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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報告

腸仔蛋、窩蛋牛肉飯、蛋包飯、溫泉蛋、溏心蛋、燻蛋、意

大利芝士蛋糕、布丁及高力豆沙等等受歡迎食物的共通點是

什麼？答案是都含有蛋。流行病學調查指出，不少沙門氏菌食

物中毒個案源於進食了蛋或蛋製品。

本會與食物安全中心合作，於今年6月至7月進行一項微

生物研究，測試100款可能含有生雞蛋或輕度烹製雞蛋的食物

是否含有沙門氏菌，研究未有檢出含沙門氏菌的樣本。

100款含蛋食物
沙門氏菌測試

+健康食蛋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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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蛋與沙門氏菌食物中毒
本地及海外的流行病學調查均指出，

不少沙門氏菌食物中毒個案是由於進食了

蛋或蛋製品。本港衞生署的資料顯示，從

2010年至2014年8月間共錄得83宗確診由

沙門氏菌所引致的食物中毒個案，其中38

宗（約46%）與進食蛋有關；這些個案的主

要成因懷疑是進食未經徹底煮熟的食物

或生吃食物。

有關食物內沙門氏菌的規管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規定，凡出

售不宜供人食用的食物，即屬違法。

為協助詮釋食品的微生物含量分

沙門氏菌可引致食物中毒
沙門氏菌是本港常見引致食物中毒

的致病原之一。雖然徹底煮熟食物（食物

中心溫度應至少達到75℃及維持30秒）

能有效殺死沙門氏菌，但吃下受沙門氏菌

污染的生或未經徹底煮熟的食物，或進食

在烹煮過程後再受沙門氏菌污染的即食食

物，可引致食物中毒；大部分人會在6至72

小時內出現症狀，包括噁心、發燒、腹痛、

腹瀉及嘔吐等，病程為2至7天。大部分情

況下，患者毋須治療即可康復，但是長者、

嬰兒及免疫力較弱的人病情通常較為嚴

重，甚至可引致死亡。

沙門氏菌常見於蛋、肉和奶
沙門氏菌（Salmonella）是一種廣泛

存在的桿狀細菌，目前已發現的沙門氏菌

血清型超過2,500種。

沙門氏菌可存在於人類及動物（如家

禽、豬、牛等食用動物，以及鳥類、爬蟲類

如龜等動物）的腸道內，亦會隨糞便排出體

外，因此沙門氏菌較常見於動物源性食物，

包括蛋、肉和沒有經過殺菌程序的奶。其他

食物包括蔬菜也可能因受糞便污染而含有

沙門氏菌。另外，由於沙門氏菌可以在自然

環境和食物加工廠內的設備中生存，若食

物處理不當或衞生欠佳，食物亦可能在加工

或配製過程中受到沙門氏菌的交叉污染。

測試100款食物

是次研究的目的，是測試一些在食肆

出售、可能含有生雞蛋或輕度烹製雞蛋的

食物是否含有沙門氏菌。

在2014年6月至7月期間，食物安全

中心職員以消費者身份從本港各個地區的

100間食肆，包括獨立及連鎖店舖，搜集了

12類共100款食物樣本，分別為：

● 10款窩蛋牛肉飯/肉醬蛋飯

● 9款滑蛋（豬/牛/雞/蝦）肉飯

● 6款奄列蛋飯/蛋包飯

● 11款賽螃蟹

● 4款含奄列的菜式

● 10款含太陽蛋/煎蛋的菜式

● 5款布丁

● 10款意大利芝士蛋糕/慕斯蛋糕

● 10款高力豆沙

● 6款燻蛋

● 8款溫泉蛋/含溫泉蛋的菜式

● 11款溏心蛋/含溏心蛋的菜式

搜集樣本時，若食肆提供生蛋或熟

蛋的選項，食物安全中心職員會抽取含生

蛋（例如太陽蛋）而非熟蛋（例如反蛋）的

食物作檢測。

測試報告

部分測試的食物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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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食物安全中心制定了《食品微生物含

