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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駱國安先生 香港餐飲聯業協會 

莊裕坤先生 香港餐飲聯業協會 

蔡偉傑先生 香港餐飲聯業協會 

黃志龍先生 香港火腿廠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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黎倩雯女士 百佳 

梁寶婷女士 百佳 

沈敏茜女士 聖安娜餅屋有限公司 

盧卓婷女士 7 11 

何玉嬋女士 香港餐務管理協會 

彭建成先生 香港中華廠商聯合會 

何兆桓先生 牛奶公司集團 

黃燁堂先生 牛奶公司集團 

陳詩杰先生 嘉頓有限公司 

陳志偉先生 嘉頓有限公司 

王小玲女士 九龍維記牛奶有限公司 

羅瑞玲女士 永安百貨有限公司 

王耀球先生 UNY (HK) Co. Ltd 

陳志剛先生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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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詞 

 

主席歡迎所有業界代表出席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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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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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一 

續議事項 

修訂預先包裝食物標籤有關“此日期前食用”的中文譯文字句  

 

3. 吳平華先生說，在考慮上一次業界諮詢論壇所收到的意見後，食物環境衞生署(食

環署)決定提早於二零零九年五月中在憲報刊登上述修訂的生效日期公告，而有關修訂

的生效日期仍然是二零一零年七月一日。提前刊憲可為業界提供更多時間就“此日期前

食用＂的修訂中文譯文字句製作新標籤。食環署會發信正式通知業界有關提前在二零零

九年五月刊登生效日期公告一事。 

  

4. 業界代表歡迎這項決定，並感謝食環署提前刊登生效日期公告。 

 

5. 一名業界代表詢問，印在標籤上的中文譯文字句是否有其他選擇，例如縮短為“保

質期至＂四個中文字，因為預先包裝食物標籤上須列印大量資料，難以再加入修訂中文

譯文字句中新增的兩個字。主席說，有關修訂屬於技術性修訂，旨在更準確反映立法原

意，並與中文譯本“此日期或之前食用＂一致。這項修訂已於二零零八年四月三十日獲

立法會通過，並於同年五月九日刊憲。修訂的內容已沒有更改的空間，但卻可就生效日

期公告和執行事宜徵詢食物業的意見。此外，法例並沒有提供中文簡稱。接受並非法例

提供的中文字句，從執法角度來說並不可行。 

 

議程項目二 

食物中鋁的含量風險評估研究 

  

6. 王慧琼女士向與會人士簡介有關食物中鋁的含量風險評估研究的主要結果。她說，

風險評估研究旨在檢測各種據報由於使用了含鋁食物添加劑以致鋁含量偏高的食品的

鋁含量，評估香港市民可能從食物攝入鋁的情況，並探討本地豆奶粉包括嬰兒豆奶配方

奶粉含鋁的情形。 

 

7. 王慧琼女士說，風險評估研究顯示，含鋁食物添加劑廣泛用於蒸包或蒸糕、烘焙食

品(例如鬆餅、班戟／窩夫、椰撻和蛋糕)、海蜇的製造過程，但鋁對一般市民的健康造

成嚴重損害的機會不大。不過，對於部分人而言，尤其是經常進食蒸包或蒸糕、烘焙食

品、海蜇等加入了含鋁食物添加劑的食物的人，卻不能排除鋁可能會對其健康造成影響

的潛在風險。市民應保持均衡飲食，以免因偏食某幾類食物(尤其是海蜇、蒸包或蒸糕

及鬆餅)而攝入過量鋁，同時應參考標籤上的配料表資料，從而作出有依據的選擇。業

界在配製食物時應減少使用含鋁食物添加劑，又或盡量改用其他替代品。標籤上的資料

(包括所使用的個別食物添加劑)應正確無誤。此外，業界亦應研究新技術，務求在食物

加工過程中減少使用含鋁食物添加劑。食物安全中心(中心)將會成立食物使用含鋁食物

添加劑的工作小組，成員包括業界及學者，目的是制定有關含鋁食物添加劑的使用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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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供食物業參考。 

 

8. 主席表示，中心將於二零零九年五月中舉行記者招待會公布這項風險評估研究，並

告知傳媒，將會成立包括食物業人士在內的工作小組，以便制定措施減少食物中的鋁，

以及擬備指引協助業界減少食物中的鋁含量。主席說，食品法典委員會現正檢討有關標

準，中心將會密切留意有關標準制定的國際發展。與此同時，業界應在合適的情況下遵

從指引，以減少其食物中的鋁含量。 

 

