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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聲稱
另外，凡該食品涉及營養聲稱，則必須

在包裝上列明與該營養有關的數據。

例如標明低糖的食品便必須在包裝上列

明含糖的份量。

豁免
a. 業界在提供營養資料方面有實際困難

 （例如預先包裝食物的容器表面總面積

 少於100平方厘米）；

b. 食物不含任何能量和核心營養素（例如

 茶葉、香料、蒸餾水）；

c. 食物屬新鮮或未經煮熟，並無添加任何

 成分（例如生肉和新鮮蔬果）；以及

d. 每年銷售量在30,000單位以下。

1+7制度
《修訂條例》規定所有預先包裝食

物必須標示能量和七種核心營養素，即

i. 蛋白質；

ii. 碳水化合物；

iii. 脂肪總量；

iv. 飽和脂肪；

v. 反式脂肪；

vi. 鈉；及

vii. 糖。

另外， 所有標示的營養素亦必須註

明含量。

低與高
市面上不少食品都聲稱低糖、低油或高

纖維等等；其實如何定義營養素的低與高？

原來修訂條例中，載有列明有關不同營

養聲稱含量的條件。例如聲稱低糖的食品每

一百克便不得含有多於5克的糖份。其他常見

的營養聲稱請見下表：

#. 能量相當於2000kcal；蛋白質、脂肪、

碳水化合物供給的分別佔總能量的13%、

27%與60%。

## 膳食纖維暫為營養成份

營養標籤上的百分比
在市面上的包裝食品營養標籤，除了以

上述例子以份量作為標示單位外，亦可以以

營養素參考值（Nutrient Reference Values，NRV）

百分比的方式表示食品當中的營養素。

計算方式：

在營養標籤下，以營養素含量佔營養素

參考值（NRV）的百分比標示計算公式為：

以右圖為例，該標籤中總脂肪含量為3克，

而脂肪的營養素參考值為60克；因此營養素

參考值
*註：香港所採用的營養素參考值則是採

用依據中國居民膳食營養素推薦攝入量（RNI）

和適宜攝入量（AI）而制定的《中國食品標籤

營養素參考值》。

由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開始，所有在香港出售的預先包裝食品

必須在包裝上列明所含的營養含量。

香港設立食物標籤制度的目的在於推廣均衡飲食及促進公共健

康。食物標籤上的資料不但可以令消費者更了解食物的營養價值，

更可以幫助有特別膳食需要的人士（如糖尿病患者等）選擇適合的

食物以控制病情。

選購食物與

    食物安全

Jul-Sep 2010 Jul-Sep 2010

資料來源：
1) http://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
consultation/031121_feh/e_consult_nutrition.pdf
2) http://www.cfs.gov.hk/english/programme/programme_nifl/programme_nifl.html
3) www.topcanchina.org/src/uploadFile/20080117100803.doc
4) www.cnsoc.org/asp-bin/GB/?page=8&class=80&id=339

營養素 聲稱
條件（每100g
食物含有） 

附註

低 少於40千卡

能量

能量

不含 不得多於

4千卡能量

低 少於0.02g

膽固醇 

膽固醇

不含 不超過0.005g

膽固醇 

低 少於5g糖糖

不含 少於0.5g糖

含有 不少於 3g 纖維

（固體食物）

膳食纖維

高 不少於 6g 纖維

（固體食物）

液體食物所需

纖維量為固體

一半

含有 含不少於有關

維他命或礦物

質營養素參考

值*15%  

設有營養
素參考值
的維他命
及礦物質
（鈉除外）

高 含不少於有關

維他命或礦物

質營養素參考

值*30%  

液體食物所需

纖維量為固體

一半

百分比
60g

3g
×100% = 5%=

X = 食品中某營養素的含量 

NRV = 該營養素的營養素參考值 

×100%
X

NRV

營養素參考值（NRV）

營養成分 NRV 營養成分 NRV 

能量# 8400 kJ 鈣 800 mg 

蛋白質 60 g 磷 700 mg 

脂肪 < 60 g 鉀 2000 mg 

飽和脂肪酸 < 20 g 鈉 2000 mg 

膽固醇 < 300 mg 鐵 15 mg 

碳水化合物 300 g 維生素C 100 mg 

膳食纖維## 25 g

標準的營養標籤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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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腐劑（Preservative）指任何能抑

