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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
本會秘書處自去年12月開始運作以來，經過一個月的籌辦，
已於今年1月1日正式成立。今年1月剛巧同為陽曆及陰曆
元月，在本月推出電子會員通訊「薈萃」創刊號，象徵
一個美好的開始，可謂極具意義！

希望加深會員對行業的認識，協助他們掌握市場脈搏。
要達到「薈萃」的出版目的，有賴會員的積極參與！
歡迎會員就「薈萃」的內容或任何影響行業的政策法規
提出寶貴意見，並歡迎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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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隨時致電
3925 6820與秘書處聯絡。

全新推出的「薈萃」，顧名思義，是以匯集精彩內容及
最 新消息為目的。除了「活動重溫」、「活動推介」、
「培訓課程」等基本欄目，值得留意的還有「會員巡禮」，
每期介紹一間別具特色的會員企業，分享他們的創立故事、
經營理念及成功經驗。今期作為創刊號，當然先從本會
之首——洪克協會長出任主席的合興集團有限公司開始。
此外，「行業資訊」欄目亦搜羅最新食品行業資訊，

馬年將至，馬予人機靈敏捷、剛健勇猛的感覺。衷心祝福
本會各位會員馬年順景、龍馬精神、馬到功成！

合興集團有限公司
質 量 為 先

1932年的香港門市

香港有林林總總的食油品牌，包括
本地、內地及進口，但你可知當中只有
一個品牌在香港設有煉油廠？給各位
一些提示吧！這個品牌以「萬獸之王」
為標識。相信大家都有答案吧！就是
陪伴著我們一起成長，已經有78年歷史
的「獅球嘜」，品牌擁有者正是我們今
期要介紹的會員企業––合興集團有限
公司。
跟很多歷史悠久的本港企業一樣，創立於
1932年的合興集團有限公司發展至今，
已由家族第三代後人洪克協先生繼承
業務，出任主席一職。洪克協先生為
潮州人，其家鄉汕頭市就是合興油廠的
發源地。
80多年前，洪克協先生的祖父洪鶴友
先生從汕頭來港後，與友人合資創辦
「合福祥莊」，繼辦「合順莊」，並於

顧 客 為 尊

1932年正式在港經營「合興油廠」，
主要從事食油進口、包裝及分銷業務，
由於產品合乎衞生，市民均樂於採用。
1936年，以萬獸之王獅子為造型的
「獅球嘜」正式誕生，並推出香味濃郁
的「獅球嘜花生油」，旋即大受消費者
歡迎。
不幸其後日軍侵華，香港淪陷，洪鶴友
先生只得攜眷回鄉。香港重光，洪祥佩
先生回港繼承父業，主理合順莊及合興
油廠，加以發揚光大，並於青山道自設
廠房。1975年，洪克協先生加入合興
集團有限公司，協助父親打理業務。
80年代，合興集團有限公司的業務突飛
猛進，多番開創先河，包括首創「獅球
嘜」獨立3支裝產品，令產品更新鮮，
使用更方便，又是首個本地品牌採用法國
入口的防漏膠蓋，令倒油時更易控制，
並成為首個本地食油品牌榮獲香港工業
總會頒授Q-Mark優質產品標誌。
1990年，洪克協先生接替榮休的洪祥佩
先生，成為合興集團有限公司主席，
並在元朗自設煉油廠，成為本港唯一
擁有煉油廠的食油製造公司，又在廣州
番禺建設綜合性煉油廠，該廠擁有專用
碼頭及完善的煉油設施，包括壓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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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禮

煉油及包裝。
現時，合興集團有限公司出品之食油
涵蓋花生油、芥子油、栗米油、橄欖油、
小米油、混合油等不同類別，行銷世界
各地，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英國
及內地等。雖然經歷了三代的轉變，
但合興集團有限公司仍嚴格遵從「質量
為先 顧客為尊」的原則，為各地消費者
提供最優質的產品。

「獅球嘜」首創獨立
3支裝產品，確保食油
新鮮，方便使用

自設煉油廠，成為香港唯一擁有煉油廠的食油
製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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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周年大會暨
方剛議員午宴演講會

活動

圖1
演講嘉賓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方剛議員（右三）
與本會會長洪克協（左三），副會長劉耀輝
（左一）、王柏源（右一）、蔡大鈞（右二）
及常務會董李歡（左二）合照。

圖2

本會於2013年12月3日舉行2013年度周年大會暨午宴演講會，洪克協會長
發表工作報告，並邀得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方剛議員(圖2)擔任演講嘉
賓，以「從政府立法角度看食物行業所面對的挑戰」為題發表演說及與
本會會員進行交流。方議員希望日後與本會會員多作溝通，了解企
業對各項法例的意見和建議，並會將有關意見向政府反映，為業界締造更
有利的營商環境。

