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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詞 

 

 主席歡迎所有業界代表出席第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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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會議紀要無須修改，獲得通過。 

  

議程項目一 

本地港式小菜的營養含量  

  

3. 郭麗儀女士向與會者簡介食物安全中心(中心)與消費者委員會聯合進行的本地港式

小菜的營養含量研究。她首先介紹研究的背景。過量攝入一些營養素(例如鈉、糖及脂

肪)能引致過重、肥胖及其他長期病患。特別是，攝入過多鈉可能會增加患上高血壓的

風險。高血壓若不及早診治，可引致心臟病及中風等慢性疾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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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茶匙食鹽)。根據世界衞生組織(世衞)指出，

煮食時添加鹽及不同的醬料是亞洲國家膳食中的鈉的主要來源。糖可為身體提供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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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克糖提供4千卡能量)。進食過多糖可能會令人攝入過多能量，增加超重和患上肥胖症

的風險，還會引致蛀牙。肥胖症會增加患上一些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壓、心臟病及糖尿

病)的風險。脂肪是高能量的來源，每克脂肪可提供9千卡能量。進食太多脂肪會導致攝

入過多能量，增加患上肥胖症、高血壓及糖尿病的風險。攝取過量的飽和脂肪及反式脂

肪，會增加血液中“壞膽固醇”含量，從而增加患上冠心病的風險。香港人經常出外用膳。

港式小菜是本地人日常膳食的重要部分。是項研究旨在檢測及比較本地食肆供應的港式

小菜的營養素，幫助市民在外出用膳時能作出知情的選擇，並推動業界透過改良食譜提

供減鈉的港式小菜。研究涵蓋10種本地食肆較常見的港式小菜，在二零一七年三月及四

月，從酒樓食肆、港式茶餐廳及快餐店提供的該10種港式小菜抽取共100個樣本，檢測

鈉、糖、總脂肪(飽和脂肪及反式脂肪)、能量的含量。該10種港式小菜包括鹹蛋蒸肉餅、

菠蘿咕嚕肉、中式牛柳、蝦仁炒蛋、粟米魚塊、西蘭花炒魚塊、欖菜肉鬆四季豆、魚香

茄子煲、西芹炒雞柳及北菇西蘭花。結果顯示，在該10種小菜中，鹹蛋蒸肉餅的鈉含量

平均值最高，每100克食物含530毫克鈉。該款小菜的總脂肪含量平均值亦是最高，每100

克食物含20克脂肪。此外，該研究亦模擬消費者於本地食肆用膳時享用港式小菜的不同

情景。結果顯示，即使配搭不同種類的港式小菜，每人整餐的鈉攝取量仍遠超於世衞建

議鈉的每日攝取限量的三分之一。這反映業界有責任改良食譜以降低港式小菜的鈉含

量，消費者才可逐步減少外出用膳的鈉攝取量。此外，郭麗儀女士向與會者分享中心早

前進行的味道測試，評估消費者的口味。中心邀請了消費者聯繫小組的11名成員，就三

款鹹蛋蒸肉餅試味:(i)原味食譜(用全隻鹹蛋、鹽及豉油調味)；(ii)減鈉配方1(走鹽、只用

全隻鹹蛋及豉油調味)；以及(iii)減鈉配方2(走鹽、用鹹蛋黃(新鮮雞蛋白代替鹹蛋白)、

豉油減半)。結果發現，參加者對鈉含量最低的肉餅(即減鈉配方2)有很高的接受程度，

顯示業界在配製這類港式小菜時有很大空間可改良食譜以降低其鈉含量，而消費者亦歡

迎有關小菜。 

 

4.   綜合聯合研究所述，業界在醃肉及烹調等步驟應減少使用鹽或含鈉的調味料的分

量，或選用新鮮的食材。如須使用高鈉的食材(例如鹹蛋、醃菜)，應相應減少使用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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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含鈉的調味料的分量。可以的話，應減少使用高鈉的食材的分量。業界應減少小菜

的醬汁分量，以及避免為小菜添加額外豉油。如有需要，應以獨立容器盛載醬汁或調味

料，讓消費者按口味添加。除提供標準分量的小菜外，業界可提供分量較少的小菜，讓

消費者按所需的分量選擇。業界可在菜單、價目表及其他印刷品上標示所供應的小菜的

營養成分資料(特別是能量／卡路里、鈉／鹽等)。業界可參考中心的《降低食物中鈉含

量的業界指引》及《降低食物中糖和脂肪含量的業界指引》，製作鈉／鹽、糖及脂肪含

量都較低的食物。 

 

