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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不健康的飲食習慣與肥胖和超重問題有莫大關係，
亦會增加患上某些癌症、心臟病、腦血管病和糖尿
病等慢性疾病的風險。於 2014 年，本港死亡個案
中逾半（52%）乃上述疾病所致。

港人經常外出用膳，所以在推廣健康飲食方面，
食肆誠然是最重要的協作夥伴。衞生署於 2010 年
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受訪人士中超過六成人
每星期至少一次外出進食早餐、晚餐，而午餐更
超過八成。

另一項較早的研究則發現，超過九成（93%）的
市民希望在食肆用膳時可以有更健康的菜式選擇，
六成（60%）認為現時在食肆享用的食品油分及
脂肪含量過高，超過五成（53%) 認為蔬菜份量
不夠。

衞生署在 2008 年 4 月起推出全港性的「有『營』
食肆」運動（下稱運動），讓市民外出用膳也可
以輕易品嚐「有『營』菜式」1。衞生署亦成立了
「有『營』食肆」運動委員會（下稱委員會），
成員來自政府、餐飲業界、學界及相關專業團體。
委員會為運動制訂目標和指引時間圖，提供達致
目標的對策和方法；以及爭取持份者支持本運動，
並為此促進跨界別合作。

在餐飲業界的鼎力支持下，現在「有『營』食肆」
已遍佈全港各區，菜式包括中菜、西餐、快餐、
亞洲菜、素菜等，包羅萬有。

你的機會來了！『營』接健康潮流，煮出清新感受。
創造您的招牌「有『營』菜式」，讓市民有更多
更健康的選擇。「有『營』食肆」運動可將顧客帶
到你門前。

2 目標

運動的目標是：
1. 教育公眾，賦予市民權利，讓他們有更多便利
途徑在食肆享用健康菜式；

2. 鼓勵食肆經營者，提昇能力，協助他們提供更
多元化的健康菜式。

1「蔬菜之選」（多蔬果）及「3少之選」（少油，少鹽和少糖）的「有
『營』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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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與食肆的得益

參與食肆可享受以下裨益：
i. 樹立以顧客為本的形象，顯示你是照顧顧客健
康需要的飲食業經營者；

ii. 被肯定為承擔社會責任的經營者，關心顧客的
健康；

iii. 員工可參與衞生署舉辦的簡介會，幫助員工
增廣營養學知識，改善烹調技巧及菜式質素；

iv. 可獲衞生署提供的宣傳品、資源和專業支援
服務。

關於本手冊
本手冊於 2007 年首次編寫，旨在列出參與「有
『營』食肆」運動的細則及有關「有『營』菜式」
的營養要求。

「有『營』菜式」的營養要求是在參照外地經驗、
考慮本地情況及諮詢多個政府部門、專業團體、
學界和餐飲業界後訂出，並於「有『營』食肆」
運動先導計劃確定其可行性。

為使本手冊更能切合業界的需要和與時並進，
本署收集各方的意見後作出修訂。本版為 2015 年
11 月的第一次修訂版本。

•	

4 「有『營』食肆」
運動委員會成員

食物環境衞生署

•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

•	香港心臟專科學院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匯豐社會企業商務中心

•	香港肥胖醫學會

•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

•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	香港營養師協會

•	香港營養學會有限公司

•	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

•	莫鳳儀太平紳士

•	稻苗學會

•	職業訓練局中華廚藝學院

（排名以中文筆劃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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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與食肆指引

5.1 報名要求

食肆報名參與本運動必須符合下列資格：
• 按香港法例要求持有一份與其業務有關的商業
登記證，及 / 或其他許可證或牌照；及

• 承諾按照本手冊內所訂的營養準則 2，每天有
合共不少於五款「有『營』菜	式」－包括符合
「蔬果之選」要求及符合「３少之選」要求的
菜式，於食肆選定營業時段內供應；及

（以下兩款標誌作為顯示「有『營』菜式」以
鼓勵食客選擇，它們可同時或分開使用）

• 

蔬果之選
代表菜式的材料全屬蔬果類或按體積計，
蔬果類是肉類及其代替品 4 的兩倍或以上

３少之選
代表菜式以較少脂肪或油份、鹽分及糖分烹調

或製作，符合「3 少之選」的要求

確保善用產品資訊和購買點推廣資料 3，以助
顧客選擇「有『營』菜式」，其中包括在當眼
處擺放「有『營』食肆」櫥窗標貼、在主餐牌
或餐桌資訊卡貼上「有『營』菜式」餐牌標誌，
以及在快餐店掛牆餐牌貼上「有『營』菜式」
掛牆餐牌標誌；及

