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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
俗語說：「未食五月糉，寒衣不入櫳。」這句諺語今年未必
能應驗了，五月份天氣持續高溫，還出現酷熱天氣警報，
證明炎夏已無聲無息地降臨了。

若說香港是一個臥虎藏龍之地，相信大家都不會有異議。
雖然香港開埠不過百餘年，但已孕育出眾多百年老店，當中
更不乏食品老字號，如李錦記、淘大、恭和堂、公和荳品
等 ， 還 有 一 個 是 喜 歡 吃 涼 果 的 人 都 會 記 起 的 名 字 ──
「王榮記」。今期「會員巡禮」邀得「王榮記」第四代
傳人，即本會副會長王柏源博士暢談「王榮記」的百年
故事。從「王榮記」的故事可以看到，品牌若要屹立
不倒，必須要在商標註冊、市場拓展、品質控制及產品
創新方面下功夫，不停為品牌注入新動力。

過去數月，本會積極與香港特區政府相關政府部門加強
溝通，例如3月份拜會了工業貿易署麥靖宇署長及盧世雄
副署長、4月份與食物及衞生局高永文局長、黎陳芷娟常任
秘書長及副局長陳肇始教授等共晉午宴；而3月份及5月份
則分別邀請了環保署區偉光助理署長及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物安全中心署理首席醫生(風險評估及傳達)何美蓮醫生
出任本會午宴演講會嘉賓，希望透過交流及接觸，與各部門
建立更緊密的聯繫，從而協助會員獲得最新資訊，優化營商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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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記得在本會5月20日舉行的午宴演講會上，有會員向
何美蓮醫生提出有關基因改造食物安全的問題，顯示業界
對這個課題非常關注。有見及此，秘書處特別在今期「行業
資訊」欄目介紹基因改造食品，並引用食物安全中心網頁
內的相關資料，讓讀者自行判斷基因改造食品是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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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榮記 百年字號 涼果世家
今期要為大家介紹的是本會副會長王柏源
博士的百年家族生意——王榮記果子廠，
其老店位於上環蘇杭街，當客人經過上環
一棟棟古色古香的建築物後，便會見到
一間裝修舒適又寧靜優雅的店子，門前
掛着一個又大又富有中國特色的招牌
「王榮記」。
每個百年商號都經歷過時代變遷，從傳統
到現代，好比一本獨特又充滿古今片段
的歷史書，王榮記果子廠也不例外。
王柏源博士祖籍莞邑(今廣東省東莞)
雲崗鄉燕窩村，是家族的第四代承繼人。
王博士生於經商世家，自出生便與涼果
等食品結下不解之緣。若要追溯「王榮記」
商號的起源，就必須從王博士的曾祖父
說起。
1901年，王柏源博士的曾祖父王榮從
東莞來港，以傳統優秀方法製造天然
健康涼果食品在上環一帶售賣，後來更
在荷李活道創辦了王榮記果子廠，奠定
了基礎。1924年，第二代傳人王煜祥，
即王柏源博士的祖父，以「飛機演放」
為註冊商標，將產品遠銷往美國三藩市
及羅省等地，號稱為「金山裝」，極受

