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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物語

何謂「有機食物」？
「有機食物」（Organic Food）一般指

以有機標準生產，並由相關的認證團體或

官方機構認證的食物。

有機生產原則
食品法典委員會已為有機食物的生

產、加工、銷售及標籤制定指引；而部分國

際組織和國家也因應本身的情況而制定了

類似的指引。現時約有四十多個國家制定

了有機生產及加工標準，另外約有十多個

國家在草擬當中。簡單來說，有機生產有下

列條件：

（一）在種植方面，避免使用化學性除

害劑及肥料，而採用輪作法，使用農作物殘

餘、動物及植物堆肥，使用經核准的礦物質

和採用生物害蟲防治方法，來維持土壤生產

力，提供植物養份，防治病蟲、害蟲和雜草；

（二）飼養動物方面，避免使用抗生

素、生長激素和其他動物飼料添加劑，而採

用有機飼料，適當地控制家禽比例，採用的

家禽管理系統必須符合家禽行為的需要、

減低動物的壓力及促進動物身心健康，例

如採用自然放養方式飼養動物，確保動物

有足夠空間作自由活動等。

（三）符合有機生產標準，禁止使用基

因改造技術及電離輻射法，後者是利用輻

射能量處理食物的食品加工技術，以減低

食物的細菌、害蟲或寄生蟲數量、消滅霉菌

及酵母或減低它們的活躍度，從而延長食

物的保質期。

有機認證
認證是一個用來核實產品是否符合

某一特定標準的系統。由於有機農產品無

法僅憑產品外觀或籍化學成分分析確認，

必須經由一個獨立專業機構建立一套完整

而具公信力的驗證體系，查驗生產環境及

栽培過程是否依照有機標準辦理，然後簽

發認證。消費者憑著有機認證，便可識別哪

些是有機產品。

本地有機認證機構

漁農自然護理署於2002年12月從蔬

菜統營處的農業發展基金撥款予香港浸會

大學、香港有機農業協會和綠田園基金三

個非牟利組織，由他們合作成立香港有機

資源中心，訂定有機農產品的標準，提供認

證服務，並設立網上資料庫，為行業和消費

者提供資訊及交流訊息。香港有機資源中

心認證有限公司在2004年12月正式啟動

認證系統，首輪實地檢查於今年1月進行，

首批認證已於今年6月初發出，獲認證的單

位包括三個農場和一個加工生產商。

根據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的資料，現時全球

約有26萬平方千米的有機農地，比去年增加接近一

成。一些大型超市或有機食品專門店都有發售不同

種類的有機食物，如有機蔬菜、穀類產品、雞蛋、乳酪

等。有意購買的消費者不妨先認識有機生產原則和

產品上的有機認證標籤代表甚麼。

有機食物
是否較有營養、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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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香港有機認證中心從

1998年開始為本港及華

南地區作有機認證，至今

已為二十多個農戶、商戶

作認證，主要認證產品

是有機米、有機茶、有

機荔枝、龍眼及桂圓肉、有機蔬

菜及香草等。

外地有機認證組織

認證機構負責認證產品

是否有機產品，但誰來認證這些認證機構

呢？原來國際間有一個名為國際有機農業

運動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s，簡稱IFOAM）的組織，

認可了三十多個認證機構。這些機構使用

的認證標準須符合IFOAM的基本標準及其

認可條件。

另外，有些國家，例如美國及日本，規

定有機認證機構須獲有關當局認可，才可為

當地出售的有機產品提供認證服務。美國農

業部（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簡稱

USDA）認可了九十多個認證機構，該等機構

為美國當地出售的有機產品提供認證服務。

附有「USDA ORGANIC」標籤的產品，表示最

少含95%有機成分。而獲日本農林水產省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of Japan，簡稱MAFF Japan）認可的認證機構