•	確保存放「顧客意見表」為顧客提供表達意見
的渠道。

5.2 報名方法

有興趣參與運動的食肆可填妥「報名表」及附上
按香港法例要求一份與其業務有關的商業登記
證，及/或其他許可證或牌照副本，以電郵、郵遞、
傳真或手遞方式交送至「有『營』食肆」運動秘
書處（下稱秘書處）。
						
「有『營』食肆」運動秘書處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七樓
電話：2572	1476
傳真：2591	6127
電郵：esr_cheu@dh.gov.hk	

5.3 實用資源

從衞生署「有『營』食肆」運動專題網站（http://
restaurant.eatsmart.gov.hk）下載或於辦公時間
內向秘書處索取有關本運動的最新資料。

2參照本手冊內的第十章《營養準則》
3 參照本手冊內的第八章《「有『營』食肆」櫥窗標貼 / 宣傳品使用
及展示細則》及第九章《「有『營』菜式」標誌使用細則》
4 肉類代替品包括雞蛋、豆類、黃豆製品和果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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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簡介會及品資控制

簡介會
參與食肆必須提名兩至四名日常負責設計菜單的
職員，例如餐廳經理及廚師，安排他們出席兩小時
的簡介會。衞生署將講解何謂「蔬果之選」及
「3 少之選」，同時提供如何在實際經營過程中
供應這類健康菜式的建議。職員上畢簡介會及認清
基本要求後，才能成為「合格」人員。遇有「合格」
人員離職，參與食肆應確保現職負責設計菜單、
烹調及管理食肆的員工擁有相關營養知識，否則
應儘早安排員工參與簡介會。

品質控制
員工上畢簡介會及取得「合格」資格後，參與食肆
必須將簡介會的知識學以致用，按照本手冊內所
訂的營養準則 2 製作最少五款「有『營』菜式」，
這些菜式可以是全新研製或改良自現有菜式。
經秘書處確定食譜符合相關的營養準則 2 後，便會
接獲通知正式成為「有『營』食肆」。

如參與食肆能於簡介會最少五個工作天前向秘
書處提交五款食譜作預先評審，且食譜被確認符合
相關的營養準則 2 和最少兩名員工出席簡介會並
取得「合格」資格，便可於簡介會後成為「有『營』
食肆」。	

如參與食肆未能於簡介會前提交食譜作預先評審	，
便應在簡介會後十個工作天內提交。

5.5 辦理時間

秘書處接獲「有『營』菜式」食譜後，一般會在
20 個工作天內作出回覆。

5.6 「有『營』食肆」資格有效期

「有『營』食肆」資格有效至每年 12月 31日止。
衞生署會將參與食肆名單上載衞生署「有『營』
食肆」運動專題網站，「有『營』食肆」流動應用
程式及刊登在本運動的刊物「營廚」雜誌供公眾
查閱。每間參與食肆經營者（及其分店，如適用
者）均會獲發一套宣傳品，以便推廣「有『營』
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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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持續支援

為向經營者提供持續支援，衞生署將以定期及抽樣
方式訪查參與食肆。訪查的目的是確定參與食肆
達到上述第 5.1 點的基本要求，對於參與食肆在
獲取「有『營』食肆」資格後自行按本手冊營養
準則 2 所研發的「有『營』菜式」，秘書處亦會
要求參與食肆提供食譜作持續的品質監察。如有
任何不善之處，秘書處將即時告知並要求該食肆在
兩星期內以書面確認已採取補救或改善的措施。

此外，秘書處會定期舉辦簡介會，歡迎參與食肆在
下列情況下：
1.	遇有其委派出席簡介會並成為合格的人員離職；
2.	希望更多員工接受相關訓練；
3.	希望讓負責員工重温相關知識

安排員工出席簡介會，確保員工們擁有相關營養
知識。

5.8 顧客意見

顧客的意見是菜式營養質量的重要指標。所有參與
食肆均應盡力及主動與顧客溝通，了解他們的
意向，致力推動健康飲食。秘書處如接獲顧客的
意見，將盡快轉交有關食肆以便採取相應行動。
所有參與食肆均應與秘書處保持緊密合作，在接獲
通知兩星期內作出改善。

秘書處將定時向委員會匯報衞生署接獲和處理的
所有顧客意見。

5.9 續期

食肆成功參與本運動後，將可維持資格至每年
12 月 31 日止，但期間衞生署可向個別參與食肆
發出書面通知終止其參與資格。參與食肆必須
每年續期，秘書處會於每年年底前寄出有關的
續期通知書予各參與食肆。

2參照本手冊內的第十章《營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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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終止資格