當地華僑歡迎。當時王博士之祖父更在
長洲興建30萬呎廠房及曬場。1952年，
王柏源博士之先父王慶渠作為第三代
傳人，改以「金錢」為註冊商標並進軍
東南亞食品市場，當時王榮記已在中環
機利文新街自置物業，經營批發及零售
出口生意。
作為第四代傳人，王柏源博士深諳經營
管理之道，他對涼果種類進行創新及
改革，精選涼果約100多種，並發展
其他醬料及茶類產品。為增強競爭力，
王博士在內地自設更具規模的廠房曬地
並生產「香港風味」之涼果；而香港則
專注市場推廣、策劃及包裝的工作。
王博士認為，誠信的經營手法是贏得客戶
信賴的不二法門。王榮記注重產品品質、
力求精良，所有原料都來自內地、台灣
及泰國等優產地。
現時，王榮記食品主要分為五大類：涼果
產品、花生產品、醬料、茶類產品和
雜項。每一種類都富獨特風味，健康
美味，有些更有藥用價值，自用及饋贈
親友皆宜。當中最受歡迎的產品包括
陳皮檸檬、話梅、冬薑、金草薑等。
王榮記的產品不單深受東南亞及美國老華
僑的歡迎，來自日韓及西方國家的遊客
也喜愛遠道而來光顧及拍照留念呢！
在守業者的道路上，王柏源博士勤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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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博，他以創新的理念及努力的實踐
進一步讓家族事業發揚光大。王柏源
博士力求創新，與香港飲食界人士經常
探討和研究，將涼果應用於膳食之中，
獨家首創具有藥效的涼果菜品食譜，在
傳統工藝中融入現代流行元素，提倡健
康飲食。在王博士創新思想的引領下，
王榮記近年來獲得不少殊榮，其中包括
1999年榮獲國際食品及飲料大獎、2000年
西班牙最佳品牌金獎、社會福利及社會
服務市場顧問辦事處2000年「長者咭
計劃」區內最受歡迎商號大獎、2002至
2013年連續11年榮獲香港旅遊協會優質
旅遊服務認可，以及被日本著名雜誌
《地球食品旅遊指南》列為最受歡迎
產品等。
王柏源博士除專注家族事業外，亦熱心
社會公益。王博士活躍於慈善、文化、
教育活動，和眾多香港傑出人士一樣，
積極參與社團
要 職，不遺餘力
奉獻力量。作為
家族第四代傳人，
王博士以努力
不 懈 及熱心公 益
的 處 事 態 度，
帶領着「王榮記」
這百年商號向前
邁進，迎接更璀璨
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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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總領事午餐會
本會於3月28日設宴招待希臘總領事Mr Christodoulos Margaritis
及隨員Ms Katerina Vichou，以了解希臘食品業的最新情況及
加強兩地食品業的交流及合作。本會出席者包括洪克協會長、
王柏源副會長、林鳳明會董、梁世華項目總監及黎玉美總經理。

參觀蔬菜統營處
為加強會員聯繫及促進同業交流，本會洪克協會長、陳建年副會長及劉耀輝
副會長於4月3日率領一行近20人代表團參觀蔬菜統營處轄下的長沙灣蔬菜批發
市場、化驗室、優質蔬菜部及該處與漁護署獲「農業發展基金」資助成立的
「全環控水耕研發中心」，以了解其運作及相關先進技術和設備。代表團獲
蔬菜統營處職員熱情款待，團員更試食多種口感脆嫩及菜味獨特的水耕菜苗，對室內種植這一嶄新技術增加了不少認識。

食物及衞生局午餐會
本會洪克協會長、陳建年副會長、劉耀輝副會長及一眾會董成員於4月22日與食物及衞生局
局長高永文醫生、黎陳芷娟常任秘書長、副局長陳肇始教授及其他嘉賓於A Plus享用午宴，
並就食物安全及飲食業最新發展等議題進行交流。當日午宴氣氛融洽，出席嘉賓均暢談甚歡。

雲端應用和食品批發及監察管理ERP系統研討會
雲端科技可以應用在不同領域上，包括食品管理。本會與天網科技國際有限公司(WorldAcct)
及電訊盈科集團於5月8日合辦「雲端應用和食品批發及監察管理ERP系統研討會」，共有30名
會員參加。是次活動旨在為會員提供適用於食品業的最新科技及應用，以提升公司管理效率，
推動業界持續發展。

物聯網科技應用中心、VTC稻苗學院及廠商會檢定中心參觀團
為提升會員的管理水平及加強他們對食品檢測的認識，本會陳運文會董
於5月9日率領一行近20名會員參觀位於科學園的物聯網科技應用中心，
以及位於火炭的VTC稻苗學院、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及廠商會檢定中心。
當日團員既可認識先進的檢測及物聯網技術，又可欣賞中國不同年代的
飲食文化及展品，更可於稻香訓練酒樓享用豐富午宴，眾人皆獲益良多。

