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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
踏入12月，聖誕鐘聲紛紛響起。傳統上，聖誕節及新年乃消費
旺季，可惜這個冬天不太冷，反常的天氣加上「佔中」事件，
令疲弱的零售及飲食業雪上加霜。有大學最近進行隨機電話訪問，
調查發現，港人今年聖誕消費態度審慎，22%受訪者估計今年會
減少聖誕消費，預期今年聖誕及元旦消費市道，將面臨嚴峻
挑戰。
相信茶葉應該不受聖誕及元旦消費市道影響吧！今期「會員巡禮」
欄目我們非常榮幸邀得本會會董顏文正先生接受訪問。顏會董
13歲便跟隨父親學做茶葉生意，至今已經在行內打滾數十年，
走遍大江南北茶山找尋好茶。打從顏會董接掌父親「顏奇香茶莊」
開始，他便憑著對茶葉的熟識、對品質的追求及對市場的觸覺，
使到茶莊能夠在競爭激烈的茶葉市場中仍屹立不倒，邁向百年老店。

會員

鹽和鈉這兩字經常被當作同義詞使用，事實上它們有顯著的
分別。眾所周知，攝取過多的鈉和糖對身體有害，但如何減低
兩者的攝取量？原來食品製造商在當中擔當了一個重要角色。今
期「行業資訊」欄目就作出了詳細的介紹及建議。
不知不覺，「薈萃」出版快將一年，衷心感謝各會員抽時間閱
讀「薈萃」並給予寶貴的意見。歡迎各會員繼續提供優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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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祝聖誔快樂、新年進步！2015年見！

百年老店 茶香滿溢
王榮記

各位喜愛品茶嗎？您們對茶的歷史和
茶藝又有沒有研究呢？
今期《會員巡禮》為大家介紹本會會
董顏文正先生。位於上環皇后大道中有
著86年歷史的老字號「顏奇香茶莊」，
老闆正是第二代接班人顏會董。古色古香
的茶莊除了售賣各種珍貴茶葉之外，
也會定期開設茶藝課程，讓同好此道者
圍坐爐旁，一邊泡茶，一邊切磋茶藝，
在忙碌生活中實在是賞心樂事也！茶藝
不單是一門藝術，也是一門學問，更可
陶冶性情。
茶葉分為六類：紅茶、綠茶、白茶、
黃茶、青茶和黑茶。製作分為「全發酵」
(紅茶)、「半發酵」(烏龍/青茶)和
「 不 發 酵」(綠茶)。一般受歡迎的茶類
有綠茶和青茶，人們多愛其芳香撲鼻，
如果您不太懂茗茶，可以先從「香片」
開始。根據顏會董所言，「香片」是茗茶
的入門之選。

顏會董的先父顏思敬先生於17歲便
由潮陽到香港打天下。茶莊創立於
1928年，初期店子位於四樓，原名為
「顏奇香莊」，因常被誤以為是賣香的
香莊，於是便在店號中加入「茶」字，
以資識別。顏奇香最初主力從事錫罐
製造業務，製作可供茶行存放茶葉的
錫罐，後來才慢慢發展至買賣茶葉。
位於四樓的樓上店經過數度遷移，最終
落戶上環皇后大道中的現址。

據顏會董憶述，2007年前後是普洱茶
售價最瘋狂的年代。當時內地不但出現
炒樓、炒股狂熱，就連普洱茶也被炒
翻天，價錢暴升好幾倍。不少炒家認為
炒普洱好過炒股，並將普洱茶視如越放
越值錢的古董，大量囤積。一個珍貴的
茶餅動輒可賣三、四十萬港幣呢！普洱
茶的價格越炒越高，甚至高達天價。不過
自從內地新領導班子執政後，普洱茶價格
的升勢已不及從前般熾熱了。

顏會董於13歲便跟隨父親學做茶葉
生 意，耳濡目染之下對於市場的判斷與
買賣也別具慧眼。顏會董的志願是要
成為「做茶的人」，專心一意「跑茶山、
做茶餅」，而不是單純做茶葉買賣生意。
本身對茶葉極有研究的顏會董，並沒有
在國內設置茶廠，反而親自走遍茶山找尋
好茶，直接接觸茶農進行買賣及交收，
全盤生意由自己把關，確保茶葉的質量
長保優質。他亦曾試過攜巨額現鈔向
舊客戶買回數年前出售的茶葉，為的
只是那些罕有的茶餅。

環顧店內陳設，「顏奇香茶莊」擺放
一排排的茶餅及各式各樣的品茶工具和
茶葉罐。這些鐵罐原是顏會董的父親所
設計，罐上的圖畫是以工筆畫繪製而成，
內容為讀書人、商人、富裕之人的品茶
形態，風格獨特，相當具有收藏價值。

