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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介健康食品 

 健康食品在中國市場的概況 

 健康食品業物流產業的五力分析 

 健康食品檢測及註冊程序 

 健康食品業未來的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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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免疫力 輔助降血脂 輔助降血糖 

抗氧化 輔助改善記憶 緩解體力疲勞 

緩解視疲勞 促進排鉛 清咽 

輔助降血壓 改善睡眠 促進泌乳 

提高耐缺氧耐受力 對輻射危害有輔助保護功
能 

減肥 

改善生長發育 增加骨密度 改善營養性貧血 

對化學性肝損傷輔助保護
功能 

祛痤瘡 祛黃褐斑 

改善皮膚水分 改善皮膚油性 調節腸道菌群 

促進消化 通便 對胃黏膜有輔助保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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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分法 
◦ 特定保健功能食品：是具有一般食品的共性，能調節人體機能
，即適用於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調節機體功能，不以治療為目
的的食品。 

◦ 營養素補充劑：是以維生素、礦物質為主要原料的產品，以補
充人體營養素為目的的食品；營養素補充劑又分為單一成份和
複合成份兩種。 

 三分法 
◦ 傳統型保健品；按照中國傳統方法配製，以傳統中醫藥調理平
衡的觀念為指引的產品。 

◦ 現代型保健品：以營養素或補充劑為主要原料的保健品。 

◦ 功能型保健品：這些產品包括那些用於特殊的保健目的，如保
護心臟、護肝臟、助睡眠、助消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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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老化、新生兒及「亞健康」等社會問題，加強了社
會注重個人健康的意識，亦促使健康產品大行其道。保
健產品的性質與藥品相似，內地的監管機構對安全方面
的審批極為嚴格，故特別重視產品的成份、標籤及功能，
確保產品質量安全，才能推出市場銷售。 

 

 由於內地市場對健康食品的需求持續增加，加大了從事
健康食品企業的發展機遇，而有關保健食品在物流運送
和品質檢定等方面亦同樣不能掉以輕心，存在重重關卡，
對於欲進軍內地市場的港商來說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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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老化是全球現象，根據世界衞生組織（WHO）的統

計，老年人是全球增長速度最快的年齡組別。預測，
2050 年達60 歲以上的老人將達20 億，約佔全球人口四
分之一，有關這群老年人的健康護理備受全球注視。 

 

 中國是世界人口大國，受惠於經濟發展，醫療條件不斷完
善，老年人的人口比例大幅提高，因此被指為亞洲老齡化
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在2010 年，中國66歲及以上的人
口達1.13 億，據聯合國（United Nations）預計，到
2020 年，數字將增至1.67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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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隨著社會不斷發展，內地市民對於新生嬰兒的
飲食健康愈來愈關注，市場愈來愈多健康食品針對社會備
受重視的一群，有關兒童保健產品佔整體產品種類不斷增
加。 

 

 此外，內地城市急速發展，使愈來愈多人出現「亞健康」
的狀態。根據世界衞生組織，「亞健康」（Sub-optimal 
Health）是介乎健康和生病之間的身體狀況。即是指，身

體沒有生病徵狀，但在生理和心理方面出現不適，這種介
乎健康和生病之間的身體情況，便屬處於「亞健康」狀態。
他們相信，進食保健食品可調節或補充身體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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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健康食品市場興起於20世紀80年代，所謂保健食品

是指聲稱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以補充維生素、礦物質為目
的的食品，適宜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調節機體功能，不以
治療疾病為目的。 

 

 近年，內地健康食品的市場持續發展，根據香港貿易發展
局2013 年3 月《中國保健食品市場概況》報告，其市場
銷售規模超過6,000 億人民幣。與此同時，國家發展改革
委員會和工業與資訊化部於2011 年12 月31 日聯合發佈

的《食品工業十二五發展規劃》中，更首次把「營養與保
健食品製造業」列入發展規劃，目標到2015 年，營養與
保健食品產值達到1 萬億元，年均增長20%。因此，市場
前景無限，對經濟發展極具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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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面上出現林林總總的產品：增強免疫力、改善
睡眠等一類營養素補充劑，又或是降血壓、抗氧
化、改善記憶力等一類特定保健功能食品，不少
人都愛進食這些產品，藉此保障身體健康。根據
《保健食品註冊管理辦法（試行）》指出：「保
健食品是指聲稱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補充維
生素、礦物質為目的的食品，即適宜於特定人群
食用，具有調節機體功能，不以治病為目的，並
且對人體不產生任何急性、亞急性或者慢性危害
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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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健康食品的性質與藥品相似，在食品安全方面的要
求極為嚴格，故特別重視產品的成份，以保障國內13 
億人口的身體健康。截至2012 年，國家食品藥品監督
管理總局（CFDA）共批准了12,890 個保健食品，其
中國產保健食品為12,197個，進口保健食品為693 個。 

