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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獻詞

李熙瑜博士
香港有機農業生態研究協會主席
香港有機認證中心榮譽主席

2013年 12月 6日 

　　不知不覺間，本人參與「香港有機農業生態研究協會」工作已經十年，
今次能和各位一起慶祝協會成立十周年，感到十分高興和有意義。在此，
我謹代表協會向以往給予本會大力支持的各界朋友致以衷心的謝意！

　　本會是香港特區政府註冊的非牟利慈善團體（IR File No：91/7106）。
1998年開始進行有機認證，於 2003年本會以主辦團體角色，聯同「華南
農業大學資源環境學院昆蟲生態研究室」和「香港幼聯」正式成立「香港
有機認證中心」。

　　十年來，本會從默默無聞發展至今，經歷過沙士事件和全球金融風暴
的衝擊，仍能堅強地生存運作，當中亦依靠有機農業科技不斷創新。憑藉
香港獨特的社會環境，香港認證中心的公信力得以不斷加強，令一些熱衷
有機種植的朋友慕名而來，亦使我們結交到來自五湖四海以有機農業為理
想的各界朋友，從而共同推進有機農業發展。

　　本會認證的基地已達一百多個，認證項目包括有機米、有機荔枝、有
機龍眼、有機沙田柚、有機火龍果、有機鳳梨、有機大豆、有機蔬菜、有
機茶、有機香草、有機茶油、有機中藥材石斛等，產品多元化，有機基地
覆蓋兩岸三地。

　　2013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首提發展“家庭農場”，引發社會各界迴響。
眾多小農戶，紛紛組建各具特色的家庭農場，把握機遇在新時期中過上農
場場主的生活。過去一年，香港有機農業持續受關注，雖然香港本地農業
式微，但是年內香港一些非農業用途地包括私家地，地產用地，政府用地
等地塊紛紛轉型向農業發展，這種重新重視發展農業的現象，在香港這個
以金融服務為主的地區，實屬難能可貴，亦給香港有機農業發展帶來契機。

　　在十周年慶典上，我謹代表本會多謝本屆有機認證中心主席溫麗友小
姐帶領有機評審委員會兢兢業業的工作，並衷心感謝各位專家顧問百忙中
義務工作。希望各位繼續支持，協助我們應用科學技術發展有機農業。



主席獻詞

溫麗有太平紳士
香港有機認證中心 主席

香港有機農業生態研究協會 副主席

2013年 12月 6日 

　　本人自 2010年始擔任香港有機認證中心主席以來，得以探訪本
港及內地不同形式的有機基地，更加深對有機基地從有機種植到有機

認證的發展過程。儘管本人參與有機耕種及有機認證十多年，但是通

過參與本會的運作，發現農業新科技的發展，為我們有機耕種帶來新

的耕種模式，使我們認識到有機耕種亦需與時並進。在香港有機農業

生態研究協會踏入十周年之際，本人四年的主席任期即將到期。這四

年裡，本人與認證中心共同成長，共同見證。在此祝願新一屆的香港

有機認證中心有機評審委員會，繼續推廣有機耕種，共同把關，為市

民服務、為社會服務。

在此祝賀香港有機農業生態研究協會成立十周年

十載有機農
　千載有機情



總幹事報告

曾贊安博士
香港有機農業生態研究協會　總幹事

2013年 12月 6日

尊敬的各位嘉賓、委員及會員：
大家晚上好！

　　轉眼間香港有機農業生態研究協會成立了十周年。我們很榮幸地邀請到各位相聚今次十
周年慶典。在座眾多專家會員朋友與我們共同度過有機十年，十年彈指一揮間，我們穫益良
多，增進了有機種植技術，累積了各種經驗教訓，最重要的是得到了各行各業的志同道合
朋友，真是感概良多！我代表香港有機農業生態研究協會向各位十年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隨著兩條政府法規的出台，一則是國家認證監督委員會發佈的公告，另外一則是香港
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法例。

　　2013年 3月 11日，國家認監委發佈了 “2013年第 3號”文件，國家認監委關於印發《關
於香港、澳門檢測機構承擔內地食品認證檢測服務實施指南》的公告。3號文件的發佈是內
地與港澳在檢測及認證方面實質性合作的指導性文件。文件內容包括，一、實施依據，二、
實施範圍，三、檢測機構資質要求，四、實施程序。表明國家支持香港將檢測和認證作為
優勢產業發展，為香港、澳門與內地緊密經貿關係發展服務。

