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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全先生 太古可口可樂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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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詞 

 

 主席歡迎所有業界代表出席第58次業界諮詢論壇會議，並介紹政府代表。 

       

通過上次會議紀要 

 

2. 上次會議紀要已於會上提交業界代表。如有意見，業界代表可在通過會議紀要前，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三日或之前提出。  

 

議程項目一 

消費者委員會聯合研究：碟頭粉麵飯的鈉含量 

 

3. 吳凱琳女士向與會者簡介《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聯合研究：碟頭粉麵飯的鈉含量》

的結果。鈉是維持人體機能正常運作的必需元素，但攝取過多可能會增加患上高血壓的

風險。高血壓若不及早診治，可引致心臟病和中風等慢性疾病。根據世界衞生組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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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的鈉攝取量建議，一般成年人每日的鈉攝取量應少於2,000毫克(5克鹽，即略少於一

平茶匙食鹽)，並建議各國到二零二五年的鹽攝取量目標應相對減少30%。政府十分重視

降低食物中鹽和糖的工作。由於健康飲食是市民減低從食物中攝入鹽和糖的其中一個關

鍵，衞生署及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的食物安全中心(中心)一直透過與食物業界、學校和

其他持份者合作，積極推廣健康飲食習慣。政府於二零一五年成立“降低食物中鹽和糖

委員會”，就制定政策方向及工作計劃，以減低市民的鹽和糖攝入量及食物中的鹽和糖

含量，向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提供建議。此外，於二零一四年年初成立的“降低食物中鹽

和糖國際諮詢委員會”認為，首先應從改良食品配方入手，並有需要為改良食品配方訂

立目標水平。改良食品配方須循序漸進地逐步減少食物中的鈉(鹽)含量。世衞指出，煮

食時添加鹽及不同的醬料是亞洲國家其中一個攝取鈉的主要來源。碟頭粉麵飯是本港市

民每日飲食的其中一個主食類別，故中心與消委會進行是次聯合研究。是次研究的目的

是檢測及比較一些本地碟頭粉麵飯在不同食肆或商店的鈉(鹽)含量，幫助公眾在外出用

膳時能作出知情的選擇，以及推動業界透過改良食譜提供減鈉的碟頭粉麵飯。研究範疇

涵蓋本地食肆較常見的六種飯及四種粉麵，包括非預先包裝及預先包裝碟頭粉麵飯。抽

取樣本的時間為二零一六年七月至九月。100個非預先包裝碟頭粉麵飯樣本是從中式食

肆、西式食肆、亞洲食肆、港式茶餐廳及快餐店抽取，而八個預先包裝碟頭粉麵飯樣本

是從超級市場及便利店抽取。碟頭粉麵飯共有10個種類，包括咖喱牛腩飯、焗豬扒飯、

枝竹火腩飯、叉燒飯、福建炒飯、日式滑蛋雞飯╱親子丼、肉醬意粉、乾炒牛肉河粉、

干燒伊麵及味菜排骨炒麵。每種碟頭粉麵飯均抽取10個非預先包裝樣本。同時亦抽取了

兩個咖喱牛腩飯、三個焗豬扒飯及三個肉醬意粉的預先包裝樣本。測試由中心的食物研

究化驗所進行，檢測了非預先包裝碟頭粉麵飯樣本中的鈉含量。為了解添加醬汁對碟頭

粉麵飯的鈉含量的影響，額外抽取了三個走汁叉燒飯樣本作測試，以檢測其鈉含量。就

預先包裝碟頭粉麵飯，是次研究檢視了樣本的營養標籤所標示的鈉含量。在數據分析方

面，根據香港現行的營養標籤規例，若每100克食物的鈉含量少於或相等於120毫克，樣

本可稱為“低鈉(鹽)”。此外，鈉攝入量分析是把從碟頭粉麵飯攝入鈉的分量與世衞建議

的每日攝取限量(即每日攝取少於2,000毫克鈉(5克鹽))作比較。再以每日三餐計算，把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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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每份鈉含量與世衞建議每日攝取限量的三分之一作比較。結果顯示，在非預先包裝

