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1975年加入蔬菜統營處工作，日子過得很快，不經不覺已服務兩統處（魚類及蔬菜統營處）

36個年頭。人一生有著許多的偶然。有的偶然，一瞬即逝。然而，有的偶然卻是一種機緣，留住

了，卻是可以影響您一輩子。40多年前，我在長沙灣菜市場附近的一所小學當代課老師，放學乘

巴士回家經過菜市場時，經常見到一條又高又長的運輸帶將一籮又一籮賣不去的蔬菜倒入垃圾車

中棄掉，當時腦海中不其然泛起多個念頭，心裡想著假若換轉是自己總會有更好的方法處理而不

至讓這些農民的心血被白白的浪費。結果想不到幾年之後，在因緣際會之下就進入了菜統處工作，

而且更是要面對和處理這個問題。人生就是這樣奇妙，我們固然可以為自己計劃將來，但許多時侯還是

走不出上天的安排而得順著情勢而走。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對兩統處有著非常深厚的感情，對工作更是百份之

二百的投入。然而走到了這個時候，我倒也深深體會到，就算再多的感情牽掛、期待、甚至懷著強烈的使命感來投入工作，亦不可

以永遠留戀現狀並因此而停滯不前。人生本來就有聚有散，天下無不散的筵席，祇是筵席散了不代表曲終人散，而是人生的另一個

開始。臨別依依的時刻終於要到了，對於快要告別兩統處，我倒已開始習慣，但是要和共事多年，儼如家人的各位同仁好友話別，

心中真的是百感交集，萬般不捨。為這，縱然不願承認是有著遺憾、眷念、或難捨，但是，感慨總是難免的。

我有幸見證了香港漁農業過去30年的蛻變，並得到各農民漁民的愛護和支持，和許多上司的賞識和同業友好的幫助，我由

衷的向各位說聲「多謝」！驀然回首在我所經歷的歲月裡，我可以自豪的對人說我沒有辜負了自己的職責，在我往後的人生餘年

中，它將會一直保留在我的感情記憶裡頭，且是我生命旅程中最值得珍惜而彌貴的一個部份。

公職退休之後，我很快便要投入另一份的工作，接受新的挑戰，希望在未來的歲月裡，能繼續秉持以往的做人原則及做事精神，

並留下努力以赴的身影。在此互道珍重，盼望後會有期！祝願兩統處仝人與新接任的郭總經理能一同展望未來，並攜手共創佳績。

黎國仁

2011年6月5日

魚／菜統營處總經理黎國仁先生的退休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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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山魚類批發市場正式開幕