制、減慢或遏止食物的發酵、發酸或

其他變壞過程，或能掩蓋食物腐爛徵

狀的物質*。

抗氧化劑（Antioxidant）則指任何

可延遲、減慢或防止食物因氧化作用

而發出酸敗氣味或味道變壞的物質*。

*根據《食物內防腐劑規例》（第

132BD章）

防腐劑往往以複雜的化學名稱隱

藏在食物成分表內，使一般消費者難

以識別。下表列出了一些常用的防腐

劑與相關的食品：

來源

分為兩大類：

‧ 人工色素

以煤焦油中分離出來的苯胺染料

為原料制成

‧ 天然色素

用於果汁、糕點、糖果、果凍、

巧克力、奶油、咖啡等各類食品。

人工色素原料

不同的國家對食用色素均有自己

的名稱和編排系統，所以同一種色素

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可能採用不同的

編號。

另一方面，國際上有一套顏色索

引編號（Color Index），簡稱C I，用以

對照每一種色素的編號。

避免從飲食中攝入過量的防腐劑

或抗氧化劑的方法：

· 保持均衡飲食，以免因偏吃較少種

 類食物而過量攝入某些防腐劑或抗

 氧化劑；

· 向可靠的店鋪購買食物；以及

· 仔細閱讀預先包裝食物上的標籤，

 以確定哪些食物含有防腐劑或抗氧

 化劑（敏感人士尤須注意這一點）。

Reference: Power Point ''Preservatives and Antioxidants 

Preservatives Antioxidants- Their Functional Mechanisms 

in Food heir Food '' - Professor Peter C.K. Cheung 

Director of Studies Food & Nutritional Sciences Progra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根據一般進食量，食用含有符合

准許分量防腐劑或抗氧化劑的食物不

會引起健康問題。不過，敏感人士

（例如哮喘病人）可能會對食物中的

某些防腐劑（例如二氧化硫）出現過

敏反應。

常用人工色素

中文名

莧菜紅

亮藍

赤蘚紅

（櫻桃紅）

靛藍

胭脂紅

（麗春紅）

歐盟

E Number 

E127 

E132 

E124 

日落黃

檸檬黃

（酒石黃）

英文名

Amaranth E123 

Brillant Blue E133 

Erythrosine

（Eosine）

Indigotine

（Indigo Carmine）

Ponceau 4R

（New Coccin） 

Sunset Yellow E110 

Tartrazine E102 

美國

FD&C No.  

禁用

Blue No.1 

Red No. 3 

Blue No.2 

禁用

Yellow No.6 

Yellow No.5 

日本

食用色號

赤色2號

藍色1號

赤色3號

藍色2號

赤色102號

黃色5號

黃色4號

國際

C.I.No. 

16185

42090

45430

73015

16255

15985

19140

常見防腐劑 添加於食物中的例子

乙酸鹽（乙酸鈉）

苯甲酸鹽（苯甲酸鈉）

山梨酸鉀

鹽（氯化鈉）

亞硝酸鈉

苯甲酸鈉

亞硫酸鹽、二氧化硫（SO2）

麵包、在醃漬食品及蛋黃醬中作醋

茄汁、果醬、糖漿、橙汁飲品、糖漿

麵包

烘製食品、罐頭食品、肉類

經加工處理的肉類製品

辛辣調味品、果汁

乾果、檸檬汁、糖蜜、酒

防腐劑及抗氧化劑

食用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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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可攝取的份量

‧ 少於人體每日所需熱量的1%。以

 每日攝取2000千卡熱量的人為

 例，反式脂肪的每日攝取量應少

 於2.2克。

如何選擇？

‧ 細閱食物標籤，選擇含有較少反

 式脂肪的食物。

‧ 選擇以單元及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含量較高的脂肪/油類製成的食

 物。

來源

反式脂肪屬於不飽和脂肪。進行

加工時，將液體狀的油轉為半固體

狀，會產生反式脂肪。食品製造商通

常會採用此過程以延長食物的保質期

和增加口感。

例子

‧ 蛋糕

‧ 麫包

‧ 油炸食品如薯條等

對健康的影響

‧ 增加人體內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即“壞”膽固醇，積聚於血管

 內，阻塞血液流通。

‧ 減少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即“好”

