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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詞 

 

 主席歡迎所有業界代表出席第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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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獲得通過。 

 

議程項目一 

含有大麻或四氫大麻酚的食品 

 

3. 關志偉先生向與會者簡述，加拿大自二零一八年十月起將消遣用大麻合法化，雖

然出售含有大麻或四氫大麻酚的食品及飲料仍屬非法，但預計在二零一九年年底或之前

亦會合法化。其他一些司法管轄區(例如美國部分州份及荷蘭)亦已把消遣用大麻合法化

或實施容忍政策，而某些海外地區也可能有出售含有大麻或四氫大麻酚的食品及飲料。

儘管這些產品可能合法化或可獲容忍，聯合國已把大麻列為受國際管制的毒品，要求各

國嚴格規管。在香港，大麻及四氫大麻酚屬《危險藥物條例》(第134章)管制的危險藥物，

任何含有大麻或四氫大麻酚的產品(包括食品及飲料)，都受《危險藥物條例》管制。非

法進口入香港、從香港出口、獲取、供應、製造、經營或處理危險藥物，屬刑事罪行，

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及罰款500萬元。非法管有，或吸食、吸服、服食或注射危險藥物，

亦屬刑事罪行，最高刑罰為監禁七年及罰款100萬元。香港海關(海關)在二零一八年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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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發出了新聞公報，提醒市民在可能有出售含有大麻或四氫大麻酚的食品或飲料的海外

地區購物時，應留意有關產品的包裝標示，並遵守當地有關大麻的法例。海關又提醒市

民，攜帶任何含有大麻或四氫大麻酚的產品進入香港，即屬違法。業界須小心謹慎，不

得進口或經營含有大麻或四氫大麻酚的產品。與此同時，海關已在各管制站加強檢查旅

客及貨物，以堵截這些產品入口。 

 

4. 一名業界代表表示，含有火麻或火麻仁的產品在一些大麻並非合法化的國家有

售，例如英國。該名代表關注這些產品在香港是否也受《危險藥物條例》管制。主席回

答說，界定何謂「火麻」因地而異。在香港，大麻及四氫大麻酚卻有清楚明確的定義。

對於標示含有「火麻」等其他常用名稱的產品是否受管制，要視乎產品所含的實際物質

而定。他補充說，大麻二酚是大麻植物中所含的另一種合成大麻素，但不屬《危險藥物

條例》管制的危險藥物。可是，由於提煉完全純淨的大麻二酚相當困難，含有大麻二酚

的食品或飲品有可能同時內含其他受管制的合成大麻素。在這種情況下，生產商或食品

商仍屬觸犯刑事罪行，故業界成員應注意這種可能性。 

 

5. 同一名業界代表表示，數年前歐洲一款能量飲品據報含有可卡因，海關隨後從本

地一間超級市場抽取一個樣本，並驗出微量可卡因，該超級市場因而面對法律問題。該

名業界代表聲稱(但未有正式與有關政府部門確認)，檢測結果顯示樣本含有可卡因，是

因為政府化驗所使用的分析儀器受海關檢獲的可卡因污染。他希望日後如進行類似的藥

物檢測，包括檢驗食物中的四氫大麻酚，政府化驗所會格外小心進行取樣工作和使用化

驗儀器。主席重申，就危險藥物採取執法行動主要是由海關、警方及衞生署負責。不過，

由於食物可成為大麻及四氫大麻酚等危險藥物的媒介，食品業界應注意其產品有沒有這

方面的問題。 

 

6. 另一名業界代表說，在加拿大註冊火麻仁為天然健康產品時，必須證實產品不含

四氫大麻酚。她詢問含有火麻仁的產品如經政府檢測驗出四氫大麻酚，是否准予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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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回答說，四氫大麻酚屬危險藥物，禁止用於任何食物。該名代表查詢，火麻仁是否

只在用作食品材料時才需要進行四氫大麻酚檢測，因為根據《中醫藥條例》，處方中藥

不需要進行這項檢測。主席回應說，《中醫藥條例》由衞生署執行，而四氫大麻酚則是

《危險藥物條例》所管制的。 

 

議程項目二 

本地麵包的鈉、總脂肪及反式脂肪含量 

 