今期好介紹

紅瓜子斑及
黃汀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黃志光先生及立法會

議員黃容根先生等嘉賓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六日

出席新青山魚市場開幕典禮，期間有醒獅表演

和切金豬儀式，目的是希望新魚市場的運作能

一切順利及商戶的業務蒸蒸日上。

有機甘筍
粟米芯炒玉豆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杯
三人籃球比賽2011

魚／菜統營處員工組織聯隊參加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杯三人籃球比

賽，經過多番龍爭虎鬥後，兩統處的代表隊未能晉身決賽，冀望代表隊

明年繼續參賽，為機構爭光。

第十四屆亞洲國際食品及飲料、
餐飲設備、供應及科技展覽會（HOFEX）

魚／菜統營處於本年五月十一至十四日參加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第

十四屆亞洲國際食品及飲料、餐飲設備、供應及科技展覽會，希望透過是次展

覽向本港及世界各地的業界人士、買家及訪客介紹兩統處的運作及最新動向。

第二屆香港食品嘉年華
魚／菜統營處連續兩年參加在九龍旺角花墟球場舉行的「香港食品嘉年華」；

魚／菜統營處在場內擺設了一個銷售攤位，藉此向市民推廣各式本地生產的蔬菜及

漁產品。

魚／菜統營處總經理黎國仁先生榮休晚會
魚／菜統營處總經理黎國仁先生於本年六月五日正式榮休，為表揚他過往

三十六年對業界的貢獻，魚／菜統營處的同事及各方好友於五月二十七日在尖沙咀

美麗華商場的潮廷匯筵開十五席，為黎總舉行榮休晚宴。當晚氣氛高漲，場面十分

熱鬧。

全城有機日
魚／菜統營處贊助新鮮蔬菜給本年三月二十七日在香港中環遮

打花園舉行的「3.27全城有機日」的單位作全素食「低碳」早餐會之

用；今年的主題是「有機．農情」，目的是向市民介紹本地有機農

業、重新發現本地耕種的文化及加強消費者對有機產品及其認證的

知識。

魚／菜統營處情報坊



展覽及訊息

第十四屆亞洲國際食品及飲料、餐飲設備、供應及科技展覽會

香港國際佛教用品博覽會
第二屆香港食品嘉年華

母親節 煤氣公司

新生命動力



本地農產品介紹

本地有機黃肉小西瓜

炎炎夏日，正是本地有機水果的出產旺季；很多市民都不知道香港有什麼

水果出產，所以特別為各位介紹本地出產的有機黃肉小西瓜。這種黃肉小西瓜

由泰國引入，又名「香蘭」，果肉香甜，糖度適中，絕對為消暑品佳；有興趣

人士，不妨致電本處優質蔬菜部訂購。（電話：2387 4164）

有機番石榴

本地有機番石榴含有豐富的維他命A、B、C及鈣、磷、

鐵等，有益健康，老少咸宜，有興趣人士，不妨致電本處優

質蔬菜部訂購。 （電話：2387 4164）



漁產品介紹

紅瓜子斑及黃汀

紅瓜子斑又名過魚或石斑，棲息於礁石區或外礁之海域，其主要分佈於印度及太平洋亞熱帶海域。 

紅瓜子斑為魚市場內高價的食用魚，其肉質鮮美，宜清蒸；紅燒亦有獨特之風味。有興趣人士，可致電

漁產品加工中心訂購。（電話：2555 0508）

黃汀又名黃汀斑、黃斑或青石斑魚，棲息於珊瑚礁、岩石區及沙質海底；主要分佈於

韓國、日本、台灣及中國等海域；黃汀的味道鮮美，所以適宜清蒸及炒球。有興趣人士，

可致電漁產品加工中心訂購。（電話：2555 0508）



人物專訪

黎國仁總經理於一九七五年加入菜統處，先後晉升為一級經理及高級經理；

一九八二年曾調任魚統處高級經理，一九九四年更獲委任為魚／菜統營處總經理。黎總

於今年六月正式退休，離開曾經工作三十六年的兩統處。

問：在兩統處期間有甚麼趣事最令你難忘的？

答：趣事1 由於本人是一個頗盡責的主管，所以任菜統處一級經理期間，會不時於

假期回菜市場巡視。一次在星期日回市場巡視，門口的護衛用對講機說

「四眼仔回來了」，我每走到一個位置，他都回報總台「四眼仔在那

裏」; 最後我忍不住便親自向著對講機說「四眼仔到了那裏」，而總台的

人發覺聲音有異才霍然醒悟！

 經此事後了解到，自己初期的管治方式比較嚴厲，給同事們一個較強橫

的印象，致令他們陽奉陰違；所以在我近期的管治方式，是希望能以德

服眾，故此到了今天退休在即，很多同事們都捨不得我的離任，還送給

我很多紀念品及溫馨祝福。

 趣事2 本人記得早期會計部，計數是用算盤的，所以每經過會計部時，算盤之

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而且很有節奏。當年有位會計主任問我懂不懂

用算盤，我說當然不懂，他便質疑我當經理的能力，更說這是市場聘請

文員的一項必備技能；但很可惜，我是位做經理而不需要這項技能的。

