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安全食品安全（（food safetyfood safety）：）：是是
處理食品加工處理食品加工、、儲存儲存、、銷售等過銷售等過
程中程中，，確保食品衛生及食用安全確保食品衛生及食用安全
的準則的準則。。食品安全風險包括致病食品安全風險包括致病
性細菌污染和有毒化學物質污性細菌污染和有毒化學物質污
染染，，被污染食物會引起急性食物被污染食物會引起急性食物
中毒和癌症等慢性疾病中毒和癌症等慢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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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念 圖

毒雞蛋事件

影響
．爆發全球食安
恐慌

．釀成歐盟政治
危機

．損毀荷蘭食品
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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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星期一．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百搭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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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上文，說
明 歐 洲 毒 雞
蛋事件的影響
範圍。

2. 參考上文並就
你所知，指出
並解釋事件的
成因。

3. 事件對全球造
成什麼影響？
論 證 你 的 答
案。

想 一 想 答 題 指 引
1. 《「毒雞蛋」流入本港 受污
染雞蛋全下架》，香港《文匯
報》，
http://news.wenweipo.com/
2017/08/12/IN1708120001.htm

2.《韓國產雞蛋檢出殺蟲劑 大
型超市停售》，香港《文匯
報》，
http://news.wenweipo.com/
2017/08/15/IN1708150055.htm

3.《農戶損失慘重 比國擬民事
索償》，香港《文匯報》，
http://paper.wenweipo.com/
2017/08/18/GJ1708180007.htm

延 伸 閱 讀

-公共衛生+全球化+今日香港-
近期，歐洲毒雞蛋風波蔓延至全球多個國家及地區，人人聞「蛋」色

變。有歐洲輿論批評，歐盟的監管制度失靈，令「壞蛋」有機可乘，而

荷蘭、比利時、德國等國更成為眾矢之的。究竟歐洲毒雞蛋風波的成因

為何？造成什麼影響？下文一一解讀。 ■張揚 特約通識作者

1. 此題是現象辨識題。同學必須根據上文，指出
歐洲「毒雞蛋」事件的影響範圍。
參考答案：歐洲「毒雞蛋」事件影響數十個國
家和地區，包括歐洲奧地利、英國、丹麥、愛
爾蘭、意大利、盧森堡、波蘭、羅馬尼亞、斯
洛文尼亞、斯洛伐克、瑞典、瑞士，以及亞洲
韓國、香港等地。

2. 此題是原因分析題。同學可從歐盟監管漏洞和
農民唯利是圖兩個角度，分析歐洲「毒雞蛋」
事件為什麼會出現。
參考答案：首先，歐盟監管漏洞，今年6月
初，比利時已經發現從荷蘭進口的雞蛋含有違
禁的氟蟲腈，但並沒有馬上通報歐盟，而拖延
至7月中，比利時、荷蘭和德國才通報事件。
由此可見，歐盟出現監管漏洞，不但沒有及時
發現問題雞蛋，更對三國瞞報、延報情況後知
後覺，無法發揮應有的監察角色，導致毒雞蛋

事件波及多國。
其次，農民唯利是圖角度，氟蟲腈是對人類有
害的殺蟲劑，早已經被歐盟禁用，但歐洲國家
（例如荷蘭）的一些農民，卻為了降低成本而
鋌而走險，偷用價錢相對便宜的氟蟲腈，結果
釀成大禍。

3. 此題是影響分析題。同學可從全球公共衛生和
歐洲食品信譽兩個角度，舉例解釋事件分別帶
來什麼壞影響。
參考答案：首先，從全球公共衛生角度，含氟
蟲腈的雞蛋可能會損害人體的肝、腎和甲狀腺
功能，數百萬隻問題雞蛋已出口到世界各地，
其中大部分已被人們食用，意味着他們的健康
可能因而受到損害，引起全球性恐慌。
從歐洲食品信譽角度而言，荷蘭食品被舉世公
認質量好，但事件卻打擊了消費者的信心，對
荷蘭的優質食品信譽造成嚴重損害。

