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年一度的漁農界盛事，「本地漁農美食迎春嘉年華」，將於明年1月18日起一連三天於旺角花

墟公園舉行。嘉年華展出的產品包括各類漁農、有機、健康食品及環保產品。我們希望透過這

活動來提升本地漁農產品的地位，鼓勵市民多選擇本地漁農產品，同時亦希望可振興本地漁農業的

發展；期盼大家踴躍蒞臨，多多支持！

今屆的主題漁農產品是「有機馬鈴薯」、「有機小果番茄」、「水耕菜苗」及「有機寶石魚」；有機馬鈴薯

含有豐富維他素B群、鉀及膳食纖維等，是美容護膚的好幫手；有機小果番茄含有豐富茄紅素、維生

素C及鉀，是提高身體免疫力的不二之選；「水耕菜苗」無農藥，維生素及礦物質豐富，可即食；有機

寶石魚的肉質鮮甜、嫩滑可口，是晚飯小菜的最佳選擇。

舉辦日期：2013年1月18日至2013年1月20日

入場時間：星期五（正午十二時正至晚上八時）

星期六及日（上午十時至晚上八時）

地點： 旺角花墟公園

費用： 全免

菜
統處將在市場設立一所小型「蔬菜工廠」示範單位，以不受地域氣候所

限的先進室內全環控水耕技術，試行生產不用農藥、確保安全的高檔

水耕菜苗。這試驗計劃的目的是促進本地農業邁向高科技、高質素及高產值

的蛻變，並讓消費者在購買安全優質蔬菜方面有更多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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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工廠」

本地漁農美食迎春嘉年華 FARMFEST 2013

http://www.vmo.org http://www.fmo.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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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推廣活動 地點

2013年1月18日至20日 本地漁農美食迎春嘉年華2013 九龍旺角花墟公園

2013年3月15日至24日 香港花卉展覽2013 香港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

 



魚/菜統營處情報坊

體力處理操作評估課程

魚/菜統營處退休典禮

工商盃 - 羽毛球賽

魚
/菜統營處邀請職業安全健康

管理研究中心於二零一二年七

月十二日舉辦「體力處理操作評估

課程」給予員工處理有關體力操作

的安全知識及指引，員工並獲頒證

書以玆證明。此外，魚/菜統營處更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起安排各員工於

工作前做熱身運動，減低員工因工

受傷的機會。

魚
/菜統營處退休典禮於二零一二

年七月二十六日舉行，當天除了

頒發紀念金牌給予退休員工外，亦頒

發獎狀予兩統處長期服務的員工，以

感謝他們多年來為兩統處所作出的貢

獻，典禮後還舉行了聯歡聚餐。 

魚
類統營處吳志忠先生代表

漁農自然護理署參加工商

盃羽毛球賽。



大埔農墟 – 寶石魚推廣

美食博覽

展覽及訊息

香港餐飲展

亞洲天然產品博覽

家庭健康博覽



本地漁農產品介紹

本港一年四季出產各式各樣的蔬菜及瓜果，其中茄子更深受廣

大市民歡迎。茄子又稱矮瓜，是本港常見瓜類之一。現時市

面上常見茄子品種多為紫色及紫黑色，亦有部份為白色或綠色，外

形呈長圓條形。茄子營養豐富，含維他命、蛋白質、鈣、磷、鐵、

鉀和葉酸，有助強化血管及調節微血管的滲透性。揀選白茄子宜以

結實飽滿，富彈性為佳。白茄子的烹調方法以蒸、炒

及燴為主。本地有機白茄子均為全天然種

植，不使用任何化學肥料及農藥，令消費

者安心選購。有興趣，可致電優質蔬菜部

訂購。(電話：2387 4164)

本地有機白茄子

鷹䱽

鷹䱽又名中國鯧。鷹䱽的體型呈三角形，背鰭及臀鰭不呈鐮刀

狀，背部呈灰色漸轉腹部銀白色；各鰭色暗；其嘴似鈎，而身

上的銀鱗是容易閃落。鷹䱽的棲息環境多為泥質的

海底。揀選鷹䱽宜以身上銀色呈粉狀的鱗片愈多為

愈新鮮。鷹䱽的烹調方法以清蒸、清燉及炆為主。

有興趣，可致電魚統處拓展部訂購。(電話：

2555 0508)



新界蔬菜產銷合作社有限責任聯合總社(菜聯社) 於2005年4

月成立“大埔農墟”，目的是希望透過提供一個固定的銷售平

台，讓消費者與本地有機農民有直接溝通的機會。農墟成立至今獲

得業界及市民的認同及肯定，並已成為本地有機蔬菜其中一個大型

的銷售點；現時平均每星期有近三千人次慕名前來參觀選購各式各

樣本地生產的新鮮有機農產品。近日，菜聯社獲香港特區政府發展

局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和漁農自然護理署的邀請協辦「星期四玩轉駿

業街之綠生活---藝術」，以配合「起動九龍東」計劃及提昇區內的活

力和吸引更多市民參與。今期我們邀請菜聯社行政經理喬建欣小姐

向讀者介紹「星期四玩轉駿業街之綠生活 — 藝術」

問：可否簡單介紹「星期四玩轉駿業街之綠生活 — 藝術」? 