 市場方面，內地經濟發展迅速，人均收入不斷增加，推
高了消費能力，內地零售行業的銷售網絡已從一、二線
城市擴展至三、四線城市。有關產品安全、品質和品牌
漸成為內地消費者的關注事項。 

 加上內地消費者對進口產品，尤其是由港商供應的產品
有信心，潛在強大的市場需求，實有利港商發展內地的
健康食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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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估計，中國保健食品市場中，中老年市場約佔一半，女性
市場佔25%左右，兒童/青少年市場約佔25%。可見針對中

老年人群的保健品市場最大。隨著生活水準的提高，老年人
注重養身、增強抵抗力，保健品成為老人養身保健的最佳選
擇。 

 

 保健食品品種主要集中在免疫調節、抗疲勞、抗哀老、調節
血脂等功能上。由於中國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用於老年人
的營養保健品將是市場主力產品之一。隨著消費者對天然、
綠色健康產品的訴求不斷提升，天然營養保健品的市場預計
會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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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2007年約有3,000家保健食品企業，投資總額在1億元以上的大
型企業佔1.5%；投資總額在5,000萬元至1億元的中型企業佔38%；
投資在100萬元至5,000萬元的企業佔6.7%；投資在10萬元至100萬
元的小型企業佔41%；投資不足10萬元的作坊式企業佔12.5%。中國
保健食品產業集中度仍然較低，估計前10強銷售還不到產業總產值
的25%。據國家的《食品工業十二五發展規劃》，希望能發展形成10
家以上產品銷售收入100億元以上的企業，百強企業的生產集中度超
過50%。 

 

 北京、廣東、山東、上海、江蘇、浙江這6個沿海省（市）的保健食
品企業總數約佔全國一半，而新疆、寧夏、西藏、青海等中藥材資源
豐富的西部地區只有不到30家保健食品生產企業。據國家的《食品
工業十二五發展規劃》，在長三角、珠三角、環勃海等地區，重點研
發和生產優質蛋白食品、膳食纖維食品、營養配餐和新功能保健食品
等。在中西地區，重點發展特殊膳食食品原材料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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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村市場潛力也是不能忽略。目前中國保健品的主要市場在
城市，而農村地區的保健品普及率還很低。在經濟比較發達
的農村地區，如長三角地區，有較強消費能力，但保健意識
薄弱，存在廣闊的潛在市場。 
 

 都市女性成為保健品的強力消費群體，女性保健品市場的規
模將不斷擴大。大部分女性因美容美顏、減肥、補血、清腸
排毒需要而購買保健食品。 
 

 老人和孩子是大家最關心的人，對兒女和父母總是想給最好
的。目前出售的兒童保健品主要有補腦、壯骨、增強免疫力
、增強記憶力等功效。兒童產品新的消費刺激點在於產品性
能是否符合如今轉型時期的消費觀念，如綠色保健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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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保健食品市場上虛假廣告或廣告誇大宣傳的問題嚴重，
以致保健食品品牌陷入信譽危機的困境。據中國消費者協會
統計，2010年，保健食品投訴量同比上升23.8%。在保健

類產品的投訴性質中，除質量問題外，涉及廣告和虛假品質
標示的比例分別為12.3%和10.6%，顯著高於投訴普通商品
和服務的平均水平。 

 

 國內保健食品行業巨大的市場潛力和發展機會，將吸引更多
的醫藥工業轉型，這也是部分醫藥企業突圍脫困的機會。醫
藥工業企業憑藉其原有的研發、生產和行銷能力，涉足保健
食品行業將有較大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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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健康品快速進入將改變市場競爭格局。跨國保健食品企
業通常在資金實力，研發能力和行銷模式等方面佔有很大的
優勢。當然，也有一些不利的因素影響進口保健食品的發展
，比如中國中醫藥食療養生文化，其對內地人的影響十分深
遠。 
 