量指引》（《指引》），說明有關食物的微

生物含量準則，用以顯示及評估食物的安

全和衞生質素。根據《指引》，在25克一般

即食食品樣本中沒有檢出沙門氏菌，微生

物質素即屬滿意；反之，在25克一般即食

食品樣本中檢出沙門氏菌，微生物質素便

屬不滿意，即可能危害健康及∕或不宜供

人食用。

測試項目
所有樣本在搜集後保存在4℃或以下

並送交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的公共衞生化

驗服務處進行沙門氏菌化驗。

由於不同甚至相同店舖在配製同一

食物種類時，可能因原材料、配方、製作過

程（如烹煮的時間和溫度）等因素而影響

所含雞蛋的生熟程度，以至是否檢出沙門

氏菌，測試結果只反映所抽取樣本而非有

關零售點的所有製品的沙門氏菌情況。

測試結果
研究未有檢出含沙門氏菌的樣本。測

試樣本的資料見表一。

消費者仍需小心食用含蛋食物
是次研究受資源及設計所限，只集中

檢驗個別可能較常含生雞蛋或輕度烹製雞

蛋的食物種類，並只能涵蓋100款樣本，因

此未能完全反映市面上有關食物含沙門氏

菌的實際情況。從統計學的角度而言，可能

需要檢測大量樣本（例如數百以至過千），

才有更大機會發現含沙門氏菌的樣本。

然而，未經徹底煮熟的蛋或蛋製

品，和以生蛋配製的食物，均曾牽涉於外

國及本地發生的食物中毒個案。由於雞蛋

是膳食中重要的部分而較常食用，若消費

者經常進食未經徹底煮熟的蛋或蛋製品

或以生蛋配製的食物，感染沙門氏菌引

致的食物中毒的風險會較大。故此，業界

及消費者都不應因是次研究的結果而掉

以輕心。



食肆名稱 地址 食物名稱

窩蛋牛肉飯/肉醬蛋飯

太平館餐廳 油麻地茂林街19-21號 免治牛肉飯

水手快餐店 石硤尾仁寶大廈 窩蛋牛肉飯

永樂園餐廳 中環昭隆街19號 窩蛋免治牛肉飯

明記茶餐廳 元朗安寧路192號 窩蛋牛肉飯

東泰茶餐廳 北角富邦大廈 窩蛋免治牛肉飯

奇樂餐廳 沙田新翠邨商場 免治牛肉滑蛋飯

美新茶餐廳 佐敦白加士街31號 窩蛋牛肉飯

開心美食 荃灣三陂坊28號 窩蛋免牛飯

翠河餐廳 北角富邦大廈 窩蛋免治牛肉飯

麗絲 香港仔華富邨二邨商場中心 窩蛋牛肉飯

滑蛋(豬/牛/雞/蝦)肉飯

Ca-Tu-Ya 吉豚屋 九龍灣淘大商場第三期 滑蛋吉列豬扒飯便當

丼丼屋食堂 鰂魚涌太古城中心 滑蛋豬扒丼

甘味 鑽石山荷里活廣場 滑蛋豬扒飯

和民居食屋 葵涌新都會廣場 東京滑蛋豬扒飯

金華茶餐廳麵包西餅店 觀塘坪石邨鑽石樓 滑蛋牛肉飯

迎囍大酒樓 大埔大埔超級城 滑蛋蝦仁飯

盛八食堂 銅鑼灣名店坊 日本濃厚咖哩牛肉滑蛋飯

魚之味迴轉壽司 將軍澳都會豪庭 滑蛋炸雞飯

麻布茶房 屯門時代廣場北翼 親子飯

奄列蛋飯/蛋包飯

UCC Coffee Shop 大角咀奧海城商場第2期 煙肉什菇奄列飯

戶井北海道米比薩 屯門V city 咖喱漢堡扒蛋包飯

生原創蛋包飯 天后劍明大廈 吉列三文魚蛋包飯

富田和食亭 佐敦康僑大廈 日式奄列炒飯

壹番屋 銅鑼灣皇室堡 牛肉奄列飯

銀咖喱 粉嶺花都廣場 芝士海鮮蛋包飯

賽螃蟹

大自然素食 銅鑼灣黃金廣場 蟹皇芙蓉翅

王家沙酒家 九龍塘又一城 瑤柱賽螃蟹

利寶閣 銅鑼灣利舞臺廣場 明太子賽螃蟹

金潮小廚 葵涌恒景商場 流沙帶子賽螃蟹

前門飯莊 青衣青衣城 干貝蛋白

清真牛肉館 九龍城打鼓嶺道33-35號 賽螃蟹

彩福皇宴 紅磡都會商場 京式賽螃蟹

榮興小廚 灣仔寶業大廈 賽螃蟹

樂天皇朝 銅鑼灣利舞臺廣場 瑤柱芙蓉賽螃蟹

蕃薯苗小館 北角北角道17號 賽螃蟹

聯邦皇宮 屯門啟豐園商場 京式賽螃蟹

含奄列的菜式

多寶茶餐廳 元朗權益大樓 火腿奄列米粉

金星茶餐廳 葵涌石籬商場2期 火腿奄列

華星冰室 旺角西洋菜街107號 牛肉奄列

嘉樂冰廳 荃灣新村街40號 火腿小奄列

含太陽蛋/煎蛋的菜式

大快活 牛頭角彩德商場 火腿雙蛋

三和茶餐廳 橫頭磡富茂街街市 太陽蛋配厚多士

大家樂 香港仔華貴邨商場 煎雙蛋拼腸仔迷你厚多

好味道茶餐廳 深水埗長沙灣道29號 香腸煎蛋

美心MX 大埔大埔墟火車站 腸蛋一丁麵

英發茶餐廳 上水新豐路77號 煎雞扒火腿太陽蛋連多士

振興燒味餐廳 大埔大元邨美食廣場 腿蛋雪菜肉絲米

翠華餐廳 香港仔舊大街108號 特式早餐(太陽蛋)

澳門茶餐廳 尖沙咀樂輝商業大廈 魚柳,牛角包,腸蛋(煎蛋)

