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物安全中心  

業界諮詢論壇第十三次會議紀要  
 

日期: 二零零八年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時間: 下午四時十五分  
地點: 香港中環愛丁堡廣場3樓會議室  
出席者  
政府代表

何玉賢醫生  顧問醫生(社會醫學)(風險評估及傳達) (主席) 
馮浩然先生   食物及衞生局首席助理秘書長(食物)3   
李富榮先生 高級化驗師(食物化驗)   
梁婉嫦女士 總監(進/出口)2  
謝勵志先生 衞生總督察(食物安全中心)  
朱源強先生 科學主任(標準訂定)  
陳偉仁先生 科學主任(標準訂定)2  
潘麗儀女士  高級衞生督察(食物安全推廣) (記錄員) 

 
業界代表

余嘉暉女士 英王麵包(香港)有限公司 
陸葉勝先生 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 
陸鏗楊先生 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 
翟錦源先生 永旺(香港)百貨有限公司 
韋靜儀女士 永旺(香港)百貨有限公司 
蕭偉明先生 永旺(香港)百貨有限公司 
潘祖翔先生 永旺(香港)百貨有限公司 
姚家欣女士 永旺(香港)百貨有限公司 
潘綺華女士 淘大食品有限公司 
歐陽海儀女士 淘大食品有限公司 
王振雄先生 APITA 
陳偉基先生 阿波羅雪糕有限公司 
張思定先生 百佳超級市場 
吳德元先生 益生有限公司 
郭志平先生 東秀有限公司 
潘國濂先生 加州紅有限公司 
張曉明女士 金寶湯亞洲有限公司 
蔡偉雄先生 超力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鍾廷鍚先生 千豐糧食有限公司 



余惠娟女士 CITY'SUPER 
林國安先生 CITY'SUPER 
汪兆麟先生 CITY'SUPER 
簡慧薇女士 可口可樂中國有限公司 
陳永堅先生 華潤堂 
陳國安先生 大昌貿易行有限公司 
謝偉傑先生 大昌貿易行有限公司 
陳樂揚先生 大昌貿易行有限公司 
吳惠儀女士 大昌貿易行有限公司 
黃彩鳳女士 大昌貿易行有限公司 
沈時烈先生 大昌貿易行有限公司 
梁潔詩女士 大昌貿易行有限公司 
莫劍香女士 牛奶公司 
張偉鑫先生 達利貿易公司 
江黛玲女士 大昌華嘉香港有限公司 
徐梅芳女士 大昌華嘉香港有限公司 
温永愛女士 愛得曼 
何潤琪先生 愛得曼 
林錦泉先生 振超有限公司 
張逸聲先生 振超有限公司 
梁潔詩女士 F&N FOODS PTE LTD. 
沈時烈先生 F&N FOODS PTE LTD. 
馮婉珊女士 黃烈點亞洲有限公司 
譚佐平先生 香港工業總會 
何詠恩女士 恒天然乳品(香港)有限公司 
李重民先生 福基國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鄭志揚先生 GENERAL MILLS H.K. LTD. 
廖寶韶女士 葛蘭素史克有限公司 
李琳琳女士 三昌好好辨館有限公司 
潘慧敏女士 香港君悅酒店 
謝婉愉女士 千盟環球集團有限公司 
鄧偉然先生 香港供應商協會有限公司 
侯綺蓮女士 香港黃金海岸酒店 
吳日明先生 香港益力多乳品有限公司 
幾留順一郎先生 香港益力多乳品有限公司 
廖玉貞女士 香港益力多乳品有限公司 
羅少明先生 香港益力多乳品有限公司 
吳國樑先生 香港山崎麵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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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所隆三先生 香港山崎麵飽有限公司 
何基榮先生 鴻福堂 
何德寶先生 鴻福堂 
白懷福先生 蒙牛(集團)有限公司 
温鳳亮先生 蒙牛(集團)有限公司 
蔡旭健先生 伊利(集團)有限公司 
岳貴峰先生 伊利(集團)有限公司 
賴珍女士 I-SCREAM LTD. 
林二妹女士 JAPFA FOOD HK LTD 
陳立思先生 奇華餅家有限公司 
葉舜君先生 奇華餅家有限公司 
吳佩其女士 奇華食品有限公司 
莊裕坤先生 蛋撻王控股有限公司 
梁綺霞女士 丹麥藍罐曲奇 
崔綺薇女士 丹麥藍罐曲奇 
李廣林先生 九龍總商會 
邱國蓉女士 卡夫食品有限公司 
尹少平先生 立基控股有限公司 
黃嘉俊先生 萬寧 
林楓女士 馬莎 
丁家慧女士 康師傳(香港)貿易有限公司 
何可兒女士 康師傳(香港)貿易有限公司 
任良安先生 美心 
何雅欣女士 美心 
黃潔霞女士 美贊臣 
廖菊花女士 美贊臣 
譚淑貞女士 美贊臣 
李國揚先生 明治乳業香港有限公司 
李佩玲女士 明治乳業香港有限公司 
福島重郎先生 明治乳業香港有限公司 
蘇文林先生 蒙牛(集團)有限公司 
鄧蔭輝先生 蒙牛(集團)有限公司 
祁思珮女士 富豪雪糕 
胡戈先生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李仕帆先生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馬榮生先生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李山松先生 五豐行有限公司 
游佩儀女士 日健日本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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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紫茂先生 日清食品有限公司 
張仲雯女士 伯伯加奴太平洋有限公司 
陳永昌先生 八珍國際有限公司 
薛家強先生 藥劑及法規事務總監 
黃樂欣女士 黃乾享黃英豪律師事務所 
王俊光先生 黃乾享黃英豪律師事務所 
甘毅夫先生 美國太子行 
盧銳倫先生 彩協有限公司 
李志輝先生 彩協有限公司 
KOUJI NOGUCHI 先生 RE-ON HOLDINGS LTD. 
劉慧怡女士 香港通用公証行有限公司 
黃錦明先生 詩高國際洋行 
盧偉略先生 慎昌有限公司 
顏凱欣女士 太古公司 
楊紫麗女士 大班麵包西餅 
何國英先生 亞洲辦館有限公司 
周國英先生 香港餐務管理協會 
周楓妍女士 香港中華廠商聯合會 
陳詩杰女士 嘉頓有限公司 
黃家和先生 香港食品委員會 
吳子暉先生 香港賽馬會 
王小玲女士 九龍維記牛奶有限公司 
周美寶女士 張宇人立法會議員辦事處 
邵偉樑先生 神樂院牛奶廠有限公司 
區凱豐先生 香港聯合利華有限公司 
郭士維先生 鴻和集團 
陳志剛先生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鄧起先生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莊雄志先生 華嘉集團 
關珮瑜女士 屈臣氏大藥房 
盧家敏女士 惠康 
李家富先生 湖記食品有限公司 
李業忠先生 威信食品商貿(香港)有限公司 
林小萍女士 永南食品有限公司 
鄧寶蓮女士 美國惠氏藥廠(香港)有限公司 
李燕荑女士 美國惠氏藥廠(香港)有限公司 
陳文得先生 裕華國產百貨有限公司 
盧慧貞女士 志樂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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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詞

