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追求經濟發展為國
家的首要目標，在短短30年間取得舉世矚目的
經濟成就。然而，經濟急速發展也引發一些社
會問題，黑心食品便是其中之一。
某些商人利慾熏心，為減低生產成本而使用
劣質原材料或加添對人體有害的化學品，製造
黑心產品來牟取暴利，漠視百姓的健康和性命
安全。俗語有云：「民以食為天」，食品安全

對於民生至為重要。
問題食品不僅危及百姓健康，更會觸發民

怨。當局監管不力，損害政府的管治威信。此
外，由於中國是出口大國，問題食品會嚴重打
擊海外消費者對中國製食品及其他產品的信
心，對中國的國際形象構成負面影響。
中國政府高度重視食品安全問題，時任總理
溫家寶在2008年承諾，中國將在一年至兩年內
解決食品安全的問題。根據2009年實施的《食
品安全法》規定，食品安全由地方政府作為總
負責，以加強打擊問題食品的力度。
2014年3月底，公安部官員表示國家將會設立

專門的食品藥品違法偵查局，以加強打擊食品
藥品犯罪的力量，保障國民「舌尖上的安
全」。
2015年10月1日，內地正式施行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在審理食品糾紛案件
中，要堅持嚴懲重處的原則，正確運用懲罰性
賠償和連帶責任的規定。
由此可見，中國政府近年積極提高打擊黑心

食品的決心，以保障市民大眾的健康為目的，
有利提升管理國家的可持續性。

持份者衝突為常見題型
近年來，內地食品安全的問題一直備受港
人關注。透過傳媒，我們得知不少有問題食
品的例子，例如三聚氰氨奶粉、假雞蛋和地
溝油等等。內地食安問題影響甚廣。
在此，筆者將先從全球化角度，討論內地
食品安全如何造成跨國議題；及後，筆者將
討論在此議題上，不同持份者有何價值觀衝
突。持份者的衝突是考評局近年經常考問的
題型之一，同學不妨多加留意。

出口外國全球受影響
經濟全球化帶來商品市場一體化，意味

在現今世代，商品的生產、分發和零售不
再局限於單一地區。全球供應鏈流行，不
少以中國為原產地的食品出口到外國。
由於不少外國企業都以中國的食品為原

材料，內地食品安全亦會備受外國政府關
注。舉例來說，前年中國福喜集團向麥當
勞和肯德基售賣過期食材的事件引起多國
政府關注，因為事件為外國市民的健康帶
來風險。因此，內地食安問題可涉及國際
層面。
在通識考卷中，一種常見題型便是持份

者的利益衝突。在回答這類題目時，筆者

有以下兩個小提示：一，增加持份者的多
元性；二，清楚指出不同持份者的核心價
值，以及其如何與其他持份者造成衝突。
以下筆者將以政府和工商界作舉偶。

公眾健康 VS商業利潤
在食品安全這議題上，政府（本地及外

國）重視公眾利益，即國民在健康方面的
生活素質、食品是否符合標準等，以保障
消費者利益。
可是，工商界側重個人利益，尤其經濟

利益。食品製造商重視利潤，千方百計希

望降低生產成本，增加收益。因此，他們
或會觸碰道德底線，在生產過程中使用不
符合衛生規範的食材。由此可見，政府和
工商界形成衝突，倘若政府需要在食安問
題上加強執法，例如嚴厲打擊違規企業，
由於此舉會增加企業的經營成本，降低他
們的利潤，或會引起工商界的不滿。
筆者建議同學思考一下其他持份者又會

如何形成衝突，多加練習此類題目的答題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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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日 香 港 + 現 代 中 國 -
香港現時有不少食品都由外地進口，由於內地鄰近香港，加上糧食的價值

比較便宜，所以部分食物由內地進口至本港。然而，隨着內地經濟發展，黑

心食品問題時有出現。黑心食品問題不但對健康造成傷害 ，更嚴重打擊內地

食品製造業的發展，損害國家形象，對於主要進口內地食物的香港而言，更

是一大切身議題。內地的食品安全問題因何而起？香港又可以如何應對問題

食品的挑戰？ ■李文靖 青松侯寶垣中學通識科副科主任

食安繫民心 黑心零容忍
20162016年年1111月月2424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上海福喜食
品 有 限 公 司
2014年被揭發

