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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年食品檢測
食菜會有重金屬？

2018年本澳食品檢測結果揭曉

業界齊增值：食品衛生督導員課程

食安焦點

手搖飲料普遍偏甜 果茶較健康?!
手 搖飲料近年在本澳飲品巿場大行其道，其可根據消費者的個人喜好而
調配不同甜度、冰量，以及配料的客製化沖泡模式，使飲品深受澳門市民特
別是年輕一代及白領的歡迎。有見及此，市政署早前抽查了巿售60個手搖飲
料樣本，結果顯示手搖飲料糖含量普遍偏高，其中一款果茶糖含量更相當於
17粒方糖，與我們一貫認為果茶較健康、「唔易肥」的印象大相逕庭。

飲料種類 甜度 樣本數量 樣本的平均糖含量及範圍*
(克/100毫升)
純茶
紅茶
綠茶
春茶

全糖

6

4.9 (3.5至6.1)

微糖

6

2.2 (0.8至3.1)

全糖

8

5.1 (1.7至8.2)

微糖

8

3.1 (2.0至7.4)

全糖

1

4.7

微糖

1

1.6

果茶
金桔
百香果
水果茶

全糖

3

11.0 (7.8至14.5)

微糖

3

4.0 (3.0至4.5)

全糖

3

9.0 (8.0至9.8)

微糖

3

5.8 (4.5至6.9)

全糖

3

8.3 (6.7至9.2)

微糖

3

5.9 (4.4至7.5)

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全糖

6

6.2 (2.6至10.2)

微糖

6

4.0 (2.5至5.5)

總計

60

本次專項調查抽取了60個
樣本，於澳門半島及氹仔的飲料店
進行樣本搜集，涵蓋了三類飲料包括
純茶、果茶和珍珠奶茶，冰量均正常。抽
樣採取配對方式進行，除每一項飲品會抽取
全糖和微糖作分析外，亦會抽取其所使用的純
茶作對比。例如抽取某飲料店的全糖和微糖百香果
綠茶時，會同時取樣其全糖和微糖的綠茶。

手搖飲料的糖含量
調查結果顯示，在所有樣本中，糖含量最低為微糖紅茶，平均每
100毫升中含有0.8克糖；樣本中糖含量最高為果茶中的全糖金桔綠茶，
其糖含量高達每100毫升14.5克。(詳見左表)
糖是結構簡單的一種碳水化合物，每一克供給人體四大卡的熱量，
在健康飲食金字塔中，糖位於金字塔的頂層，應該「吃最少」。糖可天
然存在或添加於食物和飲品中，一般添加於食品中的糖可以以不同的形
態和甜度出現，如砂糖、黑糖、高果糖玉米糖漿、蜜糖等。額外添加於
食品中的單糖（葡萄糖、果糖等）、雙糖（蔗糖、麥芽糖等）、糖漿、
蜜糖、果汁及濃縮果汁中天然含有的糖，均被世界衛生組織（WHO）定
義為游離糖，雖然攝取游離糖能為身體提供能量，但現代人飲食習慣普
遍進食過多，除可能令熱量攝取過剩外，也增加患上肥胖症的風險，以
及增加蛀牙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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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 焦點
「水」是我們永遠的摯友
若飲用一杯於本調查中糖含量最高的全糖金桔
綠茶，以一杯平均600毫升的包裝計算，飲用一杯
後會攝取到87克糖，相當於17.4顆方糖（每顆方糖
約5克），已超出世界衛生組織所建議的每日游離糖
攝取量不高於50克的份量*。
*以一個每日攝入2000大卡能量的
人為例，世衛建議游離糖攝入量應
低於能量總攝取的10%以下，即
50克游離糖

世衛建議值少於10粒方糖

綜觀純茶、果茶和珍珠奶茶的結果，果茶的糖
含量較高。雖然現在市面上大部分果茶以新鮮水果
作食材調配，給予消費者一種清新、健康的感覺，
然而水果本身含有酸度，需要較多的糖去中和酸澀

口感，所以市民在飲用果茶時需注意飲用份量，以
免攝取過多的游離糖。
另外市民日常在購買手搖飲料時，需瞭解甜度
的選擇和實際產品的糖含量並不一定如店家的宣稱，即
使點選無糖亦可能會因配料（如珍珠、芋頭、椰果等）
的添加而帶有糖分，糖含量不全然
為零。選購手搖飲料多選擇容量小
的包裝，同時可要求甜度減低。購
買後應盡快飲用，若非即時飲用，
應將飲品放雪櫃中貯存；如選擇外
賣配送方式，應留意貯存和運送等
條件是否符合食品安全衛生。

