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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肉星期一：
当下的健康饮食
选择

无肉星期一是一项全球性活动，旨

在鼓励人们通过每周一天不吃肉这种简

单易行的方式来改善饮食，提高生活质

量。

无肉星期一始于2003年，目前已经

在全世界40多个国家的数千家餐饮业务

部门实施。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和配合，

我们会将全面助力于此项活动在贵单位

的成功开展。

这本指南将为您在学校食堂开展无

肉星期一活动提供完整的指导和所需要

的资料。我们根据大学校园餐饮服务专

家的反馈对指南进行了修订，并且得到

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

学院的“宜居未来研究中心”（Center 

for a Livable Future）的建议和支持。

这些材料或技术支持不收取任何费用。作为“周

一运动”的一部分，无肉星期一是一项致力于预

防慢性病的非营利性健康促进活动。

本书包含：

• 具体实施步骤指南

• 无肉星期一的诸多益处

• 营销，烹饪和活动实施要点

• 厨师和其他员工培训要点

• 活动效果评估标准

如有疑问或需要帮助，欢迎通过电

子邮件与我们联系info@MeatlessMon-

day.com

通过实施无肉星期一，您将会帮助

学校学生和教职工向更健康的饮食习惯

转变。该活动也能够彰显您对食品资源

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地球环境保护的责任

与承诺。

mailto:info%40MeatlessMonday.com%20?subject=
mailto:info%40MeatlessMonday.com%20?subject=


在您的学校餐饮服
务中开展“无肉星
期一的益处”

将“无肉星期一”加入到学校

食堂服务中有很多强有力的原因和

理论支持。可以使用以下要点来获

得更多人参与活动的热情和支持。

无肉星期一：

01. 彰显对学生和教职工的健康做出承

诺。通过提供更多以植物为主的食

物选择，我们能够促进人们的健康

生活。

02. 促进健康饮食习惯的养成。研究表

明每周一不吃肉有助于一周的健康

生活方式决策。对于大学生来说，

建立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持续终

身。

03. 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每周减少一天

的肉类食用可以显著减少碳排放。

04. 发挥学校领导力。 “无肉星期一”

将使学校和餐饮服务业成为促进健

康、环保的食物体系的前沿引领

者。

05. 满足对素食日益增长的需求。统计

数据表明，素食正越来越受欢迎。

事实上，学校食堂能否提供多样化

的菜品也被认为是学生在择校时的

考虑因素之一。

06. 鼓励烹饪创新。无肉星期一鼓励食

堂工作人员探索新的美食以及更健

康，营养的菜肴。大学生尤其喜欢

不同的新菜。

07. 为提高用餐满意度提供更多选择。

肉类菜肴仍可以保留在菜单上，与

此同时我们在周一推广提倡素食。

08. 节约成本。研究表明，以植物为主

的食品价格更低、更可预测。

09. 简单易行。无肉星期一目前已经在

美国数千家餐饮店开展，是美国最

成功的每周减少肉类食用的活动。

10. 促进教师与学生在健康和环境问题

上的交流合作。在实际实施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挑战，但我们会积极寻

求解决办法，鼓励学生通过少吃

肉，积极参与到促进全球环境改善

的活动中去。

http://www.restaurant.org/Downloads/PDFs/News-Research/WhatsHot/What-s-Hot-2017-FINAL
http://www.restaurant.org/Downloads/PDFs/News-Research/WhatsHot/What-s-Hot-2017-FINAL
http://gracelinks.org/blog/7486/changes-in-the-markets-for-corn-and-beef-challenge-traditio