隨着時代變遷，菜統處的會計部已由算盤時代，經歷電子計算機時代，

到現時由中央電腦系統去結算。

 趣事3 本人記得十多廿年前某天，有位年紀老邁的白髮婆婆，在菜統處行政大

樓梯級處自言自語，說今天又取不到圖章做買賣，影響到運輸成本上

漲；本人聽到後，便向會計主任了解情況。原來婆婆的圖章早已準備

好，但要她多來回幾次，從而令她更珍惜這枚圖章。

 本人得悉後，知道必需簡化開立申請蔬菜買賣戶口的程序，以免使潛在

市場用家因而卻步，從而減少市場用家的數目，以至減少蔬菜買賣。

問：很多人都了解你的工作態度積極，處事作風進取及要求進度快，這樣會不會令人

覺得很霸道？

答：本人承認自己在工作上，處事作風很進取及要求進度快，但這絕不是霸道。基本

上，本人的性格是慢拍子的，但由於魚／菜統營處的事務往往是瞬息萬變的，所

以處事一定要很進取及進度快，讓問題得以迅速解决；亦因此，往往對同事和對

上司有或多或少的衝突，在此如有得罪，謹此致歉！

問：在魚／菜統營處工作了卅六年之久，有什麼事令你覺得自豪？

答：最令本人自豪的有兩件事：

1. 菜統處由原來是一間老化的機構，逐漸轉變成現代化機構：包括會計中央電

腦結算系統、成立化驗室去檢驗農藥殘留及重金屬以及創立「好農夫」品

牌，使廣大市民對菜統處的產品有信心去購買。

2. 魚統處由原本是一間嚴重虧損的機構，轉變成現時每年都有盈餘的機構。當

中成功的因素是開源節流，開源是將魚統處市場內空置的位置出租及成立拓

展部去推廣魚統處形象及漁產品；節流是工作崗位自然淘汰、機械化及簡化

工序和裁員。近年，魚統處積極地維修各市場（包括香港仔、大埔及西貢）

及長洲魚站，並且重建新的青山魚市場。而香港仔魚市場更獲多間國際電視

魚／菜統營處黎國仁總經理

菜統處舊貌

菜統處新貌

推廣活動

本地漁農餐飲互動創新機

女童軍八十八週年名人慈善競技賽

香港漁農餐飲萬人盆菜宴



台及雜誌採訪，包括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及西班牙電視台，現今猶如日

本築地魚市場一般的具國際聲名，從而樹立魚統處新的形象。

問：有甚麼推動力能令你在魚／菜統營處工作卅六年之久？

答：我能夠在魚／菜統營處工作卅六年之久，是因為這裏給了我「工作的滿足

感」，而且還有一點兒情意結，當中牽涉兩段魚菜因緣；回想我曾在蘇屋

邨一間小學做代課老師，每天放學乘巴士回家，途中一定會經過菜統處。

當時，我途經菜統處見有許多新鮮蔬菜，經過運輸帶丟進垃圾車上，心中

不禁想到如果由自己管理的話，一定不會如此浪費；機緣巧合之下，竟然

由本人負責管理菜統處。讀中學時，曾到過香港仔魚市場參觀魚類展覽，

當時吃了其中一款食品「魚塊及薯條」後，便念念不忘魚肉的鮮味；同樣

機緣巧合之下，竟然由本人負責管理魚統處。

問：認識你的人都知道你對中國歷史及近代人物掌故能如數家珍，及有很廣闊

的人脈關係，可否指導我們後輩，怎樣才能如你一樣成功呢？

答：從少爸爸就諗中國歷史給我聽，所以我對中國歷史很熟悉，能事琅琅上

口，尤其喜愛中國近代史。總結前人的經驗，可使我不會重複前人的錯

誤，更從歷史知道「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以

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所以我很喜歡閱讀歷史。

 廣闊的人脈關係是基於我對市場用家、客戶及同事們的真誠所致，所以我

寄語年青人要像銅錢那樣『外圓內方』；做工作時方法要圓，面面俱到，

內心要方正，原則不能丟。

問：你可否給魚／菜統營處一點建議怎樣去面對將來的挑戰呢？

答：魚統處面對的困難是海中的資源會漸漸地減少，而國內的經濟持續漸漸增

強；所以海鮮及冰鮮魚類的價格會上漲，但對魚統處的影響會有但不會太

大。本人對魚統處的建議是量入為出、拓展直銷、建立品牌及提高知名度

去面對將來的挑戰。

 菜統處面對的困難是蔬菜直銷市場的威脅，所以我建議菜統處應走高檔路

線及保持品牌的知名度，使市民知道菜統處的農產品均是優質及安全，此

外提高透明度及會計中央電腦結算系統是市場的優點給予市場用家。

問：你在工餘時間及退休後愛做甚麼呢？

答：我在工餘時間愛聽音樂及行山吸新鮮空氣，而我退休後將會擔任深圳市農

貿批發市場集團總顧問及在職業訓練局轄下的中華廚藝學院擔任客席講師

教導餐飲和酒店的學生如何選擇食材。

人物專訪

飲食業環保創新機會議

寧夏考察之旅

本地漁農美食嘉年華

魚類統營處

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舊貌

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新貌

青山魚市場舊貌

青山魚市場新貌

西貢魚市場舊貌 西貢魚市場新貌



天后誕

