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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
今年7月，接二連三發生了多宗大型事故，除了矚目的航空事故外，
報章亦頻頻報道大大小小的食物安全事故。近月，香港天氣持續
高溫，炎熱潮濕的仲夏，是細菌繁殖的季節。飲食業從業員在處理
食物時必須加倍小心，注意衞生，並遵從世界衞生組織推廣的
「食物安全五要點」，藉以預防由食物傳播的疾病，避免食物安
全事故發生。
60年代，香港仍然是「魚米之鄉」，在新界魚塘隨處可見。可惜
急速的都市發展令漁農業逐漸萎縮，近乎式微。現時，香港超過
九成食物從內地及外國進口，近年食物事故頻生，引起市民對入口
食物安全的關注；另一方面，漁農業技術不斷改善，越來越多企業
在工廠大廈進行室內養殖或種植，促使我們重新考慮香港發展
「都市農業」的可行性。
6月中，在本會洪克協會長的帶領下，超過30名會員參觀了位於
元朗的楊氏水產有限公司的有機魚養殖場及宏瀚國際(香港)有限
公司的蘑菇種植場。是次參觀確實令大家眼界大開，楊氏水產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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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個魚塘利用了自動餵飼系統，大大減省了工作人員數目；而
「楊氏元朗烏頭」卻依然保持優質鮮美。另外，新成立的宏瀚國際
(香港) 有限公司，亦展示了如何利用全環控先進技術，種植新鮮美味
的優質蘑菇，相信參觀者皆認同香港有條件發展「都市農業」。
在芸芸食品之中，米可算與我們的關係最為密切，是中式餐桌上
必備的食物。一粒細小的稻米，原來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根據
考古學家證實，稻米最先於中國進行人工培植，再傳播到印度
及歐洲。現時我們購買食米，一般會到超級市場購買5公斤或10
公斤的真空包裝。若回到50年前的香港，當時超級市場尚未出現，
一般市民會到成行成市的米舖，從一堆堆不同地域來源及品種的
散裝米中按所需數量購買，謂之「糴米」。雖然此情此景難以
復見，但米的故事依然流傳下去。
今期「會員巡禮」非常榮幸邀得本會副會長兼香港米行商會理事長
陳建年先生分享香港米業發展的點滴，從50年代香港政府將米業
分為「三級制」，到21世紀改行「食米自由進出口法」，儘管政府
的糧食政策時有改變，米商依然肩負著維持香港食米儲備的重要
任務。

香港米行商會
王榮記
貫徹團結精神 見證時代變遷

考古學家證實，稻的栽培起源於南中國珠江中
游的聚落地帶，中國在公元3,000至4,000年前
已經開始種植稻米了，稻米乃中國人的主要食
糧，平民百姓開門七件事就包括：柴、米、
油、鹽、醬、醋、茶。香港受嶺南飲食文化影
響，稻米不單是我們日常的主要食糧，更與我
們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民生、歷史以
至生命，有着不可分割的連繫。
今期為大家介紹的是本會陳建年副會長所領導
的香港米行商會有限公司。陳建年先生祖籍澄
海，是香港米行商會現任理事長，亦是鉅發源
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公司經營大米進口貿易代
理。陳副會長之祖父陳漢華先生於二十世紀初
由家鄉來港打拼，其後開展米業進口生意，陳
副會長的父親陳維信先生繼承父業，轉眼間到
陳建年副會長時，米業生意已是三代相傳。陳
副會長表示，香港食米主要來自泰國、中國、
越南及澳洲等產米區。以前泰國米在香港市場
佔有率曾經高達九成，但由於6年前全世界
大米價格風潮，加上近年泰國政局動盪，部
份本港入口商轉而輸入價錢相對較便宜的越南
米，令現時泰國米的香港市場佔有率減少至少
於五成；而越南米則上升至約四成。
香港米行商會於1919年創立，前身為米行公

