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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
台灣劣質「地溝油」流入本港，事件鬧得滿城風雨。政府早前
宣布立法加強規管食油，最快年底諮詢公眾。今次事件，暴露了
在監管上的漏洞。過往，進口食油並不需領取牌照，任何企業
均可從外地輸入各類食油，當地工廠如何取得原材料及生產食油
完全不得而知。此外，現時「已使用食油」收集商也不需領有
牌照，他們到底是將「已使用食油」賣給本地生物柴油加工廠
還是轉售到海外，亦無從稽考。
我們認為，本港國際食油貿易市場過往一直運作暢順，過往數十年
至今從未發生過食品安全事故，存在較低風險，不宜作太大改變。
今次「地溝油」流入本港屬個別事件，政府若能從三方面包括加強
對本港動物脂肪加工廠的規管、確立食油入口商發牌制度，以及
監督食肆及回收業「已使用食油」的收集及買賣情況，足以有
效堵塞監管上的漏洞，保障市民的健康。
今次事件亦提醒了業界，加強員工培訓對提升食物衞生及安全的
重要性。有見及此，今期《會員巡禮》特別邀得本會副會長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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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副主席劉耀輝先生接受專訪，介紹
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及分享他多年從事食物衞生培訓工作
的經驗。
本會與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份屬友好機構，同樣以促進
同業交流及協助會員掌握最新食品科技及資訊為目標。為此，
本會特於10月16日舉辦「魚類統營處、中華廚藝學院及金瓊庄
酒業香港有限公司參觀團」，以加強會員對本港食品相關機構及
企業的認識，歡迎各位踴躍參加。
最後，歡迎會員就「薈萃」的內容或任何影響行業的政策法規
提出意見或建議，並歡迎提供優惠或任何相關行業資訊。請將
意見或資料以電郵(info@hkfc.org.hk)或傳真(2537 6864)方式
通知秘書處。如有查詢，請隨時與本會秘書處職員聯絡。
總經理黎玉美小姐
經理陳沛盈小姐
項目副統籌員王美華小姐

電話：3925 6818
電話：3925 6808
電話：3925 6820

嚴守食物衞生 保障市民健康
王榮記
以來，積極舉辦各項與食品衞生相關的
培訓課程、研討會、交流活動和工作坊
等，希望將最新的食品衞生資訊與同業
分享，藉此提升食品管理水平。不少業界
機構均安排員工修讀協會與不同院校
舉辦的食品衞生及安全培訓課程，以
提升員工的專業知識及管理技巧。

早前接連發生食物安全事故，如「上海
福喜使用過期原料」事件，至本月發生
的「台灣劣質地溝油」事件，在中、
港、台等地引起軒然大波，亦連累本港
食品及餐飲業界無辜被捲入漩渦，事件
令普羅大眾再次關注香港食品及原材料
出入口的監管程序及食物安全。
今期《會員巡禮》為大家介紹本會
副 會 長 劉耀輝先生。劉耀輝先生除了是
本會副會長，同時亦擔任「香港食品
衞生管理人員協會」副主席。本會與
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為友好
協 會，定期合辦不同培訓課程，例如
「食品衞生經理課程」，供會員及業界
人士參加。
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成立於
2001年，會員均為熱心推動本港食品
衞生的人士，對食品業發展、酒店飲食業
管理及食品衞生尤其關注。協會自成立

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的課程包括
食品衞生經理課程、食品衞生及安全
網上學習平台及國際認可的英國環境
衞生協會(CIEH)食品相關課程，如中級
食品衞生課程、營養及健康飲食、食品
安全系統危害分析原理及實踐課程 (食品
製造業或餐飲業)、專業導師證書課程
等。除此之外，協會亦與時並進，因應
業界需要及參考國際標準不時對現有
課程作出修訂或開辦新課程，讓業界時
刻具備最新及專業的食品安全知識。
本港市民越來越注重「Keep Fit」、提倡
「 食 得 健 康 有 營 」， 所 以 協 會 也 加 入
營養學及食物營養標籤等相關課程，以
供業內人士進修，令業務更多元化。
不說不知，劉耀輝副會長平日雖然業務
繁忙及時常出差，但也非常注重飲食
均衡及保持經常做運動的習慣。所以
無論您是企業「老闆」或是「打工仔」，
也應培養作息有道、食得健康及抽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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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的良好習慣。
劉耀輝副會長表示，隨着市民生活質素
提升，普羅大眾對食品質素及安全的
要求也越來越高。食品供應鏈上每一個
環節，由原材料生產、製造、運送、
儲存至銷售，都必須經過嚴格的食品
衞生管理程序，以確保食品符合衞生，
適宜食用。故此，相關人員的專業培訓，
對業界非常重要。
劉耀輝副會長最後寄語同業，無論是食品
供應商、製造商、經銷商或零售商，
在整個食品供應鏈中皆扮演同樣重要的
角色，大家必須時刻關注食物安全及
積極履行企業責任，謹守行業的道德及
衞生標準，攜手監管由食品入口、處理、
運送、直至零售給消費者的每個步驟。
因為稍有差池，均可能對業界的聲譽
以至普羅市民的健康，帶來嚴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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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貿發局「美食博覽」
及「香港國際茶展」