开展活动：
6个成功开展活
动的步骤

无肉星期一旨在通过每周减少肉类

食用，帮助促进数百万人更健康地饮

食。在大学食堂开展一项活动可能并不

容易，但无肉星期一将会非常简单易

行，我们只需要周一提供素食的菜肴，

同时也继续保留一些肉类食物的选择。

以下是开展活动的六个步骤。

1.  承诺无肉星期一。向您的合作者宣

传周一素食日在健康，环境和商业成

本上的相关益处。与您的团队，学校

行政人员，健康和环境教师，学生组

织代表会面讨论。通过使用我们邀请

信模板和宣传要点模板来获得更多支

持。

2. 设定目标。确定您对活动成功实施及

活动效果的衡量标准。通过使用本指

南中的要点来建立关键的评估指标，

制定烹饪策略，在活动开始前设定基

线。

3. 组织员工。设定活动开始日期，创立

时间计划安排。可以通过用这些受欢

迎的素食菜单来获得制定素食菜谱的

灵感。向烹饪员工培训这些新的菜肴

制作，确保团队成员充分理解无肉星

期一活动的优势和意义。为帮助他们

准备菜肴，请使用附后于本指南的“

员工培训要点”清单。

4. 正式开展活动。通过学校网站和电子

邮件宣传无肉星期一活动。在用餐区

摆放海报和宣传材料。在学校公告栏

宣传栏等地展示海报和宣传手册。

5. 定期推广无肉星期一。制定每周特色

素食菜肴。可以使用我们的营销策略

简要指南作为参考。

6. 分享您的进度。加入无肉星期一社区

小组，与其他餐饮服务组织分享成功

经验。

http://www.meatlessmonday.com/start-a-campaign/


详细内容
我们的指南中包含了丰富的信息，以帮助您开展和实施活动，其中包

含了烹饪，营销，和运行活动的简要指南，供您参考.



烹饪方式建议
无肉星期一的菜单建议

无肉星期一的核心理念非常简单， 只需要在每周一提供并突出素食

菜肴。以下是基于此前在该领域成功经验的一些建议：

• 使无肉星期一成为特色菜选择。让校园师生就餐者知道这些菜是周一可以食用的特

色菜。（您也依然可以在周一供应肉类菜肴）

• 每周或每月更换菜谱。保持新鲜感，使用时令性食物菜谱增加食物吸引力。注重：

* 素食交替更换

* 新菜

* 各地的美食风味

• 突出最新的菜肴。让员工向就餐者推荐。通过用试点窗口吸引就餐者尝试，进行活

动推广。

• 设置试吃和烹饪演示小站台。使周一成为一个吸引关注和增加素食食用的特殊日

期。



菜单和食谱建议

• 激发员工创作新的素食食谱。

• 联系当地厨师，了解有关素食菜肴的新想法。

• 请员工，学生和教职工在其他网站和社交媒体上分

享无肉星期一食谱。

• 通过讲解厨师不够了解的准备工作和烹饪技巧激励

厨师的工作。

• 采用创新的方法，使用水果，蔬菜，坚果，调料以

及烹饪技术（烘培或浸泡等）来制出美味的口感。

• 探索国际化的风味和地方特色美食，在传统食谱中

用蔬菜代替肉类。

• 根据时令季节制定特色菜肴。为用餐者提供当地种

植的农产品。

http://www.sustainabletable.org/seasonalfoodguide/
http://www.sustainabletable.org/seasonalfoodguide/


什么受欢迎——
新的食品趋势

不断保持对美味素食的兴趣。可以参考美国餐饮业协会的食品趋势

报告。以下需要遵循的趋势：

•富含蛋白质的谷物/种子食物 •天然干净的菜肴

•正宗的地方美食     •有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

http://www.restaurant.org/Downloads/PDFs/News-Research/WhatsHot/What-s-Hot-2017-FINAL
http://www.restaurant.org/Downloads/PDFs/News-Research/WhatsHot/What-s-Hot-2017-FINAL