想要省錢和保持均衡的飲食，
請謹記：多喝水！

安全衛生狀況
並無異樣
今次除對糖含量進行調查外，亦就手搖茶的微生物水平進行
檢測。由於手搖飲料的配料製備、飲料混合均以人手操作，且常
會加入冰塊作稀釋調溫之用。用於製備飲料的食用冰塊由本澳製
冰廠所供應或店舖自製，食用冰塊容易在處理、運送或存放過程
中因衛生條件不足而受污染。因此手搖飲料容易因原料的衛生、
存放不當，或調配人員的個人衛生意識薄弱等原因，而受到微生
物的污染。
市政署在本調查中，針對四種常見的致病性微生物埃希氏大
腸桿菌（Escherichia coli）、沙門氏菌（Salmonella spp.）、金
黃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產氣莢膜梭狀芽孢桿菌
（Clostridium perfringens）進行檢測，以評估產品的衛生情況是
否合乎本澳《即食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規範。本次60個樣本的
微生物檢測結果全部合格，即顯示所有樣本的安全和衛生狀況均
未見異常，對人體健康不構成即時的生物性風險。

及早了解申請手續

申請
申請
動物製食品出口衛生證書
查詢電話：2833 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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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屬作怪「食菜」
唔安全?!

新 聞媒體不時報導：某檢測驗出蔬菜重金屬含量超標，甚至用上「毒菜」的字眼，巿民聽見或多或少會對「食菜」有所
疑慮。那麼，蔬菜等食品為什麼會有重金屬？如何才能避免購買含重金屬的蔬菜？

重金屬是……?
重金屬是指密度大於5的金屬，存在於自然環境之中，例如土壤、地下水、空氣……
我們常見的重金屬有鎘(Cd)、汞(Hg) 、鉛(Pb)、砷(As)、銅(Cu)、鋅(Zn) 、鉻(Cr)、鎳(Ni)等。砷雖然不是金屬，但其生物毒性明顯，以及性質與重
金屬類似而被歸於重金屬。
由於地殼岩石本身就蘊含著豐富的重金屬礦物，土壤的形成過程中，在地形、氣候、生物及時間等條件作用下，受自然現象如火山爆發、山火等影
響，令不同地方的土壤存在著重金屬，而且含量有所差異。

蔬菜為何會有重金屬？
工業化發展造成的污染，
例如重度污染的電鍍廠及化工
廠等建築物，將污水、廢氣排
放；再者，大量工業和生活垃
圾一同堆填及掩埋，都會令土
壤、空氣、水源的重金屬濃度
高升。由於蔬菜〈植物〉透過
泥土種植，當土壤重金屬濃度
太高時，難免受到污染。除蔬菜，因海水資源受污染，我們亦時有聽聞
深海魚被驗出汞等重金屬含量超標。
若人體長期受重金屬毒素影響，肝腎功能可能無法進行排毒，而有
關毒素就會留在體內，影響肝腎健康，甚至致癌。
過量重金屬不利於健康，但人們因食用受重金屬污染的食品而引致
急性中毒的機會其實並不大。首先，在正常情況下，土壤能透過沉澱、
吸附或氧化還原等作用，降低重金屬的生物有效性，以減少被農作物吸
收。再者，即使重金屬濃度特別高的土壤，也不等於生物可全然吸收，
如銅、鋅等一些重金屬本身就是植物的微量營養元素，當農作物吸收的
濃度達到足以危害人體健康前，便會引起植物發生黃化、枯萎、產量減
少等明顯毒害徵狀出現，較容易察覺。
在各種常見的重金屬污染物中， 只有鎘最容易被吸收，即使鎘累積
濃度較高，植物的外觀也沒有徵狀。 至於砷、鉻、鎳、汞、鉛，則存在
於土壤而不容易被根部吸收，即使作物吸收後，也不 太會傳輸到莖、葉
或果實等可食用的部位。

