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一度的漁農界盛會——「本地漁農美食迎春嘉年華」將於2016年1月7至10日連續四日於九龍旺角花
墟公園舉行。活動開辦至今已踏入第十個年頭，今年更成為政府所推出的「欣賞香港」活動內的「十大亮

點項目」之其中一項活動。因此為隆重其事，今屆的嘉年華特別籌備了一系列精彩的慶祝活動及表演。而最
令人期待的就是新設的「我至Like的十大本地漁農產品選舉」，參加者有機會獲得豐富獎品，機會難逢，萬勿
錯過！

同時，為了讓更多單位能參與盛會與眾同樂，今年大會
增設更多攤位。會場設計、空間設施的安排更是別出心
裁，希望大家能夠踴躍到場，屆時各位必定滿載而歸。
與你約定到時見﹗

迎接2016「本地漁農美食迎春嘉年華」預告

http://www.vmo.org http://www.fmo.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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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 菜統營處將會參與下列活動以推廣本地有機及信譽漁農產品，歡迎有興趣之市民及業界人士蒞臨
參觀。

魚/菜統營處產品推廣活動預告

日期 推廣活動 地點

2016年1月7至10日 2016本地漁農美食迎春嘉年華 旺角花墟公園

2016年3月10至12日 亞洲素食展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2016年3月11至20日 香港花卉展覽 香港維多利亞公園

美食博覽

蔬菜統營處及魚類統營處於2015年8月13至17日，參
與由香港貿發局舉辦的「美食博覽2015」。是次活動

承蒙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梁肇輝博士及署理副署長蘇炳民博
士光臨，蓬蓽生輝。除了推廣本地有機、優質漁農產品外，
更即場銷售新鮮的本地優質蔬菜及魚類，大受市民歡迎。

2016本地漁農美食迎春嘉年華

美食博覽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杯三人籃球比賽

在2015 年 6 月，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杯三人籃球比賽，魚類及蔬菜統營處同事亦有報名參賽。
經過多番龍爭虎鬥後，VMO 隊最終獲得冠軍殊榮，為機構爭光。人事部主任薜觀輝先生更獲

選為「最有價值球員」，可喜可賀。

魚／菜統營處情報坊

亞洲海鮮展

日本有機農業考察團

蔬菜統營處、漁農自然護理署、香港有機資源中心及業內人仕於2015年10月參與「日本有機農
業考察團」，前往東京都及千葉縣木更津市參觀當地有機農場、有機零售店舖及有機農業合作

社等。透過實地考察有機農場、零售店及觀摩零售營運，希望能拓闊思維、探索有機推廣及銷售新
方向。

第六屆亞洲海鮮展 (Seafood Expo Asia) 於 2015 年 9 
月 8 至 10 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魚類統營處

亦有參與展覽。亞洲海鮮展吸引了超過 20 個國家的參展
商參展。參展商展示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各種海鮮產品，包
括新鮮海產品、活鮮、冷凍海產品、增值海產品、加工和
已包裝的魚類產品及海鮮產品等。



展覽及訊息

2015全城有機日 2015國際食品餐飲展

2015美食博覽

菜統處在超市推廣水耕菜苗

新城健康生活博覽

市民參觀西貢漁墟



本地漁農產品介紹

車厘茄體型小巧 , 多呈圓形、橢
圓形。可 作水果或加以烹調

用。茄類的營養價值相當高，除了
維他命Ａ、Ｂ、Ｃ，鉀及磷，還含
有豐富茄紅素及黃體素。茄紅素有
助抗氧化和避免細胞膜受自由基的
破壞，從而保護細胞健康。而黃體
素是視網膜的成分之一，它除了有
助改善視力，預防眼部肌肉退化，
更可減慢血管增厚，養眼護眼。有
興趣的人仕，可致電優質蔬菜部訂
購。( 電話：2387 4164)

本地車厘茄

鱆紅魚

鱆紅魚的特徵是魚身修長，體側有一黃色橫紋，臀鰭基短。牠的魚背呈紫紅色，下身灰白，體
側有一黃色橫紋。牠的最長長度為 一百九十公分。 鱆紅魚的棲息環境在近岸之中層水域，