 據估計，近幾年外國品牌在中國市場上的銷量持續增長。除
全球營養保健品巨頭的安利公司外，雅芳則在2008年正式
獲得中國國家商務部的批准，將保健食品納入其直銷經營範
圍。成為繼安利之後，第二個在獲牌之後擴寬經營範圍的直
銷企業。寶潔、強生、康寶來，藥廠如輝瑞和葛蘭素等也積
極進入中國營養保健品市場。在傳統型保健品市場中，目前
主要企業佔較大市場份額，分別是萬基、金日、康富來和健
康元。在功能型保健品市場中，上海交大昂立為主要供應商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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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法規極為嚴格 — 國家對於健康食品的進口檢驗及
行業法規的要求嚴格，要經過重重關卡。 

 環境及安全同樣重要 — 健康食品對環境衞生及食品安
全方面的監控極為嚴格，重視產品的成份。國家規定入
口的貨品要按照這類食品的安全標準，界線不容偏移。 

 技術及管理要求高 — 健康食品需要加強防偽、追蹤及
追溯（Track and Trace）的技術支援。 

 市場機遇日益廣闊 — 由於內地消費力持續增加，加上
消費者對進口產品較有信心，愈來愈多健康食品公司欲
進入內地銷售市場。 

 競爭環境漸增大 — 香港物流供應商在管理、技術等方
面具有一定優勢，可駕馭各種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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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若企業要把握內地健康食品 

的市場商機，必先要充分掌握產品本身 

的功能及衞生檢定等資料的準備工作， 

確保產品質量符合嚴格的安全規定，是 

為成功要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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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食品對食品安全方面的監控極為嚴格，重視產品的
成份。國家規定入口的貨品要按照這類食品的安全標準，
界線不容偏移。 
 

 業界需要留意的是，有關食品只能歸屬於營養素補充劑
或特定保健功能食品的類別。在整個申報過程中，檢驗
產品所需的時間最長，當中，營養素補充劑的檢驗時間
較短（約10 至15 個月），營養素補充劑較長（14 至
26 個月不等）。檢驗需要如此長時間的原因，主要是
產品需要完成多種檢驗項目，包括：安全性試驗、功能
學試驗、穩定性試驗、衞生學檢驗、功效/標誌性成份
鑑定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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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有關健康食品銷售比較容易，不須太多審批程序，一旦進入內地市
場， 則需要在多個方面（例如：註冊、申報等）加倍留意。保健食品與化妝
品、護膚    品及藥品一樣，必須遵從正規的銷售渠道，所進口的產品必須經

檢測才可推出市場銷售，過程涉及多個程序、經多個部門，申報週期較長，
企業需要預留更多時間處理有關工作。 

 

 欲進入內地市場，必先清楚了解有關健康食品的進口及行業法規，對於加快
進入市場定能事半功倍。一旦界定為保健食品，企業必須辦理相關的產品註
冊手續，但先要到有關部門檢驗產品。 

 

 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AQSIQ）負責國家對外開放口岸的規劃和驗收

等工作，在口岸對出入境貨物實行「先報檢，後報關」的檢驗檢疫貨物通關
管理模式。而進出口食品檢驗檢疫把關放行出證工作由AQSIQ設在各省市的
35個直屬出入境檢驗檢疫局（CIQ）承擔，各地的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依據

法律法規規章對所有進出口食品實施檢驗檢疫和監督管理。產品經檢測合格
並獲得「衞生證書」後，才能提交產品註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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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由出入境檢驗檢疫局（CIQ）抽檢的目的是要保證整批產品跟入口時所報稱 
    的質量是相同。特別要注意的是，每個產品都需要檢測，而每次只會就單一種產 
    品（包括：配方、工藝、檢驗等）進行檢測，而有關的產品質量檢測手續極為嚴 
    格，手續亦不能減省，可能需要多次測試才可為單一種產品領取衞生證書。 

 

 另外，由於每一次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原材料可能有所不同，故此，即使是同一 
    種產品，每次裝運（Shipment）需要檢驗清楚。 

 

 對於進口產品，進口商或代理人須向負責保健食品的衞生監督管理工作的國家食 
    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CFDA）提出保健食品產品「註冊申請」，申報產品功能， 
    取得「進口保健食品批准證書」。申請人在申請進口保健食品註冊之前，應做相 
    應的研究工作，並將樣品及試驗有關資料提供給CFDA確定的檢驗機構進行相 
    關的試驗和檢測。檢驗機構出具試驗報告後，申請人方可申請保健食品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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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和遞交進口保健食品「註冊申請」時，須按照
要求提交附加資料。一旦CFDA受理「註冊申請」
後，要在80 日內對申報資料進行技術審評和行政

