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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列明營養
鼓勵食得健康

2020年11月17日（星期二）

食物標籤制度於 2010 年在港實施，特區政府規定所有預先包裝食物必須標示「1+
7」的營養含量，即是 1 種熱量加 7 種營養素。政府指食物標籤可令巿民作出有依據的
食品選擇、減少巿面有誤導成分的食品，以及鼓勵食品商生產健康食品。該制度已推

■ 有產品營養標籤上的英文字母比業
界指引建議細近40
界指引建議細近
40%
%。
資料圖片

■林曦彤 特約資深通識科作者

行近 7 年，能否達到預期成效呢？

今日香港+公共衞生

今日香港+全球化+能源科技與環境

1. 細閱以下資料：

2.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 A：香港營養標籤制度

資料 B：模擬對話

資料A：香港
「廢電器計劃」規定

名稱︰《2008 年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
籤）（修訂：關於營養標籤及營養聲
稱的規定）規例》
生效日期：2010 年 7 月 1 日
內容︰

大明：小明，媽媽不是讓你到超級巿場購買牛奶給表弟喝嗎？為什麼你買了脫脂高鈣奶回家？

．營養標籤：消費者可在營養標籤上看到能
量及 7 種指定標示營養素（蛋白質、總脂
肪、飽和脂肪、反式脂肪、碳水化合物、
糖和鈉）的含量。

大明：細閱產品包裝的成分表，如有奶粉、奶固體，乳固體，奶脂、乳脂等成分，即表示產品為牛
奶產品；同時參考包裝上的營養聲稱，選擇適合自己的產品。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供應商
．須申請並獲環保署批准成為登記供應商才可分發受管制電器。
．須就其分發和使用的受管制電器繳付循環再造徵費。
．須向環保署呈交及申報應繳循環再造徵費的所需資料，以及須安排
進行審計並呈交報告。
．如分發受管制電器，須提供循環再造標籤予受分發者。
銷售商
．在經營分發受管制電器業務時，須向環保署申請批註的除舊服務方
案。
．以書面形式通知消費者有關法定除舊服務的安排及相關的服務條
款。
．應消費者要求安排免費法定除舊服務，從消費者指定的處所移走一
件同類別的舊電器，然後送往循環再造者作妥善處理。
．提供合適的循環再造標籤予消費者及印有循環再造徵費的法定字句
的收據。
回收商
．任何人貯存、處理、再加工或循環再造被棄置的受管制電器，須取
得廢物處理牌照。
．輸入及輸出被棄置的受管制電器均須領有許可證。
．經回收的受管制電器不能棄置在堆填區和其他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小明：兩者不都是牛奶嗎？有什麼分別？
大明：脫脂高鈣奶是牛奶飲品，並非純牛奶，當中加入了添加劑，如穩定劑及乳化劑等成分。
小明：我們可如何分辨牛奶飲品及牛奶？

資料 C：有關
「食物安全中心」
的報道

．營養聲稱：泛指在食物包裝上吸引消費者
注意的說明（如低脂、高鐵等字眼），就
選定的營養資料提供方便快捷的參考。

食物安全中心揭發兩宗食物標籤與實物不
符的個案。一款泰國製的糖果兩次被發現鈉含
量與食物標籤的標示不符，首批樣本經過檢驗
後，發現鈉含量為 100 克內有 49 毫克，第二
批樣本則為 41 毫克，均與食物標籤上標示的
25 克有 0 毫克，即 100 克有 0 毫克不符。另一
款鮮雞清湯也被發現標籤上的 30 克有 0.7 克脂
肪含量（100 克有 2.33 克），與實際上 100 克
有 4.2 克不符。早於 2011 年，審計署揭發食品
標籤不合格的食品多達 60%，與食安中心同
年調查結果 1%有相當大差距，食安中心被指

．目的︰幫助消費者作出有依據的食物選
擇，鼓勵食品製造商提供符合營養準則的
食品，以及規管有誤導或欺詐成分的標籤
和聲稱。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食物安全中心

規管不足，且工作馬虎粗疏。
食品安全中心曾推出指引，協助業界在產
品上印有清楚可閱的食物標籤，惟 2014 年消
費者委員會連同食安中心的研究發現，普遍食
品標籤字體過小，須用放大鏡才能看得清楚。
其他問題則包括印刷技術差導致文字脫色，亦
有食品的標籤與包裝紙顏色接近，影響巿民閱
讀。由於指引不具法律約束力，業界並不會因
為違反指引而受罰，但當局建議把可閱性列入
法律規管範圍。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B：有關「廢電器生產者責任制」的報道

想一想
(a) 參考資料 A 和 B，指出及說明營養標籤制度為巿民帶來的兩項好處，
並加以解釋。
(b)「推行食物標籤有效紓緩肥胖問題。」你同意這個說法嗎？參考資
料，試加以解釋。