由香港貿發局主辦的「香港國際茶展」及「美食博覽」分別已於8月14日至16日及8月
14日至18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3E展館及5F展館舉行，展期分別為5天及3天。
本會歷來均為兩大展覽的支持機構之一，並獲大會安排免費展位。今年，本會邀得
得
5間會員企業包括合興油廠有限公司、中國商貿有限公司、丸和日式食品有限公司、
中國食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及廠商會檢定中心一同在本會攤位進行宣傳推廣，以加強
參觀人士對本會及屬下會員企業的認識。

香港貿發局「美食博覽」開幕禮
本會李歡永遠榮譽會長應邀出席香港貿易發展局於8月14日舉行的
「美食博覽」開幕典禮並擔任嘉賓。

香港貿發局「美食博覽」新聞發布會
本會陳建年副會長代表本會出席香港貿易發展局於8月4日
舉行的「美食博覽」新聞發布會並擔任嘉賓。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茶展」招待茶會
本會顏文正會董代表本會出席於8月14日舉行的「香港國際
茶展」招待茶會擔任嘉賓，並聯同其他嘉賓進行台上祝酒
儀式。

山東省棗莊市張兵市長宴請
山東省棗莊市張兵市長率領代表團來港，本會吳永恩會董、大昌食品助理總經理周定文及黎玉美總經理應邀出席代
表團於7月15日舉行的午宴。

工業貿易署袁嘉諾助理署長(制度部)午宴演講會
本會非常榮幸邀得工業貿易署袁嘉諾助理署長(制度部)於7月29日
出席本會午宴演講會並擔任演講嘉賓，介紹CEPA為香港食品業
拓 展 內 銷 市 場帶來的機遇，並與本會會董及會員進行交流。當日
出席者對CEPA課題十分感興趣，各人均踴躍提問。

P.2

香 港 食 品 業 總 會 會 員 通 訊

活動

新食物安全法規解讀及
如何透過認證提升市場優勢研討會

由廠商會檢定中心主辦、本會出任支持機構的「最新食物安全法規解讀及如何
透過認證提升市場優勢」研討會於7月30日及7月31日一連兩天假香港生產力
促進局舉行。是次研討會探討最新推出的《食物內除害劑殘餘規則》、產品
認證對提升市場優勢的益處及解讀建議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吸引眾多會員
及同業友好報名參加，兩天研討會出席人數超過150人，反應熱烈。

漳州市(香港)食品產業對接交流會
由福建省漳州市人民政府主辦、本會協辦的「漳州市(香港)食品產業對接交
流會」於8月14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本會王柏源副會長出任嘉賓並
代表本會上台致辭，本會吳永恩會董、白富鴻會董及14名會員亦有出席當日
活動。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交流午宴
本會洪克協會長、李歡永遠榮譽會長、陳建年副會長及王柏源副會長等於8月22日
與香港餐飲聯業協會駱國安會長、陳首銘主席、林查理副主席、鍾家寶副主席、
曾偉會董及楊振年會董於中環新聚會共晉午餐，並就本港飲食及餐飲業發展
進行交流，以增進兩會聯繫及發掘合作空間。

深水埗區議會交流午宴
本會洪克協會長、劉耀輝副會長、王柏源副會長、顏文正會董等於9月5日與深水埗區議會郭振華主席、沈少雄區議員、
陳偉明區議員、民政事務專員莫君虞、助理專員賈以恒等共晉午餐，就本會計劃明年舉行食品展覽交流意見。