 膽固醇），因而增加患心血管病的

 風險。

基因改造食物
定義

基 因 改 造 食 物 （ G e n e t i c a l l y 

Modified Food, GM food）是指食物/生

物內的遺傳物質（DNA：脫氧核糖核

酸）以非自然的方式改變。這種技術

被稱為「現代生物科技」或「基因技

術」，技術有時也經常被稱為「基因

重組技術」或「基因工程」。這種技

術使被挑選基因能夠由一個生物轉移

到另一生物，甚至不同生物品種之間

的基因轉移。

利用基因改造的原因
1. 加速生長

在農作物/禽畜中加入快速生長

基因，令其生長得更快、更大，從

而提高農作物的產量並減低生產成

本。

2. 延長保質期限

加入特定的基因減低食物腐化的

速度，使食物保存期延長，方便運輸

及儲藏。

3. 提升營養價值

加入能產生額外營養素的基因，

使食物的營養價值得以提高。例如在

稻米中加入能製造維他命A的基因，

從而改善落後國家因缺乏維他命A而

的產生的疾病。

4. 減低化學污染

於農作物內加入能抵抗病毒、蟲

害或雜草的基因，使其具備天然的免

疫能力，減少使用殺蟲劑或除草劑等

化學物質。

參考資料:
食物安全中心 有關食物內防腐劑的常見問題 http://www.cfs.gov.hk/tc_chi/faq/faq_15.html
http://www.v-win.com.hk/03/colour.htm
http://www.live-in-green.com/index_c.html
http://www.37c.com.cn/literature/literature03/065/065033404.xml?tmp=.988537
Ref: http://www.cfs.gov.hk/tc_chi/faq/faq_13.html
世界衛生組織 (WHO) http://www.who.int/foodsafety/publications/biotech/20questions/en/index.html

圖片來源:
樂健坊 http://e-learning.housingauthority.gov.hk/HAELP/info/business/health/04/04.8/04.8.7.htm

來源

有些人對部分食物（如果仁、

魚、蛋、及某些種子等非常敏感），

只要進食些微的份量，便可能會有很

嚴重的過敏徵狀。

例子:

‧ 牛奶

‧ 朱古力

‧ 穀物類

‧ 軟心豆粒糖或有糖衣的糖果所用

  的染料或調味香料

原因

食物中的過敏原透過腸粘膜，進

入人體的淋巴組織與血液循環，刺激

淋巴細胞產生抗體，並與致敏的淋巴

細胞發生特異結合，激發各種生物活

性物質的釋放，人體隨之產生各種不

同的生物效應，便是臨床表現的各類

徵狀。

徵狀

‧ 嘔吐

‧ 肚痛及肚瀉

‧ 打噴嚏及流鼻水

‧ 過敏性休克

為最嚴重的食物過敏反應，可影

響全身及致命，患者可能在進食後數

分鐘內出現休克，其特徵是呼吸困難 

（因喉嚨或氣管水腫所致），其他徵

狀包括嚴重的哮喘、出現蕁麻疹、血

壓急跌、失去知覺等，如不即時合適

地處理，可能會有性命的危險。

如何選擇?

對食物敏感的人應避免進食有關

的食物，並在進食前先閱讀食物包裝

上的成份標籤。

致敏原 基因改造及
有機食物

反式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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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基因改造能帶來許多好處，