碟頭粉麵飯樣本中，以每100克計，味菜排骨炒麵的平均鈉含量最高，而枝竹火腩飯則

最低。部分由不同食肆配製的相同種類碟頭粉麵飯，樣本間的鈉含量差異頗大。在100

個樣本中，只有一個屬於“低鈉”食物，而全部樣本的每碟鈉含量均超出世衞建議每日攝

取限量的三分之一。預先包裝碟頭粉麵飯樣本的平均鈉含量較同種類非預先包裝樣本的

有高有低。減低從碟頭粉麵飯攝取鈉的可行方案包括: 減少添加醬汁／豉油、減少進食

餸汁，以及為碟頭粉麵飯訂立減鈉目標水平。結果顯示，若進食叉燒飯時走汁，每碟所

減少的鈉攝入量最高佔世衞建議每日攝取限量近三成。同樣地，若進食咖喱牛腩飯時減

少進食餸汁，每碟所減少的鈉攝入量平均超過世衞建議每日攝取限量的四分一。在參考

外地訂立減鈉╱鹽目標的提議及“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國際諮詢委員會”的建議，探討兩個

為碟頭粉麵飯訂立減鈉目標水平的建議方法:訂立“鈉含量上限”及訂立“鈉含量平均限

值”。個別相同種類碟頭粉麵飯樣本的鈉含量差異頗大，顯示業界降低碟頭粉麵飯的鈉

含量是切實可行的，而連鎖食肆可帶頭採取行動。消費者應減少進食鈉含量高及含有高

鹽分配料的碟頭粉麵飯。外出進食時，他們可要求食肆不要╱減少添加醬汁、豉油，並

反映想“少鹽”或“少鹹”。他們可要求食肆把餸菜與粉麵飯分開送上，並在試味後才添加

適量的餸汁。此外，他們應留意碟頭粉麵飯的分量，如分量超過個人食用分量，與他人

分享，並留意營養資料。業界應參考中心的《降低食物中鈉含量的業界指引》，透過改

良食譜(如減少使用鹽和調味料，以及採用新鮮配料或香草和香料)減少碟頭粉麵飯的鈉

含量。業界可以獨立容器盛載醬汁、豉油及餸菜，利用標準量匙添加所需分量的醬汁、

豉油，或只在消費者提出要求時才添加。除了提供標準分量的碟頭粉麵飯外，業界可提

供較少分量的碟頭粉麵飯，讓消費者按所需的分量來選擇；並在菜單、價目表及其他印

刷品上展示營養成分資料(尤其是鈉／鹽)。 

 

4. 楊子橋醫生表示，碟頭粉麵飯廣受香港市民歡迎。是次聯合研究顯示，情況極不理

想。就該100個樣本，平均一碟碟頭粉麵飯的鈉含量已相等於世衞建議的每日攝取限量

的上限。與世衞建議每日攝取限量的三分之一作比較，所有樣本的鈉含量均不合格。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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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應注意，他們所烹調的食品會影響市民的健康，故應嚴肅看待。他建議業界採取以下

措施: (a)以獨立容器盛載醬汁，並按消費者的要求不要╱減少添加醬汁；(b)粉麵飯若可

與餸菜分開，便應另上；以及(c)透過改良食譜減少碟頭粉麵飯的鈉含量。他詢問業界是

否準備與政府討論為減低食品中的鈉含量訂立目標水平。  

 

5. 一名業界代表認為，按消費者指示就碟頭粉麵飯(除燴飯)採取上述(a)及(b)項措施較

易實行。至於措施(c)，很難訂定目標水平，而中小型企業亦難以符合目標水平。主席問，

大型╱連鎖食肆在烹製食物時是否已訂定一套標準。例如，在加鹽和糖時，是否已訂定

固定分量或只是由廚師隨意決定。該業界代表表示，大型╱連鎖食肆通常設有中央廚房

烹製食物，製作時會較重視食品的味道，而不是添加鹽和糖的分量。添加鹽和糖的分量

是由廚師決定，而廚師會受顧客的喜好及期望所影響。主席希望可有新思維處理此事。

根據海外經驗，只有訂立減鹽減糖的目標水平才能有效推行減少食物中的鹽和糖的措

施。依賴消費者的喜好難以達到減少鹽和糖的效果。各界必須採用減鹽減糖的目標水平

才能有效推行措施。 

 

6. 一名業界代表建議在餐牌上的食物名稱旁加上標誌(例如盛載了食鹽的匙)以顯示鹽

的濃度，讓市民容易明白。 

 