小 結
在全球化下，交通運輸工具的進

步，令國與國之間的分界或限制越
來越模糊，商品的流動越來越便
利，但卻使得問題食品從一國議題

變成全球議題，造成跨國食品安全
問題越趨複雜。
荷蘭是歐洲最大的雞蛋生產國，

每年雞蛋的淨出口量高達60多億

隻。在國際貿易的推動下，大量主
要由荷蘭生產的雞蛋正是通過各種
交通工具被運送到世界各地，使得
事件演變為全球性食安問題。

全球商品流動致成跨國議題

今年8月，歐洲多國的雞蛋及蛋類產
品，被驗出違禁殺蟲劑氟蟲腈
（Fipronil ）的成分超標。
歐洲媒體報道，這些毒雞蛋主要源於
比利時、法國、德國和荷蘭的農場，並
波及至奧地利、英國、丹麥、愛爾蘭、
意大利、盧森堡、波蘭、羅馬尼亞、斯
洛文尼亞、瑞典、瑞士，以及亞洲韓
國、香港等地，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數百
萬隻雞蛋隨之下架。荷蘭、比利時等地
問題雞蛋源頭的數百家農場關閉檢查。
丹麥通報，有多達廿噸毒雞蛋流入該
國，並已被銷往各地的餐廳及餐飲公
司；羅馬尼亞也宣佈，檢查人員在該國
西部的蒂米什縣發現了一噸含有殺蟲劑
氟蟲腈的蛋黃液。
英國表示，可能有近70萬隻產自荷

蘭農場的「毒雞蛋」流入該國，部分主
要用來與產自其他地方的雞蛋混合生產
各類食品，因此即便存在殘留物也會被
稀釋；德國亦有十多個聯邦州發現含有
氟蟲腈的「毒雞蛋」或其衍生食品。

比利時荷蘭疑為源頭
歐盟委員會發言人表示，比利時、荷
蘭、德國和法國當局已關閉了使用過殺

蟲劑氟蟲腈的農場。其中，荷蘭當局已
把當地的農場殺蟲服務供應商的兩名負
責人拘捕。
毒雞蛋6月初首先在比利時被發現，

該國食品安全局最先發現從荷蘭進口的
雞蛋中含有殺蟲劑氟蟲腈。
荷蘭在調查中發現，氟蟲腈的污染源

頭直指荷蘭「雞之友」公司。其後被逮
捕的「雞之友」公司兩名負責人的住所
也被搜查，他們是此次「毒雞蛋」危機
中第一批被逮捕的嫌疑人。

食安中心扣檢
香港方面，食物安全中心抽查荷蘭入

口的雞蛋時，驗出兩個樣本超出香港法
例規定的上限。當局隨即從入口層面扣
檢荷蘭、德國及比利時進口的雞蛋，待
化驗結果達標才獲准在市場出售。
食物安全中心亦向歐盟了解事件，並

聯絡相關業界及巡查主要零售點，防止
受污染雞蛋流入市場。
今年頭5個月，香港從荷蘭進口約

92.7萬隻禽蛋，佔整體的不足0.1%。
食安中心在2014年至2016年期間，共
抽取超過1,100個禽蛋樣本作化學（包
括氟蟲腈）測試，全部通過檢測。

新 聞 背 景

歐洲多地中招 港持續跟進

在1979年，歐盟建立食品和飼料快速預
警系統，規定當某個國家檢測出某種食品

問題，須迅速向食品和飼料快速預警
系統備案。

食品和飼料快速預警系統
接受來自各成員國的備
案，並把備案依嚴重性
分為3種等級：第一種
為歸檔處理，第二種
則是追蹤觀察，而通
報的個案情況嚴重
時，則會被歸類為

第三種，並迫使相關國家禁止問題食品的
生產、銷售和跨國運輸，並盡快確定應採
取的相關措施，以消除污染源頭。
到2000年，歐盟頒佈《食品安全白皮
書》，為歐盟加強食品安全的監管行動提供
了法律基礎，推動一系列食品安全監管改
革，使歐盟所出口的食品得到品質保證。
但有評論指，「毒雞蛋」事件卻凸顯了歐

