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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航空新春國際
匯演之夜
二零一一年二月三日大年初一晚，魚/菜統營

處參加了香港旅遊發展局主辦在香港尖沙咀

海旁舉行的《國泰航空新春國際匯演之夜》

花車巡遊匯演，藉此希望向世界各地推廣香

港本地生產的漁農產品。

本地漁農美食
迎春嘉年華統計
本年度《本地漁農美食迎春嘉年華》已於二零

一一年一月七日至九日完滿結束；是次嘉年華得

到廣大市民的支持，入場人數高達十九萬，而漁

農產品的銷售額高達港幣四佰七十萬元，相較去

年的入場人數及銷售額，分別上升了四萬人及港

幣九十萬元。

http://www.vmo.org http://www.fmo.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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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菜統營處情報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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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漁農業官方及
商界友好人士午宴
魚/菜統營處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設置午宴，招

待廣東省漁農業官方及商界友好人士。

「香港花卉展覽」
菜統處連續第八年參加了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並於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日至二十日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行

的花卉展覽。菜統處於展覽期間在場內擺設了一個宣傳銷

售攤位，藉此向市民推廣各式本地生產的蔬菜。

魚統處新春聯歡
在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四日香港仔、筲箕灣、觀塘及

西貢魚市場聯合舉辦了新春聯歡晚會，當日除了有豐

富的晚宴外，更有台獎數十份，每位同事最後皆盡興

而歸。



魚/菜統營處情報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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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廚餘回收計劃
魚統處參加由“綠領行動”及“九龍生物科技公司”合作的「企業

廚餘回收計劃」，由二零一零年十二月起於香港仔魚市場放置了三

個廚餘回收桶，將從「漁產品加工中心」收集到之魚內臟以及市場

食堂收集到的廚餘儲存在回收桶內，然後再送到廚餘回收廠加工成

為魚糧。

工商業 廚餘回收分享會
在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四日，魚/菜統營處分別派員出席由環境保

護署主辦的“工商業廚餘回收分享會”，從而獲取最新的市場動

向及資訊。

魚統處廚餘回收機試行
由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起，青山魚市場從外國引入

廚餘處理技術，試行將棄置的魚內臟轉化為有機肥料。



展覽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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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園鄉村俱樂部嘉年華會」

「第八屆冬日美食嘉年華」

「新春家品美食展銷會」

「亞洲農產品展覽會」

「本地漁農美食迎春嘉年華」



花車巡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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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航空新春國際匯演之夜

魚/菜統營處花車 - 豐衣足食魚/菜統營處花車 - 豐衣足食

魚/菜統營處 – 蔬菜及魚造型

國泰航空新春國際匯演之夜的開幕

魚菜統營處花車巡遊宣傳橫額

魚/菜統營處總經理黎國仁先生及新界蔬菜產銷合作社有限責任聯合總社理事長鄧煖勳先生, MH與各位同事合照

魚菜統營處花車巡遊宣傳橫額

魚/菜統營處總經理黎國仁先生(右)與新界蔬菜產銷合作

社有限責任聯合總社理事長鄧煖勳先生, MH(左)合照



本地農產品介紹

本地有機西蘭花

本地有機彩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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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可以生產的有機蔬菜確實千變萬化，今期要

為大家介紹的品種是有機西蘭花。本地有機西蘭

花的出產時間為十二月至四月，營養豐富，並含

有豐富的蘿蔔素以及其他的人體必需的維他命

和礦物質。中餐及西餐都有很多烹調西蘭花的方

法，有興趣人士，可向本處優質蔬菜部訂購(電

話：2387 4164)。 

今年的「本地漁農美食迎春嘉年華2011」已經

完滿結束，真的非常多謝各界人士的支持。相信

大家有到過展覽區參觀的朋友已經對今年的主題

作物有機南瓜留下深刻的印象。但除了有機南瓜

外，色彩繽紛，大小不一的「有機彩椒」也很受

參觀者的歡迎。彩椒營養價值高，包含維生素

C、維生素A、茄紅素、維生素C、β胡蘿蔔素及

葉酸等養份，老少咸宜，口感爽甜，實在一試難

忘﹗有興趣人士，可向本處優質蔬菜部訂購(電

話：2387 4164)。



漁產品介紹

皇帝星斑及沙巴龍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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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星斑 (中國：黑鞍鰓棘鱸)（台灣：鱠、過魚、石斑、黑條）。主要棲息於珊瑚繁生的潟湖及面海的