惜食香港督導委員會一周年慶典
環境局於2012年12月成立惜食香港運動督導委員會，負責制定及監督「惜食香港運動」的
推行，以減少廚餘棄置於堆填區。本會作為活動的支持機構之一，早已簽署了《惜食約章》，
積極鼓勵會員採取不同措施減少廚餘。惜食香港督導委員會於2013年12月17日舉行一周年
慶典，王柏源副會長（右二）應邀出席活動，並代表本會接受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右七）
頒發之《惜食約章》簽署機構感謝狀。

Group Buyer2013年度頒獎禮
暨三周年慶祝會
2013年12月30日為Group Buyer (團購家) 舉行年度頒獎禮暨三周年慶祝會的日子，本會
王柏源副會長（前排左一）擔任頒獎嘉賓，頒發獎項予得獎食品商戶，並一同慶賀Group
Buyer成立三周年。

方剛議員宴請及立法會導賞團
為加強與食品業界的交流和聯繫，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方剛議員(左5)於1月17日在立法會
綜合大樓宴會廳宴請本會會董，以進一步了解業界對政府政策及營商環境的看法，午宴後並
安排導賞團參觀立法會綜合大樓各項設施。

張宇人議員午宴演講會
本會非常榮幸邀得立法會飲食界張宇人議員(圖2左3)
於1月21日擔任午宴演講會講者，就「政府政策對食品
行業帶來的影響」與本會會董及會員進行交流。當日出
席會員皆踴躍提問，午宴氣氛融洽。
圖1

圖2

東莞環保漁業及食品加工考察團
為加強會員間的交流及推動行業發展，本會於1月24日舉辦
東莞環保漁業及食品加工考察團，參加會員及嘉賓共29人，
由洪克協會長率領參觀三泰環保漁業有限公司位於東莞市的
全天候室內環保養殖漁場，更於其會所享用美味的魚宴，
品嚐取得刺身級認證的3A澳洲翡翠皇(圖3)。另外，代表團亦
參觀稻香控股有限公司位於東莞市的食品加工廠萬好食品
有限公司，其完善的食品設備及現代化的工廠管理，令團員
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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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推介

全九州農產品及貿易博覽會在港舉行
九州農業成長產業化連攜協議會將首次在港舉辦全九州農產品及貿易
博覽會，接近60間日本食品供應商參展，展出內容分為5大類，包括
水果、蔬菜、家畜、海產及加工食品，當中更包括經貿洽談討論環節。
活動資料如下：
日
時
地

期： 2014年2月26 - 27日
間： 9:00 - 18:00
點： 香港日航酒店
香港九龍尖東麼地道 72 號 - 2樓大宴會廳
參展商： 包括來自福岡、大分、佐賀、長崎、熊本、宮崎及鹿兒島等
接近60間食品供應商
本會為是次博覽會之宣傳機構，歡迎會員到埸洽談，擴展經貿網絡，
共拓商機。
如有查詢，請與協辦機構香港
如有查詢，請與協辦機構香港中華總商會秘書處外事部盧小姐
（電話：2525 6385；電郵：cgcc@cgcc.org.hk）聯絡。

培訓

香港食品業總會與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合辦

「食品衞生經理課程」

香港是國際大都會，世界各地無論是亞洲或西方各國都可在香港找到相關食肆，使本港享有「美食天堂」的美譽。由於食物種
類繁多，烹煮過程必需遵守嚴緊的程序，以確保食物合符衞生及安全，避免有辱「美食天堂」的聲譽。
有見及此，在2005年中，香港特區政府食物環境衞生署推行「衞生督導員∕衞生經理」計劃：規定所有食店∕食 物 工 場 須 按 既
定要求委任一名衞生督導員∕衞生經理，負責監察店內食物及環境衞生。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聯同本會及香港食品衞生
管理人員協會合辦「食品衞生經理課程」，是其中一間可開辦此類課程的法定機構。
「食品衞生經理課程」每年均會定期開辦，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間便約有3-4班開辦。課程大綱為：食物衞生的重要；衞
生操作守則；環境、設備和用具衞生；食物衞生的管理；急救箱內基本用品；食物中毒；員工個人衞生；香港食物安全法
例；國際食品安全守則及食物處所執行衞生查核的程序。到目前為止，此課程已培訓逾17,000名合資格的衞生經理。
例；國際食品安全守則及食物處所執行衞生查核的程序。到目前為
安全守則及食物處所執行衞生查核的程序。到目前為止，此課程已培訓逾17,000名合資格的衞生經理。
安全守則及食物處所執行衞生查核的程序。到目前為
查詢詳情，請瀏覽（ http://hkfhaa.org.hk）或與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潘小
或與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潘小姐（電話：2243 3538）聯絡。