證實產品符合有機品質管理系統及日本農

林規格標籤管理程序後，產品可使用日本農

林規格有機認證（Japan Agricultural Standard

Organic Certification）標籤。

此外，市場上的有機認證機構數目繁

多，附表列舉一些本港有機食品包裝上常

見的外地有機認證機構，供消費者參考。

本港法例
現時本港沒有有機食物的生產或

標籤法例，不過在市面出售的有機食物

跟非有機食物（下稱一般食物）一樣，必須

符合本港有關食品法例的要求。

本地有機食物市場
市面有機食物種類繁多，且多為從外

地入口的預先包裝食物，包括穀類產品、乾

豆、乳酪、飲品、預先包裝的蔬菜及水果、有

機動物產品（如雞蛋、肉類加工食品），在百

貨公司、大型超級市場及有機產品專門店

出售。根據綠田園基金在2004年出版的《香

港有機指南》，全港約有40個有機產品零售

商，約有八成產品從外地入口。入口國主要

為美國及內地，其次是澳洲、加拿大、新西

蘭、英國及其他歐亞國家。

本港生產的有機食物以蔬菜為主，

可在標明出售蔬菜統營處有機蔬菜的街

市檔舖、超級市場、健康食品店、有機農場

或有機農業團體所舉辦的有機農墟直接

購買。

比較有機食物和一般食物
根據英國食品標準局（Food Standards

Agency）的資料，以現有的證據衡量，有機

食物與一般食物在食物安全及營養上沒有

實質的分別。美國農業部也不定論有機食

標籤
圖片

認證機構 機構全名 所屬國家
給予認可
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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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不適用 I：IFOAM認可 U：USDA認可

本港有機食品包裝上常見的外地有機認證機構

物較一般食物安全或更有營養，兩者的分

別只在於生產、處理及加工過程。

不使用除害劑和獸藥？

有機生產避免用化學性除害劑及獸

藥，但也有機會受鄰近的農場所使用的化

學性除害劑或獸藥污染，不過理論上食用

有機食物可減低該等化學物的攝入量。

但換一個角度看，一般食物使用除害

劑和獸藥不能被說為不安全。國際間對除

害劑的使用及殘餘量都有法例監管，若食

物生產是根據法例使用化學物及確保殘餘

量對人體不構成威脅，應屬安全。

本港常見的官方

有機認證標籤：

美國農業部有機

認 證 標 籤

（上），日本農

林規格有機認證

標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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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物語