但這項技術仍存在一定的隱憂，例如：

1. 外來加入的基因若是從較容易引

 起食物敏感的食物抽取，可能會

 在人體引起過敏反應； 

2. 用來標籤成功進行基因轉移的抗

 生素基因有機會由基因改造食物

 轉移到人體細胞，或轉移到腸胃

 中的細菌，因而產生抗性細菌，

 使抗生素的疾病療效消失，危害

 人類健康； 

3. 基因改造農作物中的外來基因有

 機會透過異性雜交而轉移至傳統

 自然的農作物，或野外的相近品

 種，這對於食物安全造成間接的

 威脅。

定義

有機食物的分別主要在於不同的

耕種方法、處理和加工程序。

有機農業是在耕種時避免使用化

學性除害劑和肥料，飼養動物時避免

使用抗生素、生長激素和其他動物飼

料添加劑。

有機蔬菜是市面上較容易買到的

有機食物，皆因蔬菜統營處於一九九

二年成立優質蔬菜部，協助本地農民

透過菜統處建立的銷售網絡，將他們

生產的優質蔬菜，包括有機蔬菜，供

應給各買家。現時，市民可在全港25

個有機蔬菜分銷零售點，包括大型超

級市場、地下鐵店鋪，健康食品店和

街市菜檔購買到有機蔬菜。

分辨有機食品

蔬菜統處的優質蔬菜處理中心已

通過香港有機資源中心認證有限公司

的審核，於2005年6月6日正式獲頒發

『有機加工處理認證』，以證明符合

有關的有機生產及加工標準。這項認

證是由有機資源中心經培訓的有機檢

查員，透過日常及突擊檢查，將所見

所聞客觀地向認證機構報告，讓認證

機構評核農場或食物加工單位的有機

操作情況。 除了蔬菜外，一般在市

面上較容易買到的有機食物有：

1. 調味料

 例如：有機醬油、鹽、糖、油和醋

2. 飲料

 例如：豆漿、茶、果汁和蜜糖

3. 零食

 例如：餅乾、乾果和果仁

4. 早餐殼物類 例如：麥片

5. 有機紅酒和白酒

6. 豆類和菇類

7. 麵條

有機食品的利與弊
不少化學農藥已發現可以致癌或

有潛在致癌的危險，長期接觸會增加

發育、生殖、免疫、內分泌及神經等

系統受損的機會。而有機食品的優勢

則在於： 

1. 有機耕種避免使用化學合成的農

 藥，故此涉及農藥的風險較低； 

2. 有機生產禁止使用基因改造生物

 及其衍生物，亦不容許使用離子

 輻射來保存食物，故此有機產品

 是消費者選購食物時較為為安全

 的選擇。

食物中毒是指因吃了不潔或有毒

的食物而引致的急性疾病，其症狀通

常在進食後一至三十六小時內發生。

患者一般的症狀是腹瀉和嘔吐。如果

病情嚴重，食物中毒是可導致死亡

的。食物中毒可分為化學性和生物性

兩種。後者在香港較為普遍。

基本上，凡含有大量細菌或毒素

的食物都可引致食物中毒。一般的情

況下，預先烹調好的食物在未食用之

前沒有得到適當的保護而沾上了細菌

（例如被不潔的手、器皿、蒼蠅、老

鼠和塵埃等污染）。接著，那些食物

被放在一個危險溫度範圍（攝氏4至

63度）貯存，使附於食物上之細菌有

時間在合適的溫度內迅速繁殖或產生

毒素，而於短時間內使食物變成有

毒。

來源

諾沃克病毒可透過進食受污染的

食物和水、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接觸

受污染的物件及經氣霧化的嘔吐物而

傳播。貝類海產特別是生蠔、未經烹

煮的蔬菜、沙律和冰塊是國際間常見

引致人類受諾沃克病毒感染的食物。

在香港，生蠔被認為是最常見引起諾

沃克病毒食物中毒事故爆發的食物。

諾沃克病毒在冬季最為活躍，由其引

致的傳染病也多在冬季爆發。二零零

六年首半年共有74宗發生於包括幼兒

中心及學校等院舍，並由諾沃克病毒

引致的腸胃炎爆發報告，共影響999

人。

很 少 量 的 諾 沃 克 病 毒 ， 約 

10-100顆粒，已具傳染性，人即使感

染後亦不會產生長久的免疫力。諾沃

克病毒傳染性高，在高風險人士中

（即幼兒、老人、孕婦和其他免疫力

較弱的人）染病率超過 50%，而他們

因進食海產而爆發的諾沃克病毒腸胃

炎的染病率可達 90% 。

但普遍而言，有機耕種要求更多

的人力和更好的田間操作技術，以達

至存護能源、土壤和水源，實行可持

續農業，所以有機食物的生產成本較

高，價格亦比一般食物昂貴。

Jul-Sep 2010 Jul-Sep 2010

資料來源： 
世界衛生組織 (WHO) http://www.who.int/foodsafety/publications/biotech/20questions/en/index.html 
蔬菜統營處 http://www.vmo.org/tc/index/page_newsdtl/id_376/
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http://www.hkorc.org/download/06-03/article_producegreen_034.pdf
消費者委員會 (Consumer Council) http://www.consumer.org.hk/website/ws_chi/news/press_releases/p34405.html
樂健坊 http://e-learning.housingauthority.gov.hk/HAELP/info/business/health/04/04.8/04.8.5.htm
綠田園基金 (Produce Green Foundation) http://www.producegreen.org.hk/agronomy_04.htm

圖片來源： 
樂健坊 http://e-learning.housingauthority.gov.hk/HAELP/info/business/health/04/04.8/04.8.7.htm
http://www.pianz.org.nz/Images/Library/keep_food_safe.jpg
綠田園基金 (Produce Green Foundation) http://www.producegreen.org.hk/agronomy_04.htm