中國是最早發現和飲用茶的國家，中國茶
的文化也深深影響了整個世界。而芸芸
好茶之中，又以普洱茶最為珍貴，亦最具
價值。普洱茶不僅具減油減脂、養胃護胃
之功效，在舊茶日漸減少的情況之下，
更成為一種保值增值、具有收藏價值的
「古董」商品。顏會董表示，普洱茶主要
產自中國雲南，其中最出名的產地雲南省
西雙版納產茶區思茅市，更在2007年
4月正名為普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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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茶葉的熟識、對品質的追求、對市場的
觸覺……以上種種都是「顏奇香茶莊」
在競爭如此激烈的茶葉市場中仍屹立不倒
的原因了。展望未來，顏會董希望將茶莊
生意傳承給他的長子，讓「顏奇香茶莊」
成為具歷史價值的香港百年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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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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克協會長、陳建年副會長及吳永恩會董等於10月16日率領一眾會員參觀魚類
統營處、中華廚藝學院及金瓊庄酒業香港有限公司。是次活動反應踴躍，
共有22人參加。活動當日，代表團獲接待機構的熱情招待，不單加深對香港魚類批發市場有效的運作、中華廚藝學
院完善的設備及金瓊庄香港有限公司獨特的釀酒服務的了解，更品嚐中華廚藝學院學生精心炮製的西餐及金瓊庄
香港有限公司新鮮釀製的啤酒，真是大開眼界及口福不淺！

與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交流會
本會洪克協會長、陳建年副會長、吳永恩會董、林鳳明會董等於11月12日
與民建聯譚耀宗主席、蔣麗芸副主席、黃定光議員、葉國謙議員、何俊賢議員
及葛珮帆議員等於立法會大樓會面，就香港特區政府立法加強規管食油進行
交流，會面氣氛融洽。

立法局議員早餐會
本會洪克協會長、吳永恩會董、林鳳明會董及黎玉美總經理等於10月17日與立法會方剛議員、石禮謙議員、林健鋒議員、
張宇人議員及何俊賢議員於灣仔君悅酒店共晉早餐，就香港特區政府立法加強規管食油交流意見。

劉立儀小姐代表本會為「安心好『煮』意」
講座擔任講者
註冊營養講師劉立儀小姐代表本會出席10月22日於上水北區大會堂演奏廳舉行的食物安全
中心 「安心好 『煮』意」健康講座，並以「減少食物中的鹽和糖」為題進行演講。本會
為是次活動的協辦機構，當日出席者眾，反應熱烈。

2014廠商會工商體育邀請賽 鹿兒島燒酌夜
本會獲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邀請參加「2014廠商會工商
體育邀請賽」。本會公司會員「義生洋行」共14人更代表
本會參加10月25日於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七人足球比賽。
各隊員全力
以赴，以球
會友，體現
團隊合作及
友誼第一的
精神。

本會黎玉美總經理、陳沛盈經理及數名會員應日本鹿兒島縣
政府香港事務所邀請出席於11月6日假尖沙咀Eyebar舉行的
鹿兒島燒酌夜，品嚐鹿兒島新鮮特製的燒酒及特色小吃，
會員更有機
會增進 聯 繫
及發掘合作
空間。

「智『食』相傳 - 香港中小企食品物流最佳實務」
食品供應鏈最佳實務講座 - 智「潮」篇：「企業管理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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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月7日假香港貨品編碼協會舉辦最後一場研討會。研討會
以「企業管理秘訣」為題邀請不同企業代表作演講嘉賓，包括國際食品安全協會會員
安達保鮮冷鏈有限公司、Dove Biotech Asia Ltd及DataDevelop Consulting Lt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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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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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食物中的鈉和糖

鈉和糖與健康有密切關係。膳食中吸取過多的鈉會引致高血壓，
亦會增加患上致命性中風及冠心病的風險；而膳食中糖的攝取量
是體重和蛀牙的決定性因素。世界衞生組織一向主張限制攝取鈉和
游離糖，以降低全球非傳染性疾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

30%，目的是達到每日攝入量少於5克。世衞認為要實現這個目標，
需要實施一些減鹽干預措施，例如通過在加工食品中的重新配方
製造食物，以降低鹽含量。許多已採取減鹽措施的國家(如芬蘭、
愛爾蘭、日本和英國)都記載了正面和可衡量的結果。

降低香港食物中的鈉和糖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會）

確保食物安全實有賴政府、業界及消費者三方共同努力。世衞建議
成員國在計劃和實行有關減低市民鈉攝入量的干預措施時，可採取
一些策略，包括舉辦提高市民意識的運動、實施規管、推行食物
標籤、制定食物類別的營養基準、改良食物配方及其他措施。