「智『食』相傳-香港中小企食品供應鏈最佳實務」資助項目
亞洲食品安全及產品質量論壇
「智『食』相傳-香港中小企食品供應鏈最佳實務」資助項目由香港食品業總會主辦、
香港貨品編碼協會執行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撥款
資助。其中重點活動「亞洲食品安全及產品質量論壇」已於5月16日假香港貿易發展局
中小企服務中心成功舉辦，活動雲集近200名食品業界持份者，包括監管機構、食品供應
鏈中不同企業及各國食品安全專家，更非常榮幸邀得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陳肇始教授、
工業貿易署盧世雄署理署長，以及本會副會長劉耀輝及陳建年擔任開幕典禮主禮嘉賓，
一同與業界人士探討食品安全的現況及挑戰，交流並建議食品供應鏈最佳實務與方案。
智「潮」篇免費講座
項目下亦包括多個免費研討會，其中4月8日便舉行了智「潮」篇-「食品業界新世代」，
邀得2位科技公司代表分享食品業界的最新科技資訊及應用例子，吸引接近30名食品從業員
參加。當天亦參觀了位於科學園的香港物聯網科技應用中心，了解物聯網科技的應用。

食物安全中心午餐演講會
本會非常榮幸邀得食物安全中心署理首席醫生(風險評估及傳達)何美蓮醫生(右圖前排
左三)於5月20日出席本會午宴演講會並擔任講者，以「推動食品業界提升食物安全」為題
發表精彩演說，並與本會會董及會員進行交流。當日出席者對食物衞生課題十分感興趣，
各人均踴躍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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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知多D – 基因改造食物

基因是遺傳物質的單位，由脫氧核糖核酸(DNA)構成，它記載
了一切用作製造細胞內蛋白質的資料，從而決定動物或植物
的特性。我們日常食用的動植物，均擁有數以萬計的基因。
多個世紀以前，農民已懂得利用傳統雜交方法，使農作物長得
更大、更美味及更容易種植。今天，科學家能透過生物科技，
挑選和改變可控制生物某些特性的基因，精確地選擇某個
基因，使其不再活躍，或將之轉移至另一種生物，來產生
經基因改造的生物。

基因改造食物的好處
基因改造食物有助：
• 增加農作物的產量
• 令農作物更能適應不利的生長環境，例如乾旱
• 改良農作物的營養成分，例如增加稻米的蛋白質含量
• 增強農作物對蟲害的抵抗力，從而減少使用除害劑
• 改良食物的外觀、味道和口感
• 改變農作物的特性，使其易於加工，以減少浪費和降低
生產成本
• 除去食物中某些可引致過敏的成分
傳統雜交
• 數以萬計的基因同時
混合
•基因轉移通常只限於
同一生物品種
•需要較長時間的觀察
和自然進化，預期的
特性才會彰顯

培植基因改造農作物對環境影響的關注
• 難以預計對生態平衡和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 持續種植能抵抗害蟲的基因改造農作物可能對益蟲有害，
並加快具抗性昆蟲的出現；
• 基因改造農作物的花粉和種子可能會意外地傳播到鄰近
田野，令相近的傳統品種改變，特別是能抵受除草劑的基因
傳到其他植物會導致「超級雜草」的出現。

基因改造農作物/食物例子
現時在市場出售的基因改造食物大部分是經過加工處理的基因
改造農作物。這些基因改造農作物除了與原來品種有相似的
特性外，有些更能抵受除草劑的毒性或抵禦害蟲及病毒的侵害
等特質，而有些則可在產量方面減少損耗。以下是一些例子：
農作物
大豆

粟米

番茄
馬鈴薯

基因改造特性
能抵受除草劑

能抵抗害蟲
能抵受除草劑

能減慢組織軟化
能抵抗害蟲
能抵抗病毒

基因轉移
在基因改造過程中，有時會使用耐抗生素基因作為標示基因，
以識別成功被基因改造的農作物。有人擔心這些基因會從基因
改造食物轉移至人類腸臟的細菌，使這些細菌產生耐抗生素
的能力。但由於這樣的基因轉移需要有很多複雜而且不大可能
的事情接續發生，所以成功的可能性很低。不過，世界衞生
組織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亦勸諭業界不要使用帶耐醫療
上常用抗生素特性的耐抗生素標示基因。
異系雜交
異系雜交是指基因改造植物的基因轉移到傳統農作物或相關
的野外物種，以及以傳統種子培植出來的農作物與基因改造
農作物混合在一起。這種雜交可能會對食物安全帶來間接的
影響。世界衞生組織認為異系雜交存在一定風險，例如在美國
便發現供人食用的粟米產品中含有微量只供餵飼用途的粟米。
多個國家已採取策略，以減少混合的機會，例如清楚分隔農地
裏種植基因改造農作物和傳統農作物的範圍。

