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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小量豁免制度

豁免遵從營養標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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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量豁免制度小量豁免制度

根據《2008年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 
(修訂：關於營養標籤及營養聲稱的規定) 規

 例》

任何預先包裝屬相同版本的食物在香
 港的每年銷售量不超過30,000件，可獲
 豁免提供營養標籤。

須預先獲得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物安全
 中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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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限制豁免限制

即使產品標籤上載有某些營養資料，
 產品仍可獲得豁免。不過，所提供的
 資料必須真確無誤和沒有誤導成分。

如產品的標籤上或宣傳品中，有作出
 任何營養聲稱，則不會獲得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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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合資格申請申請人人

進口商(進口產品)
製造商(本地產品)

同一產品可接受多於一個進口商
 或製造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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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定某些食物如何判定某些食物  
是否屬於是否屬於相同版本相同版本??

在判定某些食物是否屬相同版本時，
 會考慮下列特點：

配料、包裝大小、味道、製造商或包
 裝商、容器及其他特徵。

如果任何一項特點不相同，可視作不
 同版本。業界應就不同版本的產品分
 別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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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不同包裝大小包裝大小的同一的同一產品產品  
將視作將視作不同版本不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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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不同味道味道的同一的同一產品產品  
將視作將視作不同版本不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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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定某些食物如何判定某些食物  
是否屬於是否屬於相同版本相同版本??

上述各項特點均相同但包裝設計或
 版面設計不同的產品會否視作不同
 版本，會按實際情況作決定。

業界應提供產品的詳細資料及包裝
 樣本，以供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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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計算銷售量？如何計算銷售量？

銷售量指在製造商或進口商層面的銷售
 量 (即出售予零售商或分銷商的件數)。

並非指零售商實際出售予最後消費者的
 數量。

銷售單位指售予最後消費者時的包裝單
 位，例如250毫升 x 6包。業界應在申請
 書上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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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包包裝銷售裝銷售單位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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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計算銷售量？如何計算銷售量？

在計算獲豁免產品的銷售量時，是指所有
 豁免享有人售出的有關產品的件數總和。

有關數字並不包括不獲豁免的其他製造商
 或進口商售出的同一產品的銷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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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費用豁免費用

根據《修訂規例》規定，

首次獲得豁免的費用為每年345元。

以後每年續期的費用為335元。

無論豁免是由食物安全中心撤銷，或由
 豁免享有人自願取消，已繳交的費用概
 不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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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條件豁免條件

豁免享有人須遵守食物安全中心
 施加的各項條件，該項豁免才會
 獲得授予∕續期。



14

豁免條件豁免條件

(a) 豁免享有人應通知分銷商／零售
 商，須在陳列以供出售的獲豁免產
 品上加上指定的標籤

 
／標貼，以展

 示其豁免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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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條件豁免條件

(b)豁免享有人的個人或公司資料、產
 品資料或分銷商／零售商的名單如
 有任何改變，應在一個月內通知食
 物安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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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條件豁免條件

(c) 豁免享有人應保存獲豁免產品的所有
 分銷記錄至少兩年。

在食物安全中心要求時，須出示相關
 記錄，以供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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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條件豁免條件

(d) 豁免享有人應在下一個月的首10天
 內申報獲豁免產品的銷售量。

在食物安全中心要求時，出示相關
 記錄或賬目，以供查閱，作為所申
 報銷售量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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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條件豁免條件

(e) 豁免享有人應容許食物安全中
 心指派的人員查閱任何與獲豁
 免產品的銷售量有關的記錄或
 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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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條件豁免條件

(f)   豁免享有人不應在獲豁免產品
 的標籤上 或宣傳品中，作出任
 何營養聲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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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豁免撤銷豁免

如違反上述條件，食物安全中心會發
 出警告信，要求豁免享有人在指定日
 期內作出糾正。

如豁免享有人不理會警告，其豁免可
 被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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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豁免撤銷豁免

如豁免享有人違反條件引致豁免被
 撤銷，則食物安全中心在兩年內不
 會就同一產品向同一豁免享有人授
 予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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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豁免撤銷豁免



 
如產品銷售量超出30,000件的豁免

 限額，豁免將被撤銷。



 
食物安全中心在兩年內不會就同

 一產品授予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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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續期豁免續期

如銷售量在豁免有效期完結時未有超出
 30,000件，豁免可獲准續期一年。

銷售量的記錄將重設為零。

全部豁免享有人須繳付續期的年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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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豁免產品的標籤獲豁免產品的標籤