所，後於1937年易名為香港米行商會，至今
已經超過90年歷史，其宗旨為團結批發米
商，共同致力於米業發展及保障同業利益。商
會成立初期至2003年時，會員全都是由批發
商組成，及至政府開放整個大米市場後，商會
修改章程，容許將入會資格擴展至歡迎所有從
事大米行業之公司或個人加入，會員數目因此
得以壯大。
香港的米業發展由20世紀初至現在經歷不同
年代的社會變遷及政治動盪，例如1919年的
搶米風潮、米價上漲，至後來省港大罷工、日
本侵華、香港淪陷、文化大革命到近代的六四
事件及金融風暴等。雖然米業發展受政治事件
影響而經歷興衰，但米行商會一直貫徹團結一
心的精神，致力於米業發展。
在分享香港米業的點滴時，陳副會長講述最初
50年代時，政府將米業分為「三級制」：其
時入口米商只可以將食米賣給批發商，並且需
要為政府儲備4萬多公噸的存貨，足夠供應全
港市民45天的食用。另一方面,零售商則只能
向批發商購貨，三者關係清晰明確。50年代
時米行林立，在米行內，批發商將不同品種的
大米「米辦」一盤盤整齊放好，並在米堆上插
上標籤，寫上不同品種的名稱，供零售商選
擇，而現時已經很難找到。最初之大米包裝
「藍線包大米」每包為100公斤。至60-70年
代，50公斤裝「麻包袋裝米」已演變成較小
型的包裝米，當時超級市場尚未普及，5公斤
膠袋裝米只佔極少數。直至80年代，全香港
超級市場的數目高達500多間，較1976年的75
家，足足多出500間；及至90年代，超市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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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超過1,000間。超市的急促擴張，對批發及
零售米業帶來巨大衝擊。2003年，特區政府
結束「三級制」規管制度，改行「食米自由進
出口法」，並要求入口米商將香港的食米儲備
維持在13,500公噸左右，足夠為全港市民提供
約2星期的食用量。
時移勢易，香港食米業經歷巨大變遷，加上香
港市民對食米需求也比以前減少了，傳統米
行、米舖已近乎式微。然而，稻米依舊是我們
日常的主要食糧，對香港的社會、經濟和民
生，仍有重大影響力。現在我們若要購買食
米，十居其九是到連鎖超級市場購買「真空包
裝米」；在香港出生的「八、九十後」年青
人，相信沒有多少個曾到過或見過米舖的樣
子；從前到米舖「糴米」的片段，已成為市民
的另一個「集體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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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中聯辦

洪克協會長於6月17日聯同副會長陳建年、蔡大鈞及王柏源、以及常務會
董李歡等到訪中聯辦，拜會經濟部孫湘一部長、徐森處長及葉志雄副處
長，就香港食品企業拓展內銷市場進行交流。會上，雙方均認為香港
食品無論質量或安全性均有保證，在內地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參觀有機魚養殖場及蘑菇種植場
洪克協會長、陳建年副會長及劉耀輝副會長等於6月19日率領一眾會員
參觀位於元朗的楊氏水產有限公司、漁護署凹頭漁業辦事處及宏瀚
國際(香港)有限公司蘑菇種植場。是次活動反應熱烈，共有36人參加。
活動當日，會員獲接待機構的熱情招待，不單參觀了先進的有機魚
養殖場及蘑菇種植場，更獲贈肥美的寶石魚和烏頭魚作午餐，以及
新鮮的有機蘑菇，真是大開眼界及口福不淺！

生產力局SME One零售業和
餐飲業管理層交流會
本會會員應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邀請，出席於6月27日在該局舉行
的「SME One零售業和餐飲業管理層交流會」，該局希望透過舉辦
此項活動，藉此了解不同行業的需要，促進交流及發掘合作機會。

食物安全日 2014 「安心好“煮＂意」「食物安全『誠』諾」簽署儀式
劉耀輝副會長代表本會於7月4日出席由食物安全中心舉辦的食物安全日 2014
「安心好“煮＂意」-「食物安全『誠』諾」簽署儀式，並代表本會簽署
「安心好“煮＂意」承諾。當天出席者尚包括其他商會及飲食界代表，大家
一同見證及承諾達到「食物安全」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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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至7月期間舉辦了3場
研討會及1場工作坊。3場研討會分別於6月10日、6月24日和7月15日
假香港物聯網科技應用中心舉行，分別按「商•盈之道」、「安全食物
回收」及「優化物流生產管理」題目邀請不同界別代表作演講嘉賓，
包括大昌行物流有限公司、廠商會檢定中心、3間提供食物援助服務
的非牟利機構、香港品質保證局、德信食品安全顧問公司及電訊盈科等
公司作案例或技術分享，為參加者帶來不同資訊，共吸引超過100名
食品從業員參與。至於工作坊方面，一行20多人於7月22日參觀了
廠商會檢定中心，以了解中心的先進測檢服務，參加者均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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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安全「誠」諾

