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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肆監察計劃」 

 

1. 目的 

 

「食肆監察計劃」（下稱本計劃）是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工業發展基金有限公司（下稱

廠商會檢定中心）建立的認證計劃，其目的是識別和驗證市面上符合食物衛生標準的餐飲

服務企業（簡稱企業）。廠商會檢定中心將負責現場食物衛生審核的工作和抽取食物及抹

拭樣本進行微生物檢驗，以核實申請者的表現。 

 

2. 認證範圍 

 

第一部分 現場食物衛生審核：處理食物時的衛生情況、建築結構的狀況、以及企業的管

理和已記錄的行動如何確保食物安全。 

 

第二部分 微生物檢驗：廠商會檢定中心的工作人員將從食肆現場抽取食物及抹拭樣本。 

 

3. 一般要求 

 

廠商會檢定中心須委派有能力勝任且擁有相關經驗和學歷的員工進行評審的工作，包括現

場食物衛生審核、抽取食物及抹拭樣本、為樣本進行微生物檢驗、以及根據本計劃的內容

詮釋檢驗結果。 

 

根據本計劃的評分系統（詳情請見條款 4），評審結果的總得分是各審核事項得分的總和。

廠商會檢定中心將根據總得分而給予企業下列四個評審等級的其中一個。 

 

i) 「優秀」－表示企業的食物衛生標準達至優良水平； 

ii) 「良好」－表示企業的食物衛生標準達至可接受水平； 

iii) 「尚可」－表示企業的食物衛生標準只僅僅達至可接受水平，不足以獲得認證證書； 

iv) 「需要改進」－表示企業的食物衛生標準未達至可接受水平。 

 

只有得到「優秀」和「良好」等級的企業才可獲得認證證書。 

 

獲認證企業需接受至少每三個月進行一次的季度評審，每次評審需抽取至少兩個食物樣本

和兩個抹拭樣本以進行微生物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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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評分系統 

 

4.1 大綱 

第一部分 現場食物衛生審核 50%  

第二部分 微生物檢驗 50% 

(A) 食物樣本  (80%) 

(B) 抹拭樣本  (20%) 

 

4.2 第一部分：現場食物衛生審核 

 

廠商會檢定中心的評審工作人員須就食肆能否作出有效運作和控制以提供安全的食物進行

評審。評審將根據以下五大範疇進行，包括：1. 交叉污染、2. 清潔、3. 冷凍、4. 烹煮和 5. 

管理。 

 

A. 交叉污染 

a. 個人衛生 

b. 個人健康 

c. 抹布 

d. 食物分隔 

i. 交收 

ii. 儲存 

iii. 解凍 

iv. 處理 

v. 烹煮 

e. 物理性與化學性污染 

f. 蟲害控制 

g. 保養 

B. 清潔 

a. 洗手 

b. 有效清潔 

c. 員工離開廚房前的清潔工作 

d. 清潔計劃 

C. 冷凍 

a. 冷藏和陳列冷凍食物 

b. 冷藏煮熟的食物 

c. 解凍 

d. 急凍 

D. 烹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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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安全煮食 

b. 需多加注意的食物 

i. 蛋類 

ii. 米飯 

iii. 豆類 

iv. 貝殼類 

v. 魚類 

c. 翻熱 

d. 檢查食物是否徹底煮熟 

e. 熱存 

f. 待食用食物 

E. 管理 

a. 開業前和結業後的檢查 

b. 證明日常作業是按計劃進行 

i. 烹煮和翻熱 

ii. 熱存 

iii. 冷凍煮熟的食物、冷藏和陳列冷凍食物 

iv. 溫度探測 

c. 培訓和監管 

d. 顧客的反饋意見 

e. 供應商和承包商 

f. 庫存控制 

g. 產品回收 

 

有關評審範疇的詳情請參閱「食肆監察計劃」的審查事項。 

 

4.2.1 現場食物衛生審核的評分系統 

 

發現的不符合事項可分成四大類，包括：重大不符合事項、主要不符合事項、次要

不符合事項和其他觀察事項。 

 

發現 分數調整 

重大不符合事項 -60% 

例子：害蟲或老鼠出沒  

   嚴重及即時的食物安全風險（例如：發現腐爛的食物）  

  

主要不符合事項 -10% 

例子：食物安全管理系統失效  

   害蟲或老鼠出沒的跡象  

   重犯的機會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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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不符合事項 -1% 

例子：雖有處理不恰當的地方，但不直接影響食物安全管理系統  

  