「智『食』相傳 - 香港中小企食品物流最佳實務」
由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資助、本會主辦的「智『食』相傳 - 香港中小企
食品物流最佳實務」項目於8月至9月期間舉辦了2場研討會及2場工作坊。兩場研討會
分別於8月15日及9月18日假香港貨品編碼協會舉行，分別按「食安營商放大鏡」及
「全方位食安管理」題目邀請不同企業代表作演講嘉賓，包括海皇國際有限公司、
國際食品安全協會、德國萊因 TÜV 、國泰航空食品廠、力泓配送物流有限公司等，
各代表以多年實戰經驗與業界進行交流，共吸引超過100名食品從業員參與。
至於工作坊方面，則於8月19日參觀了蔬菜統營處及全環控水耕研發中心及於9月23日參觀了稻香飲食文化博物館，
讓參加者了解先進的水耕環控技術和設備及以不同角度深入了解各地飲食文化，兩個活動均參加情況踴躍。

著名品牌顧問吳秋全先生午宴演講會
本會非常榮幸邀得香港著名品牌顧問兼品牌工程師吳秋全先生於9月23日出席
本會午宴演講會並擔任主講嘉賓，以「有品才會贏──香港食品業品牌商機無限」
為題為我們發表精彩的演說，並與本會會董及會員進行互動討論。當日出席者
對建立品牌十分感興趣，午宴參與者眾，氣氛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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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安全條例

鑑於近期接二連三發生食物安全事故，特別是最近
發生的台灣「地溝油」事件，嚴重影響本港飲食及
餐飲業界，事件暴露了現時香港食品及原材料出入口
存在的問題及漏洞，需要政府部門及業界合力堵塞
漏洞。食物安全中心早前舉行業界諮詢論壇，會上
風險評估及傳達科何玉賢醫生特別談及「地溝油」
事件經過，並提醒業界注意「食物安全條例」的內容。
為加強食物安全規管，以保障市民健康，《食物安全
條例》(612章)於2012年2月1日全面生效，任何從事
食物業人士(包括進口商、分銷商、零售商、農民、
漁民、售賣食物的小販以至街市檔主)必須留意有關
措施。《食物安全條例》的措施包括引入食物追蹤
機制，確保政府在處理食物事故時，可更有效追蹤
食物來源，迅速採取行動。這個機制包括食物進口
商和食物分銷商登記制度，以及備存食物進出紀錄
兩個部分。

食物進口商和食物分銷商登記制度

有何罰則?
任何人士如無合理辯解，在未有登記的情況下經營
食物進口或分銷業務，即屬違法，最高可被判罰款
50,000元及監禁6個月。
備存食物進出紀錄的規定
單憑登記制度並不足以保證能夠追查食物來源，因此
《食物安全條例》亦規定食物商須按其業務運作備存
合適的食物進出紀錄。
誰應備存紀錄?
- 任何人如在業務運作中從某地方進口食物，須備存
「獲取進口食物的紀錄」(進口紀錄)
- 任何人如在業務運作中在香港獲取食物，須備存
「本地獲取食物的紀錄」(本地來貨紀錄)
- 任何人如在業務運作中以批發方式在香港供應
食物，須備存「以批發方式供應食物的紀錄」
(分銷紀錄)

所有食物進口商和食物分銷商必須向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署長登記，以便食環署署長在發生食物事故
時，可迅速辨識和聯絡有關食物商。

- 任何人如捕撈本地水產，並在業務運作中在香港
供應該等水產，須備存「捕撈紀錄」

誰應登記?

食物零售商應否備存紀錄?
食物零售商亦須記錄為其供應食物的商號，但無須
備存出售有關食物予最終消費者的資料。

所有本港食物進口商和食物分銷商(獲豁免者除外)
“食物進口商”指經營食物進口業務的人，而其業務
是以/安排以空運或循陸/水路將食物運入香港。
“食物分銷商”指經營食物分銷業務的人，而其業務
的主要活動是在香港批發供應食物；食物生產者(如
養魚戶、菜農、漁民)和食物製造商，如以分銷方式
出售其產品，亦屬食物分銷商。

如何登記?
食物進口商及食物分銷商可以書面或電子方式遞交
申請，表格可於食物安全中心網頁下載。登記費用為
195元，有效期為三年；續期費用為180元，期限亦
為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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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應備存多久?
- 活水產和保質期為3個月或以下的食物(如新鮮
肉類)的交易紀錄須備存3個月
- 保質期超過3個月的食物(如罐頭食物)的交易紀錄
須備存24個月
有何罰則?
任何人如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從備存紀錄的規定，
即屬違法，最高可被判罰款10,000元及監禁3個月。
資料來源：食物安全中心 www.cfs.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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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