9. 多名業界代表認為，本港市民食用的海蜇均由內地進口，故內地食物業應獲告知有

關風險評估研究，以便他們考慮一同採取措施規管食物中的鋁。主席說，內地亦正研究

此事。 

 

10. 多名業界代表說，加入含鋁食物添加劑的泡打粉是製造烘焙食品的基本配料，中心

應物色並建議其他不含鋁的泡打粉，供烘焙業考慮。王慧琼女士表示，市面上有不含鋁

的泡打粉，但售價可能較高。主席建議王慧琼女士蒐集有關不含鋁的泡打粉資料，供工

作小組考慮。 

 

11. 主席再次邀請業界代表報名參加工作小組，以便一同擬備有關含鋁食物添加劑的使

用指引。工作小組的首次會議將於二零零九年四月二十一日舉行。  

 

議程項目三 

動物源性食物的多溴聯苯醚含量 

 

12. 陳蓉蓉女士向與會人士簡介有關動物源性食物的多溴聯苯醚含量風險評估研究。多

溴聯苯醚廣泛用於塑膠產品、聚氨酯泡沫塑料及地毯作為阻燃劑，通常作商業用途的主

要有五溴聯苯醚、八溴聯苯醚和十溴聯苯醚三種。多溴聯苯醚普遍存在於環境中，不易

分解，可在生物體內(尤其是動物脂肪)積聚，具有潛在毒性。外國研究顯示，人類血液、

人體組織和母乳中的多溴聯苯醚含量迅速增加。人們可從室內空氣、家居灰塵和食物(包

括母乳)攝入多溴聯苯醚。動物研究發現，多溴聯苯醚會影響腦部和生殖器官、神經行

為的發育和甲狀腺素水平，並損害肝臟。不過，聯合國糧食及農業組織／世界衞生組織

聯合食物添加劑專家委員會(專家委員會)指出，按每公斤體重計算，如實驗動物每天攝

入毒性較高的多溴聯苯醚同系物少於約100微克，不會造成不良影響。 

    

13. 陳蓉蓉女士續說，有些國家／地區(例如歐洲聯盟、澳洲及美國部分州分)已規管多

溴聯苯醚的使用。在本港，環境保護署已把多溴聯苯醚列入海牀底泥有毒物質的監察名

單內。不過，本港和國際間現時並沒有制定食物中多溴聯苯醚的規管標準。電子廢物和

生產溴化阻燃劑可引致多溴聯苯醚污染。一項較早前進行的研究顯示，香港海產和珠江

三角洲水生環境的多溴聯苯醚含量較其他國家為高。由於並無有關本港市民從膳食攝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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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溴聯苯醚的數據，故難以評估多溴聯苯醚對市民健康帶來的風險。陳蓉蓉女士說，這

項風險評估研究的目的，是檢測動物源性食物的多溴聯苯醚含量；估計本港中學生可能

從這些食物攝入多溴聯苯醚的情況；以及評估多溴聯苯醚對健康帶來的風險。 

 

14.   陳蓉蓉女士告知與會人士，研究中經測試的食物樣本全部含有多溴聯苯醚，但含

量差異很大。本港食物的多溴聯苯醚含量與一些外國報告的水平相若。研究發現，魚類

的多溴聯苯醚含量遠高於其他食物類別。魚類是中學生從膳食攝入多溴聯苯醚的主要來

源，佔38.5%。按每公斤體重計算，攝入量一般和攝入量偏高的中學生從動物源性食物

攝入多溴聯苯醚的分量估計分別為0.0026微克和0.0064微克，遠低於對實驗動物造成不

良影響的劑量。根據有關研究結果，多溴聯苯醚對公眾健康和食物安全造成的潛在風險

屬於低。不過，業界應奉行優良務農規範和優良製造規範，例如避免讓動物接觸發泡膠、

隔熱物和其他含多溴聯苯醚的物品；向可靠供應商採購食物；以及妥善保存貨源資料，

以便在需要時追溯源頭。至於一般市民，則應保持均衡飲食，以免因偏食某幾類食物以

致攝入過量化學污染物。由於多溴聯苯醚通常積聚在脂肪內，故市民應進食低脂食品，

切去肉類和肉類製品的脂肪，減少使用動物脂肪配製食物，以及採用低脂的烹調方法。 

 

15. 主席說，這項風險評估研究將於二零零九年四月底／五月初上載至中心網頁，中心

會發出新聞公報通知傳媒有關研究。  

 