食物安全中心一直提倡透過政府、食物業界和消費者三方
合作，以確保在本港出售的食物安全和適宜食用。自2008年起，
食物安全中心邀請食物業界簽署「食物安全『誠』諾」，
致力向員工、會員及顧客推廣「食物安全五要點」的信息，
並為同業樹立良好榜樣，保持高水平的食物安全。成立以來，
「食物安全『誠』諾」為業界提供日常運作中合適的措施，
以食物安全為核心，向香港市民及各地遊客提供具創意及顧客
至上的優質服務。

「食物安全五要點」
食物安全日 2014 「安心好『煮』意」
暨中學校際食物安全及營養標籤常識問答比賽及頒獎典禮

1. 「精明選擇」(選擇安全的原材料)
2. 「保持清潔」(保持雙手及用具清潔)
3. 「生熟分開」(分開生熟食物)
4. 「煮熟食物」(徹底煮熟食物)
5. 「安全溫度」(把食物存放於安全溫度)
任何食物業協會、食物店舖、零售商及其他食物業界均可簽署
「食物安全『誠』諾」。簽署的承諾人承諾緊貼食物安全的
發展及推廣食物業界的正面形象。承諾人會於店舖展示食物
安全「誠」諾證書及標貼，讓市民得知其承諾人身份。連續
三年簽署食物安全「誠」諾店舖的證書，更會加添獎章。

承諾：
- 支持「食物安全『誠』諾」
- 緊貼食物安全的發展，加強食物安全，推廣食物業界的
正面形象
- 參考食物安全中心的指引，提供安全而又健康的食物

「食物安全日」是食物安全中心(中心)的年度重點活動，目的
是加強政府、食物業界和市民三方的合作，推廣食物安全。
今年的活動以「安心好『煮』意」為口號，推廣良好的煮食
習慣，協助市民和業界認識如何避免或減少在烹煮食物過程中
產生有害物質，確保食物安全。
中心剛於7月4日（星期五）假香港理工大學蔣震劇院舉行
「食物安全日２０１４」揭幕禮，為一系列以「安心好
『煮』意」為主題的活動打響頭炮，推廣安全烹調方法。
活動當日由食物安全中心署理顧問醫生（社會醫學）（風險
評估及傳達）楊子橋醫生、食物安全專家委員會主席馬正勇
教授及教育局課程發展主任（科技教育）潘淑薇擔任主禮嘉賓。
在活動上，大會亦邀得一眾參與「食物安全『誠』諾」計劃
的食物業界協會代表出席並進行簽署儀式，承諾為香港市民
及遊客提供以食物安全為本的優質服務。當日，本會劉耀輝
副會長亦代表本會出席簽署儀式。

承諾人可透過展示「食物安全『誠』諾」證書、標貼及其他
宣傳品、向員工提供培訓、製訂新的工作指引、提高日常運
作及服務質素、向會員或其他業界友好宣揚「食物安全
『誠』諾」等途徑去實踐其承諾。

資料來源:
http://www.cfs.gov.hk/tc_chi/whatsnew/whatsnew_fstr/whatsn
ew_fstr_food_safety_charter.html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852-2381 6275與「食物安全『誠』
諾」秘書處聯絡。

http://www.cfs.gov.hk/tc_chi/whatsnew/whatsnew_act/whatsn
ew_act_Food_Safety_Day_2014.html