天后誕的由來是源於恭賀一位名叫「天后」的中國

傳統女神的節日；天后是中國及東南亞華人社會裏漁民

和所有航海者的守護神，有些漁民更會把孩子給天后

「上契」。由於香港位於南中國珠江口，加上歷年來漁

業發展的發達；由古至今，最少有四十座天后廟分佈於

全香港各區；每年的天后誕（農曆3月23日）會有不少從

事漁業界的人士按照傳統恭賀天后誕，並於漁船上掛滿

色彩繽紛的旗幟，甚至在漁船上舞獅，以求每次出海都

能夠安全歸來及漁獲豐富。

南海休魚期及天后誕

南海休魚期

漁船停泊在香港仔魚市場

南海休魚期設立的目的是為免因過度捕撈海魚而破壞整個海洋生態及環境；

中國漁業管理局在每年五月至八月份期間便在南海實施休漁期限制，以存護漁業

資源及讓海洋休養生息。 除了使用刺網、延繩釣、手釣和浸籠方法捕魚外，休漁

期內所有捕魚作業一律禁止，因此每年本港便有約1400艘漁船因而受影響。為了

減低因實施休漁期所帶來的影響，香港特區政府除了向受影響的漁民提供低息貸

款外、更提供支援服務及在職訓練，以協助他們渡過一年一度的休漁期 。

旗海飄揚 天后誕粵劇戲棚

舞蹈表演 樂隊表演

天后誕粵劇

舞龍表演
舞獅表演

天后廟

天后誕傳統扎作



VMO

FMO

交流活動

廣東省農業廳副廳長蔡漢雄率領代表團到訪菜統處

香港電台首席記者黃佩珊到菜統處參觀

譽宴集團代表到訪菜統處 蛋撻王控股有限公司代表走訪菜統處

中華廚藝學院學生到訪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

美國駐香港領事館之農業貿易處古善恩先生
到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參觀

江門市海洋與漁業局走訪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



有機甘筍粟米芯炒玉豆

紅燒牙帶魚

有營鮮魚靚菜食譜

材　料

有機甘筍  150克

有機粟米芯 200克

有機玉豆  300克

調味料

油  2湯匙

鹽  適量

1 2

43

首先將甘筍、粟米芯和玉豆洗淨

及切開。

將甘筍及粟米芯拖水，備用。 

用中火加入小許油把玉豆炒香。

（約2-3分鐘）

最後放入已處理好的甘筍及粟米

芯，加入適量調味料後再炒1分

鐘，上碟便成。

甘 筍 含 有 葉 酸 、

維生素B1、B2及C、鈣

質、食物纖維和胡蘿蔔

素等；並且具有強化免

疫系統和增強抵抗力的

功效。

把牙帶魚切塊，洗淨後抹乾。

材　料

新鮮牙帶魚 1 條

薑 2 片

蒜茸 適量 

葱 適量

調味料

油 3湯匙

鹽 適量

生粉 適量

花雕酒 適量

然後加入薑茸、蒜茸及葱，並

加上花雕酒、糖及醋作調味，

上碟便成。

1

加入調味料及沾上少生粉。

2

4

把處理好的牙帶魚放入油鑊，

煎至香脆。

3

牙帶魚含豐富油脂、蛋白質、

礦物質和不飽和脂肪酸等成分，

並且具有降低膽固醇、美容及預

防癌症的功效。



優質菜乾的誕生

優質菜乾的製作過程並不簡單，首先要嚴選優質白菜及清洗乾淨去除雜質，然後是灼熟及用凍水冷卻已熟的白菜，最後用人

手一棵一棵的白菜掛在特制鐵架的鐵線上曬乾而成；而整個製作過程最關鍵的是讓白菜所有的部份都可以曬到陽光及留意天氣的

轉變，避免白菜沾上雨水而發霉。除了白菜外，菜統處還有其他天然生曬的產品包括洛神花、百花蛇舌草、半邊蓮及紅菜頭等。

有興趣人士，不妨致電本處優質蔬菜部訂購。（電話：2387 4164） 

1. 嚴選優質白菜 2. 清洗白菜，去除雜質。

3. 清洗白菜後，取出。 4. 將白菜放入熱水中，灼熟。 4. 將烹熟的白菜取出

5.用凍水冷卻已熟的白菜。
6. 將白菜掛上架上曬乾 7. 收取菜乾

8. 將菜乾包裝 9. 優質菜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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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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0 0904      傳真 Fax：(852) 2710 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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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休晚會花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