龍鳳冰室 銅鑼灣大坑全興樓 腸仔煎蛋牛油多士

食肆名稱 地址 食物名稱

布丁

木子甜品 油塘大本型
雞蛋布丁、黑糖雞蛋布丁、
可可雞蛋布丁

五代同糖 上水上水中心購物商場 雞蛋布丁

尼斯餐廳 西營盤皇后大道西335-339號 布甸

殿糖級 九龍城衙前圍道74號 雞蛋布丁

貓山皇 元朗利發大廈 榴槤雞蛋布丁

意大利芝士蛋糕/慕斯蛋糕

2/3 Dolci 鰂魚涌糖廠街9-15號 Tiramisu

Balencia Bakery 荃灣灣景廣場購物中心 朱古力慕絲蛋糕

Chez Shibata 尖沙咀圓方 Tiramisu

GCX 黃竹坑One Island South Tiramisu

i l  Bel Paese 中環堅道85號 Chocolate Mousse

Italian Tomato Café 灣仔中港大廈F 意大利芝士蛋糕

Pizza Express(HK)Ltd. 沙田新城市廣場 Tiramisu

東海堂 天水圍嘉湖銀座二期 意大利芝士之丘

荳子 荃灣海壩街99號 佰爵茶慕思蛋糕

甜品堂 西營盤仁信大廈 意大利芝士餅

高力豆沙

又一棧 九龍塘又一城 高力豆沙

上海婆婆 上水上水廣場 高力香蕉豆沙

小甜甜 旺角歐美廣場 高力豆沙

北京人家 荃灣荃新天地 高力蛋白豆沙香蕉

杭州酒家 灣仔華懋莊士敦廣場 高力豆沙

京菜泰豐廔 尖沙咀漆咸道29-31號 高力豆沙

香港老飯店 北角麗東酒店 高麗豆沙

家傳滬曉 荔枝角曼坊 高力豆沙

湘川滬大飯店 天水圍嘉湖銀座第2期 高力豆沙香蕉

霸王山莊 大角咀奧海城商場第3期 雪城高力豆沙

燻蛋

老上海飯店 灣仔世紀酒店 燻蛋

江南美廚酒家 九龍城九龍城廣場 燻蛋

金滿庭 九龍灣德福廣場II期 黃金燻蛋

南翔饅頭店 荃灣綠楊坊 上海燻蛋

夏麵館 屯門安定邨 夏味燻蛋

囍宴廚藝 灣仔灣仔道83號 桂花燻蛋

溫泉蛋/含溫泉蛋的菜式

三上日本料理 元朗紅棉洋樓 溫泉蛋

自家烏冬 將軍澳PopCorn 溫泉玉子

吉野家 屯門雅都花園 溫泉玉子

別府駅前拉麵 柴灣杏花新城 牛肉溫泉蛋讚岐手打烏冬

味吉 沙田禾輋商場 溫泉蛋

築地日本料理 中環結志街46號 麵豉湯拉麵加半熟蛋

藝程雅聚 大埔大美督龍尾村64B 溫泉蛋蕃茄沙律

麵屋一平安 銅鑼灣永光商業大廈 特製日式撈拉麵

溏心蛋/含溏心蛋的菜式

一人前拉麵 元朗聯發洋樓 溏心蛋

八王子拉麵館 佐敦白加士街127號 溏心鹵蛋

大阪王將 旺角家樂坊 溏心蛋

大熱高湯面 北角華凱大廈 溏心蛋白高湯米線

山頭火 鰂魚涌康怡廣場(南) 半熟醬焗雞蛋

元札幌拉麵 長沙灣宇晴滙商場 日本溏心蛋

味千拉麵 上水新都廣場 熊本拉麵加溏心蛋

和平飯店 油塘大本型 溏心蛋

柏熊屋 觀塘麗港中心 溏心蛋

壹碗麵 鰂魚涌濱海街48號 溏心浸酒蛋

鳴門魚湯麵亭 荔枝角碧海藍天 溏心蛋

＊ 全部樣本在25克食物內未有檢出沙門氏菌屬(Salmonella  spp.)。              F  有關公司表示該分店於11月結業。註

表一：測試樣本✽
測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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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食蛋貼士食肆名稱 地址 食物名稱

