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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好介紹

有機溫室青瓜
優質魚－魚仲

魚仲涼伴本地
有機溫室青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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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 菜統營處簡訊
2010夏季

亞洲
海鮮展

亞洲海鮮展是亞太地區以及香港最受矚目的海鮮

產品貿易盛會 － 此展覽會能使零售、餐飲服務、分

銷商得以與來自世界各地的鮮活、冷凍以及包裝海鮮

產品和服務供應商建立聯繫。

與2010年亞洲海鮮展同期開幕的還有2010年國

際佳餚、餐飲、酒廊設備博覽會，作為本地區首屈一

指的餐飲與酒廊展會，這一盛會已經連續成功舉辦8

年並且吸引了超過8,000位具備條件的買家。

作為主辦機構的合作伙伴，魚統處將透過本身的

網絡，幫助亞洲海鮮展主辦機構聯絡香港及內地的伙

伴，踴躍參與是項活動。另外，魚統處亦會參展亞洲

海鮮展，以介紹魚統處的服務予世界各地的同業。

環境局常任秘書長
參觀蔬菜統營處的
有 機 廢 物 降 解 機
環境局常任秘書長於2010年2月23日到蔬菜統營處參觀有機廢物降解

機的日常運作。

蔬菜統營處
安裝有機廢
物 降 解 機
菜統處為支持環保，減少廢物製造，故最近在蔬菜批發市

場內安裝了一套有機廢物降解機，將從菜市場收集到的有機廢

物包括市場內剩餘及腐壞的蔬菜轉化為有機營養水，並將這些

有機營養水送給本地農友使用。現時，本市場所安裝的有機廢

物降解機是全港私營機構中最大的一台，每天可以處理最多500

公斤的有機廢物。有機廢物降解機可降解的蔬菜種類包括葉菜

類、瓜果類、根莖類、菇菌類、香草類和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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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影響的本港漁船擠滿香港仔避風塘	

廣 東 省 漁 農 業
官 方 及 商 界 友
好 人 士 午 宴

魚類/蔬菜統營處設置午宴招待廣東省漁農業官方及商界友

好人士。

南海休漁期
內地將於本年5月16日至7月31日，在南海實施兩個半月的休

漁期。休漁期期間，本地漁穫將會減少，為了保持充足貨源以供

應各客戶，魚類統營處的漁產品加工中心，將會積極從其他渠道

選購優質的漁產品，確保在休漁期期間，能夠向各客戶繼續提供

優質的漁產品。

優質海水認可計劃
魚統處在香港仔、觀塘和長沙灣等魚類批發市場為活海鮮批

發商及活海鮮運輸商提供潔淨海水。自2006年1月，這三個魚類

批發市場已成功申請成為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優質海水認可計

劃」下的「認可優質海水供應商」及「優質海水標誌商戶」，而

魚統處亦已經連續4年成功獲得「優秀表現」獎項。另外，為確

保繼續提供潔淨海水的優良銷售服務，魚統處已開始陸續更換現

有舊式的纖維儲水缸，並會由更安全及耐用的<纏繞式>纖維儲水

缸取代。

好農夫 
“粉絲”Club
菜統處現計劃成立一個好農夫“粉絲”Club， 

帶俾大家更多本地漁農界的最新動向：

有興趣加入的朋友可填妥右方的表格，

傳真至 2725 18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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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漁農業界人士成立的本地優質漁農產品專賣店已於

2009年12月20日正式運作。店內主要集合本地漁農產品，向

香港市民介紹他們所出產的優質農作物、漁產品及家禽，讓

香港市民放心選購，而兩統處則為其本地漁農產品的主要供

應商。

本地優質漁農產品專賣店

地址：九龍南山邨街市一號舖

電話：2776 6486

網址：http://www.food-safety.com.hk

前往方法： 可乘坐地鐵，於石硤尾站落車，從B出口步行 

至南山邨只要需時約10分鐘，便可選購本地 

優質漁農產品。

香港花卉展覽

匯豐銀行(奧海城分行)

萬景峯

赤柱鬼佬小廚

匯豐銀行(奧海城分行)

萬景峯

赤柱鬼佬小廚

香港花卉展覽



第５期
本地漁農產品介紹

本地有機溫室青瓜
夏天好快到，今期特別為大家推介一個夏日時令品種─本地

有機溫室青瓜！溫室青瓜清甜爽脆，含豐富的維生素，是老少咸

宜的消暑之選。由於本地有機溫室青瓜於環控溫室種植，因此青

瓜的供應和質素均較穩定，品質更比一般的更爽甜，更富水份，

最適宜鮮吃或作沙律材料，你也想試試這些爽脆清甜的有機青瓜

嗎？大家不妨致電菜統處優質蔬菜部訂購。(電話：2387 4164)

本地優質魚 – 魚仲
魚仲屬海鱺科，俗稱懵仔魚。頭寬及扁平，體長，呈深褐色，具

兩條窄橫帶，腹部淺色；肉質肥美，可作魚生或魚扒，亦可加陳皮碎

蒸或以鹹酸菜同煮，同樣別具風味。有興趣人仕，可致電魚統處拓展

部訂購。(電話：2555 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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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有機溫室青瓜	

本地優質魚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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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容月女士從事本地農業多年，較早前與丈夫飼養白鴿及鵪鶉，其後轉型種植蔬

菜，現時生產之蔬菜則透過蔬菜統營處優質蔬菜部銷售。

問：何容月女士對種植蔬菜有何心得?