7. 一名業界代表表示，措施(a)及(b)較易推行。下一步應是改良食譜，但必須先再進

行調查及研究。他認為，宣傳健康飲食以提高市民的認知程度是至關重要。他不同意以

世衞建議每日攝取限量的三分之一作為比較標準，因為極少人會一日三餐進食碟頭粉麵

飯。他並表示不應向傳媒發布是次研究涉及的食肆名稱，因為這些食肆會受到不必要的

困擾及影響。主席回應說，消委會一直會發布在其研究中所涉及的公司名稱，以加強透

明度，為讀者提供所需的知識。至於以世衞建議每日攝取限量的三分之一作為標準，他

表示，雖然消費者未必整日的每一餐均是進食碟頭粉麵飯，但他們三餐所吃的食物均含

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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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二 

修訂內地冰鮮╱冷藏禽肉的進口協議 

 

8. 梁美詩女士向與會者簡介修訂內地供港冰鮮╱冷藏禽肉的進口協議。二零零四年一

月，香港及其他地區相繼爆發禽流感，香港因此禁止內地冰鮮╱冷藏禽肉及內臟輸港。

其後於二零零四年三月，香港與內地當局同意恢復冰鮮╱冷藏禽肉供港，但暫時不進口

家禽內臟。此安排一直沿用至今。根據進口冰鮮╱冷藏禽肉的現行規定，冰鮮雞的翼下

須用紅色的可食用不退色印油加蓋有關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的印章，以區別於香港的鮮宰

雞。冰鮮禽肉的外包裝上加施相關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防偽標識。業界曾促請政府考慮取

消有關要求。中心與內地當局商討後同意作出下列修訂:取消冰鮮雞翼下蓋上紅印的要

求；取消冰鮮禽肉外包裝上的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防偽標識的要求；恢復內地冰鮮╱冷藏

家禽內臟供港；以及容許內地冰鮮╱冷藏鵪鶉供港。有關修訂計劃在本年上半年實施。 

 

議程項目三 

營養標籤與業界所面對的困難 

 

9. 何國偉先生向與會者簡介，根據《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規例》(第132W章)

的規定，預先包裝食品、嬰兒配方產品、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及預先包裝嬰幼兒食

物必須加上適當的食物標籤。食物標籤包括一般標籤及營養標籤。營養標籤制度涵蓋一

般預先包裝食物的食物標籤上的兩類主要營養資料:營養標籤及營養聲稱。營養標籤須

載有能量及七種核心營養素(1+7)的資料。營養聲稱是指述明、指出或暗示某食物含有特

定營養特質的陳述。規管範圍包括食物標籤及宣傳品。至於營養標籤，根據第132W章

附表6，部分食品可獲豁免遵從該規例有關營養標籤的規定:對業界實際運作有困難的食

品；不含能量及核心營養素的食品；沒有添加其他配料的新鮮食物；以及小銷售量的預

先包裝食品。由二零一四年十月一日起，中心就不符合規定的個案收緊執法，取消提供

解釋期、發出警告信及給予限期糾正違規之處等做法，一旦發現任何不符合規定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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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便會立即採取檢控行動。此後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十日，中心共發現有78件預先包

裝食品不符合營養資料標籤制度的規定。根據《2014年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修

訂)(第2號)規例》(《修訂規例》)，由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起，嬰兒配方產品必須符

合營養成分組合及營養標籤的規定；由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三日起，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

產品及預先包裝嬰幼兒食物都必須遵從營養標籤規定。嬰兒配方產品必須含有能量及33

種營養素(1+33)，而其能量值及各有關營養素含量必須符合《修訂規例》指定的水平範

圍。嬰兒配方產品的標籤須標示其能量值及29種營養素(1+29)的含量。如嬰兒配方產品

的氟化物含量(調製後或供食用的形式)超出《修訂規例》訂明的上限(每100千卡超過100

微克或每100千焦超過24微克)，該產品須標示一項有關氟斑牙的陳述。較大嬰兒及幼兒

配方產品的標籤須標示其能量值及25種營養素(1+25)的含量。預先包裝嬰幼兒食物的標

籤必須標示能量值、蛋白質、總脂肪、碳水化合物及鈉的含量，以及維他命A和維他命

D(如有加入的話)的含量。如嬰兒配方產品、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或預先包裝嬰幼