基因改造與傳統雜交的比較
基因改造
•可選擇、分辨
並轉移個別基因
•可把特定的基因引進
另一生物品種之中
•預期的特性可在一代
之內彰顯

令高危人士產生過敏反應。雖然，在理論上引入新的基因可能
會在基因改造食物引發新的過敏原。不過，基因改造食物必須
經過安全評估，包括致敏性測試，才可在市場出售。這類評估
有助防止可能引起過敏反應的基因改造食物流入市場。

相關食物例子
用作製造豆類飲品、
豆腐；可加工製成
豆油、豆 粉、乳化劑
（如卵磷脂）等，
或用來製造麵包 、
餡餅、食用油
可加工製成粟米油、
麵粉、糖或糖漿，
或用來製造零食、
烘製麵包糕餅食、
糖果、汽水
番茄醬
可加工製成薯條、
薯蓉、薯片、薯仔湯
及澱粉

社會和道德方面的關注
•食物中含有一些人們因為宗教、健康或其他理由而不會進食
的食物基因；
•應否把一些向來不雜交的動物或植物的基因轉移。

本地概況
基因改造農作物在本港的種植情況
本港現時並沒有種植基因改造農作物或飼養基因改造家畜作
商業用途，但有些本地大學正進行有關生物科技的研究。
本港仍未有科學家在農田進行過種植基因改造農作物的試驗。
基因改造食物在本港出售的情況及現行的規管制度
部分在本港出售的食物亦含有基因改造食物配料，而這些食物
配料已獲生產商及來源地規管機構證明為可供人類安全食用。
根據香港法例第132章《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V部，
所有擬在本港銷售的食物均須適宜供人類食用。這條例適用
於所有食物，包括基因改造食物。

世界衞生組織的意見

基因改造食物/農作物所引起的疑慮及對人類健康
影響的關注
過敏反應
在製造基因改造農作物時，轉基因會隨機插入接受基因的植物
的脫氧核糖核酸 (即DNA)，這可能會導致新過敏原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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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衞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指出，由於不同
基因改造生物包含的轉基因插入的方式均有所不同。因此基因
改造食物安全與否，不可一概而論，應按個別情況來進行
評估。目前在國際市場上出售的基因改造食物都已通過
風險評估，因此不大可能對人類健康帶來風險。再者，並沒有
證據顯示基因改造食物在其批准出售的國家引起食物安全問題。
(註：世界衞生組織於2003年作出上述評論，至今沒並有就
最近的情況加以評論。)
資料來源：食物安全中心 (網址: http://www.cfs.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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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推介

室內循環水科技養魚場及有機蘑菇種植場參觀團
本會為促進同業交流及協助會員掌握最新食品科技及資訊，特於6月19日(星期四)舉辦「室內循環水科技養魚場
及有機蘑菇種植場參觀團」，讓會員透過參與活動，互相交流認識，了解行業最新發展。是次活動將參觀位
於元朗的亞洲水產養殖科技有限公司室內養魚場及宏瀚國際(香港)有限公司蘑菇種植場，相關介紹及參觀行程
如下：
亞洲水產養殖科技有限公司室內養魚場──位於元朗流浮山的亞洲水產養殖科技有限公司室內養魚場成立於
2003年，以發展可持續綠色水產為目標，旨在透過「可持續發展」養殖方式，成為一家重視社會責任的企業，
塑造一個風行全中國、蜚聲國際的香港品牌。亞洲水產曾與香港大學嘉道理研究所合作，引進「室內循環水
科技」，是本港首家大型室內綠色養魚場，並獲漁農自然護理署頒發「優質養魚場」認證。
亞洲水產所養殖的「綠洲龍躉」(俗稱花尾龍躉)，屬石班類之中體型最大的班王。龍躉不但肉爽味鮮，而且膠質
豐富。龍躉跟其他珍貴海魚近年面對過度捕撈，甚至瀕臨絕種的危機。為此，亞洲水產以綠色、環保的室內循環
水養殖綠洲龍躉，以確保魚的食味、口感均媲美野生龍躉。
是次參觀團將安排團員於小桃園海鮮酒家享用亞洲水產出產的綠洲龍躉。
宏瀚國際(香港)有限公司蘑菇種植場 ─ 位於元朗大棠的宏瀚國際(香港)有限公司，是全港最大的私人生產及包裝
蘑菇供應商，專營工業化有機蘑菇生產、包裝、物流、營銷及出口業務，提供新鮮及高質素的有機包裝蘑菇，
每周產量達3.5噸。由農場到市場，為飲食業以至批發及零售商客戶提供卓越的供應鏈及物流方案。
誠邀會員踴躍參加。倘有查詢或報名，請與陳沛盈小姐 (Sally) (電話：3925 6808；電郵: info@hkfc.org.hk)聯絡。