為推廣少鹽及少糖的健康飲食，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物安全中心於
2014年年初成立了降低香港食物中的鈉和糖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會
成員將會在降低香港膳食中鈉和糖的整體策略、活動計劃、設立指標
和公眾教育策略等四方面提供他們的專家意見，以及分享國際間推動
減低膳食中鈉和糖含量的成功經驗。
降低食物中鈉含量的業界指引
指引是為製造和售賣食物的所有業界而編製，目的在於協助他們生產
和推廣既健康又可供安全食用的較低鈉或鹽含量的食物。
本地食物中的鈉
鹽和鈉這兩字經常被當作同義詞使用，但若以重量計算，鹽含有約
40%的鈉和60%的氯(1克氯化鈉含393毫克鈉)。不過，市面上有些
鹽產品會以其他成分(例如氯化鉀)代替產品中的部分氯化鈉。標示
為“較低鈉”的鹽產品的鈉含量應比普通同類產品至少低25%，以符合
營養標籤法例規定。
鈉天然存在於食物和食水中。不過，市民從膳食攝入的鈉主要是來自
佐料和醬料，例如鹽、豉油和蠔油。另外鈉可能來自加工食物中的
食物添加劑，例如硝酸鈉和谷氨酸一鈉(俗稱味精MSG)。一些本地
佐料和醬料的鈉含量例子可參考食物安全中心的網頁。
人群從膳食攝入鈉的主要來源取決於其膳食模式，而本港市民的模式
可能是中西合璧。世界衞生組織(下稱“世衞”)指出，在西方飲食中，
鈉的攝入量主要來自加工食物中的鹽(約佔75%)。在亞洲國家，鈉的
攝入量則主要來自在烹調時或餐桌上加入於食物的鹽；至於傳統
中菜，超過七成的鹽是在烹調時添加的，其餘的則是因為在餸菜中
使用豉油和鹹菜。

考慮到食物安全、品質和消費者接受程度，重新擬定食物配方是
一種廣被採用以減低市民從食物攝入鈉的方法。以下三種措施有助
把食物中的鈉含量在一段時間內減至最低水平：(一) 逐漸減少或除去
鹽/鈉的分量；(二) 使用鈉代替品；以及(三) 調整產品包裝大小。
眾所周知，鹽在食物中的作用和功用視乎食物的性質而定，因此，
就不同食物訂定減鈉目標是一個複雜的工作。雖然如此，不少國家
(例如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已就各食物類別訂定減鈉目標，並
鼓勵業界在未來數年內達到這些目標。一些減鈉目標的例子載於
食物安全中心的網頁。
不論採用什麼策略，不少國家已證明逐步減少食物的鈉含量(無論
有否使用代替品)，都可在一段時間內改變消費者的鹹味感。食物
業界在製造/生產食物時可採用這些策略，並推廣較低鹽/鈉含量
的食物，以減少市民的整體鈉攝入量。
食物安全中心進行了一項題為『本港食物鈉含量的研究』，在
2012年評估了超過600個非預先包裝食物(從實驗室測試所得)和
300個預先包裝食物的(從營養標籤得知)的鈉含量，藉以提高巿民和
食物業界在食用及製作食物時對鈉及鹽含量的關注。結果顯示，
許多食物的鈉含量偏高，尤其是漢堡包、西式醃製肉、醬汁和
調味品等。參考海外有關食物的減鈉目標，這些食物的鈉含量仍有
很大改善的空間。同時，同一種類的食物中的鈉含量差別頗大，
顯示許多食物的配方都可作改良。最後，研究結果亦顯示，醃鹹菜
(例如冬菜、梅菜)經沖洗及浸泡後其鈉含量會減低。

鹽/鈉與健康
鈉是人體機能正常運作所必需的元素，但攝入過量的鈉可損害健康，
例如會引致高血壓。根據世衞，鹽攝入量與血壓之間有劑量反應的
直接關係；因此，即使原本的飲食已屬“健康”，減少鹽的攝入量也
會對健康有好處。據估計，從膳食攝入鹽的分量由每日10克減至
5克，整體中風發生率會下降23%，心血管系統疾病的發生率則
下降17%。除了引致高血壓外，世界癌症研究基金會近年的專家
報告均指出，鹽和鹽醃的食物可能增加罹患胃癌的風險。
儘管現時沒有劃一的高鈉食物定義，一些國家(例如英國)可能將
每100克食物有超過600毫克鈉界定為鈉含量高的食物。但是無論
任何情況，消費者應以世衞建議之鹽每日攝入量少於5克(即少於約
2000毫克的鈉)為目標。
鹽在食品加工的作用
鹽有多種功用。在食物中添加鹽，可改變食物的口味和味道(例如
增加甜味和遮掩金屬味)。鹽亦可阻止微生物生長、延長產品保質期
和改善產品質感(例如控制麵團的粘性和使瘦肉更嫩)。
國際間對減低市民鈉攝入量的做法
世衞在2012年7月研發了一套預防和控制非傳染性疾病的指標和自願
的全球目標。當中目標建議，平均人口鹽的攝入量要相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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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製造/生產較低鈉/鹽含量的食物的建議
採購較低鈉含量的配料/食物及訂定減鈉目標
(i) 如有選擇，應選用較低鈉含量的配料。有關資料可請供應商
提供，查閱產品的營養標籤，或
查閱產品的營養標籤，或
從一些食物成分資料庫(例如食物
安全中心的營養資料查詢系統)
獲取。
(ii) 在購買或進口食物/用以製造食物
的配料時，可參考其他有關當局
訂定的減鈉目標，作為指引。
(iii) 建立公司產品的資料庫，以監察
食物的鈉含量。
(iv) 盡量就各食物類別訂定個別的
減鈉目標。一些本地食物的鈉
含量及其他有關當局就這些
食物訂定的減鈉目標載於食
物安全中心的網頁。
會員如欲了解更多有關方面的
資料，可瀏覽食物安全中心網頁。
可瀏覽食物安全中心網頁。
資料來源：食物安全中心 www.cfs.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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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推介