 
1. 主席歡迎與會人士出席會議，並就開會通知時間太短一事致歉。此外，他又向與

會人士介紹出席的政府代表。 
 
開會目的 
 
2. 主席告知與會人士，政府將會制定法例，以便禁止本港出售的食物含有不適量的

三聚氰胺。這次會議旨在告知食物業界有關法例的內容，並徵詢他們對法例的意見。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已於會議當天下午舉行的記者招待會上，公布法例的詳情。有關對

食物中不適量的三聚氰胺作出即時管制的法例將於二零零八年九月二十三日(即會議

翌日)刊憲，並於同日生效。 
   
有關三聚氰胺的現時情況 
 
3. 梁婉嫦女士向與會人士報告說，在得悉中國內地發生食物含三聚氰胺的事故後，

食物安全中心(中心)已採取行動，對本港食物業各層面出售食物中的三聚氰胺含量進

行監察。由二零零八年九月十三日起，中心檢測了在市面上有售的奶類產品樣本約400
個。這些樣本來自進口、批發及零售各層面。在約300個已取得檢測結果的樣本中，

有10個受三聚氰胺污染，中心已透過新聞公報公布這些產品的詳細資料。中心會繼續

對奶類產品進行檢測，並盡量涵蓋使用了中國內地以外其他國家生產的奶類作為配料

的所有產品。有關檢測結果的詳細資料將會每天在中心網頁內公布，歡迎業界和市民

到網頁查看檢測結果。 
 
4. 主席表示，中心公布的測試不合格食品全部均須在本港停止出售。至於在本港以

外其他地方的測試中取得不合格結果的食品，則並非必須在本港停售，有關食品應否

繼續發售屬於有關商戶的商業決定。 
 
管制食物中的三聚氰胺 

 
5. 陳偉仁先生向與會人士簡介有關三聚氰胺的性質，食物中的三聚氰胺和三聚氰胺

對人體健康的不良影響。在管制食物中的三聚氰胺方面，陳先生續說，本港並無有關

管制本港出售食物中的三聚氰胺的特定法例。他又表示，鑑於近日內地發生食物受三

聚氰胺污染的事故，當局建議管制三聚氰胺，在《食物內有害物質規例》中加入下列

有關三聚氰胺的標準： 
 
a) 就奶類，擬主要供涵蓋36個月以下幼兒食用的任何食物，以及擬主要供懷孕或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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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的女性食用的任何食物而言，三聚氰胺的最高濃度為每公斤食物含1毫克；以及 
 