製售過期肉類製品，更供應予不少知名快餐
店，導致人心惶惶。
上海市食藥監管局早前宣佈，吊銷及註銷
上海福喜相關食品生產許可證，判罰上海福

喜及其上級公司合共2,428.5萬元人民幣，並
將上海福喜及相關責任人列入食品「黑名
單」。
就此，上海福喜食品事件看似告一段落。

不過，內地的黑心食品問題並不是一日之
事，由瘦肉精豬肉、「頭髮醬油」至假雞蛋
等，食品安全問題仍未杜絕。

黑心食品：原材料有害人體，製
作過程不合格，只以大量生產謀取
暴利的商品；或以非法原料製成
「高」品質食品。

模 擬 試 題

資料B
年份 食品 安全問題

2006年 豬肉 廣州發現二百多頭生豬體內瘦肉精含量嚴重超標，人若誤吃瘦肉精豬肉
可能引起中毒，會嘔吐、腹瀉、心跳加速和神經紊亂等。

2006年 飼養魚類 韓國從中國進口的鰻魚中驗出含孔雀石綠。及後，中國飼養的多種淡水
魚均被驗出含孔雀石綠。孔雀石綠是人造染料，用作真菌劑替魚類治
病。實驗已證明孔雀石綠可令動物患癌。

2006年 鴨蛋 內地多個省市出產的鴨蛋被驗出含可能致癌的工業用染色料蘇丹紅。

2008年 嬰幼兒奶粉 河北省石家莊三鹿集團製造的奶粉含化工原料三聚氰胺，導致飲用該奶
粉的嬰兒患上腎結石、腎衰竭等泌尿系統疾病，嚴重者可致死。前總理
溫家寶在2010年2月與網民交流時表示，三聚氰胺毒奶事件中受影響的
兒童人數多達三千萬。

2009年 雞蛋 澳門發現來自湖北出產的假雞蛋。蛋白質地如擦膠般具彈性，口感霉
爛，蛋黃拿在手上擠壓也難以弄碎。

(a) 利用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解釋導致食物安全問題出現的原因。 （6分）

(b) 提出3個可以減低香港引入問題食品風險的措施，並加以解釋。 （8分）

資料A

想 一 想

上海福喜判罰2428萬「拉黑」
新 聞 背 景

議 題 探 索
單元三 現代中國（按教育局指引）
探討問題：
．人民如何理解生活水平和模式的轉變？
．在何等程度上，改革開放影響了國家的綜合國力？

概 念 鏈 接

(b)

題 目 拆 解
(a)題拆解：
題目問及食物安全問題出現的原

因，學生需要利用資料為基礎加以推
論，亦宜將兩項提供的資料加以整
理、歸納、應用，以回應題目中「利
用以上資料」的指示。回應此題時，

應考慮中國的國情，多角度地從中國
的發展情況、人民素質、制度漏洞等
方向思考，提出原因解釋問題成因。

(b)題拆解：
題目屬於建議題，學生需就議題提
出合理而可行的解釋方法。由於題目
沒有指定持份者，故學生應作多角度

的思考，可先列出哪些持份者可有助
減低港人進食黑心食品風險，其利用
不同持份者為出發點進行思考。
學生亦需要留意「建議題」的結

構：提出建議目的、對象／由誰人執
行、具體內容、預計成效、可行性，
學生只要跟隨以上步驟回應題目，分
數自然過半。

參 考 答 案
背景 食安問題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重視經濟發展，強調「發展是硬道理」 過分側重經濟發展，部分商人以不道德的方法營商以獲利

法例發展較慢 在2008年以前，欠缺具阻嚇力的法律，也欠缺有效規管，
讓不法商人輕易逃避監督而持續犯案

監管檢測不完善 許多日常食品的監管並不嚴謹，食油檢測的制度也不完善

貪污 個別不法商人可能跟地方官員勾結，在包庇下從事非法活動

教育水平仍有不足 民眾的知識水平仍有不足，亦不完全了解製造問題食品的影
響；消費者亦因知識水平不足，不懂如何分辨問題食品，以
致容易誤購黑心食品

方法 成效 可行性
香港政府加強與內地政府合作 加強對內地進口食物的檢驗，減 可行性高，只需要兩地建立通報機制即可

少有問題食品流入

香港政府收集及公佈黑心食品名單 可令市民盡快知道有問題食品， 可行性高，政府可利用不同平台將消息公
減少購買和進食機會 開，如電視、新聞、互聯網等

香港政府教育巿民及商戶辨別 從根本解釋問題，學會辨別有問 可行性高，政府可利用不同平台進行宣傳
題食品，從而減少進食機會 ，亦可派相關人員到店舖派發小冊子或宣

傳單張

香港政府嚴懲出售或採用 提高阻嚇性，令商戶更願意了解 可行性高，業界都會支持這個做法，一方
黑心食物的商戶 商品的來源地，亦可減少市民購 面提升消費者信心，同時亦可增加收入

買到問題食品的機會

(a)

■內地正加強食安檢驗。圖為監管人員檢查學
校食品安全狀況。 資料圖片

■■地溝油回流餐地溝油回流餐
桌一直是監管難桌一直是監管難
題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上海福喜食品廠被封之上海福喜食品廠被封之
前的生產線前的生產線。。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