　　2012年 7月 17日，為保障消費者權益，香港立法會通過了《2012年商品說明 (不良營
商手法 ) (修訂 ) 條例》簡稱 -《商品說明條例》(香港法例第 362章 )。《修訂條例》已於
2013年 7月 19日全面執行。新修定的商品說明條例，將虛假商品說明應用於任何貨品，包
括適用於服務。即由針對一般貨品擴展至服務業，擴大適用範圍，禁止在消費服務交易中
作出虛假商品說明。我們認證中心作為認證服務亦在該監管範圍，因此我們的認證工作需
要更認真更嚴謹，健全的法例指導企業遵守法規，市民作為消費者權益更有保障。

　　回首十年，最難忘的時期就是 2003年沙士爆發。香港各行各業受到影響，我們毫不例
外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在多方友好及各專家教授的支持下，我們逐漸走出困境，奮鬥至
今。我們要珍惜這十年帶來的經驗和教訓。兩岸三地同樣堅持下來的有機基地都是我們堅
強的後盾，他們極具創新精神、持之以恆的以有機標準運作。現階段我們共同攜手一起再
出發，繼續裝備走向未來更多的十年！

　　有關本會 2012--2013年的年度核數報告，請各位參閱本年報。

　　最後，我祝各位嘉賓、委員及會員身體健康，家庭幸福！

　　謝謝！









香港有機認證中心有機評審委員會
﹝四年一任﹞2010年4月1日起任

榮譽主席：			李熙瑜博士	﹝香港有機農業生態研究協會主席﹞		 	

																								﹝香港漁農業科技促進協會主席﹞

主				席：	溫麗友太平紳士

副	主	席：	程德智女士﹝幼聯總幹事﹞

副	主	席：	曾玲教授﹝華南農業大學教授﹞

首席專家：	梁廣文教授﹝華南農業大學教授﹞

委				員：	﹝排名不分先後﹞

	 陳炳旭研究員﹝廣東省農科院植保所﹞

	 陳玉成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	2012年9月起

	 張茂新教授	(華南農業大學資源環境學院副院長)		

	 李美雲小姐﹝社團法人台灣有機食農遊藝教育推廣協會理事長﹞

	 李敏儀小姐﹝香港有機農業生態研究協會秘書長﹞

	 馬關兆求校長﹝聖母無玷聖心幼稚園校長﹞

	 林永亨先生﹝幼聯代表1﹞

	 張文谷先生﹝幼聯代表2﹞

	 黃壽山教授﹝華南農業大學教授﹞

	 顏玲小姐﹝華南農業大學碩士，有機檢測員﹞

	 曾贊安博士﹝香港有機農業生態研究協會總幹事﹞

專業人士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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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九週年花絮

香港有機認證中心主席溫麗友
太平紳士頒發有機認證證書予
綠康匯公司黃得永先生。

香港有機認證中心主席溫麗友太平
紳士頒發有機認證證書予廣東鄉意
濃農業科技有限公司陳長貴先生。

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高級農業主
任鮑家偉博士頒發感謝狀予深圳
市富巍盛科技有限公司代表。

香港有機認證中心主席溫麗友
太平紳士頒發委任狀予理工大
學陳玉成博士。

中聯辨新界工作部張軍華
科長頒發感謝狀予侯磐石
及侯添興先生。

中聯辨新界工作部
張軍華科長致詞。

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高級
農業主任鮑家偉博士致詞。

香港有機認證中心首席
專家梁廣文教授致詞。

香港有機認證中心主席
溫麗友太平紳士致詞。

漁農界立法會議員
何俊賢先生致詞。

本會主席李熙瑜博士致歡迎詞

總幹事報告 2011-2012的
各項活動及通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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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主席李熙瑜博士頒發
感謝狀予台灣怡香有機茶
園謝元在先生夫人。