兒食物的描述或使用指示聲稱該產品適合年齡滿36個月或以上的人士食用，則該產品也

應遵從現行營養標籤制度的相關規定(即1+7)。特殊醫用嬰幼兒配方產品如按《修訂規例》

加上特定標籤，可獲豁免遵從營養成分組合及營養標籤的規定。嬰兒配方產品及較大嬰

兒及幼兒配方產品如包裝在總表面面積小於250平方厘米的容器內，以及預先包裝嬰幼

兒食物如包裝在總表面面積小於100平方厘米的容器內均可獲豁免遵從營養標籤規定。

業界可提出其所面對的困難，例如成本問題或獲取營養資料的難處。當局向業界提供的

建議包括了解“預先包裝食物”的定義。“預先包裝食物”指任何經全部或部分包裝食物，

以致如不打開或不改變包裝，則不能將包裝內的食物變更；以及該食物可隨時作為單份

食品，交給最後消費者或飲食供應機構。一般預先包裝食物須附有營養標籤，依照訂明

的格式標示能量和七種指定營養素的資料。此外，營養標籤制度亦訂明在標籤上作出營

養聲稱的標準條件。業界可對食物樣本進行直接化學分析、或通過計算方法進行間接營

養素分析，以取得食物的營養資料。業界有責任確保食物標籤的資料準確無誤。當局建

議製造商、進口商、銷售商和有關人士聘用檢測服務，以核實產品的營養標籤上的聲明。

食物的營養素成分可能因季節、加工過程、配料來源的不同而有差異，以致不同批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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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食用限期的同一食品的營養素數值可能會有所不同。中心已針對產品不同批次的差

異制定可容忍水平。然而，如差異巨大，食物商應設法提高產品的質量控制。任何人士

售賣沒有標示營養標籤的預先包裝食物，即屬違法，最高罰款為50,000元及監禁6個月。

業界可瀏覽中心的網站、相關的《技術指引》及《檢測方法技術指引》，以搜尋有關營

養標籤的資料。 

 

10. 一名業界代表表示，由於食品中的鈉及飽和脂肪酸的含量一般較低，與營養標籤標

示值的差異很易超過20%，故該兩種物質的營養素含量差異的可容忍水平訂於20%，屬

於過低。他問可否放寬對這兩種物質所訂的可容忍水平。另一名業界代表表示，美國當

局極少檢測含量低的營養素。主席認為香港採取的執法行動較為嚴格。 

 

11. 一名業界代表建議中心檢討現行的做法，即向業界發出快速警報和就業界不符合營

養標籤規定及停售產品要求而發出新聞公報。他表示，不符合規定的個案可能只涉及小

量營養素，但對涉事公司的商譽則會造成負面影響。即使中心認為有需要發出快速警報

及新聞公報，可否考慮按事故對公眾健康構成的影響，把警報類別分為不同嚴重程度。

主席回答，上次會議亦曾有與會者就處理不符合規定的個案提出類似要求，中心已在相

關網頁的“常見問題”部分向市民提供更多資料，加上產品可在更正標籤後出售的字眼。

向市民作出公布對加強透明度是至關重要，但中心會定期予以檢討。 

 

12. 另一名業界代表指出，某類食品(包括“吉列豬扒”及“臘味”中的“豬腩肉”)不能均質

化，並表示這些食品每個批次的營養素含量無可避免存在差異。他詢問可否放寬對這些

食品所訂的可容忍水平。此外，他問是否有需要抽取12個樣本進行檢測，如有需要，會

否在技術指引內註明。主席回應說，除非有實際困難，難以抽取足夠樣本，否則中心會

盡量抽取12個樣本進行檢測。業界應參考可容忍水平，在營養標籤提供準確的資料。 

 

13. 一名業界代表引用中心網頁公布的不符合規定個案。個案涉及營養標籤誇大鈉含量

(即每100克9毫克，但測試結果為每100克4毫克)，但情況不算嚴重，因為這個鈉含量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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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接近鈉含量的零的定義(即每100克含5毫克)。他詢問該個案可否獲豁免檢控。主席回

答，中心會考慮相關情況。以往中心只會參考可容忍水平，而不會考慮營養素的含量水

平。 

 