審查，經審查准予註冊後，將發出「進口保健食品
批准證書」。需要注意，若要補充資料， 

 

 審查時間延長，故建議申請者提交完整資料，以免
延誤。最後，進口產品獲批證書後才可報關，正式
進入內地市場銷售。進口保健食品的關稅為20%、
增值稅為17%，以及消費稅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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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應合法，業務要得到認可  
 

代理商或經銷商必須要審查國外生產企業的資質，確保其合法性
。  

 

根據新出臺的《進口食品國外生產企業註冊管理規定》（以下簡
稱《規定》），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局（即國家認監委）統
一管理進口食品國外生產企業註冊和監督管理工作，並負責制
定、公佈《實施企業註冊的進口食品目錄》（以下簡稱目錄）
。  

 

國外生產企業向中國輸出《目錄》中所列的食品時，除企業要向
國家認監委申請許可證，企業所在國家（地區）的獸醫服務體
系、植物保護體系、公共衛生管理體系也須經國家認監委評估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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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口食品收貨人要準備好相關的材料  

 

包括貨物的品質證書、產地證、安全衛生證書、農藥
及熏蒸劑、添加劑使用證明等單據。在貨物入境申
報時，進口食品收貨人須將這些單據與其他貨運單
據及商業單據一同提供給檢驗檢疫機關。進口預包
裝食品時，應提前印製中文標簽，其內容應符合《
食品標簽通用標準》（GB7718-94）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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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口食品報關流程 

 

從國外進口到國內  
1、外貿公司是指經國家經貿部或省、市級經貿委
批准其有進出口商品經營和代理權的企業。  
2、所需通關單據：1）進口合同 2）進口發票 3）
裝箱單 4）海運提單 5）提貨單（正本海運提單背
書、傳真空運單據換取） 6）各種進口許可證（根
據海關商品編號上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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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外視同進口到保稅區  
 
1、海關備案是指進口商將進口的貨物如實向海關申

報，而無需加稅和進口許可證。備案進區後的貨物呈
保稅狀態。  
 
2、海關備案所需提供的單據：1）進口合同（如國
外賣方是本公司系統可免去） 2）進口發票 3）裝箱
單 4）提貨單（正本海運提單背書、空運提單換取） 
5）海運、空運提單 6）保稅倉儲進庫登記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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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保稅區進口到國內  
 
1、方法B是指在保稅區內投資經營自身產品，且經

保稅區海關核準按月、季等核銷期限的倉庫和生產性
企業，進口時可辦理的方法。特點是貨物可先實現國
內銷售，後報關付稅、付證。  
 
2、通關和核銷單據：1）進口合同（保稅區內企業
和外貿公司的） 2）進口發票（保稅區內企業和外貿
公司的） 3）裝箱單 4）出庫單（正本） 5）各種進
口許可證（根據海關商品編號上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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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見，企業要在產品上做好把關的工作，質量方面，
例如產品成份，配方當力求標準化，從而保證產品質量。 

 為解決健康食品進口內地市場時，可能要面對的品質檢驗
需時問題及量時間處理內地生產保健食品向所屬省級衞生
行政部門申請，取得「衞生許可證」 

 廠家須在符合《保健食品良好生產規範（GMP）》的車間
生產。 

 有關手續，若具有銷售規模、生產經驗的中小企可考慮內
地設立生產廠房，建立本地生產線，實行「內地生產、內
地配送」模式，減省進口申請的各項手續（如：產品入口
檢驗、產品註冊等），從而加快產品進入內地市場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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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有海外大型健康食品企業已在內地開設生產基地和
科研中心，所有在內地銷售的產品中，佔80%是內地生產，
另有20%為進口產品。 

 由於健康食品的市場不斷增長，吸引不少國內外企業欲分
一杯羹，隨之帶來質量及營銷等問題。 

 近年，內地已對保健產品的質量及營銷等方面推行了改革。
CFDA於2013 年5 月啟動打撃保健食品「四非」（非法

生產、非法經營、非法添加、非法宣傳）專項行動，抽樣
檢驗各省市內的保健食品，這些行動除了提高市民辨別真
偽意識，對於行業的健康發展別具意義，並有助糾正「保
健食品能治病」等錯誤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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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tion: 健康產品對衞生的要求
嚴格。 

Caption: 健康產品要清楚標註產品成 
份、標籤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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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7月1日實施新的《保健食品註冊管理辦法》（簡稱