其他觀察事項 -0.1% 

例子：不當的操作使之有機會成為不符合事項  

   處理程序雖達最低標準的要求，但可作出改進  

 

第一部分的分數計算方法：100% - 重大不符合事項的數目 x 60% - 主要不符合事項

的數目 x 10% - 次要不符合事項的數目 x 1% - 其他觀察

事項的數目 x 0.1% 

 

4.3 第二部分：微生物檢驗 

 

這包括從食肆現場抽取 (A) 食物樣本及 (B) 抹拭樣本。  

 

4.3.1 (A) 食物樣本 

 

從食肆現場抽取的食物樣本須根據由食物環境衛生署出版的《食物微生物含量指引

2014》附錄 1 及 2 進行需氧菌落計數、大腸桿菌和細菌性致病菌的微生物檢驗。 

 

4.3.1.1 食物樣本微生物檢驗的評分系統 

 

檢驗項目 結果 分數調整 

需氧菌落計數+ 

不滿意 -1 

尚可 0 

滿意 1 

任何致病菌及／或衛生指示微生物* 
檢出 -1 

沒有檢出 1 
+ 不適用於沒有此項要求但有收錄在《食物微生物含量指引 2014》的食物

類別 

* 至少包括大腸桿菌、金黃色葡萄球菌和沙門氏菌 

 

每個食物樣本的分數計算方法 ： 
食物樣本的總分 

檢驗的數目 

 

(A) 食物樣本微生物檢驗的總分：所有食物樣本的平均分 x 80% 

 

4.3.2 (B) 抹拭樣本 

 

從食肆現場抽取三個抹拭樣本並根據下列的方法進行微生物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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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1 抹拭樣本微生物檢驗的評分系統 

 

檢驗項目 結果 分數調整 

任何致病菌及／或衛生指示微生物** 
檢出 -1 

沒有檢出 1 

** 至少包括大腸桿菌或大腸菌群計數 

 

每個抹拭樣本的分數計算方法 ： 
抹拭樣本的總分 

檢驗的數目 

 

(B) 抹拭樣本微生物檢驗的總分：所有抹拭樣本的平均分 x 20% 

 

4.3.3 微生物檢驗的評分系統 

 

第二部分的分數計算方法：(A) 食物樣本的總分 + (B) 抹拭樣本的總分 

 

4.4 評審總得分的計算分法和對應的評審等級 

 

第一部分 50% 

- 現場食物衛生審核  

第二部分 50% 

- 食物樣本(80%) + 抹拭樣本(20%) (即(A)的總分 + (B)的總分)  

 

評審的總得分：第一部分的分數 x 50% + 第二部分的分數 x 50% 

 

評審等級 評審的總得分 

優秀 ≧90% 

良好 80%≦ 及 ＜90% 

尚可 60%≦ 及 ＜80% 

需要改進 ＜60% 

 

5. 報告、認證證書和跟進行動 

 

5.1 評審報告將於現場審核後七天內發出，企業需對評審報告內所記載的觀察和不符合事項作

出糾正措施。糾正措施的成效將於下次評審核定。 

 

5.2 任何被評為「不滿意」等級的微生物檢驗結果，都必須重新進行測試（企業需為額外的微

生物檢驗支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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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首次評審後，只有得到「優秀」和「良好」等級的企業才可獲得認證證書。若企業不能達

到「優秀」或「良好」等級的要求，可在執行糾正措施後要求進行複審（企業需為額外的

現場食物衛生審核和微生物檢驗支付費用）或在無認證證書的情況下繼續使用評審服務。 

 

5.4 獲得認證證書的企業若在以後任何一次評審中只得到「尚可」的等級，需執行糾正措施並

於一個月內進行複審（企業需為額外的現場食物衛生審核和微生物檢驗支付費用）以證明

糾正措施的有效執行。否則，有關認證證書的有效性將被暫停直至證明有效執行糾正措施

為止。 

 

5.5 獲得認證證書的企業若在以後任何一次評審中只得到「需要改進」的等級，有關認證證書

的有效性將立刻被暫停。 

 

5.6 認證證書被暫停的企業需執行糾正措施並於一個月內進行複審（企業需為額外的現場食物

衛生審核和微生物檢驗支付費用）以證明糾正措施的有效執行。否則，有關的認證證書將

被撤消。 

 

5.7 認證證書被撤消或主動終止認證的企業均需歸還有關的認證證書予廠商會檢定中心。 

 

5.8 其他關於使用認證文件的詳細內容，請參閱「認證證書及認證標誌使用的條款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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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各類即食食品所含需氧菌落計數檢測結果 [攝氏 30 度／48 小時 ] 的詮釋指引 