窩蛋牛肉飯/肉醬蛋飯

太平館餐廳 油麻地茂林街19-21號 免治牛肉飯

水手快餐店 石硤尾仁寶大廈 窩蛋牛肉飯

永樂園餐廳 中環昭隆街19號 窩蛋免治牛肉飯

明記茶餐廳 元朗安寧路192號 窩蛋牛肉飯

東泰茶餐廳 北角富邦大廈 窩蛋免治牛肉飯

奇樂餐廳 沙田新翠邨商場 免治牛肉滑蛋飯

美新茶餐廳 佐敦白加士街31號 窩蛋牛肉飯

開心美食 荃灣三陂坊28號 窩蛋免牛飯

翠河餐廳 北角富邦大廈 窩蛋免治牛肉飯

麗絲 香港仔華富邨二邨商場中心 窩蛋牛肉飯

滑蛋(豬/牛/雞/蝦)肉飯

Ca-Tu-Ya 吉豚屋 九龍灣淘大商場第三期 滑蛋吉列豬扒飯便當

丼丼屋食堂 鰂魚涌太古城中心 滑蛋豬扒丼

甘味 鑽石山荷里活廣場 滑蛋豬扒飯

和民居食屋 葵涌新都會廣場 東京滑蛋豬扒飯

金華茶餐廳麵包西餅店 觀塘坪石邨鑽石樓 滑蛋牛肉飯

迎囍大酒樓 大埔大埔超級城 滑蛋蝦仁飯

盛八食堂 銅鑼灣名店坊 日本濃厚咖哩牛肉滑蛋飯

魚之味迴轉壽司 將軍澳都會豪庭 滑蛋炸雞飯

麻布茶房 屯門時代廣場北翼 親子飯

奄列蛋飯/蛋包飯

UCC Coffee Shop 大角咀奧海城商場第2期 煙肉什菇奄列飯

戶井北海道米比薩 屯門V city 咖喱漢堡扒蛋包飯

生原創蛋包飯 天后劍明大廈 吉列三文魚蛋包飯

富田和食亭 佐敦康僑大廈 日式奄列炒飯

壹番屋 銅鑼灣皇室堡 牛肉奄列飯

銀咖喱 粉嶺花都廣場 芝士海鮮蛋包飯

賽螃蟹

大自然素食 銅鑼灣黃金廣場 蟹皇芙蓉翅

王家沙酒家 九龍塘又一城 瑤柱賽螃蟹

利寶閣 銅鑼灣利舞臺廣場 明太子賽螃蟹

金潮小廚 葵涌恒景商場 流沙帶子賽螃蟹

前門飯莊 青衣青衣城 干貝蛋白

清真牛肉館 九龍城打鼓嶺道33-35號 賽螃蟹

彩福皇宴 紅磡都會商場 京式賽螃蟹

榮興小廚 灣仔寶業大廈 賽螃蟹

樂天皇朝 銅鑼灣利舞臺廣場 瑤柱芙蓉賽螃蟹

蕃薯苗小館 北角北角道17號 賽螃蟹

聯邦皇宮 屯門啟豐園商場 京式賽螃蟹

含奄列的菜式

多寶茶餐廳 元朗權益大樓 火腿奄列米粉

金星茶餐廳 葵涌石籬商場2期 火腿奄列

華星冰室 旺角西洋菜街107號 牛肉奄列

嘉樂冰廳 荃灣新村街40號 火腿小奄列

含太陽蛋/煎蛋的菜式

大快活 牛頭角彩德商場 火腿雙蛋

三和茶餐廳 橫頭磡富茂街街市 太陽蛋配厚多士

大家樂 香港仔華貴邨商場 煎雙蛋拼腸仔迷你厚多

好味道茶餐廳 深水埗長沙灣道29號 香腸煎蛋

美心MX 大埔大埔墟火車站 腸蛋一丁麵

英發茶餐廳 上水新豐路77號 煎雞扒火腿太陽蛋連多士

振興燒味餐廳 大埔大元邨美食廣場 腿蛋雪菜肉絲米

翠華餐廳 香港仔舊大街108號 特式早餐(太陽蛋)

澳門茶餐廳 尖沙咀樂輝商業大廈 魚柳,牛角包,腸蛋(煎蛋)