獲豁免產品在陳列以供出售時，應具
 有下列字句的標籤／標貼：

此乃豁免營養標籤產品
Nutrition Labelling Exempted
豁免編號 Exemption No. : 

09-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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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豁免產品的標籤獲豁免產品的標籤

有關字句須：

(a) 中英文兼用；

(b) 採用不小於10 點的字體(如食品包
 裝的總表面面積少於200 平方厘
 米， 則不小於6 點的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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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豁免產品的標籤獲豁免產品的標籤

有關字句須：

(c) 以深色楷體字印在淺色底上，或以淺
 色楷體字印在深色底上；以及

(d) 圍以長方形、正方形或圓形的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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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豁免產品的標籤獲豁免產品的標籤

有關標籤須只載有上述指明字句。

有關標籤須穩固地貼在包裝上或構成包
 裝的一部分，其位置可在包裝的任何當
 眼位置

 
，包括側面、頂部或底部均可接

 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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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豁免產品的標籤獲豁免產品的標籤

豁免編號須印在標籤上。

或可在陳列以供出售獲豁免產品的
 地方附近的顯眼位置標示豁免編號
 (例如貨架或價格卡) 。



29

獲豁免產品的標籤獲豁免產品的標籤

零售商須確保獲豁免產品加上特
 定的標籤／標貼和豁免編號，否
 則即屬違反《修訂規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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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安全中心何時食物安全中心何時  
開始接受開始接受申請申請豁免？豁免？

《修訂規例》將於 2010年7月1日
 生效。

中心已於 2009年9月1日開始接受
 申請。



31

申請表格申請表格

業界可透過食物安全中心網頁下載申請
 表格;

或前往食物安全中心各主要辦事處索
 取。

填妥表格後可透過電郵、郵遞、傳真或
 親身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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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量豁免申請指引小量豁免申請指引

食物安全中心已擬備“小量
 

豁免申請指引” 並上載中心
 

網頁以供業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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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fs.gov.hk

Nutrition Labelling Scheme
營養資料標籤制度

Information for Trade
給業界的資料

“Guide to Application for Small 
Volume Exemption”

《小量豁免申請指引》

Application form Small 
Volume Exemption
小量豁免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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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須提供的資料及文件申請人須提供的資料及文件

可以個人或公司名義申請。

申請人須填妥個人或公司資料。

須呈交有效商業登記證的副本。

若以個人名義申請，除商業登記證副本
 外，並須呈交身分證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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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須提供的資料及文件申請人須提供的資料及文件

申請人須填妥有關食品詳情，包括：
品牌名稱

食物名稱

淨重量／體積／數量

原產國家

製造商／包裝商資料

分銷名單(即分銷商／零售商名稱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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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須提供的資料及文件申請人須提供的資料及文件

申請人須呈交有關產品的照片或掃描
 影像 ，以展示該產品的食物名稱和品
 牌名稱，以及產品包裝上的條碼(如

 有) 。
申請人亦可選擇呈交有關產品的空盒

 或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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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豁免批准豁免

在2009年10月底前收到的申請，食
 物安全中心會在12月18日前回覆結
 果。

業界宜盡早提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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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豁免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豁免的生效日期一般為 2010年7月1日。

申請人亦可選擇2010年8月至12月期間
 的任何一個月份的首天作為豁免的生效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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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豁免有效期有效期

如在不同時間內有多於一名申請人就
 某項產品申請豁免，較遲的申請人獲
 授予的豁免，其有效期:

(a)僅直至首名申請人獲授予的豁免
 屆滿日期為止，或

(b)直至產品的每年銷售量超出30 000 
件為止，以較早的日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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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付豁免費用繳付豁免費用

如選擇豁免於2010年7月1日生效，申
 請人必須於2010年7月2日至24日期間
 內繳付豁免費用。

如選擇其他豁免生效日期，則須於有
 關日期前指定期間內繳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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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年年77月月11日後日後的安排的安排

於2010年7月1日有關法例生效後，中
 心會於接獲申請書起14個工作天內回
 覆申請結果。

當成功申請人繳付豁免費用後，中心
 會在7個工作天內發出批准書。

由提交申請起計，至獲發批准書為
 止，一般約需時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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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操作系統網上操作系統

食物安全中心將會專設一個網上平台：

業界人士可提交豁免申請。


 

豁免享有人可查閱和申報獲豁免產
 品的銷售量。

市民可知道哪些產品已獲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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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操作系統網上操作系統

系統會在下列情況提醒食物安全中心及豁
 免享有人：



 
當獲豁免產品的銷售量接近豁免限額

(例如70%及90%)


 
當獲豁免產品的銷售量超出豁免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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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完 --
多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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