7. 何國偉先生向與會者簡述，鈉是維持人體機能正常運作的必要元素，但攝取過量

的鈉可能會增加患上高血壓的風險。與此同時，攝取過量脂肪會增加患上多種疾病的風

險，包括心臟病、肥胖症、高血壓、糖尿病及某些癌症，而攝取過量反式脂肪則會增加

罹患冠心病的風險。政府十分重視減低香港市民鹽和糖攝取量的工作，並與「降低食物

中鹽和糖委員會」緊密合作，制訂切合本港情況的減鹽減糖措施。中心的研究指出，麵

包是本港成年人從食物攝取鈉的第四大來源。因此，在二零一八年二月至七月，中心從

市面上抽取了非預先包裝麵包樣本、獲豁免標示營養標籤的預先包裝麵包樣本，以及附

有營養標籤的預先包裝麵包樣本進行檢測。在抽取的100個樣本中，有一個芝麻包樣本

及一個腸仔包樣本按中心所訂的準則屬於「高鈉」，即每100克鈉含量超過600毫克。同

一種類麵包某些樣本的鈉含量相差一至14倍。白方包及麥方包的平均鈉含量低於加拿大

及美國在二零一零年錄得的數字。在某些種類麵包的樣本中，佔總數33%至90%的鈉含

量高於海外所訂自願性質的最高鈉含量目標，數目最多的是牛角酥(90%)、麥方包(60%)

及芝麻包(60%)。進食所有樣本中鈉含量最高的整個麵包，鈉攝取量相等於每日建議攝

取上限的27%。為了降低麵包的鈉含量，宜參考外地擬訂減鈉目標的建議，訂立「鈉含

量上限」、「鈉含量平均限值」或「減鈉百分率」。關於麵包的總脂肪含量，所有牛角

酥樣本及三個雞尾包樣本按中心所訂的準則屬於「高脂」。進食所有樣本中總脂肪含量

最高的整個麵包，總脂肪攝取量相等於每日建議攝取上限的39%。至於麵包的反式脂肪

含量，同一種類麵包樣本中含量最高的為最低的一至17倍。進食所有樣本中反式脂肪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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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最高的整個麵包，反式脂肪攝取量相等於每日建議攝取上限的33%。與過往在二零零

七年及二零一二年進行的研究結果比較，各類麵包樣本的平均反式脂肪含量維持不變或

下降15%至86%，但雞尾包樣本的反式脂肪含量卻錄得116%的升幅。成人如每日進食43

克麵包(即本港市民每日平均進食麵包的分量)，所攝取的鈉、總脂肪及反式脂肪量分別

相等於世衞每日建議攝取上限的6.5%、7.8%及2.9%。在預先包裝的白方包樣本及麥方包

樣本中，五個白方包樣本中有一個的總脂肪含量屬於低。同一種類麵包樣本中的鈉及反

式脂肪含量差異甚大，這反映業界減低麵包的鈉及反式脂肪含量是可行的。業界宜留意

所供應麵包的鈉、總脂肪及反式脂肪含量。業界可參考中心的《降低食物中鈉含量的業

界指引》、《降低食物中糖和脂肪含量的業界指引》及《減少食物中的反式脂肪─業界

指引》，改良製作過程和轉用不同配料，以減少麵包的鈉、脂肪及反式脂肪含量。此外，

他們應向供應商選購鈉、脂肪及反式脂肪含量較低的材料，並建立公司食品資料庫，以

監控所製造食品的鈉、脂肪及反式脂肪含量。他們也可在餐牌、價錢牌及其他印刷品上

就所供應的非預先包裝麵包提供更多營養成分資料，讓消費者作出知情的選擇。 

 

8. 一名業界代表表示，現時製作麵包的食譜已採用多年，資深的麵包師通常不太願

意改變。麵包店曾嘗試不在法包中加入鹽，但味道不大吸引，最終決定保留原來

的食譜。製作麵包有幾種方法，鹽並非必需的配料，但按照新食譜製作的麵包對

部分顧客的吸引力有可能稍遜。另一名業界代表補充說，在商業麵包製作中，酵

母需要消耗糖才可發酵，而鹽則用以控制發酵的程度。一名業界代表再補充說，

不加入任何鹽糖的方法需要更長的發酵時間，可能長達24小時。基於時間及空間

的考慮，這會對香港的麵包店造成難題。此外，這種生產方法需要更先進的技術。 

 

9. 一名業界代表表示，鹽在大量生產麵包的過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既有助保持質

感的一致，又使麵包易於包裝。此外，不使用鹽會影響麵包的味道。因此，通過試驗來

限制鹽含量更為切實可行，但他指出顧客需要時間適應新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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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名業界代表說，要減少鹽含量來改良麵包配方，對麵包師及顧客來說都需要時

間。由於大量生產有多項控制參數，包括時間、溫度、水分及糖含量，而參數之間又有

相互作用，因此逐步改良配方較為可取，讓業界及顧客有時間逐漸適應。 

 

11. 主席總結說，降低鹽含量是可行的，但顧客的喜好和食譜的變化是改良配方的主

要關注問題。根據中心進行研究所得的數據，市面上同一種類麵包的鈉含量差異甚大。

這就是說，鈉含量較低的麵包在市面上也有出售，且為顧客所接受。此外，在二零二五

年或之前把香港人每日的鹽攝取量減少30%的目標，強調的是減少，而非不使用鹽。他

認同減少麵包中鈉含量的目標應循序漸進地實現，以便顧客及業界適應。吳志翔醫生補

充說，歡迎業界成員在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舉行的技術會議上進一步提出真知灼

見。屆時亦會討論減鈉的目標水平。 

 