5. 主席表示，衞生署最近發布《人口健康調查》報告，顯示本地市民每日的平均鹽攝

取量為8.8克，超過世衞建議的5克攝取限量，而外出用膳次數愈多，攝取的鹽分亦會增

加。若業界不採取措施降低食肆的小菜的鈉／鹽含量，外出用膳的市民很難遵循世衞建

議的鹽攝取限量。業界應明白所出售的食物的鈉含量會對公眾健康造成影響，並應迅速

採取行動應對這個重要的公眾健康課題。從上述的味道測試反映，消費者不僅接受鹽含

量較低的小菜，實際上可能很喜歡這類菜式。因此，業界仍有很大改善空間可降低小菜

的鈉／鹽含量。 

 

6. 一名業界代表表示，在考慮降低小菜的鈉／鹽含量時，廚師會害怕部分消費者或會

不滿味道較淡而作出投訴。政府應加強宣傳，以改變市民的飲食習慣，推廣少鹽食品。

主席表示，有消費者或會投訴食物不夠鹹，但同時可能有其他消費者投訴食物太鹹。他

補充說，業界、市民及政府須攜手合作，以達到目標。中心一直致力宣傳及教育公眾減

鹽減糖，並會繼續有關工作。就外國進行的研究，人們的口味可隨着時間逐漸轉變。為

達到理想的效果，業界可逐少改良小菜食譜。 

 

7. 另一名業界代表表示，作為食肆的消費者，他別無選擇，只能接受廚師烹煮的食物。

他建議食肆就每款小菜提供三種口味讓消費者選擇:正常、低鈉及極低鈉的口味。此外，

他表示，在一些連鎖快餐店，調味料會分開放置在特定櫃枱供消費者自取，而非直接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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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在食物上。這個做法甚佳，值得推廣。主席表示，調味料及醬汁另上，是降低鈉攝取

量的其中一項建議。 

 

8. 一名業界代表建議，大型食肆應在菜單註明菜式的鈉含量，以供顧客參考。這有助

教育公眾。另一名業界代表表示，有關做法在原則上是可行的，特別是標準分量的小菜。

該業界代表表示，政府在改變顧客對食物喜好的宣傳工作非常有效，而以循序漸進方式

減鈉的策略是切實可行的。主席補充說，業界或無必要特別註明有關菜式為“減鹽”食品。 

 

9. 一名業界代表認為，上述味道測試的參加者人數太少。影響試味結果的其他因素包

括樣本的試味次序及參加者的年齡。至於鹹蛋蒸肉餅的測試結果，他表示，大部分消費

者不會吃掉整碟小菜。作為消費者，他覺得食肆提供的菜式漸漸沒有那麼鹹，很多消費

者更會選擇無糖或少糖的飲品。由此可見，宣傳及公眾教育相當重要，故政府應加強這

方面的工作。他補充說，很多食肆不會在餐桌放置瓶裝鹽、胡椒粉及豉油，而是由廚師

按食譜添加。主席回應說，味道測試的主要目的，是探討消費者是否接受鹹味較輕的小

菜。結果顯示，在該11名參加者中，大部分人歡迎鹹味較輕的菜式，讓業界有更大信心

提供鹹味較輕的小菜。政府關注到，若業界不採取措施降低港式小菜的鈉／鹽含量，外

出用膳的市民是難以控制小菜的鹽含量，以符合世衞建議的鹽攝取限量。食肆若不在餐

桌放置瓶裝鹽及豉油，廚師便會負起責任控制在食物添加鹽的分量。 

 

10. 另一名業界代表表示，各方目標一致，要保障市民的健康。業界及政府應合作提高

市民在這方面的意識，並協助他們選擇較健康的飲食。主席表示，政府會就這方面的工

作與業界合作。 

 

議程項目二 

貿易單一窗口與食物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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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吳義德先生向與會者簡介政府擬議設立的貿易單一窗口(單一窗口)及食物環境衞生

署(食環署)開發的食物商平台。擬議單一窗口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單一窗口項目管理

