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少市民平日都會進食乾製水果，又或服食中藥調養身體，但是，近年鄰近地區曾驗出中藥材二氧化硫殘留
量超標，為瞭解澳門現時的食品品質情況，本會聯同市政署食品安全廳，對本澳的中藥材及乾果進行抽查，以檢視當中
二氧化硫含量情況，確保消費者的食用安全。

	 是次測試由本會和市政署食品安全廳工作人員，以一般消費者方式於市面上的超級市場、中藥房、凍肉店等
購買，共抽查20批樣本，樣本標籤顯示聲稱產地包括美國、泰國、中國、土耳其、印尼和加拿大。本次測試根據中國國家
標準GB	 5009.34-2016《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食品中二氧化硫的測定》進行，並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7/2019號行政
法規《食品中防腐劑及抗氧化劑使用標準》進行判定。結果顯示，本次抽查的20批樣本，全部都符合上述的規定。

食藥兼用中藥材及乾果中 
的二氧化硫含量情況檢測

二氧化硫
	 根據市政署食品安全資訊網資料：食品生產商會於
食品中添加少量食品添加劑“亞硫酸鹽”，用作漂白、防止
食物變褐色、防腐及防止蟲蛀等。亞硫酸鹽在加工後會轉
變為“二氧化硫”並殘留於食物中。由於二氧化硫可經人
體代謝並由尿液排出體外，故食品中殘留微量的二氧化
硫，對人體健康影響不大。然而，攝入過量的二氧化硫，則
可能造成呼吸困難、嘔吐、腹瀉等症狀，特別是哮喘患者
或過敏反應人士。此外，長期食用則會於體內累積，加重
肝臟排毒的負擔。因此，市民應儘量避免攝取過量二氧化
硫，以降低對身體的危害。
 
　　事實上，二氧化硫為水溶性物質，透過用溫水浸泡方
法，可去除主要殘留在食品的二氧化硫。市民可先用清水
沖洗乾貨表面的灰塵和雜質，再用40oC至50oC的溫水浸
泡乾貨，約20至30分鐘，待食材膨脹及柔軟後，再清洗及
烹煮。切勿使用浸泡後的水，因易溶物質已溶解於水中，
不宜供食用。這方法既可保留乾貨的味道，又可除去殘留
的添加物。

市政署食品安全廳提供之選購及
食用衛生建議：
1. 向信譽良好的店鋪購買食藥兼用中藥材及乾果等乾

貨食品；
2. 避免選購色澤過於鮮艷及亮白、有異味的乾貨類食品；
3. 開封後的乾貨食品應妥善貯存於陰涼乾燥及通風

處，以防出現受潮、霉變等情況；
4. 對於預包裝的乾貨，應留意食品包裝上的食用期限及

包裝情況，不要購買和食用已過期或包裝破損的產品；
購買後應按照包裝上標示的保存方法妥善貯存；

5. 若發現乾貨類食品的衛生狀況或質量異常，便不應
選購或食用；

6. 烹煮食藥兼用的中藥材前，應以清水沖洗表面及徹
底浸泡，浸泡後的水切勿用來煮食；

7. 對二氧化硫過敏的人士在選購時，應仔細閱讀包裝上
標示的成份資料，以選用適合自身健康的產品。   J  

測試調查發佈:1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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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食藥兼用中藥材及乾果中的二氧化硫含量情況
Teste de dióxido de enxofre em ervas medicinais chinesas e frutos secos 2019

樣本編號[1]	

N.º	[1]
樣本名稱

Designação de amostra

標籤顯示	
聲稱產地

Origem declarada  
no rótulo

零售價(澳門元)[2][3]
Preço (pataca) [2] [3]

抽樣地點
Local de amostragem

二氧化硫	
測試結果[4]

Resultados [4]

1
American Ginseng Slice 

澳門街南北貨 花旗參長片 
(Ginseng seco fatiado)

加拿大
Canadá

89/瓶(75克)
89/garrafa (75g)

澳門街南北貨
Macau Street  

Produtos Seco Limitada
✓

2
Jumbo Raisins 

三角嘜 珍寶提子 
(Passas)

美國
EUA

30/包(320克)
30/pacote (320g)

宏基超級市場
Supermercado Vang Kei ✓

3 KIRKLAND Blueberries (whole dried) 
(Mirtilos secos)

美國
EUA

93.9/包(567克)
93,9/pacote (567g)

來來超級市場
Supermercado Royal ✓

4
Triangle Brand Black Eyes Bean 

三角牌 精選美國眉豆  
 (Feijão-frade/ Vigna unguiculata)

--- 8.5/包(227克)
8,5/pacote (227g)

利豐超級市場
Supermercado Lee Fong ✓

5 中百合 
(Lírio seco) --- 7/兩

7/tael
益壽堂中藥房

Farmácia Chinesa Iec Sao Tong ✓

6 玉竹片 
(Polygonatum odoratum) --- 8/兩

8/tael
利源堂中藥房

Farmácia Chinesa Lee Yuen ✓

7 生晒元肉
(Longan seco) --- 7/兩

7/tael
美國花旗參行

Loja Produtos Naturais  
Mei Kuok Fa Kei Sam

✓

8 正淮山
(Ilhame chinês/ Dioscorea opposita)

中國
China

7/兩
7/tael

德信參茸燕窩海國藥公司
Companhia de Marisco  

Secos Tak Son
✓

9 赤小豆
(Feijão-arroz/ Vigna umbellata) --- 1.5/兩

1,5/tael
成利中藥房

Farmácia Chinesa Seng Lei ✓

10 胎菊
(Crisântemo/ Tire chrysanthemum) --- 18/兩

18/tael
冉華中藥房

Farmácia Chinesa Im Wa ✓

11 建豐 出前一派芒果肉
(Manga seca)

