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L=��=L=�� !"#$%&'(%)*+,-./01

�� !"#===�� !"#$%&'()*+),-./0123=L=��=L=�� 

�� !"#$%&'()*+,-./01234$56789:;12&<=

�� !"#$%&



測試報告

測試樣本
測試參考中國行業標準SN 0285-

1993《出口酒類中氨基甲酸乙酯殘留量檢

驗方法》進行。共測試了36款東方風味的

酒類飲品樣本，當中有16款紹興酒（包括

花彫、女兒紅、加飯酒、黃酒等）、8款糯米

酒及12款梅酒產品。

測試結果
以每千克計，紹興酒樣本的氨基甲酸

乙酯含量由0.08毫克至0.26毫克，糯米酒

樣本由檢不出至0.07毫克，而梅酒樣本則

由0.01毫克至0.15毫克。

現時並無限量標準
現時本港並無法例規管發酵食物和

酒精飲品的氨基甲酸乙酯最高限量，亦無

國際標準規定食物的氨基甲酸乙酯最高容

許限量。不過，個別國家訂定了某些種類

酒精飲品的氨基甲酸乙酯最高限量，而加

拿大就是首個就多種酒精飲品訂定氨基甲

酸乙酯最高限量的國家，由葡萄酒的每公

升0.03毫克至水果拔蘭地的每公升0.4毫

克不等。內地方面，現時亦只有行業標準

測試方法，但沒有法定限量要求。

對於本會的測試結果，食物安全中

心表示，氨基甲酸乙酯在酒精飲品的含量

可以差異很大，而本會測試所得的含量範

圍，與該中心在2009年的研究結果大致

相若。現時本港並無法例規管發酵食物和

酒精飲品的氨基甲酸乙酯最高限量，不過

該中心在2009年的研究報告中，已對業

界發出有關在儲存及運送期間減少酒精飲

品的氨基甲酸乙酯含量的指引，例如建議

業界考慮進口符合出口國家就氨基甲酸乙

酯所定的相關標準（如適用）的產品；使用

合適的容器和不透光的箱，避免產品暴露

在強光下；使用適當的隔熱貨櫃，配合付

運時間和適當的儲存設施，避免產品暴露

在高溫下（盡量維持溫度於20℃或以下，

切勿超過38℃）；以及以先入先出的原則

處理存貨。

標籤檢查
部分樣本的標籤含有與營養素相關

的聲稱，例如「含有多種氨基酸、糖類和維

生素等營養成分，適量常飲能增進食欲、

舒筋活血」、「含有豐富天然維他命補血成

份最高，誠男女仕最佳天然補品」等等。然

而，這些產品都沒有營養標籤，消費者無從

得知各種所聲稱的營養素含量。

在社交場合，或者日常在家，於

進餐時淺嘗杯中物，頗為普遍。眾所

周知，飲酒傷肝，但卻未必知道酒或

會含有可能致癌的物質——氨基甲

酸乙酯（ethyl carbamate），這是一種

普遍存在於發酵食品和飲品中的物

質。早前有報道指，某些酒精飲品如

黃酒、日本清酒和梅酒的氨基甲酸乙

酯含量相對較高，愛酒人士從酒精飲

品攝入氨基甲酸乙酯的分量遠較從

其他食品攝入為高。

本會測試了幾類被指含量較高

的酒精飲品，為飲用人士提供參考資

料，避免攝入過多氨基甲酸乙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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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食物安全中心表示，含有以容