营销建议
宣传活动信息，吸引学生和教职工

用餐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都注重健康， 尤

其是大学生。这也是开展无肉星期一的

主要原因和意义所在。通过选择每周一

天不吃肉，人们可以降低心脏病，Ⅱ型

糖尿病，肥胖和癌症的患病风险。

大学生对环境、动物、食品安全问

题也尤为关注。通过支持学生组织为改

善这些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也同时是帮

助我们推广无肉星期一活动。

您可以使用我们现有的一整套宣传材料（海报，桌餐牌/台卡和其他宣传材料）

来推广无肉星期一。或者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出适当调整，使之更加适合在您的

学校进行推广。希望无肉星期一能够得到学校的重视并积极推广。

以下是一些建议：

• 充分利用大学的社交媒体宣传。使用电子宣传单、校园网站、学生运营的媒体和

其他宣传渠道。

• 鼓励学校教职工、管理人员和学生找到创造性的方式进行宣传。

• 招募对可持续食品资源和环境发展感兴趣的学生代表作为活动推广倡导者。

• 最大化利用社交媒体。使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扩大影响范围，吸引新的

关注者。以精美的宣传照片和特价来推广植物菜肴。

• 鼓励餐饮员工和教职工与学生等用餐者交流沟通。让用餐者和工作人员讨论交流

无肉星期一菜肴的独特风味和健康益处。

• 在食堂推广无肉星期一。展示精美的海报，桌餐牌/台卡和其他宣传材料（我们可

以提供下载）。您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定需求进行宣传材料的改进。

http://www.meatlessmonday.com/start-a-campaign/
http://www.meatlessmonday.com/start-a-campaign/


新颖的推广活动

我们从开展过无肉星期一活动的组织中

收集了很多的反馈意见。我们发现当消费者

认识到无肉星期一对健康和环境的益处之

后，都会积极响应活动。

您可以下载我们提供的一整套宣传材料

文件：海报，桌餐牌/台卡，图片。

如果您需要更多信息，请发送电子邮件

至info@MeatlessMonday.com

http://www.meatlessmonday.com/start-a-campaign/
http://www.meatlessmonday.com/start-a-campaign/
mailto:info%40MeatlessMonday.com?subject=


活动实施指南
准备活动

从活动开展角度来说，推广无肉星期

一活动非常简单易行。您仍然可以继续订购

经批准的供应商的食材。除了供应商之外，

以下是一些活动建议：

• 与您的烹饪团队共同制定安排计划。确定

无肉星期一发起的时间以及实行的用餐区

域——我们推荐在学生和教职工用餐区都

有安排。

• 比平时更早准备。留有充足时间以适应为

无肉星期一购买食材和购买方式的调整。

• 保持素食的多样性。保留豆类，谷物，水

果，蔬菜，坚果和其他植物性食品。向供

应商询问可以为现行菜谱提供的不同种类

的新食材。

• 确定您所在地区的专业食品服务经销商。

寻找新鲜的当地种植的农产品，并在菜单

上突出显示。

烹饪

• 设定无肉星期一菜单和以素食为主的食

材清单。

• 根据新的菜单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 培训餐厅的服务人员如何向学生、教职

工等就餐者介绍无肉星期一的活动要

点。

营销推广

• 使用无肉星期一的宣传材料，帮助就餐

者了解每周一天不吃肉的健康益处。

• 使用无肉星期一的宣传材料在校园内部

和社交媒体上进行宣传。

• 使用无肉星期一的宣传材料，为您的学

校设计特制的，张贴在食堂的宣传标

识。

• 发布活动启动及开展情况的新闻稿，让

更多校园就餐者和周边社区居民了解活

动详情。

活动实施

• 与食材经销商合作，商定需要采购食材

的价格和可得性。

• 由于有更多素食食材，需要确定在食堂

的准备、烹饪过程中的调整计划。

• 向员工公示在一周中需要更改的食材清

单。

http://www.meatlessmonday.com/start-a-campaign/
http://www.meatlessmonday.com/start-a-campaign/
http://www.meatlessmonday.com/start-a-campaign/