答：「星期四玩轉駿業街之綠生活 — 藝術」主題為「有機健康生活」，有關活動會於今年10月25日起連續

十二個星期，每逢星期四在觀塘駿業街遊樂場舉行。現時共有14間本地有機農場、9間有機商戶及4個慈善團

體設立攤位。選址觀塘除了配合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推行的「起動九龍東」計劃之外，亦可藉此向該區內的白

領人士介紹有機產品，方便他們接觸及購買有關產品。

問：成立「星期四玩轉駿業街之綠生活 — 藝術」過程中會否遇上什麼挑戰?

答：最大的挑戰是向各參展者說明售賣之產品需含有相關有機認證，這或會令參展者覺得規則較嚴格，幸而他

們都理解有關安排背後的原因，並會盡力配合。

問：舉辦有機農墟對本地農民及消費者有何好處?

答：有機農墟旨在提供交易平台方便農民及消費者雙方進行買賣，在農民而言，有機農墟提供他們額外渠道推

廣及銷售其產品。另一方面，因沒有中介人的緣故，消費者可向農民第一手購買既新鮮又價格相宜的產品。此

外，消費者可於農墟同時接觸多個有機農場所售賣之產品，讓他們有更多選擇之餘亦減少舟車勞頓。消費者更

可藉此機會與農民直接對話，查詢各種有機產品及耕種方法的資訊。同時亦減少不必要的包裝及運輸成本，減

少浪費。總括而言，舉辦有機農墟對農民及消費者均能獲得益處，達致雙贏局面。

問：菜聯社有否其他活動以推廣本地有機農業?

答：除了舉辦有機農墟，菜聯社也會統籌有機農友購買種子、農用物資

等，還會參與不同展覽，如本地漁農美食嘉年華，以達到宣傳推廣有

機農業，除此之外，菜

聯社在教育方面都不遺

餘力，由幼稚園至成

年人也是我們的教育

對象。

專題探討

「星期四玩轉駿業街之綠生活 — 藝術」

「星期四玩轉駿業街之綠生活 — 藝術」活動詳情

活動日期：2012年10月25日至2013年1月10日，逢星期四

時間：中午十二時至晚上七時

活動地點：九龍觀塘駿業街遊樂場

費用：全免



江西省農業廳代
表團到訪.

交流活動

VMO

FMO

南粵集團代表團到訪

智利總領事館- 商務部代表到訪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參觀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成員
到訪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參觀

印尼海洋及漁業
局代表到訪香港
仔及觀塘魚類批
發市場參觀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
到訪筲箕灣魚類批發市場

加拿大駐香港總
領事館 - 商務部

貴州省人民政府
代表團到訪

深圳市衛生和人口計劃生育委員會、
食品安全和衛生監督處代表到訪

山東省農業廳代表到訪



2. 把鑊燒熱，加入薑片、油及
八碗水。水滾後，再加入芥菜
及肉片。

泰式寶石魚

芥菜豆腐肉片湯

有營鮮魚靚菜食譜

芥菜含有豐富維生素
A、B群、胡蘿蔔素、
煙鹼酸與鈣，能有效
預防糙皮症及具有抗
癌的功效。

1. 將寶石魚洗淨，把薑、檸檬和
紅辣椒切片，備用。

1. . 首先將芥菜洗淨、豆腐切塊
和瘦肉切片調味，備用。

3. 將檸檬片放於切開的魚肉
中，而紅辣椒片和薑片則放
在魚肚內。

4.將 魚 露 及 白 胡
椒 粉， 醬 油， 砂
糖， 攪 拌 均 勻，
淋 於 寶 石 魚 身
上，放入蒸鍋以
大火蒸約10分鐘
後至魚肉熟透取
出， 撒 上 香 菜，
便成。

3. 接着用大火滾五分鐘，再加入
豆腐滾片刻，加少許鹽，便成。

2. 將寶石魚的兩側各用菜刀劃
開五刀，放置於蒸盤內，備用。

寶石魚含有豐富不飽和脂肪酸，特別是其中的
n3多元不飽和脂肪酸更是人類身體需要的養
份，有助預防與心臟有關的疾病的功效。

材料：

寶石魚       1尾

檸檬         半顆

薑片        20克

紅辣椒       1條

香菜         少許

調味料：

魚露         2小匙

白胡椒粉   2小匙

甘味醬油   1大匙

細砂糖      2小匙

材料：

芥菜  900克

豆腐 一件

瘦肉 300克

薑片 適量

調味料：

鹽 適量

糖 適量

油 半湯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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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偉霖先生（委員）

葉顯偉先生（委員） 劉智仁先生（委員） 薛觀輝先生（委員） 袁志僑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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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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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統處拓展部現已在 「Facebook」開設戶口，有興趣的人仕，可於「Facebook」內訂購產品 

1. 鍵入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fmohk

3. 選取購買貨品及數量後，並按加入購物車。

5. 輸入送貨地址及聯絡電話後按下一步

2. 擇選貨品

4. 完成購物後，按「結賬」鍵。

6. 完成後會收到電郵確認訂單；我們會致電確認
送貨日期及時間。 

內訂購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