積計算的酒精濃度〔以《應課稅品條例》

（第109章）第53條「酒精濃度」的定義

中所描述的方式釐定者〕超過1.2%的預

先包裝食物，可以獲豁免不須加上營養標

籤。然而，如果產品標籤上或宣傳品中有

作出任何營養聲稱，則須加上符合法例要

求的營養標籤。對於樣本的聲稱，食物安

全中心指出，有關產品中「含豐富氨基酸

及維他命」的表述屬於「營養素含量聲稱」

（nutrient content claim），標示這類聲稱

的產品須加上符合法例要求的營養標籤。

此外，該中心又指出，氨基酸並不屬於法例

指明可以作出營養素含量聲稱的營養素。

該中心表示，就標籤有問題的樣本，已作出

跟進，包括向違規的零售商／製造商／進口

商發出警告信，或要求有關業界在指定期

限內提供支持所涉及聲稱的科學證據。

部分樣本標示營養聲稱，

但沒有附上營養標籤。

避免喝過量酒精飲品
食物安全中心亦建議消費者應保

持均衡飲食，以免因偏食某些種類的食

物（例如發酵食品）或酒精飲品而攝取過

量氨基甲酸乙酯。在儲存酒精飲品方面，

應存放在陰涼及較暗的地方，避免積存過

多，和盡量縮短儲存時間。

衞生署意見
衞生署指出，氨基甲酸乙酯是一種

可能導致人類癌症的物質。JECFA根據多

個研究結果，推斷出此物質不但能損害基

因，並在被測試的所有動物品種中，顯示

能引致多個器官組織患癌。世界衞生組織

轄下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亦將之列入導致

人類癌症媒介中的第2A組，即是「可能令

人類患癌的物質」（probably carcinogenic 

to humans）。

在評估因飲用酒精飲品而攝入氨基

甲酸乙酯對健康產生的影響時，必須先

黃酒 / 紹興酒 / 花彫酒 / 女兒紅 / 加飯酒

12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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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黃酒？
 根據國家標準GB12698-1990

《黃酒廠衞生規範》的定義，黃酒

是指以糧食（例如紹興黃酒就是以

糯米和小麥釀造）為原料，經蒸

煮、添加發酵劑（如麥曲、麩曲、

酒母等）、糖化發酵步驟而成的低

酒精度發酵酒。

 如把釀造酒或蒸餾酒作為原

料，加入其他材料（如水果或藥

材）做出另一種酒，就稱為「再製

酒」，梅酒就屬於這一類。

詳細瞭解飲酒模式（如種類、分量等），

以及食用其他發酵食品的習慣，否則難以

作出準確評估。然而，以往無論在本地或

海外關於氨基甲酸乙酯的風險評估研究

均顯示，氨基甲酸乙酯對於酒精飲品飲用

量高的人，有潛在健康風險。是次測試結

果中，最高的氨基甲酸乙酯含量達每千克

0.26毫克，相比上述風險評估報告的水

平，不能排除某些氨基甲酸乙酯含量較高

的酒精飲品會對飲用量高的人士構成健

康風險。

除氨基甲酸乙酯外，酒精飲品的主要

成分「乙醇」（ethanol）已被國際癌症研究

機構列入第1組，即是「令人類患癌的物質」

（carcinogenic to humans）。多種惡性腫

瘤，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

癌、大腸癌及女性乳癌都與飲用酒精飲品

有關。此外，酒精亦與多種慢性疾病有關，

例如肝硬化、高血壓、中風及冠心病。

由於酒精飲品可致癌，所以飲酒並沒

有所謂的「安全」水平，而世界衞生組織至

今亦未就飲酒發出指引。一般而言，沒有飲

酒習慣的人士，不應開始飲酒這習慣。而

選擇飲用酒精飲品的人士便應該控制自己

的飲用量以盡量減低酒精對身體的傷害。

兒童、青少年及孕婦更應滴酒不沾。準備

駕車、操作機器、處理危險品、進行劇烈運

動或在服藥期間，也不應飲酒。此外，市民

大眾應保持均衡飲食。

中醫對喝酒的看法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蘇晶博士指出，

中醫將酒應用在中藥上已有悠久歷史，其

中一種用法，是以酒煮中藥材，具有「溫

通」作用，對氣血運行不好的病人有幫助；

亦有以藥材浸酒，內服作保健用途，或為

跌打外用。因此，喝酒孰好孰壞，須視乎飲

用量和是否配合身體狀況。

蘇博士表示，黃酒和紹興酒屬於能

「養胃」的酒，而糯米酒則可袪濕健脾，改

善消化問題。有些人以藥材浸米酒，待一

個月後，晚飯後喝，對一些慢性病或老年

病或有幫助。

蘇博士強調，準備生育或懷孕期間的

婦女，切忌喝酒，以免影響胎兒發育。對於

產後婦女，因為她們身體多為氣血兩虛和

1615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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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酒類飲品樣本的氨基甲酸乙酯含量測試結果
樣
本
編
號