答： 轉型種植蔬菜已約有六、七年時間，發覺種植蔬菜的產量及質素受天氣的影響較

大。除天氣外，人力及其他資源投入也不小；丈夫已不幸過世了，現時有一名兒

子協助我打理農場。

問：您對於蔬菜統營處的服務有何意見?

答： 菜統處於本年二月開始派菜車到我的農場收菜。

在未接觸菜統處前，我每天清晨三時許會用單車

把蔬菜送到屯門新墟街市附近銷售，十分辛苦。

由於現時有菜統處菜車到我的農場收菜，我可以

有更多時間做好田間管理工作及休息；而且蔬菜

亦有菜統處同事通報菜價，使菜價得到保障。

問：您有否使用菜統處贈送的有機營養水？效果怎樣？

答： 菜統處的有機營養水主要用作灌溉一些長期作物包括西芹、椰菜及甘筍，效果理想。

問：您將計劃種植什麼品種？對菜統處的未來有甚麼期望？

答： 夏天即將來臨，現在已開始騰出空地準備種植夏天作物如通菜、莧菜、青瓜、四季豆等夏令

時菜。希望菜統處能繼續幫助我們這些本地農友及透過不同的渠道向市民推廣新界蔬菜。



環境局、遼寧省、寧夏自治區、理工學生

韓國考察團、有線電視、中大學生、中華廚藝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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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活動 

寧夏治自區官
員探訪菜統處

	 理工大學學生
探訪菜統處	

遼寧省新民市人民政府市長探訪菜統處	

環境局
探訪菜

統處	

韓國考
察團參

觀魚統
處	 有線電視訪問

魚統處	

中華廚
藝學生

參觀魚
統處	

香港中文大學
學生參觀魚統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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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仲涼伴本地有機溫室青瓜

7有營鮮魚靚菜食譜及產品推廣

首先把魚仲切成魚扒，加入鹽及胡椒
粉，醃約15分鐘。

魚仲含有豐富蛋白質、礦物質、脂肪酸及維他命如鈣和鉀等，有助肌肉收縮的功用。魚仲

的魚肉柔嫩鮮美，容易消化，尤其適合幼兒及老人經常食用。

本地有機溫室青瓜含豐富膳食纖維、維他命B和維他命C；青瓜具有美白、抗氧化的效

果；豐富的膳食纖維可預防便秘、促進體內環保，讓腸道內腐敗物質排出，並可降低膽固醇。

材　料

本地有機溫室青瓜  一斤

魚仲   一斤

調 味 料

鹽   1/4茶匙

胡椒粉  1/2茶匙

芡　汁

芫茜  適量

蒜蓉  適量

美極  1/4茶匙

糖  1/2茶匙

老抽  1/4茶匙

生粉  1/4茶匙

清水  適量

花膠原為魚肚，因富有膠質而稱為花膠，是中國四大補品之一。白花

膠是以白花魚的魚肚製成。靚的花膠要有厚度；煲起後，不腥不潺及

不溶化，食落稔滑又爽口。

花膠的功效有滋陰養血及固腎培精的作用。因花膠含有豐富的

膠質、蛋白質、磷及鈣，所以有防癌及美容護膚的作用。此外，花

膠尤其對糖尿病、白內障、哮喘、骨質疏鬆及皮膚熱毒都有治療的

功效。

將本地有機溫室青瓜洗淨及切
條，然後放入雪櫃備用。

將魚仲扒以油煎成金黃色，盛
起上碟。

 將芫茜、蒜蓉、美極、糖、老抽及生粉
混合適量清水，拌勻煮成芡汁及放在本
地有機溫室青瓜上即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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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推廣：白花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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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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9 6828　　傳真 Fax: (852) 2725 8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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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h Coupon現金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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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港幣HKD

條款細則
1.	 	憑券於魚統處禮品店消費滿HK$100，即享HK$10扣減優惠。
2.	 每次限用一張，影印本有效。
3.	 此券不可兌換現金或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4.	 優惠細則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5.	 如有任何爭議，魚統處禮品店保留最終決定權。
Terms & Conditions
1.  Holder of this coupon is entitled to enjoy HK$10 discount with 

spending over HK$100 at FMO Souvenir Shop.
2.  Only one coupon is applicable in each transaction and 

photocopies are acceptable.
3.  This coupon cannot be redeemed for cash, nor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any other offers.
4.  FMO Souvenir Shop reserves the right to change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at any time without prior notice.
5.  In case of any dispute, FMO Souvenir Shop reserves the right of 

final decision.

8 魚類統營處禮品店宣傳及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