在下述情況，秘書處可考慮終止參與食肆的資格：
i.	 未能提供按香港法例要求持有一份與其業務有
關的商業登記證，及 / 或其他許可證或牌照；或

ii.	 未能如承諾每天供應最少五款「蔬果之選」及
「3 少之選」的「有『營』菜式」；或

iii.	未能善用本運動所提供的宣傳產品，協助顧客
選擇更健康的菜式；或

iv.	不遵守本手冊內的指引用以促進本運動順利和
完善地推行；或

v.	行為表現危害或損害本運動、秘書處、委員會
或相關活動的信譽或利益；或

vi.	蓄意提供關於推行本運動的失實、不完整或
誤導資訊。

遇有上述違規情況，衞生署會諮詢委員會意見。
如委員會最終決定終止該食肆的參與資格，秘書
處將以掛號信發出終止通知書予該食肆經營者。
如當事人不同意秘書處決定，必須於通知書發出
日期起計兩星期內以書面向秘書處提出反對理由
及詳細資料，否則反對意見將不獲考慮。於一般
情況下，衞生署不會在食肆被終止資格六個月內
再受理其申請。其後的申請，將視作全新申請辦理。	

5.11  決定

在所有有關「有『營』食肆」運動事宜上，委員
會擁有最終決定的權力。

5.12  退出運動

參與食肆如欲退出「有『營』食肆」運動，必須
以書面通知秘書處。

5.13  終止資格或退出運動的後果

參與食肆如被終止資格或退出本運動，必須即時
無條件地：
i.	 不再於任何情況下自稱「有『營』食肆」；
ii.	 停止使用「有『營』食肆」及櫥窗標貼、標誌
及宣傳品和其他利益作任何用途；及

iii.	將所有「有『營』食肆」櫥窗標貼、標誌及相關
宣傳品交回秘書處；

秘書處會把該食肆名稱從所有「有『營』食肆」
運動的宣傳平台移除。

5.14  使用櫥窗標貼 / 宣傳品

「有『營』食肆」櫥窗標貼（下簡稱標貼）、
標誌及宣傳品乃衞生署所有，只有被確定為「有
『營』食肆」運動的參與食肆才可使用有關的標
貼、標誌及宣傳品，而使用時亦需遵守本手冊第
八章的《「有『營』食肆」櫥窗標貼和宣傳品使
用及展示細則》及第九章的《「有『營』菜式」標
誌使用細則》，兩份細則將在食肆成功成為參與
食肆後派發。如欲以其他方式使用本運動的標貼、
標誌及宣傳品，事前必須取得衞生署批准。

6 費用

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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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報名程序

申
請

一般申請程序
於簡介會後提交食譜

達到基本要求：
1.持有與其業務有關的商業登記證，
及 / 或其他許可證或牌照

2.承諾推廣健康飲食，並遵守本手冊
的細則

3.善用宣傳品及「顧客意見表」

提交文件：
1.報名表
2.基本要求第一點提及的文件副本
3.提名出席簡介會的職員名單

簡
介
會

簡介會

職員出席簡介會
最少兩名職員掌握簡介會內容並
取得「合格」的資格

• 提
交

提交食譜

出席簡介會後十個工作天內參照本手
冊所訂的營養準則 2，設計最少五款
「有『營』菜式」並提交食譜，當中
必須包括「蔬果之選」及「3少之選」

批
核

批核參與資格

申請人提交食譜後，一般會在 20 個
工作天內接獲建議，直至所有食譜符
合相關的營養準則 2

申
請
及
提
交

更快成為「有『營』食肆」
於簡介會前，預先提交食譜

達到基本要求：
1.持有與其業務有關的商業登記證，
及 / 或其他許可證或牌照

2.承諾推廣健康飲食，並遵守本手冊
的細則

3.善用宣傳品及「顧客意見表」

提交文件：
1.報名表
2.基本要求第一點提及的文件副本
3.提名出席簡介會的職員名單

提交食譜

於簡介會最少五個工作天前參照本手
冊所訂的營養準則 2，設計最少五款
「有『營』菜式」並提交食譜，當中
必須包括「蔬果之選」及「3少之選」

簡
介
會
及
批
核

簡介會

職員出席簡介會
最少兩名職員掌握簡介會內容並
取得「合格」的資格

批核參與資格

所提交的食譜符合相關的營養準則2，
且最少兩名職員出席簡介會並取得
「合格」的資格，便可成為「有『營』
食肆」

成為「有『營』食肆」

• 

•
•
•
•
•

遵守本手冊的細則
每日提供餐牌標誌顯示的最少五款「有『營』菜式」
按照本手所訂的營養準則 2 構思更多元化的「有『營』菜式」
應用「有『營』食肆」櫥窗標貼及宣傳品
主動與顧客溝通，表達參與食肆致力推廣健康飲食

2參照本手冊內的第十章《營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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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8 「有『營』食肆」櫥窗標貼及
宣傳品使用及展示細則

