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1年食物內有害物質(修訂)規例》
指引

2021年10月8日



2

指引的目錄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修訂規例》附表1中食物內有害物
質最高濃度的釋義

 第三章: 《修訂規例》有關禁止輸入含有部分
氫化油的任何食用油脂，以及售賣含有部分
氫化油的任何食物及《2021年食物及藥物(成
分組合及標籤)(修訂)規例》的釋義

 第四章: 常見問題

2



3

第一章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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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食物內有害物質(修訂)規例》

 刊登憲報 – 2021年6月11日

 立法會於2021年7月完成相關審議工作

 《修訂規例》指引旨在協助業界進一步了解和遵
守《修訂規例》及《2021年食物及藥物(成分組
合及標籤)(修訂)規例》的相關規定，並解答一些
常見的問題

https://www.cfs.gov.hk/tc_chi/whatsnew/whatsne

w_fstr/files/Combined_Guidelin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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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指引》:

 只供一般參考，應與《修訂規例》及《2021

年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修訂)規例》
一併閱讀

 無法律效力，不應以任何方式詮釋為凌駕於
《修訂規例》及《2021年食物及藥物(成分組
合及標籤)(修訂)規例》的條文

 本《指引》可按需要，不時作出修訂或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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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規例》的要點

 更新3種有害物質(黃曲霉毒素、芥酸及三聚氰胺)

在食物內的最高准許濃度

 引入5種有害物質(苯並[a]芘、脫氧雪腐鐮刀菌烯
醇、縮水甘油脂肪酸酯、棒曲霉素及3-氯-1,2-丙
二醇)在食物內的最高准許濃度

 訂明禁止輸入含有部分氫化油的任何食用油脂，
以及售賣含有部分氫化油的任何食物

在《2021年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修訂)規例》
下，第132W章亦相應作出修訂，以訂明含有氫化油的
預先包裝食物的標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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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規例》的實施日期

 有關部分氫化油的條文及《2021年食物及藥
物(成分組合及標籤)(修訂)規例》：自2023年
12月1日起實施

 其他條文：由2023年6月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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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新的釋義
 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具有《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

籤)規例》(第132章，附屬法例W)第2(1)條所給予的涵義
 嬰兒配方產品具有《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規例》(

第132章，附屬法例W)第2(1)條所給予的涵義
 低芥酸菜籽油的涵義如下：凡任何植物油，是由含有低芥

酸油脂的種子所產生的，而該種子是油菜、白菜及芥菜物
種的衍生品種的種子，該植物油即屬低芥酸菜籽油；(“油
菜 ”是 “Brassica napus L.”的中文俗稱； “白菜 ”是
“Brassica rapa L.”的中文俗稱；“芥菜”是“Brassica

juncea L.”的中文俗稱。)

 部分氫化油指有經過氫化的過程但並無因為該過程而完全
飽和的油或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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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修訂規例》附表1中食物內有害物質

最高濃度的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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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條

 如附表1內D欄所指明的任何食物含有B欄內與
其相對之處所指明的物質，或C欄內所指明該
物質的描述，而其濃度是超過E欄內與其相對
之處所指明的濃度者，則任何人不得輸入、託
付、交付、製造或售賣該等食物以供人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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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讀附表1 – A及B欄

 A欄“項”及B欄“物質”

列出附表1中某些受規管的有害物質

I(a). 項1. 黃曲霉毒素B1

I(b). 項1A. 黃曲霉毒素M1

I(c). 項1B. 總黃曲霉毒素

II. 項4A. 苯並[a]芘

III. 項11A. 脫氧雪腐鐮刀菌烯醇

IV. 項17. 芥酸

V. 項22A. 縮水甘油脂肪酸酯

VI. 項26B. 三聚氰胺

VII. 項30A. 棒曲霉素

VIII. 項40. 3-氯-1,2-丙二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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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讀附表1 – C欄

 C欄“物質之描述”

列出B欄所指明物質的描述

“總黃曲霉毒素”指“黃曲霉毒素B1、B2

、G1及G2之和”

“縮水甘油脂肪酸酯”指“縮水甘油脂肪
酸酯，以環氧丙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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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讀附表1 – D及E欄

 D欄“食物類別”及E欄“最高濃度”