2014年周年大會暨食物安全中心及
澳洲商務署午宴演講會 (12月9日)

本會謹定於2014年12月9日（星期二）假香港中華總商會會員俱樂部舉行午宴演講會，
並邀得食物安全中心顧問醫生(社會醫學)(風險評估及傳達)何玉賢醫生及香港澳洲商務署
高級商務官(投資推廣)林懷李先生擔任講者，分別以「減少從膳食攝入鹽和糖：食物業界
擔當的關鍵角色」及「澳洲投資機遇」為題，與出席者進行交流。當日程序安排如下：
時間： 11:45
11:50

12:15
12:30
12:35
12:40
13:00
13:45

會員登記
2014年周年大會
議程：
(一) 2014年度會長工作報告
(二) 通過2013-2014年度本會財務報告及核數師報告
(三) 聘任名譽會長
(四) 聘任名譽顧問
(五) 聘任核數師
(六) 聘任名譽法律顧問
演講會登記及嘉賓接待
洪克協會長致歡迎辭
致送紀念品及合照
食物安全中心顧問醫生(社會醫學)(風險評估及傳達)何玉賢醫生演講
題目：減少從膳食攝入鹽和糖: 食物業界擔當的關鍵角色
午宴開始
香港澳洲商務署高級商務官(投資推廣)林懷李先生演講
題目：澳洲投資機遇
答問環節
午宴結束

14:00
14:15
語言： 廣東話
地址：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23-25號香港中華總商會大厦7字樓 (港鐵中環站A出口)
收費： 香港食品業總會會員及經會員介紹之參加者每位港幣380元；
非會員或其他參加者每位港幣450元 (只出席周年大會者，費用全免)

培訓

廣州河源市考察團
(12月18至19日)
由本會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食品製造業
委員會合辦的「河源考察團」將定於本年
12月18日至19日(星期四及五)舉行，誠意
邀請飲食業界及友好商會會員參加。行程
包括參觀河源市優質水資源、農業加工科技
及食品飲料企業、江東新區投資環境及
座 談 會 交流等，藉以加強業界對河源市的
認識，促進河港兩地經貿合作，讓香港食品商
藉此機會開拓國內市場及業務，歡迎會員及
企業代表參加。
考察團內容包括：
- 考察農夫山泉廣東萬綠湖有限公司
- 考察廣東中興綠豐農業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 考察萬綠湖水資源
- 觀看亞洲第一高音樂噴泉
- 考察河源江東新區及聽取投資環境推介暨
座談交流會
- 參觀深圳海吉星物流園
倘有查詢，請與秘書處經理
陳沛盈小姐 (Sally) 聯絡。
電話：3925 6808
電郵：info@hkf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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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確保所生產的食物是符合食物衞生安全的標準。
近年社會更關注食物安全問題，食物衞生安全也是同樣重要，而運用此課堂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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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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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資格機會
課程安排在兩天進行，確保質素保障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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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秘書處

團

體： 大中華工商企業聯合會
Greater China Corporation Association
代
表： 符策雄 (聯席會長)
業務範圍： 服務中小企業，促進工貿商機

公

公
司： Chemical Laboratory (HK) PTE Limited
代
表：May Leung (業務發展經理)
業務範圍：食品檢測服務

公
司：ITE Limited
代
表：蔡穗欣 (董事)
業務範圍：資訊科技業務

司： 卓越展覽(香港)有限公司
Aplus Exhibition (HK) Limited
代
表： 李昭 (董事)
業務範圍： 展覽會設計及承建商

公

司： 亮中飛有限公司
Lightrophy Limited
代
表： 孔漫陽 (董事)
業務範圍： 食品零售及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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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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由香港食品業總會秘書處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