龍鳳冰室 銅鑼灣大坑全興樓 腸仔煎蛋牛油多士

食肆名稱 地址 食物名稱

布丁

木子甜品 油塘大本型
雞蛋布丁、黑糖雞蛋布丁、
可可雞蛋布丁

五代同糖 上水上水中心購物商場 雞蛋布丁

尼斯餐廳 西營盤皇后大道西335-339號 布甸

殿糖級 九龍城衙前圍道74號 雞蛋布丁

貓山皇 元朗利發大廈 榴槤雞蛋布丁

意大利芝士蛋糕/慕斯蛋糕

2/3 Dolci 鰂魚涌糖廠街9-15號 Tiramisu

Balencia Bakery 荃灣灣景廣場購物中心 朱古力慕絲蛋糕

Chez Shibata 尖沙咀圓方 Tiramisu

GCX 黃竹坑One Island South Tiramisu

i l  Bel Paese 中環堅道85號 Chocolate Mousse

Italian Tomato Café 灣仔中港大廈F 意大利芝士蛋糕

Pizza Express(HK)Ltd. 沙田新城市廣場 Tiramisu

東海堂 天水圍嘉湖銀座二期 意大利芝士之丘

荳子 荃灣海壩街99號 佰爵茶慕思蛋糕

甜品堂 西營盤仁信大廈 意大利芝士餅

高力豆沙

又一棧 九龍塘又一城 高力豆沙

上海婆婆 上水上水廣場 高力香蕉豆沙

小甜甜 旺角歐美廣場 高力豆沙

北京人家 荃灣荃新天地 高力蛋白豆沙香蕉

杭州酒家 灣仔華懋莊士敦廣場 高力豆沙

京菜泰豐廔 尖沙咀漆咸道29-31號 高力豆沙

香港老飯店 北角麗東酒店 高麗豆沙

家傳滬曉 荔枝角曼坊 高力豆沙

湘川滬大飯店 天水圍嘉湖銀座第2期 高力豆沙香蕉

霸王山莊 大角咀奧海城商場第3期 雪城高力豆沙

燻蛋

老上海飯店 灣仔世紀酒店 燻蛋

江南美廚酒家 九龍城九龍城廣場 燻蛋

金滿庭 九龍灣德福廣場II期 黃金燻蛋

南翔饅頭店 荃灣綠楊坊 上海燻蛋

夏麵館 屯門安定邨 夏味燻蛋

囍宴廚藝 灣仔灣仔道83號 桂花燻蛋

溫泉蛋/含溫泉蛋的菜式

三上日本料理 元朗紅棉洋樓 溫泉蛋

自家烏冬 將軍澳PopCorn 溫泉玉子

吉野家 屯門雅都花園 溫泉玉子

別府駅前拉麵 柴灣杏花新城 牛肉溫泉蛋讚岐手打烏冬

味吉 沙田禾輋商場 溫泉蛋

築地日本料理 中環結志街46號 麵豉湯拉麵加半熟蛋

藝程雅聚 大埔大美督龍尾村64B 溫泉蛋蕃茄沙律

麵屋一平安 銅鑼灣永光商業大廈 特製日式撈拉麵

溏心蛋/含溏心蛋的菜式

一人前拉麵 元朗聯發洋樓 溏心蛋

八王子拉麵館 佐敦白加士街127號 溏心鹵蛋

大阪王將 旺角家樂坊 溏心蛋

大熱高湯面 北角華凱大廈 溏心蛋白高湯米線

山頭火 鰂魚涌康怡廣場(南) 半熟醬焗雞蛋

元札幌拉麵 長沙灣宇晴滙商場 日本溏心蛋

味千拉麵 上水新都廣場 熊本拉麵加溏心蛋

和平飯店 油塘大本型 溏心蛋

柏熊屋 觀塘麗港中心 溏心蛋

壹碗麵 鰂魚涌濱海街48號 溏心浸酒蛋

鳴門魚湯麵亭 荔枝角碧海藍天 溏心蛋

＊ 全部樣本在25克食物內未有檢出沙門氏菌屬(Salmonella  spp.)。              F  有關公司表示該分店於11月結業。註

表一：測試樣本✽
1
. 雞

蛋