學員細心聆聽講者的教授

導師悉心講解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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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

齊來簽署 「惜食約章」 為減少廚餘出一分力

香港的廢物問題令人擔憂；我們每人每天傾倒約1.27公斤的
都市固體廢物。廚餘是香港都市固體廢物的最大源頭。
在2011年，我們每天傾倒約3,600公噸廚餘於堆填區，佔都市
固體廢物量約四成。
香港特區政府於2012年12月成立惜食香港督導委員會
（委員會），以進一步落實行政長官就減少廚餘的承諾。委員會
由環境局局長出任主席，負責推行「惜食香港運動」，以增加
公眾對本港廚餘問題的關注，協調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以身作則
減少廚餘，鼓勵市民及家庭改變生活習慣，實踐減少廚餘，
在工商業界訂立和推廣減少廚餘的良好作業守則，以及促進
商戶向慈善機構捐贈剩餘食物。
「惜食香港運動」誠邀各企業/機構成為「惜食夥伴」，參與「惜食
香港運動」，並透過簽署「惜食約章」，承諾進行支持減少廚餘
的活動。參與企業/機構名單將上載於「惜食香港運動」的網頁中
（網址：http://www.foodwisehk.gov.hk），與全港市民分享。

惜食約章
承諾宣言
我們理解並同意 －
約1.27公斤的都市固體廢物。
•香港的廢物問題令人擔憂；我們每人每天傾倒
年，我們每天傾倒約3600公噸的廚餘於堆填
•廚餘是香港都市固體廢物的最大源頭。在2011
區，佔都市固體廢物量約四成。
種植食物所需的土地、水、肥料和人力。此
•浪費食物，不單是浪費成本，同時也浪費所有
及排放溫室氣體。
會產生
時，亦
區分解
在堆填
外，運送食物和食物
源的方
景，我們必需改變現時生產和消耗自然資
•為了實踐真正可持續發展的世界這個願
社會。
，造福
少廚餘
積極減
分力，
式。我們所有人都可以出一
執行
為協助減少社區產生的廚餘，我們承諾會致力
。
•推廣良好守則和推動行為上的轉變，減少廚餘
們認識及接受減少廚餘的良好守則。
，使他
行推廣
份者進
，向持
定計劃
構內制
•在機
業的廚餘。
構及企
減少機
•執行訂有可衡量目標的計劃，以
並按照審核的結果和建議改善廢物管理績
審核，
部廢物
進行內
管理層
機構的
•鼓勵和支援
效。
文化上的轉變，使市民尊重珍貴的食物和自
•支持惜食香港運動和類似的行動，推動行為和
然資源。
•推廣和採用使用剩餘食材的食譜。
•盡可能支持食物捐贈活動。

有興趣參與的機構，請簽署「惜食約章」並交回惜食香港
運動秘書處（地址：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政府總部東翼16樓；
（電話：35097632；傳真：28382155；電郵：
foodwisehk@epd.gov.hk）。如有查詢，可致電陳永昌先生
（電話：2782 1623；電郵： matthewchan@epd.gov.hk）聯絡。

名：
簽
名：
姓
銜：
職
機構名稱：
期：
日

資料來源：「惜食香港運動」網頁(網址：http://www.foodwisehk.gov.hk)

歡迎
公

司： 飲食皇朝集團有限公司
Unicorn Trading Group Ltd
代
表： 周銘珊 (秘書)
業務範圍： 中西餐飲服務

公

司： 泉昌有限公司
Chuan Chong Co. Ltd.
代
表： 黃楚恒(董事副總經理)
業務範圍： 產品代理及批發

公

公

司： 三泰環保漁業有限公司
Santai Eco Fishery Ltd
代
表： 蔡少森 (董事)
業務範圍： 水產養殖

公

公

公

公

司： 香港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
Public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代
表：譚家慧 (行政主任)
業務範圍：學術 / 政策研究

司： 中華廠商會聯合會工業發展
基金有限公司
CM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oundation Limited
代
表： 林俊康 (署理行政總裁)
業務範圍： 檢測及認證服務

司： 興記號有限公司
Hing Kee Ho Ltd.
代
表： 霍立禮(董事)
業務範圍： 貿易
司： 團購家
Group Buyer
代
表： Samson Lau (Marketing Executive)
業務範圍： 團購服務

司： 柯尼卡美能達商業系統香港有限公司
Konica Minolta BusinessSolutio HK Ltd
代
表： 葉卓雄(董事)
業務範圍： 辦公室方案、專業數碼印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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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樓A室
查詢：王小姐
電話：3925 6820
傳真：2537 6864
電郵：info@hkfc.org.hk
網址：http://www.hkf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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