14. 另一名業界代表認為，技術指引已出版多年，中心網站已在不同地方上載相當多的

補充及額外資料。業界需要花上很多時間及努力在網頁搜尋該些資料。他詢問會否修訂

技術指引，加入相關資料。此外，他表示，根據海外經驗，不符合規定的個案只要沒有

造成不良健康影響，有關當局極少採取檢控行動或作出公布。他建議中心跟隨這個做

法，以免引起市民不必要的恐慌。他並表示，中心不應把鈉等同鹽，因為部分維他命及

礦物也含鈉。何國偉先生表示，營養標籤制度要求在營養標籤上顯示鈉含量，而當以鹽

作任何營養聲稱時，其規管跟以鈉作出相關聲稱的條件相同。主席表示，中心會檢討技

術指引，研究是否須要修訂其內容。另一名業界代表表示，中國已在二零一三年修訂營

養素參考值，他建議中心在修訂技術指引時參考有關營養素參考值，並給予業界時間遵

從相關規定。 

 

15. 另一名業界代表表示，部分購自日本批發市場的食品只提供有限的營養素含量及添

加劑資料，其公司須自行翻譯包裝上的資料，難度相當大。她建議政府與一些主要進口

國家(例如日本及歐盟)的有關當局商討，並制定食物標籤互認協議，從而確保資料準確，

節省業界的處理時間及成本。主席表示，由於不同國家對食物標籤有不同的要求，故現

時國際上並沒有食物標籤互認的做法。在港出售的進口食品必須符合香港法例的規定。

另一名業界代表同意主席的說法，並表示不同國家的標籤要求及標籤方法均不一樣，業

界不能照抄外國標籤用於在港出售的食品上。 

 

16. 一名業界代表提及中心的營養資料查詢系統，指出一些食品並無提供有關能量及七

種核心營養素(1+7)的資料。她建議中心進行更多檢測，並向業界提供更多資料。此外，

她問香港會否接受台灣的營養標籤所使用的“公克”作單位，以便業界省卻重新標籤的工

作。何國偉先生回應說，法例已規定營養標籤所顯示的營養素含量單位，而技術指引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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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供相關資料。主席同意在會後考慮此事。 

 

[會後備註：根據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規例 (第132W章) 附表5，營養標籤中

營養素含量須以克(g)、毫克(mg)或微克(µg)表達。因此，不接受以 “公克”於營養標籤表

達營養素含量。] 

 

17. 一名業界代表表示，如食物中的鈉、飽和脂肪及不飽和脂肪含量低，其含量會有波

動。因此，歐盟把含量低的營養素的可容忍水平訂於某個絕對值之內。主席回應說，中

心會研究此事。 

 

18. 就一名業界代表要求就日本食品編製營養標籤提供協助，主席告知與會者或可向香

港中文大學求助。 

 

議程項目四 

就降低除害劑殘餘的潛在風險作出的清洗蔬菜更新建議 

 

19. 游天頌先生向與會者簡介就降低除害劑殘餘的潛在風險作出的清洗蔬菜更新建

議。早於一九八七年年底，香港開始出現多次因食用進口蔬菜而引致食物中毒的事故，

並在一九八八年達到高峰期，共有303宗確診個案，491人受影響。雖然情況在一九八九

及一九九零年期間趨於穩定，但在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五年期間曾再度出現規模較小的食

物中毒事故。一九九六年前發生的有關食物中毒事故主要是由除害劑甲胺磷所引致。涉

事蔬菜的甲胺磷水平可高達每公斤200毫克。本港與內地當局緊密聯繫，並採取了多項

管制措施。設立文錦渡食品管制處，對篩選進口的蔬菜，亦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自

此，在過去11年，衞生防護中心並無發現任何由除害劑殘餘所引致的食物中毒確診個

案。此外，隨着《食物內除害劑殘餘規例》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一日實施，當局進一步加

強管制。在二零一四年八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期間，中心抽取約91 700個食物樣本以進

行除害劑殘餘檢測，整體只有0.2%含量不符合法例規定。香港首個總膳食研究涵蓋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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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除害劑。研究發現市民從膳食中攝入除害劑分量，遠低於提供予消費者的安全參考