本會主席李熙瑜博士頒發感
謝狀予HK Steam 車會代表。

本會主席李熙瑜博士頒發感謝
狀予 Joey Auto 麥志強先生代表。

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先生
頒發感謝狀予楊義山先生。

本會主席李熙瑜博士頒發感謝狀
予菲萊雅 (遠東 )有限公司潘小姐。

本會主席李熙瑜博士頒發
感謝狀予蔬菜統營處代表。

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高級
農業主任鮑家偉博士頒發
感謝狀予深圳市唐氏綠金
實業有限公司唐志強先生。

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先生
頒發感謝狀予伍啟華先生。

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先生
頒發感謝狀予台灣有機食農遊
藝教育推廣協會李美雲小姐。

中聯辨新界工作部張軍華科長
頒發感謝狀予西貢北約鄉事委
員會主席鄧光榮先生夫人。

中聯辨新界工作部張軍華
科長頒發感謝狀予八鄉北
環境關注組代表。

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高級農業
主任鮑家偉博士頒發感謝狀予
綠康匯公司黃得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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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機認證中心主席溫麗友
太平紳士頒發感謝狀予深圳市
奇中草科技有限公司代表。

香港有機認證中心主席溫麗友
太平紳士頒發感謝狀予吳永恩
先生。

香港有機認證中心委員關兆求校長
頒發感謝狀予天朗農場李氏姊妹。

香港有機認證中心委員
關兆求校長頒發感謝狀
予成記農場黃七娣女士。

幼聯總幹事程德智女士頒發
感謝狀予AVS攝影義工代表。

幼聯總幹事程德智女士頒
發感謝狀予麗豪酒店代表。

香港有機認證中心委員
關兆求校長頒發感謝狀
予彬記農場劉先生。

香港有機認證中心委員關兆求
校長頒發感謝狀予陳玉成夫人。

香港有機認證中心委員關兆求
校長頒發感謝狀予粵港有機農
產品咨詢有限公司江海超先生。

香港有機認證中心主席溫麗友
太平紳士頒發感謝狀予得生團
契馮都新先生。

香港有機認證中心主席溫麗友太平
紳士頒發感謝狀予深圳市粵港有機
農產品咨詢有限公司江惠東先生。 

香港有機認證中心主席溫麗友
太平紳士頒發感謝狀予何二釣
魚場何二仔先生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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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機認證中心副主席曾玲
教授頒發感謝禮物予大會司儀
周先生。

會場展示不同基地的有機農產品。

由總幹事帶領各嘉賓參觀本會認證產品。

香港有機認證中心副主席
曾玲教授頒發感謝禮物予
劉紹達先生夫人。

香港有機認證中心副主席
曾玲教授頒發感謝狀予馬
盧金華女士。

香港有機認證中心副主席曾玲
教授頒發感謝狀予ALS代表。

幼聯總幹事程德智女士頒發感
謝狀予新生精神康復會代表。

幼聯總幹事程德智女士頒發
感謝狀予廣東鄉意濃農業科
技有限公司陳長貴先生。

香港有機認證中心副主席
曾玲教授頒發感謝狀予園
藝哥爾夫中心何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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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合照留念

嘉賓合照留影

嘉賓合照留影

嘉賓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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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合照留影

嘉賓合照留影

本會秘書長向各圍嘉賓及專家教授敬茶道謝

嘉賓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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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委員及專家教授互相祝酒道賀

嘉賓、委員及專家教授互相祝酒道賀

嘉賓、委員及專家教授互相祝酒道賀

嘉賓、委員及專家教授互相祝酒道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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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委員及專家教授互相祝酒道賀

嘉賓、委員及專家教授互相祝酒道賀

嘉賓、委員及專家教授互相祝酒道賀

嘉賓、委員及專家教授互相祝酒道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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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合照留影

嘉賓合照留影

嘉賓、委員及專家教授互相祝酒道賀

嘉賓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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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合照留影

嘉賓合照留影

嘉賓合照留影

嘉賓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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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合照留影

昔日週年年會回顧

2003-2004年度周年會議合照

同事義工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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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7年度
本會首席專家梁廣文教授致詞