會議項目四 

即食杯麫容器的食物安全問題 

 

16. 陳蓉蓉女士向與會人士簡介即食杯麪容器的食物安全風險評估研究。研究所用的即

食杯麪容器是從市面上收集。雖然即食杯麪產品種類繁多，但包裝物料主要是聚苯乙

烯、聚乙烯塗層紙及聚丙烯，而容器封蓋則以聚苯乙烯／聚乙烯共聚物薄膜製成。聚苯

乙烯無毒，但在聚合過程中可能會有小量苯乙烯單體殘留在製成品內，而這些殘留物可

遷移到食物。多項研究顯示，苯乙烯單體可能會抑制中樞神經系統。國際癌症研究機構

認為，苯乙烯或可能令人類患癌。苯乙烯的暫定最高每日可容忍攝入量是每公斤體重

0.04毫克。如技術上可行，食物的苯乙烯含量應盡量減至最低。  

  

17. 陳蓉蓉女士續說，當塑膠物料與食物接觸，重金屬雜質亦可能會遷移到食物，影響

食物安全，例如攝入過量的鉛可能會損害腎臟、心血管系統、免疫系統、造血器官、中

樞神經系統和生殖系統。國際癌症研究機構認為，無機鉛可能令人類患癌。專家委員會

已把鉛的暫定每周可容忍攝入量訂定為每公斤體重0.025毫克。  

 

18. 陳蓉蓉女士表示，聚氨酯是一種黏合劑，可用來製造即食杯麪熱封蓋所用的共聚物

薄膜。聚氨酯內的未反應甲苯二胺可能會殘留在薄膜。實驗動物在餵服了甲苯二胺後，

會出現腎臟中毒的情況。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已把2,4-甲苯二胺(即甲苯二胺其中一種異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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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列為或可能令人類患癌的物質。至於其他物質(例如添加劑、雜質、反應產物和分解

產物)，亦可能從即食杯麪容器的食物接觸層或非食物接觸層遷移到食物。 

 

19. 陳蓉蓉女士說，本港並無特定法例規管食物包裝物料的使用情況。不過，《公眾衞

生及市政條例》(第132章)規定，所有在香港出售的食物必須適宜供人食用。如食物因

容器欠妥而不宜供人食用，提供有關食物以作出售亦屬違法。  

 

20. 陳蓉蓉女士告知與會人士，該項風險評估研究發現，經測試的即食杯麪容器全部符

合美國食物及藥物管理局有關總遷移量和苯乙烯單體的標準，以及內地有關重金屬和甲

苯二胺含量的標準。只要使用得當，這些容器不會引致食物安全問題。不過，業界應向

遵守優良製造規範的製造商採購容器，選擇安全和適合作指定用途的容器，並在包裝上

清楚列出沖泡麪條指示和警告字句。另一方面，市民在沖泡即食杯麪時應遵從有關指

示，切勿把沸水注入破損或變形的容器沖泡麪條。 

 

21. 一名業界代表建議採用國家標準測試即食杯麪容器，而非美國食物及藥物管理局標

準，因為這些容器由內地製造和進口。主席說，測試會採用廣為公認的國際標準，例如

美國食物及藥物管理局標準；如沒有這類標準，則會考慮其他包括內地的標準。以即食

杯麫容器而言，在沒有美國標準的情況下，有些參數採納了内地標準。他補充說，測試

的即食杯麪容器來自多個國家。 

 

22. 主席說，這項風險評估研究將於二零零九年五月初上載至中心網頁，中心會發出新

聞公報通知傳媒有關研究。 

 

議程項目五 

其他事項 

 

“食物安全「誠」諾＂2009 

 

23. 何國偉先生向與會人士簡介“食物安全「誠」諾＂2009的計劃擬稿。中心在二零零

八年推行的大型宣傳運動可作為背景，旨在推廣下列“食物安全五要點＂： 

 

a) 精明選擇(選擇安全的原材料) 

b) 保持清潔(保持雙手及用具清潔) 

c) 生熟分開(分開生熟食物) 

d) 煮熟食物(徹底煮熟食物) 

e) 安全溫度(把食物存放於安全溫度) 

 

24. “食物安全「誠」諾＂2008是宣傳運動的重點活動，目的是讓食物業界與中心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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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食物安全五要點＂，以期把香港建立為一個食物安全的城市。 

 

