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民政事務處舉辦的「2013南區旅遊文化節」暨首屆「南區漁民大笪地」，在2013年7月6日及7日一連兩
日在香港仔海濱公園舉行，共有二十多個漁家攤檔參與。兩日以來，漁墟吸引了數千名市民及遊客到場

參觀，選購本地海鮮、本土加工海產和品嚐漁家小食。大會更趁宜嫁娶的吉日，安排一對準新郎新娘舉行傳
統「漁家嫁娶」結婚儀式，加深公眾對漁民文化的認識。
 
魚/菜統營處為支持及響應有關活動，均在漁墟內擺設攤位，售賣有機蔬菜及特式產品，希望藉此機會讓南區
市民對本地優質魚貨及有機菜有更深入的認知。

魚/菜統營處參加由政
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

室舉辦的"無障礙網頁嘉
許計劃"，並獲得資訊科技
總監辦公室頒發金獎，以
表揚兩統處對關懷共融社
會作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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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障礙網頁嘉許計劃頒獎典禮

南區漁民大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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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2月5日至7日 亞洲農產品展2013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2013年12月25日至28日 香港冬日美食節2013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2014年1月10日至12日 本地漁農美食迎春嘉年華2014 九龍旺角花墟公園

 



魚/菜統營處情報坊

2013年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盃超級三人室內籃球比賽

第十五屆亞洲國際食品及飲料、酒店、餐廳及餐飲設備、供應及服務展覽會(HOFEX)

魚類 / 蔬菜統營處於 2013 年 5 月 6 至 9 日，參
與於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第十五屆亞洲

國際食品及飲料、酒店、餐廳及餐飲設備、供應
及服務展覽會。希望通過是次展覽，向本港及世
界各地的業界人士、買家及訪客介紹兩統處的運
作及最新動向。

2013年屯門區龍舟競渡

東莞三泰環保漁業有限公司開業典禮

魚類統營處轄下之青山魚類批發市場協助屯門
區龍舟競賽委員會於2013年6月12日舉辦屯

門龍舟競賽。競賽當天各健兒奮力比賽及觀衆積極
參與，場面非常熱鬧。 

魚類統營處代表於2013年6月14日出席東莞三
泰環保漁業有限公司的開業典禮，期間亦參

觀了其全天候室內環保養殖系統，藉以了解現時室
內養殖的技術。

魚類 / 蔬菜統營處一共派出 VMO、FMO 及市場聯
三支隊伍參加本年度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盃超

級三人室內籃球比賽，經過一番激烈比賽後，市場聯
隊員薛觀輝勇奪得分王的殊榮。



健康生活博覽

餐飲設備展

第十五屆亞洲國際食品及飲料、酒店、餐廳及餐飲設備、供應及服務展覽會(HOFEX)

展覽及訊息

亞洲購物節

世界環境日推廣

屯門時代廣場推廣



本地漁農產品介紹

火龍果為仙人掌科植物量天尺的果實。味甘，性涼。具生津解渴功效。
火龍果蘊含一種特別的植物性蛋白，能黏合重金屬將之排出體外，預防人體發生重金屬中

毒。其維生素 C 和纖維素具有排毒、清除宿便的功效。
另外，火龍果還有一種更為特殊的成分——甜菜素。甜菜素又分為甜菜紅素 (betacyanin) 和甜菜
黃 素 (betaxanthin)。 火 龍 果 果 皮
中色素即為甜菜紅素，紅肉種果實
果肉中所含色素也是 betacyanin。
它具有抗氧化、抗自由基、抗衰老
的作用，還能提高對腦細胞變異的
預防，抑制癡呆症的發生。有興趣
人 士， 可 致 電 優 質 蔬 菜 部 訂 購。
( 電話 : 2387 4164)