《辦法》）。《辦法》修改和增補的內容體現在以下九個方
面： 

◦ 改變國產保健食品註冊申請的受理部門； 

◦ 允許公民及其它組織申請國產保健食品註冊； 

◦ 提高了保健食品註冊的技術要求，加強了對申報資料真實性的
核查； 

◦ 允許申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公佈的27項保健功能範圍之

外的保健功能，但是需要申請人應當自行進行動物試驗和人體
試食試驗，並向確定的檢驗機構提供功能研發報告。功能研發
報告應當包括功能名稱、申請理由、功能學檢驗及評價方法和
檢驗結果等內容。無法進行動物試驗或者人體試食試驗的，應
當在功能研發報告中說明理由並提供相關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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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許增加功能項目，但增加的功能項目必須是27項範圍之
內的功能； 

◦ 允許申請新原料和輔料； 

◦ 對保健食品的轉讓次數未做限制； 

◦ 新產品的註冊時限縮短為5個月； 

◦ 保健食品批准證書有效期為5年，並增加了再註冊的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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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知名度往往是中小企在市場上難以突圍而出的
問題，因此，細心挑選產品、發展產品的最大價值
，逐步建立產品品牌特色，是中小企拓展內地市場
的關鍵。 

 有大型健康食品企業以設立專有的產品開發和生產
質量控制的制度，例如，在原材料來源方面，由專
家小組作出質量評估；並對特定的產品嚴格執行標
準化的生產程序，確保產品的一致性，作為其品牌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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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鎖商店、超市、百貨公司、專賣店及展銷會等都
是一般消費產品的典型銷售渠道，但對於健康食品
來說，除了這些傳統銷售方式外，若產品本身在海
外及香港已得到國際認受，且企業本身具一定規模
的話，可考慮直銷（Direct Selling）經營，以更

直接的方式接近目標客戶，更主動進佔尚待開發的
保健食品市場，成為此行業的獨特銷售模式。中小
企可視乎本身的公司規模，先考慮以傳統零售商店
和直銷兩者結合的方式，加大銷售渠道，並可加強
消費者對產品和品牌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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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業界經驗，內地人的消費模式和習慣獨特，有
別於香港或海外國家，舉例說：二、三線城市位處
地點較偏遠，整體城鎮化程度不及沿海城市，消費
者更為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著重分享與交流消
費經驗，直銷的經營模式正合此道，有關直銷和傳
統銷售方式的物流策略亦有所不同。 

 若以省份劃分，位處較偏遠的西北地區中，新疆烏
魯木齊市的產品銷售和人民收入情況都有「爆炸性
」的增長，欲進軍內地健康食品市場的企業可深入
研究這些當地消費者的購買力，從而制訂全盤內銷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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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無論在香港或內地經營直銷業務，都受《直銷管理條
例》嚴格監管，企業須獲批直銷經營許可證，才可在指定
地點經營直銷生意。日常運作方面，例如籌辦超過一定人
數的活動要申報。故此，企業需要小心經營直銷業務及處
理有關銷售稅事宜，力求符合有關當局的規定。另外，企
業本身應設立監察小組，從而杜絕不良的營銷情況，以及
跟進可能出現的假貨問題。 

 此外，從事進口產品生意，稅務問題是一大關注事項。內
地政府對外匯資金流入的管制甚嚴，境外交易未必可自由
出入，可能造成壞帳，影響企業表現。而不同省份各自有
不同的產品註冊條例，稅務事項亦有不同，這點值得留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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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保健品企業主要有直銷、會議行銷、傳統行銷、連鎖經營、電子
商務行銷以及其他行銷模中國保健食品市場概況式。使用直銷和會議
行銷模式經營的企業銷售額較高。 

 2005年，《直銷管理條例》實施，保健食品直銷在中國獲得合法地
位。保健品直銷管道大行其道，因為這種方式減少了中間的流通環節
，節約運營成本。 

 會議行銷也叫資料庫行銷或俱樂部行銷，是指企業通過各種途徑收集
消費者的資料，經過分析、整理後建立資料庫，然後從中篩選出所需
要的目標消費者，運用會議的形式，並結合各種不同的促銷手段，進
行有針對性的銷售的一種行銷模式。 