25. 馮宇琪醫生說，一共有20個食物業協會及逾1600家持牌食物業處所／超級巿場／便

利店簽署了“食物安全「誠」諾＂2008，而食物業協會及持牌食物業處所的代表亦獲邀

出席在二零零八年七月三日舉行的“食物安全「誠」諾＂簽署儀式。汲取了去年的經驗，

中心計劃在二零零九年再次邀請食物業界簽署“食物安全「誠」諾＂，希望與他們攜手

向其員工、會員及顧客推廣“食物安全五要點＂。她請業界就計劃擬稿提出意見。 

 

26. 何國偉先生說，“食物安全「誠」諾＂2009的承諾人須向員工、會員或顧客推廣“食

物安全五要點＂的信息，並為食物業界樹立良好榜樣，從而建立一個食物安全的城市。

他們須在二零零九年七月至二零一零年六月參與下列活動：     

 

a) 在食物業處所內展示“食物安全「誠」諾＂；  

b) 為員工提供有關“食物安全五要點＂的培訓； 

b)  在食物業處所內展示“食物安全五要點＂的宣傳品。 

 

27. 何國偉先生向與會人士介紹“食物安全「誠」諾＂2009的活動時間表，又表示，“食

物安全「誠」諾＂2009的承諾人可享有下列福利： 

 
a) 在中心特設的“食物安全「誠」諾＂網頁內列出其名稱、所在地區及主要提供

的菜式，而有關網頁將會增設更方便使用的搜尋功能； 
b) 獲發“食物安全「誠」諾＂於有關處所內展示，有助承諾人建立其確保食物安

全的正面形象； 
c) 獲發更合適的宣傳品(例如膠貼、牙簽筒、塑膠餐牌座等)及教材，以便推廣“食

物安全五要點＂； 
d) 獲邀參加中心在二零零九年七月至十二月舉行的食物安全講座； 
e) 參加的食物業協會代表會獲邀出席在二零零九年九月舉行的業界食物安全講

座中的證書頒發典禮； 
f) 巡迴展覽中會展示一份承諾人名單，而展覽場地內會有一部電腦，方便市民找

尋在家居或工作地點附近的承諾人；以及 
g) 由專人派送“食物安全「誠」諾”、教材及宣傳品。 

 

28. 何國偉先生說，與“食物安全「誠」諾＂2008相似，所有持牌食物業處所和食物業

協會會員均會獲邀簽署“食物安全「誠」諾＂。不過，為確保建立承諾人的正面形象，

中心建議，在過去一年涉及下列事故的食物業處所將不獲接納為承諾人： 

 

 a) 根據食環署違例記分制遭暫時吊銷牌照； 

b)  因違反發牌條件而遭暫時吊銷牌照； 

c)  遭食環署下令封閉食物業處所；以及 

d)  在食物業處所內發生食物中毒個案，而有關個案曾由食環署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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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主席請業界代表就不接納成為承諾人的準則和承諾人可享的下列新福利發表意見： 

 

a) 網頁的搜尋功能； 

 b) 「誠」諾的證書； 

 c) 宣傳品； 

 d) 向承諾人派送宣傳品；以及 

 e) 宣傳品上的字句。 

 

30. 多名業界代表建議說，為宣傳“食物安全「誠」諾＂，除了圍裙、餐牌座和牙簽筒

外，還可考慮印有“食物安全「誠」諾＂中文字樣的襟章供承諾人的員工佩戴；食物溫

度計和計時器等工具供廚房員工使用；以及紙巾向顧客派發。此外，他們又建議其他宣

傳途徑，例如與勞工處在其舉辦的就業展覽中合作，在“openrice.com＂等飲食網頁作

宣傳。 

 

31. 對於業界代表的意見，馮宇琪醫生說，中心考慮另外舉行會議與業界代表深入討論

有關“食物安全「誠」諾＂的安排。 

 

《即食食品微生物含量指引補充資料》研討會 

 

32. 主席告知與會人士，《即食食品微生物含量指引補充資料》研討會將於二零零九年

四月二十四日假香港科學館舉行。他邀請業界代表報名參加研討會。 

 

規管食物中殘餘除害劑區域研討會 

 

33. 主席告知與會人士，由中心與歐洲委員會合辦為期一天半的上述區域研討會的簡報

資料(包括聲帶)已上載至中心網頁，供市民參考。  

 

下次會議日期 

 

34. 下次會議將於二零零九年五月二十二日舉行。 

  

35. 餘無別事，會議於下午四時五十分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