礁區，亦常出現於水道及外礁斜坡。生性兇猛，極為貪食，以魚類為主要食物，偶捕食甲殼類。繁殖期

時會迴游短距離而聚集於1-2個礁區產卵；為浮性卵。幼魚底棲性，警覺性高，主要棲息於珊瑚碎屑堆。

皇帝星斑分布於印度-太平洋區，西起非洲東部，東至土木土群島，北至日本南部，南至澳洲、台灣南

部、東北部及綠島海域均有。皇帝星斑由於肉質滑、味清甜，故以清蒸、煮湯或紅燒皆味美可口。有興

趣人士，可致電漁產品加工中心訂購 (電話：2555 0508)。

沙巴龍躉（沙巴躉）是近年成功繁殖的養殖魚品種。沙巴躉是兩種熱門石斑魚的品種－龍

躉及老虎斑混交所繁殖而成，結合了龍躉及老虎斑肉質爽滑及魚味濃的特點，再加上養殖

存活率較高，魚病較少，故日漸受養殖戶歡迎。這種魚生長速度很快，肉質柔嫩鮮美有彈

性，適用於清蒸、煮湯、紅燒或炒球，是一種日漸受市場歡迎的飲宴魚品種。有興趣人

士，可致電漁產品加工中心訂購(電話：2555 0508)。



機構專訪

香港青年歸主有限公司

菜統處於2008年開始「蔬菜送贈計劃」，將過剩的蔬

菜送贈給予慈善團體，達至資源分配及環保的功用，而

其中一個團體便是香港青年歸主有限公司。香港青年歸

主有限公司為基督教慈善團體，非牟利機構，紮根香港

近四十年。早於1972年開始，青年歸主有限公司便在

港不斷努力服侍青少年，並專注宣揚基督的精神。

問：您們是在何時參加菜統處的蔬菜送贈計劃？您們會

如何使用這些蔬菜﹖

答：我們於2008年開始參加菜統處的蔬菜送贈計劃。

我們會將蔬菜送給綜援老弱和低收入人士，並同時

舉行派菜福音聚會傳揚福音。

問：就您們的觀察所知，您們認為菜統處在運用過剩蔬

菜的資源上有何可取之處？

答：菜統處非常珍惜食物，並透過不同的慈善團體將

原本需要被掉棄的過剩蔬菜轉過來贈送給弱勢社

群、獨居長者、單親家庭和有需要的窮人，這樣不

單止能造福社會，亦是用行動來支持保護我們的環

境。

問：就您們的經驗所得，您們認為菜統處所推行的過剩

蔬菜領取計劃是否能達到如期效果？有何改善之

處？

答：根據我們的經驗，菜統處推行過剩蔬菜領取計劃已

達到如期效果。但講到仍可改善的地方，我們認為

如菜統處可早一點通知我們當天是否有過剩蔬菜的

話，在安排上會更為好一些。

問：您們認為菜統處可以如何融合過剩蔬菜的資源於社

會福利中？

答：我們認為菜統處將過剩蔬菜免費送贈給予非牟利慈

善機構，是履行了社會企業的責任，將過剩的資源

重新分配給有有需要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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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活動

VMO

F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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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漁業經濟發展協會副秘書長蕭堯仁先生參觀魚類統營處

香港大學生態學及生物多樣性學部學生到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參觀

政府新聞處助理處長到訪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及禮品店

食物環境衛生署署長參觀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

香港水務及環境管理學會參觀菜統處

荷蘭水果及蔬菜貿易代表團訪問菜統處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同學到訪菜統處
美國農業貿易處駐香港總領事館農業代表到訪菜統處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學生到菜統處參觀



有營鮮魚靚菜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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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西蘭花 - XO醬炒本地西蘭花鮮百合

清蒸新鮮黃花魚夾黃花魚乾

首先將本地西蘭花和百合洗淨及切開。

西蘭花含有蛋白質、碳水

化合物、脂肪、礦物質、維他

命C和胡蘿蔔素等，而礦物質

成分比其他蔬菜更全面，鈣、

磷、鐵、鉀、鋅、錳等含量都

很豐富；並且具有預防癌症及

痛風的功效。

西蘭花放入沸水中略煮，瀝乾。

將西蘭花及百合放入鑊中略炒，
並加調味料炒勻，上碟便成。

材　料

本地西蘭花  2棵

鮮百合  1包

調味料

XO醬 2湯匙

蠔油 2湯匙

1

2

3

把薑切絲及洗淨新鮮黃花魚，然後
用一半的薑汁煮薑水， 加酒， 把
魚乾在薑酒水略拖除去腥味，但不
要把魚乾煮熟。

將黃花魚乾去骨,，去頭尾，切件，
覆蓋在鮮魚上及鋪上薑絲。

材　料

新鮮黃花魚 1 條

黃花魚乾 1 條

薑 2 片

調味料

鹽 1/2 茶匙

油 1湯匙

酒 1茶匙

胡椒粉 少許

生抽 少許

把新鮮黃花魚開邊，魚腹相連；然
後把黃花魚打開鋪在碟子上， 撒上
鹽和胡椒粉醃好，再淋上餘下一半
的薑汁和酒。

最後用大火蒸8-10分鐘。

1

3

再淋上少許滾油及生抽，便成。

5

2

4

黃花魚含豐富脂肪、蛋白質、礦

物質、硫胺素和煙酸等成分，並且具

有助長骨骼健康成長、抗衰老及預防

癌症的功效。



魚統處禮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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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品

為推廣本地漁業及宣傳本地漁港之特色，由魚統處經營

的禮品店自二零零九年已開始營業。開業至今，禮品店除了

一直與本地社會企業包括新生精神康復會、明愛藝坊及匡智

會等緊密合作，製作各式精美手工藝品、裝飾、小擺設及漁

船模型。禮品店近期更自家製作了一些富有特色的禮品如魚

圖T-恤、變色魚杯及明信片等於店內銷售，令禮品種類更多

元化，讓客人有更多選擇之餘，更希望令香港市民，甚至外

國遊客可以更了解香港本地漁業及漁港的特色。

魚圖T-Shirt 

玻璃魚擺設 變色魚杯

木製模型船

特色貝殼

遊客購物的情況

學生參觀的情況



編輯委員會
黃沛光先生（主編輯） 區家傑先生（副編輯） 謝振邦先生（副編輯） 黃達聰先生（副編輯） 羅家豪先生（委員）

葉顯偉先生（委員） 劉智仁先生（委員） 劉嘉誠先生（委員） 朱炳森先生（委員） 曾偉雄先生（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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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oprodu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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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h Marketing Organization

本地漁農美食迎春嘉年華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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