 保健品連鎖專賣店的出現標誌著保健品的銷售從藥品、食品中細化出
來。超市、藥店在過去是保健品最為直接的銷售管道。業內認為，管
道專業化是一個趨勢。 

 隨著媒體行業的日益發達，通過電視和網路選購保健食品已經越來越
成為保健食品銷售的一個重要途徑。網路選購保健品受歡迎，因為這
種銷售方式一方面滿足了現代人的消費時尚，另一方面因網路選購的
保健品省卻了在商場、超市中設立攤位的成本而價格較市面銷售要便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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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時間 展覽會名稱 展覽地點 

2013年11月20-22日 中國國際營養食品及保健食品產業博覽會 北京全國農業展覽館 

2013年6月4-6日 全國藥品保健品（廣州）交易會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 
琶洲館 

2013年11月1-3日 中國老年產業博覽會 重慶國際會議展覽中心 

2013年3月21-23日 中國國際健康產品展覽會 上海國際展覽中心 

2013年5月17-19日 中國國際營養健康產業博覽會 上海光大會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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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獲准內地銷售後，下一步要處理貨品的運送、儲存工作。倉庫、
配送中心選址應以交通方便為主，以應付貨物流動及未來處理貨量增
加的可能性。以大型健康食品公司為例，上海市是建立配送中心（
Distribution Centre）基地的理想地點，作為規劃供應鏈管理佈局

的重點，然後在華北、華南、華西、華中設立其他配送中心，協調不
同省市將產品有效運送。 

 若健康食品企業欲專注市場銷售等業務發展，可考慮將一些物流工作
（如車隊配送）以外判方式，聘請第三方物流公司物色當地物流或速
遞公司協助配送，減輕物流工作方面的壓力。這些公司以聯盟方式運
作，擁有強大的服務平台系統和豐富資源，能向健康食品企業提供倉
儲資訊，協助客戶在全國各省尋找倉庫地點，並協助客戶解決跨境物
流問題，例如海關對入境貨物審查的規定，提供意見。以至某些產品
的特定儲存及運送要求（如：冷凍及溫度控制等處理），都能得到妥
善的處理。 

2013/11/26 44 



2013/11/26 45 

 在內地，網絡發展迅速，電子商貿（E-commerce）成為了最

新的營銷策略。除了傳統銷售、直銷，電子商貿的應用逐漸普
及發展，三者成為健康食品的並行銷售模式。為把握內地電子
商貿的發展趨勢，中小企可考慮以類似網上零售（網購）的方
式，提供網上訂購服務，而物流商可配合速遞服務方式處理健
康食品，成為另一發展商機，但當中涉及海關審查及入口稅等
問題。現時，有大型健康食品公司都會於每年定期舉行網上訂
購大型活動，背後涉及龐大的物流配送工作，存在不少挑戰，
因此企業要制訂全盤物流策略，並可尋求第三方物流公司協助
部份物流工作，減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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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食品市場可能出現假貨情況，危及人體健康，因此需要防
偽、追蹤及追溯（Track and Trace）技術的支援。所以，中
小企要加強本身的回收（Recall）能力。物流商亦要具備追蹤
及追溯能力，例如掌握每批貨品的批號（Batch Number）、

產品使用的有效日期，以便提升管理效率，這些都是健康食品
業和物流商的合作商機。 

 此外，善用資訊科技除了有助解決物流上的日常操作，提升貨
品回收及其他危機處理的效率。技術上，國際條碼技術可提升
貨品的庫存、銷售管理和追蹤及追溯功能，並可加強防偽功能
，中小企應加強貨物驗證的工作。另外，由於部份保健食品含
有活性成分（Active Ingredients），不能儲存於高溫環境之

中，因此在運送時間和裝運過程，可能需要加入冷凍管理（
Cold Chain），使用EPC/RFID 技術，使貨品不必開啟的情況
下保持特定溫度，保障運送過程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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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銷是健康食品的獨特銷售模式，除此以外，建立實體形式
的專賣店，舉辦展銷會及展覽會等傳統銷售模式亦是慣用的
銷售渠道，中小企可考慮結合直銷和傳統銷售模式，作為進
入健康食品市場的起步點。同時，物流商應以迅速回應（
Quick Response）方式，在物流配送等方面，例如「最後
一公里」配送（Last Mile）與內地物流商合作。 

 資訊科技在物流業相當重要，業界應加以善用，以便有效掌
握貨品批號、追蹤產品有效日期，提升貨品回收及其他危機
管理的效率。物流商應留意產品有效期日，並盡快通知供應
商在到期日前，將產品以禮品或促銷形式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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