干

諾道西140號 4 

樓B室 

廖先生 2543 0160 2543 0360 www.teridea.com 

 

info@teridea.com 

GohBIO 是一個全自動消化食物渣滓系統。已經消化的液

體可以直接經排水管排出。這專利技術也是加拿大和美

國城市渠務署批准。 

 

GohBIO 系統控制通風，濕度和溫度來增加自然生物消化

速度。 

 

在這些受控的條件下，系統使用加拿大和美國政府批准

的 ecoAccelerator 微生物消化廚餘。消化後，所有固體廚

餘變成液體，沒有固體存在。 

 

GohBIO 可以安全，快速地消化任何種類的食物渣滓，包

括蔬菜，水果，生肉，熟肉製品，魚類，家禽和乳製

品。 GohBIO 有 6 個型號，最小型號可每天處理 200 磅，

最大型號可每天處理 3400 磅。 

 

美國和加拿大用戶包括  Fairmont, Hilton, Four Seasons, 

Crowne Plaza, JW Marriott, Abertsons, ShopRite, Costco, Buy- 

Low Foods, Wing Foot Golf Club, University of San Siego, 

http://www.shpehk.com/
mailto:ksjulie@netvigator.com
http://www.shpehk.com/
http://www.teride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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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ghborough University¸ The Cheese Cake Factory, Cactus 

Club Café 

 

www.teridea.com 

28 怡和機器

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觀塘

偉業街223-231

號宏利金融中

心A座 5 樓 

周先生 2807 1717 2887 9090 www.jec.com 

 

jec@jec.com 

OKLIN 廚餘機專為解決廚餘問題而設計，適用於社區、

屋苑、酒店、學校、商業大廈以至個人住宅。利用高溫

微生物分解原理，配合全自動化操作，將廚餘及有機垃

圾，轉化成為堆肥。操作過程無污水排出，並可達到廚

餘減量化，減少 80%的廚餘廢物。 
 
聲明 
本名單概括了在本港部分提供電動堆肥機的供應商。資料由上述供應商提供，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並不保證或擔保本名單的準確性或完整性，並聲明本名單如有錯誤，對本名單使用
者及在名單裡提及的供應商並無任何責任。本名單包括的供應商並不代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所認可的供應商，而對於沒有包括的供應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是沒有任何負面的
觀點。 

http://www.teridea.com/
http://www.jec.com/
mailto:jec@je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