12. 主席說，由於部分氫化油在食品加工方面的技術特性，食物業可能傾向使用它，

但他想知道可否以其他富含不飽和脂肪的油脂產品來代替。一名業界代表回答說，他的

公司採用了棕櫚油，根據化驗所的測試報告，錄得含有0.14%的反式脂肪。他詢問這個

水平是否可予接受。主席回應說，這種棕櫚油的反式脂肪含量不屬很高。 

 

13. 另一名業界代表表示，在部分氫化油的替代品(例如牛油)中也有反式脂肪。現行

的測試方法無法區分天然反式脂肪與工業生產的反式脂肪。因此，要實現消除反式脂肪

的目標，對業界來說有困難。另一方面，以台灣為例，部分氫化油已被禁用，取而代之

的是不含反式脂肪的完全氫化油。他的公司一直在研究採用這種油的可能性。對於主席

問到對烘焙食品的成本與品質有沒有影響，他回應表示，兩者未見受顯著影響。 

 

14. 一名業界代表說，麵包中麵團脂肪的主要作用是覆蓋麵包中的麵筋蛋白質，降低

麵粉的筋力。它對產品味道的影響，不及忌亷脂肪對產品(例如忌亷威化餅)的影響般大。

要以較健康的油取代麵包中的部分氫化油，比取代含有忌亷脂肪的產品中的部分氫化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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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得容易。油的氫化過程涉及額外的工序及成本，因此轉用非氫化油不會增加生產成

本。他又指出，在是次研究中反式脂肪含量最高的牛角酥，基於其牛油含量及當中的天

然反式脂肪，無可避免地反式脂肪含量如此高。 

 

15. 吳志翔醫生引述，二零一二年曾進行關於麵包中反式脂肪含量的類似研究，他詢

問業界是否了解為何雞尾包的反式脂肪平均含量較二零一二年有所增加。一名業界代表

回答說，一些麵包店仍然使用牛油及豬油而非棕櫚油製作雞尾包，但它們並不是必要的

材料。 

 

16. 主席強調，減少反式脂肪的焦點在於工業生產的反式脂肪，儘管食物(例如牛油

及牛奶)也含有天然存在的反式脂肪。要減少食品中的工業生產的反式脂肪，轉以較健

康的油取代部分氫化油是解決方案之一。一名業界代表查詢，考慮到世衞的建議及其他

國家的法例，香港是否有減少或禁止使用部分氫化油的時間表。主席解釋說，世衞發表

了《REPLACE》行動方案，其中一項重點行動，就是立法限制使用工業生產的反式脂

肪。在各項措施中，中心正朝這方向加以探討，日後若有需要，會與業界討論並徵詢意

見。至於如何限制使用工業生產的反式脂肪，中心會研究並參考其他國家的例子。 

 

議程項目三 

魚和魚製品中組胺的控制指南 

 

17. 翁智仁先生向與會者解說，組胺是在魚變壞和發酵的過程中，由製造組胺的細菌

(剛捕獲的魚類之皮膚、鰓及腸內天然微生物菌羣的一部分)產生的，天然含有高組胺酸

(一種氨基酸)的魚類尤其容易產生。進食含高組胺的食物會引致鯖魚中毒(又稱組胺中

毒)，症狀包括口部刺痛、口腔有灼熱感、面部潮紅出汗、噁心、嘔吐、頭痛、心悸、

暈眩及出疹。這些症狀會在進食含高組胺的食物後數小時內出現，通常在 12 小時內消

失，並無長期影響。二零一八年，中心在本地市面發現兩個預先包裝銀魚柳樣本含高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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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過去數年，據報亦有海外當局回收被驗出含高組胺的各種魚及魚製品。有鑑於此，