牠遍佈印度洋及太平洋。鱆紅魚的肉實爽口，味道鮮甜，最宜作魚生，可起肉炒球或炆魚腩。有
興趣的人仕，可致電魚統處拓展部訂購。( 電話：2555 0508)



專題研討

西貢假日漁墟

為推動休閒漁業，魚類統營處於西貢魚類批發市場設立假日漁墟，開放予公眾人士參觀。市場內擺
放了展覽板，圖文並茂地介紹了魚類統營處的成立背景、轄下七個魚市場、漁產品加工中心及香港
仔禮品店的基本資料和歷史等。透過展板展覽，除了可向參觀人士加深對魚類統營處的認識，還可
加強宣傳漁產品加工中心及香港仔禮品店所推廣的本地優質漁產品及魚統處自家禮品。

為了更有效地推動漁業發展，西貢魚類批發市場除了設有展覽板外，更同時增設銷售攤位，讓各參
展機構出售多款手工藝品、傳統漁民飾物及各種特色的本地乾貨漁產品。此外，魚類統營處亦在漁
墟內擺設攤位，售賣本地優質海產乾貨及本地速凍優質魚，希望藉此機會拓展本地優質魚貨的銷售
渠道。

開放時間: 逢星期日 下午一時至五時正
參展機構:  魚類統營處
 滘西漁民合作社
 糧船灣漁民節約貸款無限責任合作社
 新生精神康復會



廣東省人大代表到訪菜統處

美國農業貿易處成員到訪 
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

交流活動

蔬菜統營處

魚類統營處

山東平度市商務局代表到訪菜統處

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黃業斌率團 
到訪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代表到訪菜統處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參觀 
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

有機大使參觀蔬菜統營處包裝中心

智利總領事館商務部代表到訪
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



有營鮮魚靚菜食譜

車厘茄青瓜沙律

1.  將車厘茄洗淨及切成一半；
青瓜洗淨及切成薄片後，再
切成一半。

3.  把車厘茄、青瓜和海帶放
入大碗裡，再放入黑醋，然
後拌勻，便成。

2.  海帶用凍水浸10分鐘， 然後
用熱水浸5分鐘，再用凍水浸
一會兒後， 瀝乾水份，切成
小塊。

材料：
車厘茄 10顆
青瓜   1條
海帶 20克

調味料：
黑醋  適量

紅蟹含有豐富的的蛋白質及微量
元素，有補骨添髓和養筋活血的
功效。

車厘茄含有豐富維他命、鉀、磷，茄紅素及
黃體素，有助改善視力和預防眼部肌肉退化
的功效。

3.  將蟹放在碟上蒸４分鐘，取出，
隔去碟內水分，傾入已調好之蛋
白，再蒸４分鐘，取出澆上花雕
酒，便成。

2.  蛋白及清湯拌勻，加入鹽、雞粉
及砂糖攪拌，備用。

1. 首 先 將 紅 蟹 劏 好 及 洗 淨， 備       
用。

材料：
紅蟹      3隻
蛋白      4隻

調味料：
清湯    3湯匙
花雕酒    3茶匙
砂糖    1茶匙
雞粉    2茶匙
鹽     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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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九龍荔枝角道757號長沙灣蔬菜批發市場
Cheung Sha Wan Wholesale Vegetable Market,
757 Lai Chi Kok Road, Cheung Sha Wan,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 Tel：(852) 2710 0904      傳真 Fax：(852) 2710 0906
網址 Website：www.vmo.org / www.iveggie.com.hk
電郵 E-mail：vmo@vmo.org

香港仔石排灣道102號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
Aberdeen Wholesale Fish Market,
102 Shek Pai Wan Road, Aberdeen, Hong Kong
電話 Tel：(852) 2552 8853      傳真 Fax：(852) 2552 3058
網址 Website：www.fmo.org.hk 
電郵 E-mail：awfm@fmo.org.hk

蔬 菜 統 營 處
Vegetable Marketing Organization

魚 類 統 營 處
F i s h  M a r k e t i n g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