參與食肆必須遵守下列關於「有『營』食肆」
櫥窗標貼及宣傳品的使用及展示細則。

8.1 擁有權	

「有『營』食肆」櫥窗標貼（下簡稱「標貼」）/
宣傳品的擁有權，概為衞生署所有。
參與食肆不得將有關標貼 /宣傳品複印、複製、
編輯、外借或給予任何第三者。
標貼 / 宣傳品只能作為健康教育及推廣用途。

8.2 使用模式

標貼 / 宣傳品必須以原格式展示及使用，參與
食肆不可擅自複印或更改其形狀、大小或顏色。

8.3 標貼的數量及展示位置

每間參與食肆只會獲發一個標貼。
標貼只可展示於參與食肆的店鋪前（或其他當
眼位置）。
如標貼有損毁或其他原因需更換，需向秘書處
提出申請。

8.4 標貼更新

符合續期要求的參與食肆需於每年換上屬於
該年度的新標貼。

8.5 索取宣傳物資

如欲索取「有『營』食肆」的宣傳品，請填妥
《「有『營』食肆」索取宣傳品表格》，向
秘書處提交申請。
秘書處接獲申請後，一般將在十個工作天內
處理。

8.6 交回「有『營』食肆」櫥窗標貼 /
宣傳品

退出此運動的食肆，必須立刻停止使用 / 展示
「有『營』食肆」標貼 / 宣傳品，並於十個工
作天內交還秘書處。
衞生署可隨時按本手冊內訂明的細則要求參與
食肆立即交還標貼 / 宣傳品。

衞生署保留權利，可隨時按情況修訂關於使用
「有『營』食肆」櫥窗標貼 / 宣傳品的使用及展示
細則，參與食肆必須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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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營』菜式」標誌使用細則

「多蔬果」標誌 「少油、少鹽和少糖」（３少）標誌

參與食肆必須同意及遵守下列「有『營』菜式」標
誌使用細則。

9.1 擁有權

「有『營』菜式」標誌，包括「多蔬果」及「少油，
少鹽和少糖」（3 少）標誌的擁有權，概為
衞生署所有。
參與食肆不得未經衞生署同意下將有關標誌
複印、複製、編輯、外借或給予任何第三者。

9.2  使用

「有『營』菜式」標誌只可作健康教育及推廣
用途。
「有『營』菜式」標誌必須原裝展示及使用，
參與食肆不得更改標誌的內容。
參與食肆必須展示「有『營』菜式」標誌，以
提供產品資訊及銷售點推廣資訊，以便顧客
選擇「有『營』菜式」。「有『營』菜式」標誌
包括掛牆餐牌標誌及餐牌標貼。
當參與食肆在其製造或售賣的食品使用及展示
「有『營』菜式」標誌，並不代表此等產品已
獲衞生署核准、認可或批准。

9.3 申請在其他宣傳物料中使用
 「有『營』菜式」標誌

參與食肆如欲申請在餐牌之外的其他宣傳物料
使用該標誌，必須填妥《「有『營』菜式」標
誌使用申請表》，連同有關的全彩色美術設計
圖經秘書處提交衞生署審批。
署方接獲齊全的申請文件後，一般會在十個工
作天內處理。
署方將按個別情況淮許參與食肆使用或展示
「有『營』菜式」標誌。

9.4  終止

如參與食肆退出「有『營』食肆」運動，必須
立刻停止使用並於十個工作天內把「有『營』
菜式」標誌交還秘書處。

衞生署保留權利，可隨時按情況修訂關於使用「有
『營』菜式」標誌使用的細則，參與食肆必須
遵守。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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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營養準則

本章節為標誌為「蔬果之選」及「3 少之選」的
菜式提供營養準則作參考。

10.1 「蔬果之選」的定義

代表菜式的材料全屬蔬果類或按體積計，蔬果類
是肉類及其代替品的兩倍或以上。

若蔬菜未經烹煮，則要求按體積計，蔬菜類是肉類
及其代替品的四倍或以上。

請留意！下列食物並不包括在內：
•	醃製的蔬果，如梅菜、酸瓜等；
•	油炸（包括走油）的蔬果和其他材料；
•	

•	

•	
•	

碳水化合物（澱粉質）含量較高而膳食纖維
含量較低的蔬菜，如馬鈴薯、番薯等，不被
列入為蔬菜的類別；
黃豆製品，如豆腐、腐皮等，膳食纖維含量
因製造過程而減低，不被列入為蔬菜的類別；
裝飾或伴碟用途的蔬果；
榴槤、牛油果、椰子及其製品，因脂肪含量
較高而不被計算在內。