食堂餐饮人员
公开信/电子邮
件模板

亲爱的同事们，

我门将在校园餐饮服务中开展一项“无肉星期一”活动，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支

持。这项活动将有利于促进我们的学生和教职工的饮食健康 ，并且改善我们的地球环

境。

无肉星期一是一项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合作的，有科学依

据的公共卫生活动。其目标是通过鼓励减少肉类食用来预防慢性疾病。通过实行无肉

星期一活动，我们可以：

发挥学校领导力。我们将通过加入“无肉星期一”活动，加入到数百所具有远见

卓识的学校的行列中，共同促进健康和环保的食物体系的发展。

促进健康的生活习惯。研究表明，周一不吃肉有助于一周的健康生活方式决策。

对于大学生来说，建立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终生持续。

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每周减少一天肉类消耗就可以显著减少碳排放。

简言之，无肉星期一活动主要是提倡食堂每周一供应无肉类的菜肴。但肉类食品

仍将在周一提供。我们只是会突出强调更健康的，无肉的饮食选择。

希望这项活动能够得到您的支持。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更多活动的详细内容，欢

迎与我们交流讨论。谢谢您的关注与支持！

署名

http://www.mondaycampaigns.org/about/research
http://www.jhsph.edu/research/centers-and-institutes/johns-hopkins-center-for-a-livable-future/projects/meatless_monday/resources/index.html


餐饮服务目标设
定计划

在校园内开始实施无肉星期一活动

后，设立明确的活动目标极为重要。通

过设立目标，来评估活动效果。我们需

要在开始时设立基线水平。

以下是一些可用于评价餐饮服务，

就餐者健康和环境保护的一些建议。

就餐满意度

• 推出无肉星期一活动后，就餐者的满意度得分是否有所改善或至少保持不变？

• 推出无肉星期一活动后，星期一的用餐量是否增加或至少保持不变？

• 推出无肉星期一活动后，每周客流量是否增加或至少保持不变？

• 推出无肉星期一后，每周学生用餐量是否增加或至少保持不变？

• 和以前提供的其他菜肴相比，周一新的素食菜肴是否更受欢迎或至少保持不变？

餐饮业务运营

• 推出无肉星期一后，食材成本是否保持不变或下降？

• 推出无肉星期一后，劳动力成本是否保持不变或下降？

• 推出无肉星期一后，销量是否保持不变或上涨？

成本分析

• 推出无肉星期一后，每周购买的肉类是否减少？减少了多少？

• 每周购买的水果，蔬菜，豆类和坚果的成本是否低于准备肉类菜肴的价格？

线上调查

• 在您的学校开展了无肉星期一活动几个月之后，请通过填写一个简短的调查帮助我

们评估该活动的效果。

https://co1.qualtrics.com/jfe/preview/SV_cGPnQe5MOl7BLb7?Q_CHL=preview 


培训员工
的技巧

就餐者可能对无肉星期一活动有所

疑问或者想要了解更多详情。以下是有

关培训食堂服务人员与就餐者沟通此活

动的一些建议：

• 每周一举行一次班前会，提前了解当

天提供的菜肴。谈话要点附后。

• 在员工休息室安放一些宣传材料，如

海报，桌签，桌餐牌，宣传册等。

• 在活动开展之前给后台和前台员工一

起举办员工培训课程。

• 给员工发送包含无肉星期一活动介绍

的电子邮件，以备参考。

• 在食堂中存放无肉星期一的宣传手册

和教育材料，供员工在就餐者提出问

题时参考回答问题或分发给就餐者。

• 将关于无肉星期一的信息整合到新员

工培训计划中。

员工培训谈话要点

• 无肉星期一是一项在全球开展的活动，活

动很简单：每周一天不吃肉。

• 无肉星期一的目标是为促进个人健康，保

护地球环境，减少15％的肉类消费。

• 为什么是星期一？这是新的一周的开始，

是做出更健康选择的理想日期。

• 减少吃肉（即使是每周仅有一天不吃肉）

有益健康，能够降低患心脏病，Ⅱ型糖尿

病，肥胖和癌症的风险。

• 减少吃肉（即使是每周仅有一天不吃肉）

有益于保护环境，例如减少水资源消耗，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 每个星期一我们都会提供素食菜肴，以帮

助减少肉类的总体食用量。

• 即使我们周一提供素食菜肴，我们仍然可

以保留各种肉类菜肴，只是在周一强调提

倡吃素食。

网络资源

除了无肉星期一活动外，我们还有其他创意

材料让校园师生更多地关注并参与到此活动

中。点击此处查看我们的海报，宣传图片

等。

联系信息

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我们： info@Meat-

lessMonday.com

http://www.meatlessmonday.com/start-a-campaign/
mailto:%20info%40MeatlessMonday.com%20?subject=
mailto:%20info%40MeatlessMonday.com%20?sub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