牌子/型號名稱

聲稱
容量 
(毫升) 

[1]

大約 
零售價 

[2]

聲稱 
來源地

聲稱 
酒精濃度

氨基甲酸乙酯
含量 

(毫克/千克) 
[3]

黃酒 / 紹興酒 / 花彫酒 / 女兒紅 / 加飯酒

1 花之月珍藏極品五年陳花雕酒 1500  $39.5 中國浙江 18.0% 0.08 
2 紅萬壽花彫酒 Huadiao 750  $36.9 中國浙江 16.0% 0.08 

3 紹興(越洲)加飯酒陳五年高級陳釀老酒 
Shaoxing (Yue Zhou) Jia Fan Wine 750  $43.0 中國浙江  15% 0.08 

4 紹興(越洲)花雕酒陳五年高級陳釀老酒 
Shaoxing (Yue Zhou) Hua Diao Wine 750  $43.0 中國浙江  15% 0.08 

5 越洲家釀紹興酒十年陳釀 500  $216.0 中國浙江紹興  12% 0.08 
6 醉之緣紹興花雕酒五年陳釀 Shao Hsing Hua Tiao Chiew 640  $29.5 中國浙江 17.0% 0.08 
7 塔牌女兒紅紹興酒 Pagoda Brand Nu Er Hong Rice Wine 500  $50.0 中國浙江 17.0% 0.09 
8 三生牌中國黃酒 Sam Seng Chinese Wang Wine 640  $38.0 中國浙江 16.0% 0.10 

9 塔牌陳年紹興花彫酒 
Pagoda Brand Aged Shao Hsing Hua Tiao Chiew 640  $31.9 中國浙江 16.0% 0.10 

10 紅萬壽王者花彫五年陳釀 Wang Zhe Hua Diao 650  $89.9 中國浙江 16.0% 0.11 
11 三生牌紹興酒女兒紅十二年珍藏 Sam Seng Nu Er Hong 600  $75.0 中國浙江 16.0% 0.13 
12 會稽山陳五年紹興花彫酒 500  $44.9 中國浙江  12% 0.13 

13 三生牌花彫紹興酒(老酒)10年陳釀 
Sam Seng Fa Dau Wine Shao Hsing Wine (Lao Wine) 600  $103.0 中國浙江 16.0% 0.16 

14 古越龍山三年陳釀紹興加飯酒 640  $43.0 中國浙江 18 +/- 1% 0.20 

15 塔牌八年陳紹興加飯酒 
Pagoda Brand Aged Shao Hsing Chia Fan Chiew 640  $42.9 中國浙江 15.0% 0.22 

16 古越龍山正宗紹興陳年花彫(五年) 
Gu Yue Long Shan Chen Nian Hua Diao (Five-Year) 750  $69.9 中國浙江 18 +/- 1% 0.26 

糯米酒

17 三生牌純正白糯米酒 White Glutinous Rice Wine 750  $42.0 中國南海 20.0% —
18 順昌原老媽原汁糯米酒 Liquer Motherly 1.65 磅  $45.0 中國廣州 4 +/- 1% —
19 生發特質江西黑糯米酒六年陳釀 720  $25.0 中國江西宜春 18.0% 0.03 
20 松鶴牌江西珍藏吉品五年陳黑糯米酒 Black Glutinous Rice Chiew 720  $26.0 中國江西 18 +/- 1% 0.03 
21 遠航九江滴珠糯米酒 500  $24.9 中國佛山 19.0% 0.04 
22 長青牌超級珍藏黑糯米酒 Old Deluxe Black Glutinous Rice Chiew 750  $48.9 中國江西  17% 0.04 
23 紅萬壽天然黑糯米酒 Black Glutinous Rice Wine 750  $39.9 中國 12.0% 0.04 
24 永生珍珠黑糯米酒 Wing Sang Pearl Black Glutinous Rice Chiew 700  $38.0 中國肇慶 22.0% 0.07 
梅酒