含膽固醇，想減少高膽固醇和心臟病風險，應

少
吃

雞
蛋

？

雞蛋是膳食蛋白質的其中

一個主要來源，含有11種重要維他命和礦物

質，但只含少量飽和脂肪。消費者應依照「健康飲食金

字塔」飲食。

健康的成人每日（或每星期）可以進食多少隻雞蛋，沒有統一說法。一隻重

約50克的雞蛋約含293毫克膽固醇，接近健康成年人每天的膽固醇建議最高

攝入量（300毫克），而由於大部分動物源性食物均含有膽固醇，另消費者每天

亦可能進食各種雞蛋製品（例如麵包、蛋糕），因此在保持均衡及多元化飲食以吸

收不同種類營養素的同時，應避免攝入過量的膽固醇，例如當天如已進食一隻雞

蛋，便要留意從其他食物攝入的膽固醇。

患有高膽固醇或心血管疾病的人士，應諮詢醫生或營養師有關進食雞蛋

和日常飲食的建議。

要注意的是，如想降低患心臟病的風險，除了留意膳食膽固醇的攝

入量外，更重要的是減少飽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攝入量，以及

保持適量運動。

2. 只吃蛋白不吃蛋黃較健

康
？

雞蛋的膽固醇存

在於蛋黃。只進食蛋白而不進

食蛋黃可減少膽固醇的攝入量。但消費

者應留意，蛋白主要含蛋白質及水分，而蛋

黃除了膽固醇外，還提供部分人體所需的營養

素，如維他命D、維他命E、葉酸及奧米加3脂

肪酸等。故此，應保持均衡及多元化飲食，

以吸取維持健康所需的營養。

7. 巴
士德消毒的雞蛋跟一般雞蛋

有
何

分
別

？

巴士德消毒

（pasteurization）是一種把

食物加熱至某個溫度並保持一段

時間以消滅有害微生物的熱處理方法。以

巴士德消毒的雞蛋一方面能消滅沙門氏菌等細

菌，另一方面不會令蛋凝固或影響其色澤、味道、

營養價值或用途。但與其他雞蛋一樣，經巴士德消

毒的有殼雞蛋亦應冷藏以保持其品質。市面上出售

的經巴士德消毒的雞蛋，一般會在包裝上註明。

蛋白粉或乾蛋白都是經巴士德消毒的產品，可毋須

烹煮安全食用，加水沖調攪拌後可作蛋糊，例如用

以烘製和裝飾蛋糕。

3

. 怎
樣烹煮雞蛋較健

康
？

炒或煎的烹煮

方法通常需要加油，而水

煮、烚或蒸則通常不需加油，

因此，水煮蛋、烚蛋和蒸水蛋

比炒蛋和煎蛋含較少脂肪，

相對較為健康。

4. 生雞蛋的營養價值較
高

？
雖然雞蛋的某些

營養素（例如維他命）可能

在烹煮時流失，但熟雞蛋和生雞

蛋的營養成分仍相差不遠。由於生

雞蛋可能含有沙門氏菌，消費者應避

免進食生雞蛋或未經徹底煮熟的

雞蛋和蛋類製品。

5. 應否清洗雞蛋？
在一般情況下，

雞蛋是不用清洗的，因為弄濕蛋殼

可能會有利微生物進入蛋內，而殘留在蛋殼

表面上的水可能有助蛋殼上的細菌繼續生存。此

外，不當清洗亦可能破壞蛋殼的表層膜。

許多市面上出售的雞蛋在商業加工處理過程中實際

上已按指定方式進行清洗。

但雞蛋若遭禽鳥糞便污染，消費者可用水清

洗。清洗後，應立刻把雞蛋烹煮。

6. 如何儲存雞蛋？雞蛋容易腐壞，低溫儲

存可減慢沙門氏菌等微生物的

生長，延長保質期，因此雞蛋最好