2007-2008年度嘉賓合照

2004-2005 年度
本會主席致歡迎詞

2005-2006年度嘉賓合照

2003-2004年度會議 2004-2005年度嘉賓合照

2005-2006年度
本會總幹事作會務報告

2006-2007年度嘉賓合照



20

2008-2009年度漁農自然護理
署高級農業主任高小姐致詞

2008-2009年度嘉賓合照

2007-2008年度華南農業
大學駱世明校長致詞

2007-2008年度漁農自然護理
署助理署長廖季堅先生致詞

2008-2009年度黃容根
太平紳士致詞

2009-2010年度嘉賓合照

2009-2010年度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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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年度嘉賓合照

2010-2011年度主禮嘉賓及委員主持晚會儀式

2011-2012年度漁農自然護理署
高級農業主任鮑家偉博士致詞

2011-2012年度中聯辨新界
工作部張軍華科長致詞

2010-2011年度本會
認證中心溫主席致詞

2011-2012年度漁農界立法會
議員何俊賢先生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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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到訪

演藝界到訪 澳洲友好到訪 青衣鄉事會到訪

基地合作伙伴到訪

減碳專家到訪

JOLY AUTO到訪

二澳基地到訪

有機堆肥專家到訪

華南農業大學香港校友會到訪 粵港有機合作伙伴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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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香港魚排垂釣同業協會

當晚醒獅助慶

曾贊安博士義務擔任香港魚排垂釣同業協會就職典禮嘉賓及顧問

由香港魚排垂釣同業協會主席頒發委任狀

與協會委員合照留念

出席國際合作節

曾贊安博士與業界友互相祝酒 曾贊安博士與漁農自然護理署
助理署長廖季堅先生出席留影



24

台灣有機業界到訪

出席華南農業大學第五次
校友會代表大會

香港校友會會長及理事代表出席 校友合照

陳曉明校長致歡迎詞

由台灣楊義山先生致送紀念品給
OIC-093基地馮都新先生

花絮

參觀 OIC-093基地

花絮

參觀 OIC-093基地社企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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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丙岡舊屋

與侯氏村民大合照

由曾博士主講丙岡村歷史文化

參觀香港傳統鄉村丙岡村

由侯添興村長帶領切燒豬

品嘗香港鄉村盆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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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 OIC-099基地

謝太太採有機士多啤梨 香甜美味的新鮮有機士多啤梨 由台灣李美雲小姐致送台灣紀
念品給予基地劉先生及夫人

參觀 OIC-098基地，自摘有機士多啤梨園

在自摘園內大合照 由楊義山先生致送紀念品給七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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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園藝農場合照

在漁排大合照 由楊義山先生致送紀念品給
漁民二哥

探訪漁排花絮在漁排大合照

探訪漁排花絮上船出發探訪香港漁民在漁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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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淮南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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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佳多之行

與佳多集團趙慧媛小姐（左二）等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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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之行

與新會科技局花姐（左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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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廚餘再造廠

與香港食品衛生人員協會參觀食物資源教育中心

視察中心內的廚餘機 

參觀中心的設備及由中心職員介紹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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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金友基地專賣店

HKOCC-055-056
專賣店及加工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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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OCC-065基地

參觀有機專賣店 山東基地汪琳小姐 (左一）及
工作人員合照

OIC-106基地

江門雙合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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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委員陳玉成博士
拜訪袁隆平院士

HKOCC-066 和
OIC-101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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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在裝修中 辦公室及民宿樓 參觀基地加工廠房

HKOCC-068基地
及加工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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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OCC-078基地

深圳松崗基地

黃校長指導本會會員
有機荔枝栽培技術

OIC-073基地

廣西賀州基地與唐志強先生
（右一）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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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水稻田 大嶼山二澳基地

電視台訪問

有機培訓班在本會有機培訓中心合照

OIC-105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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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C-100基地

廣東長榮茶油基地有機培訓班

HKOCC-067基地

深圳有機荔枝基地

混合栽種有機火龍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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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C-109基地

廣西有機鉄皮石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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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活動
園藝農場作為社會企業模式經營 ,把不同類型的大自然教育活動和環境生態
保育信息透過活動 ,讓參加者來自不同家庭、不同種族都可以參與在其中。
每年我們亦會因應季節及合時蔬菜水果的出產來配合一些健康元素的 DIY
工作坊 ,讓參加群體都對健康飲食多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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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有機種植與
生態教育的活動