食物類別 a 例子 

檢測結果 

(每克樣本的菌落形成單位)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1. 緊接從容器取出，在室溫下 

可保質的罐裝、瓶裝、盒裝和 

袋裝食物 b 

罐裝食品，例如吞拿魚、三文魚、鹹牛肉、湯、燉煮的

菜式、甜品和水果；經超高溫處理的食品 ＜10 不適用 註 c 

2. 在緊接出售或進食前烹煮的

食物 

外賣食物、漢堡包、烤肉串、香腸、薄餅、經烹煮／冷

凍及經烹煮／冷凝並再處理的即食膳食、點心、米飯、 

麵條 

＜103 103 - ＜105 ≧105 

3. 經烹煮並冷凍，在出售或進 

食前經最少處理程序的食物；

經巴士德消毒須冷藏的罐裝食 

物 

整個批餅、香腸卷、咖喱角、餡餅、蛋批、雞件；須冷 

藏的罐裝火腿、經巴士德消毒的食物(包括果汁和湯)；甜 

品 
＜104 104 - ＜107 ≧107 

4. 不含乳製忌廉的烘焙食品和 

甜點、粉狀食物 

不含乳製忌廉的蛋糕、湯沖劑、奶粉、乳製品沖劑、其

他經沖調或變暖後即食的再造粉狀食物 
＜104 104 - ＜106 ≧106 

5. 經烹煮並冷凍，在出售或進 

食前經若干處理程序的食物 

切片凍肉、切件批餅、塗醬、不含沙律的三文治、熱煙

燻魚類(鯖魚等)、軟體類動物、甲殼類動物及其他已去殼 

的介貝類水產動物、含固體配料但不含奶成分的非預先 

包裝凍飲(凍紅豆綠茶等) 

＜105 105 - ＜107 ≧107 

6. 非發酵乳製品及乳製甜品、 

蛋黃醬及以蛋黃醬為主的調料 

醬、經烹煮的醬汁 

大部分牛油、新鮮芝士(意大利馬斯卡朋芝士、印度坡尼

爾芝士)、含乳製忌廉的多層凍餅、沙爹、含乳製忌廉的 

蛋糕、含固體配料和奶成分的非預先包裝凍飲(凍珍珠奶 

茶等) 

＜105 105 - ＜107 ≧107 

7. 加入調料醬的食物、蘸料、

抺醬 

酸卷心菜絲、蘸料、希臘紅魚子泥沙拉醬、鷹嘴豆醬 
＜106 106 - ＜107 ≧107 

8. 須冷藏且保質期長的食品 氣調包裝或真空包裝的肉類、魚類、水果及蔬菜等食品 ＜106 106 - ＜108 ≧108 d 

9. 生的即食肉類和魚類、凍煙

燻魚類 

壽司、刺身、煙三文魚、醃漬三文魚片 
＜106 106 - ＜107 ≧107 

10. 醋漬、醃漬或鹽漬的醃製 醋漬或鹽漬的魚、醋漬的經烹煮介貝類水產動物、醋漬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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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或油浸、以香草、香料醃製的蔬菜 

11. 乾製食物  水果、漿果、藤本植物果子、堅果、葵花籽、香草、香

料、魚乾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12. 新鮮水果和蔬菜、含有生的

蔬菜的食品 

整個水果、預先配製的雜果沙律、新鮮蔬菜盤、沙律、

含沙律的三文治、含有生的蔬菜的雜錦沙律、含固體及 

新鮮水果配料的非預先包裝凍飲(凍楊枝甘露等)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13. 發酵、醃製和乾製的肉 

類、發酵蔬菜、成熟芝士  

歐陸式香腸／薩拉米香腸、肉乾、酸菜、橄欖、腐乳、

切達芝士、英國斯蒂爾頓芝士、布里芝士、發酵奶類飲 

品及牛油、乳酪等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14. 可在一段有限時間內在室溫

陳列以供出售的經烹煮肉類製 

品，例如燒味和鹵味 

中式水煮雞、燒鴨、燒肉 
＜105 105 - ＜106 ≧106 

 

備註： 

# 食物的分類是根據食物環境衛生署出版的《食物微生物含量指引 2014》而作出 

 

 

 

 

參考： 

1. 《食物微生物含量指引 2014》，食物環境衛生署 

2. 《如何推行食物安全計劃》，食物環境衛生署 

3. 《國際推薦操作規範 食品衛生總則》 (CAC/RCP 1-1969. Rev. 4-2003)，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