法規已訂最高限量
嚴格檢測保安全
雖然進食受重金
屬污染的食品而引致
急性中毒機會不大，
但長期攝取過量的重
金屬污染物可能對健
食品安全標準
康構成風險。為此，
澳門特區政府於2018
年8月頒佈及執行第
十份食品安全標準，
即第23/2018號行政
法規《食品中重金屬
污染物最高限量》及
其附件，明確訂定了砷、鎘、鉛、汞和錫元素及其化合物在多種食
品中的最高限量，加強法律上對食品安全的規範，從而確保本澳的
食品安全。
此外，澳門本身有嚴格鮮活產品入口檢驗檢疫制度，內地輸入
本澳的蔬菜需來自於指定的「供港澳蔬菜種植基地」，有關部門對
種植、生產、加工等各環節都有嚴格的監督；進入零售巿場前，巿
政署亦會檢測農藥，以及重金屬等項目，確保符合食品安全標準，
才准予入口本澳。
所以，居民只要向可靠的商戶購買蔬菜及食品，拒絕購買來路
不明的產品，保持良好、正確的消費態度，便可放心食用，無需過
分擔心。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歡迎瀏覽
「食品安全資訊網」（www.foodsafety.gov.mo）、
「食安資訊」流動應用程式（App）或致電食安專線2833 8181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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巿政署去年抽檢逾三千食品樣本
合格率逾九成九
市政署食品安全廳持續透過恆常的食品監察及檢測機制，評估市售
食品的風險及衛生狀況。食品安全廳在二○一八年第四季抽取了七百五
十二個食品樣本進行檢驗，當中有一個樣本未能通過檢測。二○一八年
全年，在市面合共抽取了三千零四百三十二個食品樣本，整體合格率達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阻截風險蔓延
為保障消費者的食用安全，食品安全廳依據目前流通市場的食品種
類和特點，制定各類型的食品調查抽樣計劃。抽樣調查的範圍包括本澳
各區外賣店、飲食場所、超級市場、雜貨店、百貨公司及網上商店等，
抽取各類即食食品、飲品、糧油食品、零食等。
總結二○一八年，食品安全廳合共抽取了三千零四百三十二個食品
樣本，其中五十個樣本抽取自本澳經營的網上商店，進行化學、微生物
學及輻射水平等檢驗。在三千多個樣本中，有十一個樣本未能通過檢測
〈詳見附表〉，整體合格率超過百分之九十九。就十一個不合格樣本，
食品安全廳已即時跟進處理，通報食品生產來源地的食安部門；要求本
澳商戶停售及銷毀有問題產品，協助追查有關產品的來源及製備流程；
亦即時發出新聞稿公佈有關情況，阻截風險蔓延。

2018年全年食品檢測樣本類別

樣本

原因

3件賀年中式糖果

防腐劑二氧化硫含量未能通過檢測

2件黑瓜子

檢出含有礦物油

低糖雙黃白蓮蓉月餅

檢出黃曲霉毒素B1含量超出規定

基圍蝦

檢出禁用物質硝基呋喃類代謝物

左口魚裙邊

檢出單核細胞增生李斯特氏菌

8頭鮑魚

檢出禁用物質氯黴素

泰國酸菜

防腐劑二氧化硫含量未能通過檢測

絲瓜(勝瓜)

農藥水胺硫磷含量未能通過檢測

上述恆常食品巿場檢測結果已上載至食品安全資訊網www.foodsafety.gov.mo

業界資訊

四月份食品衛生督導員課程接受報名
「食品衛生督導員鼓勵計劃」的對象
為本澳食品從業員。報讀人士需要獲僱主
推薦，每家機構於每期課程最多可以推薦
三名僱員，並經主辦單位甄選後，符合資
格者將可修讀。課程及考核費用將由巿
政署全額支付，僱主每期課程均可推薦
僱員報讀。
四月份課程將於四月八日(星期一)
在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舉辦，
並於三月廿八日截止報名，課程名額
有限，請儘早報名。

市

政署食品安全廳持續重點加強業界培訓教育工作，委託澳門生
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合辦「食品衛生督導員鼓勵計劃」，透過有系統的
課程培訓提升業界食安水平，協助業界做好食品安全風險預防工作。四
月份督導員鼓勵計劃將於四月八日開課，歡迎本澳食品業界踴躍報讀。
有關鼓勵計劃自二零一五年七月起展開，整個課程學時為九小時，內
容涵蓋《食品安全法》法規與標準、食品溯源紀錄保存、食品經營場所設
備和規格、食品處理與控制、食品處理人員衛生及培訓、蟲鼠及廢物處理
及清潔與消毒等，學員需完成八小時課時後，需在最後一小時進行考核，
成績合格的學員將獲發由主辦單位發出的「食品衛生督導員」證書，藉以
鼓勵業界積極進修，提高業界的守法自覺性，提升監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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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多課程資訊或報名方法，可透過「食安資訊」手機
應用程式(App)，或直接登入「食品安全資訊」網頁
http://www.foodsafety.gov.mo，亦可直接登入澳門生產力暨科技
轉移中心網頁http://www.cpttm.org.mo/training下載「課程章程」
或「宣傳單張」，如有疑問歡迎致電2878 1313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