從農場到幼稚園、中小學及大專院校以至社區、屋苑、購物商場，過去十年間
本會曾在這些地方推廣科普教育並帶動不少人群認識有機種植和環境生態課。
開展了，有機種植不止於在農場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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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十四鄉社區
互助與合作

透過村內兩所餐廳建立彼此環保及合作，運用回收油 (餐廳廢油 )在農
場推動清潔皂工作坊並把種植的有機香草及食用花等供應餐廳食材。

種植有機花及香草供應廚師最新鮮的採收。

廚房廢油做的手工皂



44

2012-2013 年度鳴謝篇

在過去一年，本會在研究、推廣及宣傳有機耕種和健康教
育得以順利舉行，實在有賴各方好友、團體、政府部門及學校
鼎力支持。我們特別在此加以嗚謝，盼望未來日子繼續得到更
多有心人士多多支持,令有機食品和健康生活的信念推動更廣。

( 排名不分先後 )

陳國鉅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

香港賽馬會

菲萊雅(遠東)有限公司

設計陸月壹有限公司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新界工作部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福利署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統籌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環境保護署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漁農自然護理署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海事處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蔬菜統營處

西貢北約鄉事委員會

馬牯纜村

深涌村

井頭村

大洞村

榕樹澳村

劉紹達先生夫人

梁炯明先生夫人

伍啟華先生夫人

何二釣魚場

黃兆榮先生

香港大學嘉道理農業研究所

香港漁業科技促進協會

深圳巿智優電池集成技術有限公司

深圳巿智碳有機農牧能源綜合利用有限公司

深圳巿粵港有機農產品咨詢有限公司

Philip Poon &Partners CPA Limited

ALS TECHNICHEM(HK)LTD

One thirty one

Boncafe(Far East)

Joey Auto Motor Parts

Mr Arthur Leung

久保田米業(香港)有限公司

新生精神康復會

基督教得生團契

天朗有機農場

新界蔬菜產銷合作社有限責任聯合總社

廣東省深圳農業局

廣東省昆蟲研究所

華南農業大學

中山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深圳市唐氏綠金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成都綠金生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

四川攀枝花拉鮓印練基地

廣州大學

廣東永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巍盛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農豐進出口有限公司

廣東金友集團有限公司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港龍工程公司

升暉裝飾工程公司

譚新銳中醫師

趙永威先生(Andy)

李德勝先生(Ice)

江惠東先生

鄧鎔耀先生

馬汶清先生

鄧光榮先生夫人

溫麗友太平紳士

五華農業局

深圳市奇中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綠康匯有機農業有限公司

台灣怡香有機茶園

台灣有機食農遊藝教育推廣協會

廣東省梅洲農業局

廣東省中藥研究所

廣東食品藥品職業學院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馬關兆求校長

劉吉平博士

陳炳旭研究員

曾慶錢博士

劉玉濤博士

年海教授

張維球教授

駱世明教授

曾鑫年教授

張茂新教授

凌冰博士

冼繼東博士

岑伊靜博士

胡位榮博士

鄒一平博士

陳科偉博士

徐漢虹教授

楊笑玲小姐

李碧清小姐

李美雲小姐

楊義山先生

馬盧金華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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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 Hong Kong 檢測服務

ALS Technichem (HK) Pty Ltd 於 1994 年在香港成立，我們是澳洲集團 ALS 

Limited 在全球 350 多個化驗所的其中一個成員 ，自開業至今，我們一直被香港實

驗所認可計劃 (HOKLAS) 認可，並以國際 ISO/IEC 17025 的標準來經營運作。我們

的認証編號為 066。

我們主要提供與環保有關的測試服務予本港及其他亞洲國家的客户，其中包括食水、

地下水、土壤及淤泥中的重金屬、農藥、細菌等等不同的測試。我們亦提供各種食品

安全檢測服務，包括農作物、魚類、加工食品及食品原材料中的各種測試。

ADDRESS 11F Chung Shun Knitting Centre, 1-3 Wing Yip Street, Kwai Chung NT Hong Kong   PHONE +852 2610 1044   FAX +852 2610 2021
ALS TECHNICHEM (HK) LTD  An ALS Limited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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