辦公室牽頭，並將由海關負責運作。現有九個政府部門參與，包括食環署(負責食物進

出口)。單一窗口為一站式電子平台，讓業界提交“企業對政府”的貿易文件，以符合貨物

進出口的某些規管要求。業界可節省時間及成本，無需分別接觸不同的政府部門；透過

一個中央資訊科技平台(即單一窗口)可隨時以電子方式提交“企業對政府”的貿易文件；

重用及分享資料；以及可隨時查詢過往的記錄及申請進度。單一窗口擬分三階段實施。

第一階段在二零一八年年中開始實施，某些部門簽發的牌照及許可證申請可以自願性質

透過單一窗口提交，但不涉及食環署。第二階段在二零二二年開始實施，透過立法(設

有過渡期)強制性規定必須經單一窗口申請有關進出口的牌照及許可證，包括食環署簽

發的進口批准及進口許可證。食環署將另行開發一個新的食物商平台與單一窗口連接，

以提供各種線上功能。第三階段在二零二三年開始實施，透過立法(設有過渡期)強制性

規定必須經單一窗口提交進出口報關單及新的預報貨物資料文件。食物商平台的擬議線

上功能包括:申請食物進口商╱分銷商登記及續期；申請進口許可證、進口批准、出口

用衞生證書；查詢申請的進度；檢索及重用過往申請的資料；檢索電子衞生證書；以及

搜尋資料，例如獲批准的加工廠╱農場名單。各種功能將分階段推出，直至單一窗口全

面實施。第一階段的食物商平台的功能(暫定於二零一九年推出)包括:申請食物商登記及

續期；檢索電子衞生證書；以及發放資料。食物商可經單一窗口(以單一登入方式)進入

食物商平台或直接進入。歡迎業界代表就有關建議提出意見。 

   

12. 一名業界代表詢問單一窗口會否用於食物業牌照的申請。吳義德先生回應說，在食

環署負責的範疇下，單一窗口會用作處理食物的進出口事宜。該業界代表表示，申請食

物業牌照對業界任何成員而言是困難的事，因申請人須接觸多個政府部門。若單一窗口

能涵蓋有關申請，會對業界大有幫助。吳義德先生表示，食物業牌照申請的處理工作由

食環署的食物業牌照辦事處負責統籌，處理方式與單一窗口類似，有需要時食環署會為

申請人向其他部門作出轉介。 



 - 8 - 

13. 另一名業界代表問，食物商平台是只供業界使用，抑或開放予公眾使用。吳義德先

生表示，擬議的食物商平台是供食物進口商及批發商使用的平台，不會開放予公眾使

用。設立食物商平台的目的，既為方便業界，同時可加強對進口食物的管制。發放給公

眾的資料可於中心及食環署的網站瀏覽。 

 

14. 一名業界代表詢問食物商平台的不同階段是否有實施時間表。吳義德先生回應說，

現時只有暫定時間表，確實的實施時間須配合單一窗口的發展。在理想的情況下，若食

物商平台可在單一窗口第二階段實施前推出，便可設立一段時期讓業界自願試用，使他

們有更好的適應。 

 

15. 另一名業界代表希望得知單一窗口第一階段會在二零一八年哪個月份實施，並期望

不會在出口時令食品到內地的高峰期間推出。吳義德先生回應說，單一窗口第一階段至

今仍未落實開展日期。食環署計劃在單一窗口第二階段實施前推出食物商平台。在新法

例生效前，使用單一窗口及食物商平台屬自願性質，即業界仍可使用現時的書面方式提

交申請。楊聲南先生補充，單一窗口第一階段的實施不涉及食環署。當第二階段日後於

二零二二年開展時，申請進口批准及許可證須強制性經單一窗口進行。在此之前，使用

單一窗口提交相關申請屬自願性質。在二零一八至二零二二年的過渡期間，歡迎業界提

出意見，以便食環署能開發一個高效及易用的食物商平台。 

 

議程項目三 

肉類╱禽肉進口香港後出口到廣東 

 

16. 梁美詩女士告知與會者，因應廣東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的要求，中心通知業界改善肉

類╱禽肉進口香港後出口到廣東的安排。若進口商從外國進口肉類╱禽肉到香港後考慮

再出口到廣東，必須符合廣東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的兩項要求: (1)出口到廣東的肉類╱禽

肉必須為進口香港的原封貨櫃；以及(2)出口廣東的肉類╱禽肉需附有發給香港的雙語

(英文及簡體中文)衞生證明書。 

https://up.fehd.hksarg/fehd-portal-web/portal/web/private/phone/search_result.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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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17. 一名業界代表問，中心有否任何計劃，就食品加工助劑的定義立法。他表示，很多

國家(包括中國)已界定食品加工助劑的定義，而含有符合定義的食品加工助劑的食品無

須在食物標籤分開列出加工助劑的名稱。現時，一些食物製造商表示不明白是否需在食

物標籤註明加工助劑。主席回應說，現有法例並無特別界定食品加工助劑的定義。中心

會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在這方面的意見，並不時檢討本港的食物安全標準。 

 

下次會議日期 

 

18. 下次會議日期容後決定。  

 

19. 餘無別事，會議於下午四時三十分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