值。就研究涉及的除害劑而言，香港市民不大可能透過膳食攝入過量的除害劑殘餘。攝

入除害劑殘餘不再有迫切的風險。中心在二十多年前提供的洗菜建議，是基於大量出現

高劑量除害劑污染的蔬菜引致食物中毒的情況所定立。因此，中心現時檢討有關建議。

長時間用水浸泡蔬菜，會令水溶性營養素不必要地流失。很多國際╱國家機構均建議用

流動的清水沖洗蔬菜。部分機構建議把表層堅硬的農產品去掉外皮或擦洗外皮以減少細

菌及除害劑含量，並削去爛掉的部分。一些機構特別表明不建議在家清洗蔬菜時使用肥

皂、配方洗滌劑或商業農產品清潔劑，擔心這些會成為化學物殘餘的新來源。中心並評

審有關清洗蔬果對清除各種除害劑殘餘效用的研究，認為用水浸泡蔬菜5至20分鐘能減

少一些除害劑殘餘，但再浸泡更長時間，效用相對甚微。中心以往一直建議焯菜，或在

清洗蔬菜時摘掉外葉，以減低除害劑殘餘含量。儘管普遍認為處理食物程序(例如烹煮)

能減少除害劑殘餘含量，但由於現時蔬菜中的除害劑殘餘含量甚低，故中心認為再沒有

需要以焯菜、清水浸泡及摘掉外葉等方式減少除害劑殘餘。中心的最新看法與眾多食物

安全監管機構現時所作的建議一致。更新建議是:“用流動的清水徹底沖洗蔬菜。如適

合，用清潔的刷子刷洗表層堅硬的農產品，以去除表面及縫隙中的污垢和其他物質(包

括除害劑和污染物)。不建議使用肥皂、配方洗滌劑或農產品清潔劑等清洗蔬菜。用清

水浸泡及焯菜可有效去除污垢和減少除害劑殘餘，但由於在處理過程中會導致營養素流

失，故不再認為是必要採用的措施。” 有關詳情，業界可參閱《食物安全焦點》(第128

期)刊登的文章。 

 

20. 主席表示，現行更新建議是根據蔬菜含微量除害劑殘餘的最新風險評估而訂定，並

已獲食物安全專家委員會通過。舊的建議做法已植根在市民心中，他們或需時間改變習

慣。 

 

21. 就一名業界代表的查詢，游天頌先生表示，很多國家已廣泛接受用流動的清水沖洗

蔬菜，認為這是可借助水力的有效洗菜方法。就另一名業界代表的查詢，主席表示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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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沖洗時間長短。他說，洗菜不僅是為了清除除害劑殘餘，還可清除其他表面的污染

物，例如泥土及重金屬。  

 

其他事項 

禁止巴西肉類及禽肉進口 

 

22. 主席告知與會者，因應巴西出口的肉類懷疑品質出現問題及政府作出禁止進口的事

件，業界諮詢論壇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舉行特別會議，向業界簡介最新情況，並

聽取業界的看法及意見。他表示，對於座位供不應求，以致部分業界代表未能出席該次

會議，深感抱歉。他希望藉是次會議的機會就過去一星期的事態發展向業界提供最新資

料，並聽取更多業界代表的看法及意見。他請曾憲法先生向業界代表講述政府採取的最

新修訂管制措施。 

 

23. 曾憲法先生向與會者簡介在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黃昏最新公布的修訂管制措

施。由即日起，巴西肉類及禽肉的進口禁令只適用於正被巴西當局調查的21間公司。這

些公司的巴西肉類及禽肉如在進口禁令生效前正付運但未運抵香港，中心會在有關食品

抵港後加以封存，待有關調查結束後再作適當處理。除了從該21間公司進口的肉類及禽

肉外，其他巴西肉類及禽肉可恢復進口及出售。主席補充說，在涉事的21間公司中，六

間公司有出口肉類及禽肉到香港，佔香港的巴西肉類及禽肉總進口量的1%至2%。因此，

巴西的肉類及禽肉供應已大致恢復正常。  

 

24. 一名業界代表表示很高興得知這個最新消息。他希望中心可通知傳媒，現時禁止進

口的巴西肉類只佔巴西肉類總進口量的一個很小的百分比，以恢復消費者的信心。他詢

問已從這21間公司進口香港的肉類會否回收。  

 

25. 一名業界代表多謝政府採納他在特別會議所提出的建議，以特事特辦的方式處理是

次事件。據他了解，與上星期比較，肉類供應商已調低肉類價格。他希望中心與巴西當

https://up.fehd.hksarg/fehd-portal-web/portal/web/private/phone/search_result.faces
https://up.fehd.hksarg/fehd-portal-web/portal/web/private/phone/search_result.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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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密切聯絡，迅速解決此事。主席表示，政府已因應業界的意見制訂管制措施，並會與