列出指明食物 ∕食物組別所含有害物質的最高濃度

E欄亦設附註，列明最高濃度適用的食物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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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最高濃度適用於處於或已調配至可即時食用狀態的食物。

註2： 最高濃度適用於食物的乾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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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中食物內某些有害物質的測試
及分析(1)

 有關檢定食物內個別有害物質的資訊，可瀏
覽食安中心和政府化驗所的網頁

 化驗所可視乎實際需要、設備及可用資源，
參照國際標準(例如美國分析化學家協會、國
際標準化組織或其他國家的技術標準及可資
參考的測試方法)，制訂有害物質的檢測方法

14



15

附表1中食物內某些有害物質的測試
及分析(2)

 最高濃度一般適用於食物的可食用部分及附表
1E欄提述附註所指明形態的食物(如適用)

15

註1： 最高濃度適用於處於或已調配至
可即時食用狀態的食物。

註2： 最高濃度適用於食物的乾物質。

產品的使用指示（例
如製造商就調配產品
建議的添水量）

應採用已證明可準確
檢測乾物質含量的方
法，以一定分量的均
質樣品檢測有關產品
的乾物質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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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修訂規例》有關禁止輸入含有部分
氫化油的任何食用油脂，以及售賣含

有部分氫化油的任何食物及
《2021年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

籤)(修訂)規例》的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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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規例》第3A條的釋義

第3A條禁止輸入和出售含有違禁物質的某些食物或油等
(2)任何人不得輸入含有部分氫化油的油或脂肪或兩者的混合物

以供人食用。
(3)任何人不得售賣或為供出售而託付或交付含有部分氫化油的

食物（包括油或脂肪或兩者的混合物）以供人食用。

所有在香港供應的食物均不得含有部分氫化油，
包括：
預先包裝和非預先包裝食物
食用油脂(例如人造牛油和起酥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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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

(修訂)規例》的附表3及4的釋義

附表3 預先包裝食物的標記及標籤
第2條 配料表
(4F) 如食物由氫化油組成，或含有氫化油 —

(a) 配料表須載有“氫化油”的提述；或
(b) 配料表上所顯示的該油名稱，須以“氫化”一詞修飾。

預先包裝食物如含有氫化油，須相應作出標示
 例子：「氫化」、「氫化油」、「氫化脂肪／氫化脂／氫化油脂」

、「完全氫化油／全氫化油」、「完全氫化脂／全氫化脂」等

由於部分氫化油已列為食品中的違禁物質，產品中
的油在配料表中被標示為“氫化”即為完全氫化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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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獲豁免遵從附表3規定的項目

“含有單一種配料（不包括氫化油）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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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食物中的部分氫化油(1)

 業界的責任

在食物標籤上提供準確的資料，例如

• 配料表的資料

• 營養標籤的反式脂肪酸含量

向供應商查詢食品的成分詳情

妥善保存食品成分詳情的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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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食物中的部分氫化油(2)

 食安中心會參考國際認可的方法分析不同食
物基質的脂肪酸的含量，例如

 AOAC 996.06

 AOAC 2012.13/BS EN ISO 16958:2020

 業界若能證明有其他合適的標準方法，具備
類似功能特性，可得出同等結果，亦可以採
用有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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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食物中的部分氫化油(3)

 採用歐盟方法估算食物中工業生產的反式脂
肪酸含量

 工業生產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如超過總脂肪
含量的2%*，食安中心或會進一步調查食物
中任何氫化油成分的反式脂肪酸來源

 應用在單一非混合油脂的另一種識別方法：
根據其飽和度測試它們的碘值（不適用於混
合油或食品）
碘值 ≤4：完全氫化油
碘值 >4：部分氫化油

21

* 2%的上限是參照世界衞生組織於2020年發布代號為REPLACE的《消除工業
生產的反式脂肪酸一攬子行動方案》(Module 3)得出（連結）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24822/WHO-NMH-NHD-19.14-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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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食物中的部分氫化油(4)

 業界（即進口商、製造商、分銷商和零售商）在
獲取或獲供應有關食物後至少24個月內，妥善保
存食品成分詳情的證明文件，並在有需要時供有
關機構查核

 例子
供應商及其出口當局的確認信
產品規格
商業合約
配料表
合資格化驗所發出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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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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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列出與《修訂規例》及《2021年食物及
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修訂)規例》有關
的常見問題

 其他資料亦可參閱食安中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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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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