25 Takara梅酒 Takara Umeshu Ippai Plum Wine 2000  $155.0 日本 10.0% 0.01 
26 本場紀州熊野梅酒 720  $138.0 日本 13.0% 0.01 
27 Topvalu國產梅梅酒 Topvalu TV Japanese Plum Wine 1000  $65.9 日本 10.0% 0.02 
28 鶯宿梅梅酒 Ohshukubai Plum Liquer 1800  $139.0 日本 12.0% 0.02 
29 中田紀州の梅酒 Nakata Authentic Wakayama Plum Wine 720  $148.0 日本 12.0% 0.04 
30 紅萬壽梅酒 Plum Wine 700  $77.9 中國寧波 12.0% 0.05 
31 古越龍山貴梅酒 Gui Mei Chiew 500  $35.0 中國 14.0% 0.06 
32 梅乃宿鶯梅梅酒 720  $155.0 日本 12.0% 0.06 
33 蝶矢無砂糖天然甜梅酒 CHOYA Non Sugar Natural (Original) 650  $161.0 日本 15.0% 0.06 
34 蝶矢梅酒 CHOYA Umeshu 750  $173.0 日本 15.0% 0.11 
35 蝶矢至尊梅酒 CHOYA Ume Excellent 750  $270.0 日本 14.7% 0.13 
36 名果の屋蜂蜜梅酒 800 克  $89.0 中國廣州 13.0% 0.15 

 

[1] 部分產品的標籤並非以毫升或升標示分量，表列的克或磅為產品標示的單位。

[2] 零售價乃本會於5月在市面調查所得。不同的零售商的售價或有差別。

[3] —：檢不出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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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甲酸乙酯的風險
氨 基甲酸乙酯又名「尿 烷」，是 發 酵 食 物 在發 酵 或