適合貼上「蔬果之選」的菜式範例：

中式：
	 冬瓜盅
	粉絲什菜煲
	蝦仁炒翠肉瓜
	雙菇扒時蔬
	套餐：一份（約半碗蒸肉餅）+一碗焯生菜 +
一碗白飯

其他：
	 什菜湯
	田園沙律
	青木瓜大蝦沙律
	芝士焗西蘭花
	套餐：鮮茄肉醬意粉 1份（含蔬菜和免治牛
肉各半碗）+田園沙律1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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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3 少之選」的定義

代表菜式已參考以下建議，選用較健康的材料及烹調方法，以減少脂肪或油分、鹽分及糖分的含量。

材料選擇 /
烹調方法

建議
較健康的食物 /
烹調方法例子

較不健康的食物 /
烹調方法例子

•	

油脂類 / 沙律醬 /
麵包塗醬

採用健康的植物油
	採用較低脂的沙律醬
	採用較低脂及無添加糖
分的麵包塗醬

粟米油、橄欖油、芥花籽
油、花生油、葵花籽油、
大豆油、較低脂的花生醬、
無添加糖分果醬

牛油、豬油、椰子油、棕
櫚油、含反式脂肪的植物
牛油、起酥油、普通的沙
律醬、煉奶、添加糖分果
醬、花生醬、巧克力醬、
咖央、鵝肝醬

•
•

•	

穀物類

採用低脂肪及無添加糖
分的穀物類

白麵包、麥包、白飯、紅
米飯、蛋麵、意粉、米粉、
生麵

牛角包、酥皮食品、雞尾包、
菠蘿包、蓮蓉包、炒飯、
炒麵、炒河粉、油炸即食
麵、伊麵、油麵

•	
蔬菜

採用新鮮、冷藏、或較
低鹽的罐頭蔬菜代替醃
製蔬菜

新鮮或冷藏蔬菜、含較低
鹽分的罐頭蔬菜、已「出
水」的罐頭蔬菜

雪菜、酸菜、菜甫、梅菜、
榨菜、鹹酸菜

•	

水果

採用新鮮的水果或純天
然的果汁（椰子因飽和
脂肪含量高而除外）
採用無添加糖分的水果
製品

新鮮水果、果汁浸的罐頭
水果、無添加糖分的乾果、
冷藏水果、100% 純果汁

糖水浸罐頭水果、添加了
糖分的乾果和果汁、椰子
及其製品

•	

•	

肉類、家禽、海鮮、
雞蛋、豆類及果仁

採用新鮮或冷藏的低脂
肉類來代替醃製的肉類
選用非油炸的原味豆類
製品
採用非油炸及無添加鹽
糖的果仁

新鮮或冷藏瘦牛肉、豬肉、
各款魚類、海鮮如帶子、
蝦仁、蟹肉、去皮禽肉、
水浸罐頭吞拿魚、豆腐、
鮮腐竹、原味素肉、乾焗
原味果仁

豬腩肉、豬頸肉、肥牛肉、
牛腩、雞翼、雞腳、油浸
罐頭吞拿魚、午餐肉、腸
仔、火腿、煙肉、現成肉
丸、蟹柳、臘腸、鹹魚、
鹹蛋、豆泡、炸枝竹	、油
炸麵筋、已調味的素肉、
炸腰果、鹽焗果仁

•

•

•

	

	

	
奶品類

採用脫脂、低脂或較低
脂的原味奶品類

脫脂或低脂奶、奶粉、乳
酪、較低脂芝士

全脂奶製品、忌廉、花奶、
煉奶、奶精

•	

飲品 / 甜品

純果汁
無添加糖分的飲品或
甜品（糖或代糖可另外
供應）

清水、純果汁、清茶、清
湯、無糖豆漿、其他「走
糖」飲品或甜品如檸檬茶、
豆腐花、紅豆沙

果味飲品、汽水、雪糕、
加糖的飲品或甜品，例如
椰汁糕、芝士蛋糕

•

•	

	

調味料

用天然材料替代高鹽分
或高脂肪的調味料或醬
汁

蒜、薑、蔥、洋蔥、檸檬
或青檸汁、醋、芫茜、五
香粉、芥末、八角

蝦醬、腐乳、豆豉、雞粉、
味精、現成的醬汁（如
黑椒汁、咖喱醬、沙爹醬
等）、蠔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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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選擇 /
烹調方法

建議
較健康的食物 /
烹調方法例子

較不健康的食物 /
烹調方法例子

•	

材料預備 /
烹煮方法 /
供應模式

以「飛水」代替「泡油」
的方式處理肉類

•	炒麵前，可先將麵放在
滾水或清湯中焯一焯以
減少用油量
烹調前把罐頭蔬菜「出
水」，以減少鹽的含量
採用低脂烹調方法
低脂沙律醬或其他醬汁
分開供應
穀物類與有芡汁的食物
分開供應，焗飯、焗意
粉、薄餅和焗薯除外
預備三文治或多士等食
物時，只塗上薄薄─層
或分開供應麵包塗醬
提供無添加糖分的飲品
或甜品，另外供應糖或
代糖
火鍋店必須供應最少一
款「3 少之選」的「湯
底」