智「食」相傳 香港中小企食品供應鏈最佳實務

由香港食品業總會主辦，香港特區政府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撥款資助，GS1
Hong Kong執行的「智『食』相傳 - 香港中小企食品供應鏈最佳實務」將於10月7日假GS1 Hong
Kong舉行最後一場免費工作坊 - 智「潮」篇：「企業管理秘訣」，由DataDevelop Consulting Ltd
介紹庫存管理新工具「同步供應鏈補貨模式」(SSCR)，簡述如何改善供應鏈整體表現，並以有效的
庫存成本管理，提高盈利能力及競爭優勢。此外，亦邀得國際食品安全協會兩位會員代表介紹適合食品界的冷鏈物流及如何提升食物
衛生情況和風險管理，請即登入項目網站 http://www.foodsupplychain.com.hk報名。
倘有查詢，請與項目副統籌員王美華小姐 (Tiffany) 聯絡，電話：3925 6820；電郵: info@hkfc.org.hk。

培訓

課程

食品衞生經理課程

本會多年來積極聯同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和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開辦「食品衞生經理課程」。此課程為食肆和不同飲食行業
而設，主要培訓在職或有意投身食品行業的人士，了解有關食物衞生的知識，以確保所生產的食物均是符合食物衞生安全標準。
近年社會非常關注食物安全問題，食物衞生安全也是同樣重要，運用此課堂學習的知識，能預防食物受到污染，除提升顧客對食肆的信心
，也能鞏固食肆信譽。新一期的「食品衞生經理課程」即將開課，課程﹕
至今已培訓16,000多名香港特區政府食環署認可的食品衞生經理
全港獨有﹕一試兩證
※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發出食環署認可的「衞生經理」資格證明；及
※ 國際認可英國環境衞生協會(Chartered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CIEH)「二級飲食業食物安全證書」，並可繼續考取CIEH
進階資格
課程安排在兩天進行，確保質素的同時，更讓學員有合理時間預備考試
考試後兩星期內公佈考試成績結果，配合急需考取衞生經理資格人士
「衞生督導員」或「公司推薦」可豁免部分學時及學費
如對上述內容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2243 3466 向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秘書處查詢。
公

司： 香港長興食品有限公司
Hong Kong Longing Foodstuff Limited
代
表： 柯滄淵 (董事)
業務範圍： 食品貿易

歡迎

公
公

司： 香港食品安全協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Food Safety Association
Limited
代
表： 蔡少偉博士 (董事)
業務範圍： 食品安全
公

司： 至尊洗中央洗碗服務有限公司
Extreme Wash Dishes Service Center
Company Limited
代
表：伍雅傑 (業務經理)
業務範圍：中央洗碗服務
司： 金瓊庄酒業香港有限公司
The Frames Bellavita Winery
Hong Kong Limited
代
表：曾兆華 (董事)
業務範圍：酒類業務

司： 東科技網頁設計有限公司
East Technologies Limited
代
表： BoBo Pak (董事)
業務範圍： 網頁設計

公
司： DiagCor Nutrascan Limited
代
表： 練進之 Alex Lin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業務範圍： 食品品種檢測
公

司： 香港商務總會有限公司
Federation Economic and Commerce
of Hong Kong Limited
代
表： 胡瑤 (主席)
業務範圍： 服務社會和企業
公

公

司： 鉅華創富有限公司
Big China Capital Investment Limited
代
表： 周定福 (行政總裁)
業務範圍： 食品貿易
公

司： 義生洋行
Lorence & Company
代
表： Andy Lam (Purchasing Supervisor)
業務範圍： 意大利食品供應商

公

公

司： 紅葉購物有限公司
Jamon Shop Limited
代
表： Francis Ip
業務範圍： 西班牙火腿及餐酒

司： 麒瑞包裝機器設備有限公司
Kizui Packaging Machinery Company
Limited
代
表： Chery’l Wong (Operation Manager)
業務範圍： 包裝機器設備
個人會員： 關嘉威 Andy Kwan
(Assistant Chief Steward,
New World Millennium Hong Kong Hotel)
個人會員： 盧俠行 Sherman Lo
(Marketing & Sales Executive,
Bureau Veritas Certification Hong Kong Limited)
個人會員： 高茂康 Eddie Ko
(General Manager, Henwick Limited)

秘書處
香港食品業總會
地址：香港九龍青山道704號合興工業大廈1樓A室
查詢：陳小姐
電話：3925 6808
傳真：2537 6864
電郵：info@hkfc.org.hk
網址：http://www.hkf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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