儲存過程中天然產生的物質。例如核果的核本身含有氰甙

（cyanogenic glycoside），隨着核果成長，氰甙會轉變為苯甲醛

（benzaldehyde），在釀酒的過程中，苯甲醛與乙醇發生化學反

應產生氨基甲酸乙酯。人類從膳食攝入的氨基甲酸乙酯，主要來

自含氨基甲酸乙酯的發酵食物和飲品，其中酒精飲品是已知的

氨基甲酸乙酯主要來源。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世界衞生組織聯合食品添加劑

專家委員會（簡稱JECFA）在2005年進行有關氨基甲酸乙酯的評

估，認為經食物（不包括酒精飲品）攝入的氨基甲酸乙酯量，對健

康的影響不大，但經食物加上酒精飲品攝入的氨基甲酸乙酯總

量，則可能對健康構成潛在風險。專家委員會建議採取措施，減少

一些酒精飲品的氨基甲酸乙酯含量。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在2007年

再次對氨基甲酸乙酯進行評估，重新分類下把這種物質由第2B組

「或可能令人類患癌的物質」調升至第2A組「可能令人類患癌的

物質」，顯示專家認為這物質的致癌風險較以往所知的為大。

不同的發酵食物，例如麵包、豉油、乳酪和酒精飲品(如烈酒、

葡萄酒及啤酒)，檢出的氨基甲酸乙酯含量不一。根據食物安全中心

在2009年發表的報告，各類食物中，豆類食品（發酵大豆食品）的

氨基甲酸乙酯含量平均值最高（每千克0.121毫克），其次是酒精飲

品（每千克0.056毫克），詳情見表二。以個別食品來說，氨基甲酸乙

酯含量最高的是南乳（平均值為每千克0.386毫克；範圍由每千克

0.150至0.650毫克）和中國黃酒（平均值為每千克0.265毫克；範圍

由每千克0.140至0.390毫克）。亦有幾種食品檢測不到氨基甲酸乙

酯，分別是饅頭、臭豆腐、乳品基發酵飲品、鹹魚和壽眉茶。

有瘀血，需要補氣、補血和溫通經絡，有些

人或會以黨參、北芪、鹿茸等藥材煲雞湯，

當中加入黃酒或糯米酒供產後婦女服用，

亦有人會以酒和薑炒雞飯代替；然而，必須

視乎體質和當時身體狀況再作決定。

蘇博士表示，從中醫角度看，喝酒有

幾點應注意：

1. 選較陳年和酒精濃度較低的酒

2. 喝酒時的情緒很重要，應在輕鬆、

心情好的時候才喝。緊張時，身體在「氣

鬱」的狀態，不適宜喝酒。

3. 不要與其他藥物或茶、咖啡類飲

料同服。

4. 要慢慢喝，不要急。

5. 喝酒必須適度，不可過量，否則會

傷肝，使之不能解毒，更可傷及腎和腦。

在解酒方面，蘇博士表示，中醫用葛

花、五味子、鬱金等作為基礎，再配合身體

狀況加減適合的藥材輔助解酒。

廠商意見
「花之月」珍藏極品五年陳花雕酒

（樣本#1）和「松鶴牌」江西珍藏吉品五年

陳黑糯米酒（樣本#20）的代理商表示，收

到本會報告後，已瞭解氨基甲酸乙酯是否

由原材料抑或在生產工序中產生。該公司

稱已參考食物安全中心所發出的《有關貯

存及運送期間減少酒精飲品的氨基甲酸乙

酯》指引，作出相應措施以減少因儲存或

運輸不當所生成的氨基甲酸乙酯。

「會稽山」陳五年紹興花彫酒（樣本

#12）的生產商表示，在紹興酒的生產過程

及儲存時會產生氨基甲酸乙酯，而非添加

劑，目前中國對紹興酒中的氨基甲酸乙酯

含量沒有具體的標準。對於是次的測試結

果，該公司認為其產品樣本的氨基甲酸乙

酯含量屬正常。

「古越龍山」正宗紹興陳年花彫

（五年）（樣本#16）的供應商認為，酒精

飲品裏對人最大危害的是酒精；另該公司

表二：各類食物的氨基甲酸乙酯含量

食物種類

氨基甲酸乙酯含量
(毫克/千克) [1]

食物的每天
人均進食量(克)

[2]平均值 範圍

發酵大豆食品 
(包括腐乳、南乳、豆豉、臭豆腐)

0.121 檢不出至0.650 0.66 克

酒精飲品
(包括啤酒、麥酒、黃酒、高粱酒、米酒、葡萄酒、
梅酒、蘋果酒、再製酒、蒸餾烈酒)

0.056 檢不出至0.390 33.1 毫升

發酵豬肉製品 0.018 0.012至0.029 0.47 克

調味料及醬料 
(包括豉油、蠔油、醋、調味料及醬油)

0.005 檢不出至0.044 6.16 克

醃製∕乾製蔬菜 0.003 檢不出至0.010 2.13 克

發酵穀物類食品 
(包括麵包、餅乾)

0.002 檢不出至0.0086 48.2 克

不含酒精飲品 
(包括果醋、茶葉)

0.001 檢不出至0.015 345 克

發酵乳類製品 
(包括芝士、乳酪、乳品基發酵飲品)

0.0004 檢不出至0.0011 3.97 克

鹹魚 檢不出 檢不出 0.4 克

資料來源：食物安全中心2009年的報告。

[1]  食物安全中心的報告原以「微克/公斤」作為標示單位，為了與本會的測試結果作對比，
本會將單位轉換成「毫克/千克」(ppm)，並在有需要時以「四捨五入」為原則減少小數位。

[2] 如食物類別包括固體及液體食物，假設每毫升液體食物重一克，以計算該食物類別的每天
人均進食量。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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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間店舖涉售賣「偽冒藥物」被定罪 