焯、蒸、烤、焗、炆、少
油快炒、少油煎

炸（包括將肉類「泡油」
的過程）、紅燒、淋上沙
律醬、醬汁的菜式

•	

•	
•	

•	

•	

•	

•	

適合貼上「三少之選」的菜式範例：

中式：
	 冬菇炆雞（去皮）
	肉碎粉絲蒸水蛋
	翠塘豆腐
	清蒸海上鮮
	蘿蔔炆牛腱

其他：
	 串燒牛柳粒
	白汁雞皇長通粉（低脂白汁）
	雞絲湯檬
	泰式明爐魚
	金菇牛柳卷

在給菜式貼上「3 少之選」標誌前，必須使用「『3 少之選』菜式評估表」（見 10.3）作最後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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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3 少之選」菜式評估表

菜式名稱：
為菜式加上「3少之選」標誌前，請以下列各提示評估該菜式，並在適當的空格內填上「 」號。若所選
的全屬「是 / 不適用」欄，代表該菜式已符合「3少之選」的要求。請您為該道菜式加上「3少之選」的標誌。

要求 詳見「3 少之選」
定義內的 不適用 是 否 備註

材料選擇

1.	 選用低脂或較低脂的材料及食物，如白飯、湯麵、
非油炸的麵、瘦肉、去皮禽肉、非油炸的原味豆
類製品、較低脂淡奶、較低脂芝士等。

穀物類、肉類、家
禽、海鮮、雞蛋、
豆類及果仁

☐ ☐ ☐

2.	 選用較健康的植物油、較低脂肪的沙律醬、較低
脂肪及無添加糖分麵包塗醬。

油脂類 / 沙律醬 / 麵
包塗醬 ☐ ☐ ☐

3.	 選用非醃製的材料。
蔬菜、肉類、家禽、
海鮮、雞蛋、豆類
及果仁

☐ ☐ ☐

4.	 選用已「出水」或低鹽分的罐頭蔬菜，如較低鹽
分罐頭茄蓉。

蔬菜類 ☐ ☐ ☐
5.	 選用天然材料或香料，如蒜頭、辣椒、八角、香茅、
紫蘇葉等調味。

調味料 ☐ ☐ ☐
6.	 選用無添加糖分的水果及其製品，如果汁浸的罐
頭雜果、無添加糖分的果汁、乾果或果醬等。

水果 ☐ ☐ ☐
材料預備 / 烹調 / 供應模式

7.	 低脂烹調方法，如蒸、上湯浸、焯、炆、焗、少
油快炒等。 ☐ ☐ ☐

8.	 預備三文治或多士等食物時，只塗上簿簿的一層
或分開供應麵包塗醬。 ☐ ☐ ☐

9.	 穀物類與有芡汁的食物分開供應，焗飯、焗意粉、
薄餅和焗薯除外。 ☐ ☐ ☐

10.	分開供應醬汁、低脂沙律醬等佐料。 ☐ ☐ ☐
11.	菜式 / 食物已用最少的糖分和鹽分的調味料（包括
豉油）調味，並無使用現成的醬料、雞粉及味精。 ☐ ☐ ☐

12.	提供無添加糖分的飲品或甜品，另行供應糖或
代糖。 ☐ ☐ ☐

材料預備 /
烹煮方法 /
供應模式

恭喜你！若上列各項全選「是 /不適用」，這道菜式已是較健康的選擇了，請為它貼上								「３少之選」
標誌，並多向你的客人推介吧！
不要忘記！若此菜式的材料同時全屬蔬果類或以體積計，蔬果類是肉類及其代替品的兩倍或以上（若蔬菜
未經烹煮，則是肉類及其代替品的四倍或以上），請多加										「蔬果之選」的標誌啊！

評核人：	（簽名）

	 （姓名 / 職位） 評核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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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宣傳品