是儲存於雪櫃。經已冷藏的雞蛋應繼

續保持在冷藏的溫度，因為溫差會令

水珠或倒汗水在蛋殼上形成，可

能有利微生物進入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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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安全食用雞蛋？
● 從店舖購買雞蛋時，要選擇清潔

和蛋殼完整的雞蛋。有裂紋的雞蛋較易受

污染，應避免使用。

● 將雞蛋存放在一個陰涼及乾爽的

地方，最好存放在雪櫃內，並與熟食及即

食食物分開存放，避免雞蛋與其他食物交

叉污染。

● 徹底清潔與雞蛋接觸的表面和用

來處理雞蛋的用具。

● 遵照雞蛋包裝或標籤

上的食用日期和儲存溫度。

● 在一般情況下，雞蛋是

不用清洗的，但雞蛋若遭禽鳥

糞便污染，可用水清洗，清洗後

應立刻把雞蛋烹煮。

● 雞蛋應徹底煮熟至蛋

黃和蛋白完全凝固。

● 避免進食有生雞蛋或

未經徹底煮熟的雞蛋和蛋類

製品，尤其是長者、嬰兒和孕

婦。

● 選用經巴士德消毒的

蛋或蛋製品或脫水的雞蛋粉配

製不需要熱處理的食品，例如

一些自製沙律醬、雪糕、意大利

芝士蛋糕等甜品。

總結
是次研究未有發現含沙門氏菌的樣

本。然而，消費者仍要小心選擇、處理和進

食雞蛋或以雞蛋為材料的食物。為確保食

物安全，飲食業界和消費者烹製含蛋食物

時，要注意食物衞生，以及經常保持良好的

個人衞生習慣。 

沙門氏菌與雞蛋
雞蛋受污染的途徑

雞蛋受沙門氏菌污染的途徑一般

有二：經母雞卵巢的「直向傳播」，或經

蛋殼滲透的「橫向傳播」。

「直向傳播」被認為是主要途

徑，而且較難控制。沙門氏菌會在蛋殼

形成之前，從被感染的卵巢或輸卵管組

織傳入雞蛋。

蛋是經由母雞的泄殖腔產出，而

該處亦是排糞的地方。「橫向傳播」通

常由蛋殼上的糞便污染造成。此外，雞

蛋殼還可透過環境媒介，例如農戶、寵

物或齧齒動物（如老鼠、田鼠、倉鼠等）

受到沙門氏菌污染。

雞蛋受沙門氏菌污染的比率

澳洲新西蘭食品標準管理局在

2009年發表的文件中，總結在不同國

家進行的研究結果，發現沙門氏菌在

蛋殼完整的生蛋的污染比率介乎0％至

9.43％。而歐盟成員國在2012年的調

查顯示生雞蛋在歐盟地區受沙門氏菌

污染的比率介乎0%至7%。

近年不少國家，例如歐盟成員

國、美國和澳洲，已開始採取預防蛋類

受沙門氏菌污染的措施，例如減少沙門

氏菌在產蛋母雞的患病率、控制養殖場

的衞生、飼料的安全及/或要求蛋隻須

於低溫儲存和運輸等。

掃描電子顯微鏡下的沙門氏菌

（圖片來源：Centre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 Janice Haney Carr）

測試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