控制魚及魚製品中的組胺便成為議題。食品法典委員會發出《魚和魚製品操作規範》

(CXC/RCP 52-2003)，就魚及魚製品的生產、貯存、處理、分銷及零售陳列提供建議，

以便控制組胺。當中的一些建議如下：(i)漁船的運作：在沒有冷藏的情況下，細菌生長

及組胺形成的速度會隨着時間倍增，因此將死亡後的漁獲盡快冰鮮是控制組胺的最重要

一環。建議使用足夠的冰將死亡後的漁獲完全包圍，令魚的中心溫度盡快降至攝氏四度

以下；(ii)漁獲接收處所的運作：在漁船卸載漁獲期間及在供應鏈中任何環節，應確保冷

鏈維持完整。漁獲接收處所是最妥善監察魚的溫度、變壞跡象、組胺水平及漁船紀錄之

處；(iii)運輸：運輸車輛應有足夠設備令魚保持在低溫狀態；(iv)加工過程：時間與溫度

控制在加工過程中也很重要。加工室應盡可能保持低溫，魚製品置於室溫的時間應盡可

能縮短，以免製造組胺的細菌生長，並產生組胺不能接受的水平。足夠的加熱處理(例

如烹煮、熱熏)可殺死製造組胺的細菌，並使組胺酸脫羧酶失去活性，但不能破壞已形

成的組胺。至於罐裝或袋裝魚製品，容器可保護魚製品免受細菌污染，置於室溫下不會

再產生組胺，但包裝打開後，組胺可再次形成。即使經過加工及/或處理，製成的魚製

品或須保持冰鮮直至食用為止。總括而言，影響魚及魚製品中組胺水平的因素包括：(i)

魚的種類；(ii)魚的處理方法；以及(iii)魚的貯存時間、狀況及溫度。為保障食物安全，

業界應遵從食品法典委員會《魚和魚製品操作規範》的建議，《規範》修訂本將於各項

修訂通過後上載於食品法典委員會網站。 

 

議程項目四 

處置回收食品 

 

18. 潘綺薇女士向與會者解說，食品回收行動在大多數情況下由食品商自願進行，中

心在其網頁提供指引，當中說明如因公眾衞生及安全理由，必須將食品從供應點或消費

者手中撤回時所應採取的行動。政府在自願回收食品過程中擔當的主要角色，是監察有

關食品商回收的進度，並評估所採取的行動是否足夠。回收行動的最後步驟是處置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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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品，而妥善處置對於避免回收食品再流入市場至關重要。為此，《食品回收指引》

將新增「處置回收食品」這部分，要求所有回收食品及食品商現存未有分銷的食品，必

須在食環署的監督下予以銷毀或適當處理。由於這兩類食品均受影響，因此應以相同方

式處置。此外，有關食品商應按食環署的要求提交每日進度報告。報告內一些項目將作

修訂，包括第4項中「已退回的食品數量」，英文版由“quantity of stock returned”改為

“quantity of product returned”。第5項中「已退回食品的處置方法或銷毀記錄」亦會修訂

為「處置方法」，因為任何處置工作必須在中心的監督下進行。另外，在報告中須填報

現存於倉庫未有分銷到批發商及零售商的食品數量，因為處置工作涵蓋的食品應更為全

面。各項修訂擬於二零一九年第一季生效。 

 

19. 一名業界代表反映，存放回收食品的存倉租金昂貴，因此處置工作通常會在一天

內不間斷地進行，以便盡快完成，節省存倉費用。然而，根據過往經驗，食環署只能安

排員工在一天的數小時內監察處置過程，這對食品商造成不便，並增添額外成本。他關

注到在強制監察的新規定下，食環署會否加派人手，方便食品商順利處置回收食品。潘

綺薇女士表示，在食品商與食環署的合作下，處置食品的工作一直運作順利。食環署會

繼續與食品商合作，做好日後的回收及處置食品工作。 

 

20. 另一名業界代表問，食環署修訂現行的《食品回收指引》，是否基於一些重大食

物事故。由於食品回收行動屬自願性質，業界成員並非必須遵行《指引》。潘綺薇女士

回答說，有些食品商聲稱已妥善處理或處置回收食品，但沒有提交證明。修訂《指引》

旨在就如何處理回收食品提供更清晰的方向。同一名業界代表表示，教育未有遵從現行

《指引》的業界成員，對解決問題更為有效。他又詢問，如果在回收行動發起前食品已

分銷到澳門等其他市場，食品商是否需要處理回收食品。潘綺薇女士回應說，食品商應

與外地的食品商聯絡，中心也會同時通知有關的食物安全當局。該名業界代表亦指出，

《指引》僅列出發生重大食物事故時所需採取的回收行動。他相信《指引》並無告知食

品商在食品被要求下架時所需採取的行動，而當中並不涉及食物安全，只關乎品質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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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小問題。《指引》未有提及回收與下架兩者的分別。 

 

21. 同一名業界代表續說，他對提交回收行動的每日進度報告予中心的要求表示關

注，因為食品商未必每天都運作。另一名業界代表亦指出，在食環署批准處置前，一些

新鮮食品可能已經過期或腐壞。庫存這些食品以待在食環署強制監察下進行處置工作，

對食品商而言是不切實際的。 

 

22. 一名業界代表要求在《指引》修訂本生效前傳閱《指引》擬稿，供業界成員提出

意見。潘綺薇女士回答說，稍後會分發修訂建議以徵詢意見。 

[會後備註：《食品回收指引》修訂本將會送交業界成員傳閱。] 

 

下次會議日期 

 

23. 下次會議日期容後決定。 

 

24. 餘無別事，會議於下午四時三十二分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