■ 多款食品被驗出成分
與標籤有差距。
與標籤有差距
。 資料圖片

資料C：有關實踐「綠色經濟」的持份者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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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有關
「速食時裝」的報道
Fashion Tech 服飾網購平台創辦人不諱言：「都巿人
生活節奏急促，很易買下大批不合身的衣服；加上時裝
品牌及零售業加速潮流汰換，消費者一窩蜂追逐平靚正
及最新款速食時裝，但往往只是一時之快，穿不到這麼
多衣服。結果有大堆衣服廢棄，非常浪費。」
「速食時裝」營運方式講求低成本、大批量生產，為
爭取競爭優勢，不少製衣工廠設於人工低廉、政策鬆散
的地區，生產過程使用大量化學物質、消耗大量水源及
排放數量驚人的溫室氣體，極不環保。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B：環保團體對減塑情況的調查
綠色和平跟進巿面三大連鎖快餐店的減塑政策執行情
況，發現快餐店未能嚴守堂食減塑措施，如有些快餐店
聲稱不主動派飲管，但有分店擺放飲管盒讓食客自取；
又有外賣店設堂食同樣照派即棄餐具。雖然許多快餐店
都參與了政府推動的「外賣走塑，餐具先行」計劃，惟
店內欠有力宣傳鼓勵顧客參加，走塑成效成疑。該會推
算三大快餐店去年外賣共提供逾一億件即棄塑膠，比堂
食逾8,000萬件為多。
此外，環保觸覺發表美食廣場和熟食中心使用即棄餐
具調查結果，發現表現較環保的美食廣場，統一要求食
肆不能主動派發餐紙巾和飲管，並採用可清洗重用餐
具，另建議無洗滌區食肆與洗碗公司合作。環保觸覺指
有食肆為減省回收清潔工序，濫派即棄餐具，造成額外
浪費，增加堆填區負荷。日後政府實施垃圾徵費，相關
成本恐轉嫁消費者。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廢電器生產者責任制在2018年8月生效，電器供應商出售俗稱「四
電一腦」（即冷氣機、雪櫃、洗衣機、電視機及電腦相關產品），須
向環保署支付每件15元至165元不等的循環再造費。相關收費最直接
影響巿民的是部分電器售價調高，供應商將費用轉嫁零售商，而零售
商也可能調高售價。新例實施後，電器店須為購買四電一腦的巿民安
排免費除舊。大部分電器店都是找政府唯一資助的回收商「歐綠保」
安排職員上門收舊機，並送至屯門環保園廢電器電子回收廠循環再
造。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 不少製衣工廠設於人工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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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a) 哪些因素可能影響人們購買速食時裝的決定？參考資料，解釋
你的答案。
(b) 「為改善環境問題，香港特區政府應立法禁止食肆使用即棄塑
膠物品。」你是否同意這看法？參考資料，解釋你的答案。

．社會企業創辦人
一家企業能否達到可持續發展，成為了投資者垂青的最低門檻。曾
有跨國金融企業的報告顯示，大量資金流向可持續發展的企業，而且
這些企業的回報比傳統企業更高。上世紀末，可持續發展是一個嶄新
的觀念，只有極少數企業認真看待，但今天已成為基本要求。
．前銀行副總裁
良心消費是近年興起的運動，愈來愈多消費者意識到，消費不應只
考慮價格，更應該優先考慮商品在採購、生產和銷售等諸多環節中是
否都符合道德標準。儘管這個概念在社會上持續普及，但在日常生活
中，消費者要履行良心消費還是困難重重，必須到特定的商店購物，
這樣很難成為主流模式。如果顧客能直接在大型連鎖超巿或百貨公司
購買到良心商品，才能真正發揮良心消費的影響力。
．學者
雖然近年氣候變化愈趨極端，全球資源日見匱乏，很多人都十分了
解和同意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但談到影響自身的可持續消費，還可
能因此改變原有生活習慣，就猶豫不定，未必身體力行。提到環保和
可持續發展，大家只會想起企業和生產商，似乎他們才應對環境保護
負上最大責任。不過，消費者的角色及影響力，其實不容小覷。
．建築師
面對減排的目標，當然是減少消耗化石燃料，這些不是個人行為可
以推動的，是要政府在政策上有系統、有策略、有目標去鼓勵研發，
扶持和落實可再生能源的應用，通過制訂指標、稅務優惠、財政機
制、開放電網、強制回購可再生能源所生產的電力等的方法。如果沒
有這般的框架機制，建築物上放一些太陽能發電板、風力發電機等，
在高密度的城巿內，只可以是聊勝於無，實在幫助有限。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想一想
(a) 根據資料 A 和 B，歸納
「廢電器計劃」
的三個問題。
(b) 參考資料，不同持份者可如何推動可持續生產？
解釋你的答案。

總 結
「速食時裝」一直被視為製造垃圾、破壞環境的產業。英國國會一個委員會
建議營業額超過 3,600 萬英鎊（約 3.65 億港元）的時裝品牌及零售商，每售出一件衣服便須支付 1
便士（約 0.1 港元），用作支付衣服廢物回收及循環再造的計劃。香港人生活上充斥即棄文化，經常濫用即棄用
品以求方便，製造大量塑膠垃圾。為解決塑膠衍生的環境問題，世界各地紛紛立法規管使用即棄用品，香港特區政府應否仿效
外地經驗，實行源頭減廢，鼓勵巿民奉行「走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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