泰國
Tailândia

15.5/包(200克)
15,5/pacote (200g)

新花城超級市場
Supermercado San Fa Seng ✓

12 陳年新會菓皮
(Casca de fruta seca)

中國
China

68/兩
68/tael

燕窩莊集團有限公司
Grupo In Vo Chong Companhia Lda. ✓

13 雪耳
(Tremella fuciformis) --- 5.5/兩

5,5/tael
新德興參茸燕窩海味行

Sun Tak Heng Sum Iong Hong ✓

14 雪梨乾
(Pêra seca) --- 4/兩

4/tael
中聯參茸中藥房

Farmácia Chinesa Chong Lun ✓

15 黑皮芡實
(Euryale ferox) --- 7/兩

7/tael
大藥方中藥房

Farmácia Chinesa Tai Ieok Fong ✓

16 無糖無花菓
(Figo seco sem açúcar)

土耳其
Turquia

8/兩
8/tael

生生中藥房
Farmácia Chinesa Sang Sang ✓

17 蓮子
(Semente de lótus)

中國
China

4/兩
4/tael

宏興參茸行
Vang Heng Ginseng ✓

18 樓上 原粒虎乳靈芝
(Reishi/ Ganoderma)

印尼
Indonésia

118/包(227克)
118/pacote (227g)

樓上(澳門)有限公司
HK JEBN (Macau) Company 

Limited.
✓

19 羅漢果
(Fruta de monge/ Siraitia grosvenorii) --- 4/個

4/unidade
鴻記凍肉
Hung Kee ✓

20 黨參
(Codonopsis pilosula)

中國
China

20/兩
20/tael

聯發行
Lun Fat Hong ✓

註：
[1]  按樣本外文名稱字母 A-Z 和中文名稱筆劃由少至多順序排列。
[2]  不同零售點價格可能有所不同。
[3]  根據第14/92/M號法律《法定度量衡單位制度》，1兩等於37.79931克。
[4]  ✓表示符合標準，測試根據中國國家標準GB 5009.34-2016進行，並

根據第7/2019號行政法規《食品中防腐劑及抗氧化劑使用標準》進行
判定。

Notas:
[1] As amostras são enumeradas por ordem alfabética e, por ordem crescente, conforme o 

número de traços dos caracteres da sua designação em chinês.
[2] Os preços podem diferir entre lojas.
[3] Nos termos da Lei n.º 14/92/M (Sistema de unidades de medida legal), 1 tael é igual a 

37,79931 gramas.

[4] "✓" significa que está em conformidade com os padrões. O teste foi realizado de acordo 
com a norma nacional chinesa GB 5009.34-2016, tendo a determinação sido feita 
conforme 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 7/2019 (Normas relativas à utilização de 
conservantes e antioxidantes em géneros alimentíc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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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
知多D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於2016年12月6日發表之《中國
的中醫藥》白皮書，中醫藥歷史發展脈絡如下：
　　
 在遠古時代，中華民族的祖先發現了一些動植物可以解除病痛，積累了一
些用藥知識。隨着人類的進化，開始有目的地尋找防治疾病的藥物和方法，所
謂“神農嘗百草”、“藥食同源”，就是當時的真實寫照。夏代（約前2070-前1600）
酒和商代（前1600-前1046）湯液的發明，為提高用藥效果提供了幫助。進入西
周時期（前1046-前771），開始有了食醫、疾醫、瘍醫、獸醫的分工。春秋戰國（前
770-前221）時期，扁鵲總結前人經驗，提出“望、聞、問、切”四診合參的方法，奠
定了中醫臨床診斷和治療的基礎。秦漢時期（前221-西元220）的中醫典籍《黃
帝內經》，系統論述了人的生理、病理、疾病以及“治未病”和疾病治療的原則及
方法，確立了中醫學的思維模式，標誌著從單純的臨床經驗積累發展到了系統
理論總結階段，形成了中醫藥理論體系框架。東漢時期，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
提出了外感熱病（包括瘟疫等傳染病）的診治原則和方法，論述了內傷雜病的
病因、病證、診法、治療、預防等辨證規律和原則，確立了辨證論治的理論和方
法體系。同時期的《神農本草經》，概括論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合和、四氣五味等
藥物配伍和藥性理論，對於合理處方、安全用藥、提高療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指
導作用，為中藥學理論體系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基礎。東漢末年，華佗創制了
麻醉劑“麻沸散”，開創了麻醉藥用於外科手術的先河。西晉時期（265-317），皇
甫謐的《針灸甲乙經》，系統論述了有關臟腑、經絡等理論，初步形成了經絡、針
灸理論。唐代（618-907），孫思邈提出的“大醫精誠”，體現了中醫對醫道精微、
心懷至誠、言行誠謹的追求，是中華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
中醫藥中的集中體現，是中醫藥文化的核心價值理念。明代（1368-1644），李
時珍的《本草綱目》，在世界上首次對藥用植物進行了科學分類，創新發展了中
藥學的理論和實踐，是一部藥物學和博物學巨著。清代（1644-1911），葉天士的

《溫熱論》，提出了溫病和時疫的防治原則及方法，形成了中醫藥防治瘟疫（傳
染病）的理論和實踐體系。清代中期以來，特別是民國時期，隨著西方醫學的傳
入，一些學者開始探索中西醫藥學匯通、融合。

來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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