以下的宣傳品將由衞生署提供：

宣傳品 用途

1. 「有『營』食肆」櫥窗標貼
顯示食肆為「有『營』食肆」並提供「有
『營』菜式」選擇

2. 「蔬果之選」標誌（餐牌膠貼）
用於餐牌上，代表菜式的材料全屬蔬果類
或按體積計，蔬果類是肉類及其代替品的
兩倍以上

3. 「3 少之選」標誌（餐牌膠貼）
用於餐牌上，顯示該菜式以較少脂肪或油
分、鹽分及糖分烹調或製作

4. 「蔬果之選」標誌（掛牆餐牌用）
用於掛牆餐牌（水牌）上，代表菜式的材
料全屬蔬果類或按體積計，蔬果類是肉類
及其代替品的兩倍或以上

5. 「3少之選」標誌（掛牆餐牌用）
用於掛牆餐牌（水牌）上，顯示該菜式以
較少脂肪或油分、鹽分及糖分烹調或製作

6. 雙面餐牌
一面向食客介紹「蔬果之選」及「3少之選」
標誌的意思、而另一面則推介「有『營』
菜式」

7. 海報
張貼於食肆內，以便向食客介紹「有『營』
食肆」運動

8. 顧客意見表 收集食客對「有『營』菜式」的意見

上述 1 至 5 項宣傳品備有電腦圖檔，如有需要，請向秘書處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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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常見問題

「有『營』菜式」的供應

1. 手冊提及每天有合共不少於五款「有『營』
菜式」－包括「蔬果之選」及「３少之選」
菜式，於參與食肆選定營業時段內供應，請
問有否規定每類型的「有『營』菜式」供應
多少款？

答：	每類型的「有『營』菜式」的數目的多少由
參與食肆按其運作自行決定，但每類型必須
至少供應一款。所以如果你只單一供應「蔬
果之選」或「３少之選」菜式的話便不符合
要求。另外，五款「有『營』菜式」是不一
定須要在同一時段供應，即例如早市供應
三款，晚市兩款，合共五款在同一營業日供
應亦符合要求。

「蔬果之選」

2. 「蔬果之選」的要求是以烹調後的蔬菜計算，
未經烹調的蔬菜，如沙律，是否計算在內呢？

答： 未經烹調的蔬菜亦計算在內，但所要求的份
量是肉類及其代替品的四倍或以上。以串燒
牛肉套餐為例，熟牛肉約半碗，若套餐希望
成為「蔬果之選」，需包括兩碗沙律（1 碗
=250-300 毫升）。

3.    將南瓜「走油」，然後和苦瓜同炒，這個菜式
符合「蔬果之選」嗎？

答： 不符合，「蔬果之選」不包括含經「走油」
的蔬果或其他食材的菜式。

4.   清炒五色蔬菜粒並置於經油炸的「鵲巢」內，
這個菜式符合「蔬果之選」嗎？ 	

答： 不符合，因為「鵲巢」經油炸，不符合「蔬
果之選」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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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少之選」

5.   怎樣才算「少」？
答： 我們鼓勵參與食肆採用較健康的烹調方法和

食材以減少菜式中的油、鹽、糖含量。然而，
「少」並不等同「低」或「無」。因此，
一般而言，通過「『3少之選』菜式評估表」
（見 10.3）的菜式是較健康的選擇。

6.  菜式是否要完全通過「『3 少之選』菜式評
估表」才能貼上「3 少之選」的標誌呢？

答：	是。為了確保「3少之選」的菜式都是較健康
的選擇，參與食肆需根據「3少之選」的定義，
改良現有的或創作新的菜式，並使用「『3少
之選』菜式評估表」（見10.3）作最後檢閱。

7.  「3 少之選」菜式是否適合因健康理由而被
建議選用特別餐，如低鈉餐的食客？

答：	並不適合。少油、少鹽、少糖並不等於低油、
低鹽、低糖，「3 少之選」菜式是藉選用較
健康的材料及烹調方法以減少油、鹽、糖含
量。建議食客向醫生或營養師查詢。

8.  製作「3 少之選」的湯飯或湯麵時，湯的材
料是否需要符合「3 少之選」的要求？ 	

答：	是，這能確保「3 少之選」的菜式含較少的
油、鹽和糖。		

9.  非油炸現成的「素雞」能否用作製作「3 少
之選」的菜式？

答：	非油炸現成的「素雞」大多已被調味，且鈉
質含量或較高，所以並不適合製作「3 少之
選」的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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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乾焗原味果仁和牛油果脂肪含量較高，能否
用作製作「3 少之選」的菜式？ 	

答：	乾焗原味果仁和牛油果脂肪含量較高，但主
要是有益心血管健康的不飽和脂肪，所以可
用以製作「3 少之選」的菜式，但只宜適量
使用。		

11.  蒸的菜式於最後淋上的豉油熟油是否需要分
開供應？ 	

答：	「3	少之選」要求「低脂沙律醬或其他醬汁
分開供應」，所以必須分開供應「最後淋上
的豉油熟油」，讓食客按個人口味自行加入。				

12.  烹調用的油怎樣才算少？
答：	可參考以不多於三茶匙的植物油烹煮一碟四

人份量的菜式（1 茶匙	=	5 毫升）。

13. 「熱檸檬水」、「蒸白飯」、「白粥」等這
簡單的食物，能否作為「3 少之選」？ 

答：	這些簡單的食物雖然符合「3 少之選」	的要
求，但食客期望「色、香、味、營」俱全的
菜式，鼓勵參與食肆能花點心思製作「3 少
之選」的菜式。	

其他

14.  火鍋店可以成為「有『營』食肆」嗎？
答：	「有『營』食肆」的火鍋店所提供的五款「有

『營』菜式」必須包括一款「3少之選」的「湯
底」。除了可以以個別火鍋食材作「蔬果之
選」和「3 少之選」外，還可以考慮提供包
括火鍋食材和「湯底」的「蔬果之選」和「3
少之選」套餐。

