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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海味商戶調查結果 

 

綠色和平於 2015年 2月及 4月，走訪上環及荃灣超過 70間海味店作調查，當中有 7間店

舖的店主能直接拿出俗稱「金錢鰵」的石首魚花膠，他們均表明花膠來自墨西哥，以及該

花膠是瀕危物種。同時，亦有其他店主表示能為我們從墨西哥取貨，或透過微信發送「金

錢鰵」照片以供看貨。 

以下簡述 7間直接拿出「金錢鰵」現貨的店主對話，內容包括有關走私「血花膠」市場的

主要情況，包括走私路線、炒賣價格、買家背景、海關執法等方面。 

 

商戶 主要調查結果 花膠資料 

商戶 1 –  

永樂街零售商 

● 店主向他同在上環的金錢鰵專家朋友取貨, 價

格並非由他設定,而是他的朋友 （即供應商）

訂立，他只是充當中間人。 

● 店主向我們展示 4 件花膠，2 件待售的「嫩花

膠」  和 2 件只作展示的「老花膠」 。 

● 店主願意接受每件花膠從原來的港幣 96 萬降至 

25 萬的還價。他還說首兩件確認付款後，他可

以再取貨。 

 

● 花膠 1 （見圖 1a）： 

重量： 241 克 

 年份： 37 

 價格： 非賣品 

●花膠  2： 

 重量 : 86 克 

年份： 3-5 

 價格： 港幣 96,000 

●花膠  3： 

 重量： 83 克 

年份： 3-5 

 價格： 港幣 96,000 

●花膠  4： 

 重量： 446 克 

年份： 5 

 價格 : > 港幣 500,000 

商戶 2 –  

永樂街零售商 

● 店主能說出花膠已被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貿

易國際公約的附錄, 而且它們是更昂貴及更合

適作送禮之用。 

● 客戶都是內地人。 

●花膠  1 （見圖 2a）： 

 重量： 112 克 

 年份： 5-6 

 價格： 港幣 30,000 

●花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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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草和金錢鰵是現今最貴重的海味產品，但價

格因中國內地的反貪運動而稍有下降。 

● 店主表示可以代為把花膠走私到中國。香港海

關很寬鬆，但是中國海關較嚴格。 

● 要走私過境，買家只需於一起過境時簽署授權

書予店主。走私費約 2,000港元（以現金支

付）,但保證買方安全而且免受麻煩。 

 

 重量： 385 克 

 年份： 6 

 價格： 港幣 140,000 

●花膠  3 （見圖 2b） 

 重量： 376 克 

 年份： 6 

 價格： 港幣 140,000 

●花膠  4： 

 重量： 370 克 

 年份： 6 

 價格： 港幣 140,000 

●花膠  5： 

重量： 392 克 

 年份： 6 

 價格： 港幣 140,000 

 

商戶 3 –  

文咸東街零售

商 

● 店主向我們展示 2件昂貴、已有 40 年的花

膠 。他指出這兩件花膠是來自巴基斯坦而不是

墨西哥，但他對墨西哥進口的花膠知情，指那

些花膠的外表是不同的 — 更小、 更長、 更

薄。墨西哥花膠在內地格外受歡迎。 

 

註：經物種專家學者核對後，我們相信這些花

膠雖然外表相似，但並非來自加灣石首魚。 

●花膠  1： 

 重量： 344.5 克 

 年份： 42 

 價格： 港幣 400,000 

 
●花膠  2： 

 重量： 232.5 克 

 年份： 40 

 價格： 港幣 280,000 

商戶 4 –  

高陞街零售商 

● 與我們交談的人是一名華人醫生，專門銷售燕

窩、 蟲草等中藥材。他當下立刻打給其本地的

聯絡人以詢問存貨狀況，並反復確認產品來自 

「美洲」及「沿墨西哥」。 

● 他說朋友有一塊金錢鰵，被一名中國客戶直接

以 2百萬港元買了。 

● 他形容香港海關為「無掩雞籠」，表示他們對

海味貨品非常寬鬆。這些花膠被存放在托運的

行李中，每月從墨西哥乘飛機抵港。他還説可

以把產品運往中國。他在廣州有辦事處，能夠

經順豐速遞運送產品。 

● 他提到海關有賄賂 

●花膠  1 （見圖 4a）： 

 重量： 370 克 

 年份： 2-3 

 價格： 港幣 150,000 

 
●花膠 2 （見圖 4b）： 

 重量： 420 克 

 年份： 2-3 

 價格： 港幣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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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戶 5 –  