b) 就其他食物而言，三聚氰胺的最高濃度為每公斤食物含2.5毫克。 
 
6. 主席向與會人士保證，有關管制食物中的三聚氰胺標準已考慮多項因素，包括食

物鏈和生產過程中可能導致食物含有三聚氰胺殘餘物以及環境污染。由於36個月以下

的幼兒及懷孕或授乳女性會大量飲用專為他們生產的奶類產品，加上幼兒易受三聚氰

胺影響，故法例主要針對這些產品。他相信，法例建議的標準已在公眾面對的風險與

食物業遵從有關法例的可行性之間取得平衡。 
 
立法過程 
 
7. 謝勵志先生告知與會人士，鑑於近日發生三聚氰胺事故，政府認為有必要作出緊

急立法，透過修訂食物內有害物質規例(第132AF章)，對食物中含不適量的三聚氰胺

作出規管。《修訂規例》將於二零零八年九月二十三日刊憲和生效，並於二零零八年

十月八日提交立法會審議。審議期限為會議日期起計28天，但可藉會議上通過的決議

將期限延展21天。 
 
8. 主席總結說，三聚氰胺事故引起全港市民高度關注。為確保食物安全和保障本港

市民的健康，政府必須採取果斷的行動，以釋公眾疑慮，並預防受三氰胺污染的食物

在本港出售。他歡迎業界就預防食物含有三聚氰胺的擬議管制措施提出意見。 
 
執法行動 
 
9. 梁婉嫦女士知悉業界代表的建議，他們希望政府與中國內地當局緊密合作，在源

頭上管制輸港食物含有三聚氰胺的情況，而不只是規管在本港出售食物中的三聚氰

胺，並檢控本港商戶。鑑於商戶認為難以在有關食物中的三聚氰胺新法例規定生效後

對本港境外生產的食物作出來源污染監控，故政府會根據每宗個案所蒐集的證據獨立

考慮是否對有關商戶作出檢控。此外，政府還會考慮商戶是否已盡一切應盡的努力遵

從有關法例。 
 
10. 主席補充說，鑑於情況緊急，有關法例的執行時間並無寬限期。政府只會對超逾

每類食品所訂三聚氰胺最高濃度的個案才會作出檢控。商戶應盡力遵從有關管制食物

中三聚氰胺的法例規定。 
 
檢測方法 
 
11. 李富榮先生告知與會人士，目前沒有就三聚氰胺制訂特定的檢測方法，政府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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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檢測方法作出規管。業界可自行選擇適當的檢測方法，只要有關方法的靈敏度足以

檢測出低於每類食物所訂三聚氰胺最高濃度的含量。一旦政府採取檢控行動，檢測方

法會否視作商戶為遵從法例而採取的適當措施，則純由法庭決定。 
 
受規管奶類產品 
 
12. 對於業界代表的提問，主席證實說，對於所有“奶類”，主要供36個月以下幼兒食

用的食物，以及主要供懷孕或授乳女性食用的食物，政府會採取每公斤1毫克的較嚴

格規管標準。業界可參閱《公眾衞生及市政條例》(香港法例第132章)第2條“釋義”部
分，當中訂明“奶類”指牛奶、水牛奶及山羊奶，並包括忌廉及離脂奶，但不包括奶粉、

煉奶或再造奶。新修訂的法例原意涵蓋奶類飲品。 
 
奶類產品的供應 
 
13. 馮浩然先生得到業界代表保證嬰兒配方奶粉和奶類產品的供應足以應付本港的

需求。商戶會密切留意有關情況，並保持穩定供應。 
 
業界的責任 
 
14. 主席提醒與會人士，確保市面上出售的食品不含三聚氰胺和其他有害物質的責任

在於商戶，政府不應代商戶負起控制個別食品質量的責任。政府進行檢測的主要目

的，是執行法例和消除公眾疑慮。他建議說，業界可在食品經檢測證明不含三聚氰胺

後告知顧客。 
 
15. 主席建議說，商戶應繼續監察其食品的質量，並遵從有關管制食物中三聚氰胺的

法例規定，包括採取措施控制原材料的質量和監察其食品的生產過程。他重申，有關

法例容許食物因環境污染因素以致含有小量三聚氰胺，但商戶應盡一切努力預防其食

品受三聚氰胺污染，並應調查受污染原因。另一方面，在任何情況下，三聚氰胺均不

得刻意添加在食物中。 
 
公布檢測結果 
 
16. 主席說，只有超逾法例准許的三聚氰胺最高濃度的食物樣本才算是檢測結果不合

格樣本。 
 
17. 有關檢測結果的資料會上載於中心網頁(www.cfs.gov.hk)內。如欲查詢有關事宜，

市民可致電中心熱線(電話號碼：2381 6096)。熱線的服務時間為每天上午九時至晚上

九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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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餘無別事，會議於下午五時五十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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