培訓

課程

食品安全增潤研討會

食品業界同工留心聆聽講者在
「食品安全增潤研討會」的分享

香港食品業總會與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一向積極協助本地食品同業考取國際認可資格，如英國
環境衞生協會(Chartered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U.K., CIEH)的專業證書，致力提升本港
食品從業員的專業地位。
為讓食品同業掌握最新食品安全資訊，兩會將定期舉辦各類研討會，並以不同課題將最新行業資訊
帶給各食品同業，如食物中毒處理、風險管理及良好食品管理等，同業反應熱烈，反映業界對食品
安全甚為關注。此外，更有機構邀請會方代表擔任研討會嘉賓，將研討會作為內部培訓環節，藉以
讓員工時刻具備食品安全知識。
兩會將繼續舉辦相關研討會，將食品安全訊息推廣至各階層，以保持香港飲食衞生及安全達致國際標準為目標。

歡迎

公

司： 美昌玩具製品廠有限公司
May Cheong Toy Products Fty Ltd.
代
表： 顏吳餘英 (副總裁)
業務範圍： 合金及電子玩具製造

公

公

司： 家得路美國天然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Catalo Natural Health Foods Limited
代
表： 陳家偉 (執行董事及總裁)
業務範圍： 天然健康食品生產、代理及零售

公

司： 國際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World Wide Dining Group Ltd.
代
表： 杜振源 (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
業務範圍： 餐飲

公

公

司： 恩賢教育中心
Graceyard Education Centre
代
表： 陳淦濱 (校監)
業務範圍： 教育及培訓

公

司： 德國寶 (香港) 有限公司
German Pool (Hong Kong) Limited
代
表： 陳國民 (董事長)
業務範圍： 批發及零售

公

公

司： 三泰生物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Santai Bio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Company Limited
代
表：盧毓琳教授 (董事)
業務範圍：生物科技研究

公

司：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
HKT Limited
代
表： 蔡子慰 (助理市務經理)
業務範圍： 電訊

公

公

公

公

司： 亨亞(香港)有限公司
Hinasia (HK) Industrial Co. Ltd.
代
表： 吳國安 (董事總經理)
業務範圍： 生產環保電鍍過濾器材

司： 太興飲食集團
Tai Hing Catering Group Ltd.
代
表： 袁志明 (執行董事)
業務範圍： 飲食

司： 別府集團
Beppu Group
代
表： 呂惠光 (集團副主席)
業務範圍： 飲食
司： 集興企業貿易公司
Chap Hing Enterprises Trading Co.
代
表： 張權高 (董事經理)
業務範圍： 農業產品、水果、蔬菜貿易
司： 迦德誠食品有限公司
A Plus Food Company Limited
代
表： 蔡少偉 (董事)
業務範圍： 食品
司： 歐陸食品檢測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Eurofins Food Testing Hong Kong Limited
代
表： 黃維 (區域銷售經理)
業務範圍： 食品檢測
司： 丸和日式食品有限公司
Maruwa Japanese Food Limited
代
表： 孫孟汝 (經理)
業務範圍： 日式壽司產品批發、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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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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由香港食品業總會秘書處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