盟食安的漏洞：歐盟對於跨境問題食品事
件，並無有效的防護機制；即使歐盟成員國
沒有及時通報食安問題，甚至隱瞞，歐盟在
法律上並無強制力。

小 知 識
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簡稱歐

盟，是由大部分歐洲國家組成、具有一
定凌駕國家機制和職能的政府間國際組
織。
歐盟現有27個成員國，為世界上經濟
實力最強、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國家聯合
體。歐盟成員國維持主權獨立，但在共
同利益事項上採取共同立場與一致行
動，並已成立單一共同市場及移除成員
國的邊界管制。

是次事造成了以下影響：
一，爆發全球食安恐慌。含氟蟲腈的數

百萬隻雞蛋可能會損害人體的肝、腎和甲
狀腺功能，惟已出口到世界各地，相信大
部分已經被人們食用。
事件被揭發後，引起全球性恐慌，多個

國家或地區的政府紛紛採取應急措施，包
括把從涉事地區進口的雞蛋下架和銷毀，
以安撫民眾的情緒。
二，釀成歐盟政治危機。歐洲媒體揭

發，比利時、荷蘭及德國分別在7月20
日、26日和31日把雞蛋受氟蟲腈污染事件
報告給歐盟食品和飼料快速預警系統。
雖然比利時最早報告此事，但該國食品

安全局證實，他們早在6月初就已知曉相
關情況，但因檢測出的氟蟲腈含量遠低於
警戒水平，故當時並未要求下架問題雞

蛋，只是禁止個別禽類製品生產商繼續供
貨。
由於涉嫌知情不報，比利時成為各方的

批評對象，但該國農業大臣卻把拖延通報
的責任推給了荷蘭，聲稱荷蘭在2016年11
月已發現雞蛋中的氟蟲腈超標一事。
德國當局也遭到輿論壓力，民眾認為政

府在事件上的反應緩慢，未能及時制止問
題雞蛋流入當地市場。
縱然歐洲各國就事件的罵戰持續，歐盟

卻沒有即時推出解決方案，反而拖延至9
月開會時才商討對策，被國際輿論批評後
知後覺。
三，損毀荷蘭食品信譽。荷蘭食品被舉

世公認質量好。2014年，牛津饑荒救濟委
員會公佈的調查結果顯示，荷蘭擁有全球
最營養、最豐富和最健康的食品。

然而，事件打擊消費者的信心，對荷蘭
的優質食品信譽造成嚴重損害。英國北愛
爾蘭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全球糧食安全研
究所所長表示，席捲歐洲的問題雞蛋醜
聞，會傷害對荷蘭的食物貿易。

影 響

小 知 識
氟蟲腈是可殺滅跳蚤、蟎和虱的殺蟲

劑，若人類大劑量食用，可損傷肝、腎和
甲狀腺功能，不小心攝食會出現頭暈、噁
心、嘔吐、胃痛等症狀，若接觸到皮膚也
會有不適感，已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對
人類有中度毒性」的化學品。
歐盟法例規定，氟蟲腈不得用於人類食

品產業鏈的畜禽養殖過程，每1,000克食
品中的氟蟲腈殘留不能超過0.005毫克。

涉知情不報 比荷互耍太極

小 知 識
食物安全中心是香港特區政府監察食物安全的部門，隸
屬於食物環境衛生署，負責制定和推行有效的食物安全監
管措施，通過政府、食物業界和消費者的合作，確保在本
港出售的食物適宜市民食用。
若發生食物安全事故，該中心會監督所有處理和調查工
作，並評估海外發生的事故對本港的影響，以便及時向市
民發放食物安全警報。

「「壞蛋壞蛋」」肆虐肆虐 歐盟挨批歐盟挨批

歐盟食品預警系統失效？

概 念 鏈 接概 念 鏈 接

■■荷蘭的雞農銷毀問題雞蛋荷蘭的雞農銷毀問題雞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韓國政府停止進口涉事雞韓國政府停止進口涉事雞
蛋蛋。。圖為韓國民眾在超市選圖為韓國民眾在超市選
購雞蛋購雞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反映問題
．當地監管漏洞
．跨國警報機制運作
出現問題

．全球商品流動安全
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