有店舖再度涉案
在是次公布的兩間店舖中，位於銅

鑼灣景隆街名為「信泰中西藥房」的店舖，

過往亦曾涉及偽冒藥物案件，有關人士於

2011年初被定罪，而本會去年亦先後在本

會網站及《選擇》月刊內公布其店舖名稱

及地址。

消費者可向海關舉報
根據《商品說明條例》，出售或供應

附有偽造商標或虛假商品說明的貨品屬嚴

重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50萬

及監禁5年。

市民如對藥物真偽有所懷疑，應立

即停止服用，並向供應商或商標持有人作

出查詢。若發現有售賣偽冒藥物的情況，可

致電海關24小時熱線2545 6182舉報。

      資料來源：香港海關

本會近日從香港海關收到2宗於今年3月定罪的售賣

偽冒藥物案件資料，涉案的店舖分別位於港島及九龍。

又表示，所有發酵產品都含有氨基甲酸乙

酯，但氨基甲酸乙酯是否對人體有害仍有

爭論。

「永生」珍珠黑糯米酒（樣本#24）的

供應商表示，日後會在產品說明加註「飲酒

過量有礙健康」的警告字樣。

「本場」紀州熊野梅酒（樣本#26）

的生產商表示，食品法典委員會和日本的

食品衞生法例均沒有對氨基甲酸乙酯設

限，加拿大方面則規定不能超過0.2ppm，

而該公司在日本當地化驗得出的結果亦只

是0.02ppm，因此，該公司認為其產品沒有

問題。

「中田」紀州の梅酒（樣本#29）的生

產商表示，其產品內檢出氨基甲酸乙酯，是

因為梅的果核內的天然物質與乙醇發生化

學作用所生成，而不是添加劑或在生產過

程中混雜的物質。該公司又認為，該產品樣

本在是次測試只是檢出每千克0.04毫克的

氨基甲酸乙酯，與其他核果酒類測試得到

的結果比較，含量相對低。該公司指，參考

加拿大的標準，每千克0.04毫克的氨基甲

酸乙酯含量只高於葡萄酒及啤酒的限量，

而比其他酒類的限量為低，因此認為其產

品的氨基甲酸乙酯含量並不會引起問題。

「梅乃宿」鶯梅梅酒（樣本#32）的

生產商指出，加拿大嚴格限制進口日本清

酒的氨基甲酸乙酯含量在200ppb（即0.2 

ppm）以下，而該公司的產品的氨基甲酸

乙酯含量遠低於此限量，因此符合規定。

該公司又表示會實施減少氨基甲酸乙酯含

量的措施，例如提高存貨周轉率（turnover 

ratio）和冷凍系統。

涉及售賣偽冒藥物店舖名稱 (2012年3月定罪案件)
涉案店舖

名稱及地址
涉案偽冒藥物名稱

有關控罪
(干犯人)

有關刑罰

港島

1
信泰中西藥房 

銅鑼灣景隆街
6號地下A舖

應用虛假商品說明
●「康寧克通-A肌肉注射劑」              
「KENCORT-A Intramuscular 1 c.c.」

●「滅濕痛膠囊」
 「BEVIDAN Capsules 50's」

a 
(1名店員及
經營該店舖

的公司)

●  店員被判監禁
4個月

●  經營該店舖的
公司被判罰款
$10,000

九龍

2

永安中西大藥房

尖沙咀金巴利道
16號香檳大廈
地下3號舖

應用虛假商品說明
●「100粒裝風濕靈膠囊」
「TRANKAL 100 Capsules」

●「50毫升溶液裝人體血清蛋白」    
「HUMAN ALBUMIN 25%，50ML 
SOLUTION」

●「30粒裝超速效風濕尅星膠囊」
「ANTI RHEUMA CAPSULES 30's」

應用偽造商標
●「風濕靈」「TRANKAL」

a, b 
(經營該店舖

的公司)

●  罰款$4,000

控罪：
a  違反香港法例第362章《商品說明條例》第7(1)b條「管有應用虛假商品說明的貨品供作銷售」。

b  違反香港法例第362章《商品說明條例》第9(2)條「管有應用偽造商標的貨品供作銷售」。

註

1間為再度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