我們為了攝取營養和能量，每天

必須進食足夠的食物。可是，三鹿奶

粉、假雞蛋、雪卡毒等新聞言猶在耳，

食物含細菌、含毒等問題纏繞不休，

我們進食的食物安全被受質疑。在平

衡維持生活所需和保障個人健康兩方

面豈不是出現了一個兩難的局面？此

時，食物安全便扮演重要的角色。腸

道是身體其中一個與外界接觸的系統，

食物的安全直接影響我們的健康。所

以，注重食物安全和多獲取相關方面

的知識對保持身體健康有莫大關係。

以下是有關食物安全的一系列資訊和

本港常見的食物中毒例子。

與微生物有關的食物中毒：
諾沃克病毒

食物安全

食物中毒

食物安全守則

保持清潔 把生的食物與即食的食物
分開

把食物徹底煮熟 以安全的溫度（冷4℃
熱60℃）保存食物

使用安全的食水和食材

為何有人反對基因改造?

有機食品

1. 2. 3. 4. 5.

防腐劑及抗氧化劑

電子顯微鏡下的諾沃克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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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雪卡毒素來自名為「雙鞭毛藻」

的海洋微生物，依附在死去的珊瑚礁

和海藻上生長。事實上，珊瑚魚本身

不具毒性，但雪卡毒素能經由細魚吃

海藻，大魚吃細魚的食物鏈而積聚於

魚體內，因此愈大條的海魚所含的毒

素愈高。雪卡毒素多積聚於魚頭、魚

皮、魚內臟和魚卵內。在香港常見含

有雪卡毒素的魚類，以聚居於珊瑚礁

一帶覓食的深海魚為主，計有老虎

斑、老鼠班、蘇眉、東星斑等。

病徵

1. 口和四肢麻痺

2. 嘔吐

3. 腹瀉

4. 眩暈

5. 肚痛以及關節和肌肉疼痛

6. 冷熱感覺顛倒

毒素含量過高，更會影響循環系

統和神經系統。

醫治方法

口服補液療法口服補液療法俗稱

吊鹽水其目的在於補充身體因嘔吐或

腹瀉所流失的水份和電解質。

預防﹕

病毒在超過80℃高溫環境達30秒

便會死亡，因此食物必須徹底煮熟，

尤其是海產和貝殼類食物。

在小腸內，鈉和葡萄糖的吸收是

經由一位於腸壁細胞細胞膜的蛋白，

而該蛋白在部分腸胃病中仍能繼續運

作，所以鈉和葡萄糖的吸收並沒被影

響。因此鈉和葡萄糖能通過滲透作

用，使水被動地被吸收進細胞，繼而

進入血液，補充身體所因腹瀉而失去

的水份和電解質。

大多數雪卡毒患者都會很快痊

癒，但也有人會留下永久性的後遺

症：慢性疲勞症（chron i c f a t i gue 

syndrome）

預防：

避免進食大珊瑚魚；進食大珊瑚

魚時，避免吃內臟，尤其是肝臟和魚

卵，因為毒素較多積聚於這些部分。

資料來源: 
食物安全中心網頁http://www.cfs.gov.hk
食物環境衛生署網頁http://www.fehd.gov.hk
醫院管理局健康資訊天地網頁
http://www3.ha.org.hk/healthinfoworld/health_disease2.aspx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口服
補液療法成份

部分主要成份 含量

鈉 90 mmol/L

葡萄糖 111 mmol/L

氯化物 80 mmol/L

鉀 20 mmol/L

病徵 

諾沃克病毒的潛伏期約為12至50

小時。病徵通常較輕微和短暫，大約

維持12至60小時，會自行消退。約有

30%帶病毒的人士，是沒有徵狀的。

只有少數感染人士需要留院治理。

患者較常出現的徵狀包括：

1. 噁心

2. 嘔吐

3. 不帶血的腹瀉

4. 腹痛

5. 有時會有發燒

病情一般並不嚴重，但若病人有

長期病患，有機會引起可致命的併發

症。

醫治方法

沒有特效抗病毒藥物治療主要是

徵狀治療，如補充水份、休息腸胃、

退熱等。

目前並沒有預防諾沃克病毒的疫

苗。

化學性的食物中毒 : 

雪卡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