15.  參與食肆能否因時令而轉換菜式，應如何
處理？

答：	為配合不同時令和不同顧客的口味，秘書處
鼓勵參與食肆多轉換「有『營』菜式」。參與
食肆可根據「3 少之選」和「蔬果之選」的
營養準則 2研創更多美味的菜式。若有需要，
秘書處十分樂意提供持續支援，例如在新菜
式食譜的營養方面給予建議。

16.  如有疑問應向誰查詢？
答：	如有疑問，可電郵至 esr_cheu@dh.gov.hk

或致電 2572	1476 與「有『營』食肆」運動
秘書處聯絡。

2參照本手冊內的第十章《營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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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3 少之選」菜式評估表

菜式名稱：
為菜式加上「3 少之選」標誌前，請以下列各提示評估該菜式，並在適當的空格內填上「 」號。若所
選的全屬「是 / 不適用」欄，代表該菜式已符合「3 少之選」的要求。請您為該道菜式加上「3 少之選」
的標誌。

要求 詳見「3 少之選」
定義內的 不適用 是 否 備註

材料選擇

1.	 選用低脂或較低脂的材料及食物，如白飯、湯麵、
非油炸的麵、瘦肉、去皮禽肉、非油炸的原味豆
類製品、較低脂淡奶、較低脂芝士等。

穀物類、肉類、家
禽、海鮮、雞蛋、
豆類及果仁

☐ ☐ ☐

2.	 選用較健康的植物油、較低脂肪的沙律醬、較低
脂肪及無添加糖份麵包塗醬。

油脂類 / 沙律醬 / 麵
包塗醬 ☐ ☐ ☐

3.	 選用非醃製的材料。
蔬菜、肉類、家禽、
海鮮、雞蛋、豆類
及果仁

☐ ☐ ☐

4.	 選用已「出水」或低鹽分的罐頭蔬菜，如較低鹽
分罐頭茄蓉。

蔬菜類 ☐ ☐ ☐
5.	 選用天然材料或香料，如蒜頭、辣椒、八角、香
茅、紫蘇葉等調味。

調味料 ☐ ☐ ☐
6.	 選用無添加糖分的水果及其製品，如果汁浸的罐
頭雜果、無添加糖分的果汁、乾果或果醬等。

水果 ☐ ☐ ☐
材料預備 / 烹調 / 供應模式

7.	 低脂烹調方法，如蒸、上湯浸、焯、炆、焗、少
油快炒等。 ☐ ☐ ☐

8.	 預備三文治或多士等食物時，只塗上簿簿的一層
或分開供應麵包塗醬。 ☐ ☐ ☐

9.	 穀物類與有芡汁的食物分開供應，焗飯、焗意粉、
薄餅和焗薯除外。 ☐ ☐ ☐

10.	分開供應醬汁、低脂沙律醬等佐料。 ☐ ☐ ☐
11.	菜式 / 食物已用最少的糖分和鹽分的調味料（包括
豉油）調味，並無使用現成的醬料、雞粉及味精。 ☐ ☐ ☐

12.	提供無添加糖分的飲品或甜品，另行供應糖或
代糖。 ☐ ☐ ☐

材料預備 /
烹煮方法 /
供應模式

恭喜你！若上列各項全選「是 /不適用」，這道菜式已是較健康的選擇了，請為它貼上								「３少之選」
標誌，並多向你的客人推介吧！
不要忘記！若此菜式的材料同時全屬蔬果類或以體積計，蔬果類是肉類及其代替品的兩倍或以上（若蔬菜
未經烹煮，則是肉類及其代替品的四倍或以上），請多加										「蔬果之選」的標誌啊！

評核人：	（簽名）

	 （姓名 / 職位） 評核日期：

（
沿
虛
線
剪
下
，
並
可
自
行
影
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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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更多有關「有『營』食肆」運動的詳情，請瀏覽衞生署健康飲食專題網站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the “EatSmart Website”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t

http://www.eatsmart.gov.hk

經 理 及 廚 師 實 用 手 冊
Guidebook for Managers and Chefs

EatSmart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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