火龍果

斑馬瀨尿蝦

斑馬瀨尿蝦，生長於水深十五至二十米的深水海域，體形碩大，等閒也有一呎長，多來自沙
巴、印尼及菲律賓。性情兇猛，常以前爪攻擊，故要小心處理。烹調與一般瀨尿蝦相同，

新鮮者宜清蒸，最能吃到鮮甜的味道，椒鹽或避風塘式的炒法亦無不可。



大埔擁有悠久的歷史，區內尚保留
不少具歷史價值的名勝古蹟，如

鐵路博物館、林村許願樹及新娘潭瀑
布等。大埔很久以前已有人聚居，吐
露港和元洲仔一帶更為重要的漁港及
產珠場。因此，魚類統營處成立一年
後 (1946 年 )，便在大埔東昌街設立香
港第二所魚類批發市場，以便協助當
地漁民銷售魚穫。

隨著政府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大
埔填海拓地發展新市鎮，大埔魚類批
發市場亦於 1985 年由大埔墟東昌街遷
往三門仔漁安街一號現址。現時的大埔魚類批發市場佔地約 4,400 平方米，主要提供冰鮮海魚及活
海鮮的批銷服務。大埔沿海水域自古盛產魚介、海藻及昆布等。魚類中較著名的，有䱽魚、石斑
魚、鱭魚、黃花魚、鱸魚、貼沙魚、青衣魚及鰻鱔魚等。此外，蟹、蝦、水母（海蜇）及海膽等都
是漁民的主要漁穫。

專題探討

大埔魚市場簡介及歷史

魚統處於四十年代已在大埔吐露港
海濱設立第二個魚市場

七十年代位於東昌街的大埔魚市場

八十年代至今位於三門仔
的大埔魚市場

六十年代浮家泛宅的大埔漁民



國家開發銀行代表參觀蔬菜統營處

中國遼寧省海洋水產科學研究院官員
到訪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

韓國代表團參觀蔬菜統營處

香港大學生態學及生物多樣性學部學
生到訪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

交流活動

VMO

FMO

中國工程院代表團參觀蔬菜統營處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成員到訪香港仔魚
類批發市場

朗廷酒店集團及代表參觀蔬菜統營處

香港浸會大學 - 生物系學生到訪香港
仔魚類批發市場

地球之友大使義工團參觀蔬菜統營處

英國史特靈大學教授(自然科學系)到
訪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

博愛醫院李鋈發副主席及
代表參觀蔬菜統營處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柴灣) –應用科學
系學生到訪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



有營鮮魚靚菜食譜

欖菜肉絲白苦瓜

1. 有機白苦瓜切片及豬肉切絲備用。

2. 燒熱鑊下油，落肉絲略炒。

有機白苦瓜沒有青苦瓜的苦澀味﹐具備
維他命B、C、鈣質和鐵質等豐富營養﹐
有助骨骼和血液對鐵質的吸收。

3. 加入有機白苦瓜、欖菜、魚露、
砂糖、上湯炒勻略煮1-2分鐘。 4. 加生粉水埋茨，即可上碟。

材料：
有機白苦瓜 4個
豬肉 6両
欖菜 2湯匙
生粉 水少許
調味料：
魚露1湯匙
砂糖適量
上湯3湯匙

2. 燒滾油，下斑馬瀨尿蝦炸至約七
成熟，加入蒜茸及指天椒同炸。

斑馬瀨尿蝦，生長於水深十五至二十米
的深水海域，長約一呎，來自水質優良
的沙巴，肉質爽甜。椒鹽的煮法惹味，
炸香的蒜粒更是伴飯佳品。

椒鹽斑馬瀨尿蝦

4. 上碟後加上少許蔥花及椒鹽調味即可。

1. 斑馬瀨尿蝦瀝乾水份後切成
兩至三段，上生粉。

3. 待斑馬瀨尿蝦炸至熟透，即
可撈起將油瀝乾盛盤。

材料：
斑馬瀨尿蝦 2斤
(約4隻)
蒜茸 6両
指天椒 兩條切絲
生粉 少許
蔥花 少許
調味料：
椒鹽                 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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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明詩小姐（委員） 梁嘉怡小姐（委員） 許國強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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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