傳媒妥善溝通。解除之前被禁肉類的禁令，對價格水平有正面作用。  

 

26. 另一名業界代表詢問中心就有關食物樣本進行了哪種檢測。曾憲法先生告知與會

者，中心至今檢測了66個樣本，檢測項目包括總揮發氮。主席補充說，檢測項目涵蓋傳

媒及市民所關注的項目，例如腐肉及添加劑。為腐肉進行的檢測項目是總揮發氮，是一

個腐壞指標。其他檢測項目包括獸藥、重金屬、防腐劑等。 

 

27. 一名業界代表多謝中心在上周未迅速回覆其查詢。她問，一旦有同類危機發生，當

局會否設立熱線，提供適當渠道回覆業界的查詢。主席回應說，當局設有熱線在辦公時

間回答一般查詢。中心會就有大量查詢的事故設立電話專線。[會後備註: 中心發出的個

別快速警報通常載有專為就事件而設的中心聯絡電話號碼，以供在辦公時間及非辦公時

間致電查詢。] 

 

28. 主席表示，中心會繼續密切監察事件，並會與巴西當局保持緊密聯絡，了解最新情

況。如有需要，當局會進一步調整現行的管制措施。 

 

食物安全研討會2017 

 

29. 主席告知與會者，食物安全研討會2017暫訂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七日假中央圖書館舉

行。研討會為兩年一度的活動，旨在向業界介紹在過去兩年所制定的新法例及指引，以

及其他備受關注的議題。業界會獲邀參與研討會，並歡迎就討論議題提供建議╱意見。 

 

與業界的溝通 

 

30. 一名業界代表表示，中心現時是先向傳媒發出有關發生事故的新聞公報，然後才通

知業界。他詢問中心可否透過快速警報及新聞公報同時通知業界及傳媒，以助業界更好

https://up.fehd.hksarg/fehd-portal-web/portal/web/private/phone/search_result.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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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傳媒及市民的查詢。楊子橋醫生回應説，現行的快迅警報系統是在發出新聞公報

後，透過傳真及電郵通知業界有關事故。中心會採討能否進一步縮短發出快速警報的所

需時間。該業界代表表示，若業界可透過短訊服務得悉中心已發出新聞公報，將有助業

界查閱新聞公報的內容，以便相應作出回應。主席表示，中心會研究此事，並同意與業

界就食物事故保持有效溝通是十分重要，以便業界得以更妥善回應市民的查詢。   

 

31. 另一名業界代表表示，曾有多宗個案，中心都是在辦公時間後發出新聞公報。若未

及向業界及供應商發出警報，他們會因資料不足而大感緊張。他希望當局改善與業界之

間的溝通。 

 

32. 另一名業界代表建議中心參考美國的食物警報系統，把食物警報分為三級，並透過

電郵向公眾發出警報。 

 

食物中的重金屬 

 

33. 一名業界代表表示，帶子並非造成經膳食攝入重金屬鎘的食品。他得知中心曾檢測

帶子所含的物質，並希望知悉有關的標準及行動水平，以作參考。主席表示，對於並無

在法例特別列明的物質，中心會進行風險評估，以確保有關食物可供人安全食用。他表

示與會者已成立工作小組，負責檢討《食物攙雜(金屬雜質含量)規例 》(第132V章)和提

出修訂規例建議。修訂草案即將完成，並將於五月底╱六月初舉行業界非正式諮詢會，

然後才進行正式公眾諮詢。  

 

34. 一名業界代表問，某特別種類的蘑菇會否視為蔬菜，以釐訂其重金屬水平。主席表

示，蘑菇是否歸類為蔬菜仍有爭議之處。下次公眾諮詢或可討論應採用的標準。若法例

並無訂明有關標準，當局可依據風險評估制訂標準。就蘑菇及蔬菜，風險評估可考慮市

民進食的分量。業界亦可參考其他國家所訂定的標準。另一名業界代表建議部門可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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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未有訂定標準的食品提供行動水平。主席進一步表示，中心只會就對公眾健康構成危

險但沒有法例標準的食品制定行動水平。中心不建議對市民只會少量進食的食品制訂標

準。 

 

下次會議日期 

 

35. 下次會議日期容後決定。 

 

36. 餘無別事，會議於下午五時十分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