不使用基因改造成分？

有機食物不准許含基因改造成分。可

是也不能排除，基因改造農作物的種籽會

由鄰近的基因改造農場飄移到有機農場，

所以也難保證有機食物完全不受基因改造

成分污染。

基因改造食物對人類長遠影響還未

有一致定論，較重要是基因改造食物的生

產有適當的監管及妥善的標籤，讓消費者

知所選擇。

不使用殺真菌劑？

霉真菌毒素（mycotoxin）是生長在

農作物霉菌中的毒素。有機耕作避免使用

殺真菌劑（anti-fungal chemical），可能導

致農作物更易受霉真菌毒素污染。但現時

沒有足夠證據證明使用殺真菌劑可有效

預防霉菌產生霉真菌毒素。所以，不能定

論有機食物比一般食物更易受霉真菌毒

素污染。

微生物風險

進行有機耕作時，若使用未經適當

處理的堆肥，或不恰當使用堆肥，可能使食

物受病原體污染，增加食物中毒的機會。但

現時沒有確實的證據證明有機食物比一般

食物有較高或較低的微生物安全性。食物

的微生物安全性完全視乎在食物的生產及

製作過程中如何控制微生物產生的危害，

有機食物及一般食物同樣需要這樣的控制

措施。

營養成分

有機食物的營養成分，包括維他命或

礦物質的含量，跟一般食物基本上相同。現

時沒有確實的科學證據指出有機食物比一

般食物含有較多有益的營養素。事實上，不

論食物是由有機或一般方式生產，多元化

及均衡的飲食已足夠提供人體所需的各種

營養素。

有機食物的價錢較貴
外國調查

澳洲消費者協會於2004年9月在其

刊物發表的一篇有機食品文章，比較了14

種一般食品及其相應的有機食品的價錢，

其中9種屬不同牌子，而5種則屬同牌子。

結果發現大部分（12種）食品的有機

產品比一般產品貴，相差由不到一成至一

倍多不等，另有1種食品的有機產品比一般

產品略為便宜，餘下1種食品的有機及一般

產品價格相同。

本地情況

本會就有機及一般的預先包裝入口

食品及新鮮蔬菜作了簡單的價格調查。由

於同牌子的有機及一般產品在本港市場上

並不常見，故調查中大部分的有機及一般

食品並非同牌子。

預先包裝食品

搜集了2間大型超市資料，比較雜錦

果麥（Muesli）及乳酪2類食品的有機產品及

一般產品的價錢。雜錦果麥共18款，其中3

款標明為有機產品。乳酪共25款，其中5款

標明為有機產品。

● 雜錦果麥方面，由於產品有不同配

方，例如有些加入果仁或水果，價格因而有

差別。以所有產品的平均價格計算，有機產

品與一般產品每100克的售價非常接近。不

過調查中發現有牌子的有機產品比同牌子

的一般產品差不多貴六成。

● 乳酪方面，一般產品的價錢本身有

很大差別，最高可相差1至2倍，但普遍比有

機產品便宜。以每100克產品平均價格計

算，有機乳酪比一般乳酪約貴七成。

新鮮蔬菜

搜集了3個位於不同地區的街市資

料，共比較了8種有機蔬菜及同類一般蔬菜

的價錢，發現有機蔬菜通常較貴。其中一個

街市，有機唐生菜每斤$8，一般唐生菜平均

每斤$5.5，前者約貴五成。另一街市中，有

機通菜每斤$9，一般通菜每斤$4，前者約

貴一倍。

要注意的是，產品價格可受來源地、

品牌、市場定位、供應量、銷售渠道及時間

等因素影響，以上統計只供消費者一般參

考，並不代表全面市場情況。普遍而言，有

機食物價格比一般食物高，因為有機耕種

要求更多的人力和更良好的田間操作技

術，以達至存護能源、土壤和水源，實行可

持續農業，生產成本因而較高。

國際消聯對食物有機標籤
的研究

國際消費者聯會於2004年發表「環

保食物聲稱（Green Food Claims）」研究報

告，參與國家共8個（奧地利、捷克、丹麥、意

大利、挪威、羅馬尼亞、斯洛文尼亞及美

國），研究食物的有機標籤，結果發現有三

方面的問題：

一、有機認證標籤太多，容易造成混

亂。例如在挪威，從其他歐洲國家入口的有

機食物，不一定附有挪威的官方有機標籤，

而消費者未必熟悉其他歐洲國家有機認證

機構的有機標籤。反觀在美國，雖然有機認

證機構接近一百個，但他們全須要獲美國

農業部認可。

二、有些標籤容易與有機標籤混淆。

有些食物附有「環保等級（conserva t ion

grade）」或「環境友善生產（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roduction）」標籤，但這些聲稱缺乏

獨立的驗證及標準，令消費者無法判斷這

些是否有機食物。

三、誤導性的Bio產品名稱。Bio可解作

生命或生物，容易令人聯想到「健康」和「環

保」，但不一定等於有機。非有機食物若使

用Bio作產品名稱，可能會誤導消費者以為

這些是有機食物。歐盟已禁止非有機食物

使用Bio作產品名稱，2009年以後這些產品

將在歐洲市場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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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是有機食物嗎？
（一）認證為有機

包裝上有「Certified Organic」（經認證為有機）、「Certified by xxx」（由xxx認證）或附

有有關認證機構的標籤資料，可判斷為有機產品。此外，有些加工食品可能只是某些成

分是有機原料，產品的成分表上可能列明是經某機構認證的。這些產品可根據有機原

料的百分比標明是「Organic Product」（有機產品）、「Made with Organic Ingredient」（含

有機成分）或其他標籤，然而這些標籤及相關規定會因不同的認證機構而有異。

（二）聲稱有機食物

產品在包裝上、貨架上或其他標示上標籤為有機，但標籤可能只是由生產商、入口

商、批發商、零售商或其他機構提供，並沒有獨立有機認證機構的認證資料。例如多數

本地生產的有機蔬菜、一些由內地或外國入口的散裝有機蔬菜，及本來入口時有認證，

但被零售商拆開以零售包裝出售的有機產品。這類產品的有機狀態或有機完整性，不

一定比有認證的差，只是消費者無從判斷。

（三）聲稱中含有與有機相關字眼的食物

產品沒有標明為有機食物，只是含有一些生產過程中有使用或無使用某些物料的

資料，如無化學肥料、無化學除害劑、不含農藥、有機肥料耕種或堆肥耕種等。由於有機

產品並非單單指用或不用某類物料來生產，而是一套整體的操作標準，所以嚴格來說，

食物的生產過程「用了」或「無用」某些物料，不等於有機。

另外，亦有食物的標籤容易與「有機」混淆，例如天然、野生、環保、綠色、無公害、無

污染、健康等，部分含有特定的意義，但部分只是產品的宣傳技巧。

■ 綠色食品

這是中國農業部屬下的綠色食品發展中心發出的產品認證，分A及AA級兩種。該中

心向本會表示，A級限量使用化學合成生產物料，與有機生產原則不同；AA級的生產過

程 則不使用化學合成的農藥、肥料、食品添加劑、飼料添加劑、獸藥及有害於環境和人

體健康的生產物料，而是通過使用有機肥、種植綠肥、作物輪作、生物或物理方法等技

術，培肥土壤，控制病蟲草害，保護或提高產品品質，與有機生產原則相同。

■ 無公害

內地有無公害蔬菜的認證，聲稱可確保產品的生產過程合理地使用化學農藥及化

學肥料，產品上的農藥殘餘沒有超過特定標準，但這些產品並不是有機。

■ 野生

有機生產標準也包含「野生」的概念，若產品符合有機生產標準，經認證後也可標

籤為有機食物。但純粹標籤為「野生」的產品未必等同有機。

■ 天然、環保、無污染、健康

這些標籤沒有特定的標準，可能跟產品是否以有機標準生產沒有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