食物安全「誠」諾手機應用程式（FSCharter）
食物安全中心推出的手機程式應用工具(FSCharter)，讓市民隨時隨地搜尋簽署
食物安全「誠」諾的店舖資訊。下載方法如下：
1. 於iTunes網站http://itunes.apple.com/hk/app/id509471054?mt=8 下載
2. 到香港App Store，於搜尋欄輸入以下任何一個關鍵詞：「食物安全誠諾」、
「食物安全中心」、「承諾人」、"fscharter"、"food safety"、"cfs"
或"signatory"下載該應用程式
3. 使用下圖的快速回應碼(QR 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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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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 (星期五) 假GS1 Hong Kong
舉行第十場免費工作坊--智「盈」篇：「食安營商放大鏡」，講者包括德國萊因TÜV的代表，將概述最新
通過的歐盟食品標籤法規（EU No 1169/2011)、營養標籤及其他有關規定。此外，亦邀得本港首間連鎖
粥店海皇國際有限公司的代表分享經驗，透過如何從環境、食品品質與營運效率的管理，提升餐飲企業的
競爭優勢。第三位講者為國際食品安全協會的代表，將分享如果提升香港整體食品安全意識達至國際水
平，以確保及推動食物鏈由農場到餐桌的安全，加強食品製造業的安全意識及認知。
另外，8月19日 (星期二) 亦會舉行第五場免費互動式工作坊，將參觀由蔬菜統營處及漁護署「農業發展
基金」資助成立的「全環控水耕研發中心」，了解先進的水耕環控技術和設備，水耕蔬菜可不受地域
及氣候影響，全年持續生產。請即登入項目網站報名: http://www.foodsupplychain.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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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級食品衞生課程 適合全港合資格食品衞生經理修讀

本會多年來積極聯同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及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開辦食品衞生課程，並建立完善的持續進修階梯，過去已有
萬多名食品業內人士透過進修，考獲國際認可資格，除提升個人競爭力外，亦令食品業更趨專業化。
炎炎夏日是食物中毒的高危時節，對食品業亦是一個挑戰，預防食物受到污染，專業的食品衞生知識及有效的督導管理工作至為重要。
新一期「中級食品衞生課程」即將開課，課程涵蓋：
有效提升食品同工衞生操作標準，從而減低食物中毒的機會；
內容是參考英國環境衞生協會(Chartered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CIEH)的中級食品衞生課程，並經香港食品業總會及香港食品
衞生管理人員協會修訂，貼合香港食品業需要；
修畢後學員應考CIEH筆試(中文多項選擇題)合格，可獲取CIEH國際認可的「第三級督導食品安全(餐飲業)證書」；
持CIEH「第三級督導食品安全(餐飲業)證書」，並具備教學培訓資歷及經驗，更可申請為CIEH註冊導師，進一步提升個人專業地位。
如欲索取課程單張，請致電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秘書處(電話：2243 3466)與潘小姐聯絡。

歡迎

公

司： 香港國際免稅購物中心有限公司
HK International Duty-Free
Shopping Center Company Limited
代
表： 劉明 (董事長)
業務範圍： 商品展銷管理

公

公

公

公
司： 宏瀚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代
表： 呂重賢 (總經理)
業務範圍： 蘑菇種植和銷售

司： 鴻福集團有限公司
Honour Focus Holdings Limited
代
表： 李秀恆 (董事長)
業務範圍： 餐飲

司： 鉅發源有限公司
Kui Fat Yuen Limited
代
表： 陳建年 (執行董事)
業務範圍： 大米貿易

公

司： 美味棧國際有限公司
Yummy House International Limited
代
表：佘瓊峰 (董事總經理)
業務範圍： 批發及零售
公

司： 通恆環保有限公司
Eco-Green Systems Limited
代
表：李卓熹 (董事)
業務範圍：廚餘機、廚餘回收及空氣質量改善

公

司： 一名公司
Top Company
代
表： 林查理 (董事)
業務範圍： 投資及貿易
公

司： 景翔國際有限公司
Future Line International Limited
代
表： 陳子文 (銷售及市場策劃)
業務範圍： 批發及零售

司： 億康科技資訊(亞洲)有限公司
eCom Asia Limited
代
表： Mr Horace Mak (Managing Director)
業務範圍： 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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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工貿商機
個人會員： Yolanda Chow
(Quality Management Consul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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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