德輔道西零售

商 

● 這商戶跟一名有大額生意的銷售商家有很好的

關係。 

● 據這商戶所講, 這種花膠在內地極受歡迎。他

們的顧客大部份是來自中國大陸，而且他們向

客戶提供走私送貨服務。這商戶也直接出售花

膠予廣州和北京的零售商。 

●  這商戶通常找人攜帶旅行箱, 裝有以塑膠袋包

裝好的花膠,乘坐從香港到北京的直飛航班。他

解釋,只要聲明是「正規花膠」,是可以攜帶花

膠搭飛機到北京。北京機場海關通常接受這種

說法，但若經羅湖過境則會棘手，因為他們會

認為那是水貨。 

● 花膠  1 (見圖 5a)： 

 重量： 85 克 

 年份： 新 

 價格： 港幣 33,000 
 

● 花膠  2： 

 重量： 372 克 

 年份： 10-20 

 價格： 港幣 240,000 
 

● 花膠  3 （見圖 5b） 

 重量 : 359 克 

 年份： 10-20 

 價格： 港幣 240,000 

商戶 6 – 德

輔道西批發及

零售商 

● 店主自稱為「金錢鰵」的「私人收藏

家」。他知道金錢鰵的交易在美國、加拿大

和英國都受到嚴格限制，但在中國、香港和

新加坡是安全的。 

● 店主說，一塊 600 克的嫩花膠約為港幣 20

萬，而年份較長的其價格可高達港幣 1 百

萬。由於貨源供應近年增加, 價格較 3 年前

顯著下降,尤其是在 2014 年,他估計每年的交

易量有大約 100 司馬斤。 

● 店主亦可以幫助我們從南美或美國採購小尺

寸（300 克）的嫩花膠, 而交貨時間會是一

周左右。 

● 花膠  1 ：（見圖  6a） 

 重量： 505 克 

 年份： 新 

 價格： 港幣 200,000 

 （價格從 4 年前的港幣 1 百

萬  ，下降至 3 年前的 50 萬，

再降至今年的 20 萬） 

 

● 花膠 2： 

 重量： 510 克 

 年份：新 

              價格： 港幣 200,000 

 (價格跟花膠 1 同樣地下降） 
 

● 花膠 3: 
 重量： 250 克 

 年份：新 

              價格： 港幣 58,000 

商戶 7 – 荃灣

零售商 

● 店主指他的「金錢鰵」是來自美國的朋友。

店主意識到從美國出口金錢鰵是受到限制

的，不得不走私到亞洲。他的朋友每年走私

約 3次,每趟大概 10-20 件。 

● 店主深信金錢鰵的價格將在 10 年內增加 100

％。所有這些珍貴的花膠都極度受香港和內

● 花膠 1：（見圖 7a） 

 重量： 367.5 克 

 年份：未知 

       價格： 港幣 168,000 

 （價格折扣至港幣 148,000） 

 

●   花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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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超級富豪歡迎。店主曾舉出一個幾年前

的例子（雖然不知道這是否指金錢鰵）,  他

其中一名客戶以 68 萬向他購買了一對高檔花

膠，並在慈善拍賣中以 120萬被投得。 

● 店主還告訴我們，幾年前開始,由於市場上貨

源供應增加,其價格已經大幅下降。他還向我

們展示了一張花膠照片,花膠幾年前以 1百萬

出售,重 600 克,年份不明。至今最昂貴的金

錢鰵是以 5百萬高價售予一泰籍華人（裝飾

用）。 

 重量： 240 克 

 年份：未知 

       價格： 港幣 168,000 

 （價格折扣至港幣 148,000） 

 

●   花膠 3 (在另一間分

行的另一對花膠)： 

 重量： 約 370克 

 年份：未知 

       價格： 港幣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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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綠二：香港海關出入境調查結果 

為了更清楚了解香港海關對瀕危物種貿易的警覺性，我們嘗試把類型相似的魚（但非瀕危物種）

的花膠從美國帶到香港，並取得海關如何應對的第一手資料。 

綠色和平成員攜帶一件外型和石首魚花膠相似的墨西哥花膠過關。因應目前石首魚花膠的走私路

線（由墨西哥到美國再到香港），各自以手提空運、郵寄及陸路過關的方式入口香港，詳情列於

下表： 

  空路 陸路 郵寄 

墨西哥 到 香港     √ 

墨西哥 到 美國  √     

美國 到 香港 √   √ 

香港  到 大陸   √   

大陸 到 香港   √   

 

郵寄方面，無論從墨西哥還是美國寄至香港，郵包都沒有被海關打開檢查的痕跡，亦順利收到包

裹。至於以手提空運抵港，香港綠色和平成員將花膠由美國帶到香港，當抵達香港及取得行李後，

前往紅色申報通道，並向海關展示花膠，詢問海關職員「可不可以帶花膠入境?」海關職員回答：

「沒問題。」隨後更指導她走綠色通道。另一位墨西哥綠色和平成員同樣將花膠由墨西哥到美國

到香港，她曾詢問墨西哥海關，海關職員表示乾貨可自由攜帶出入境，而她也同樣詢問香港海關

職員，香港職員同樣指示她走綠色通道。 

陸路過境方面，香港綠色和平成員將花膠由羅湖帶上深圳，香港海關表示乾貨，包括乾瑤柱、花

膠等可自由進出入香港，沒有仔細查驗花膠就叫成員離開。 

從以上郵寄、空運及陸路的經驗，可得知香港海關根本沒有意識到花膠當中也有瀕危物種，也有

需要檢驗的可能性，他們只把所有花膠都統一歸類為乾貨然後可以自由出入境。由於海關職員對

瀕危花膠的認知極度不足，因此造成極大的漏洞，綠色和平的調查亦發現，好幾間售賣石首魚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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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的香港海味店老闆皆表示香港海關十分寬鬆，甚至可以「自出自入」。可見香港海關從不執法

縱容不法商人加劇走私瀕危花膠的情況。 

 

 

附綠三：圖片及影片說明 

 

下載相片連結：http://bit.ly/1HyZYaq 

圖片 項目 代碼 描述 

1a 商戶 1 – 永樂街零售商   GP0STP1RC 
 

香港綠色和平發現香港上環海味街有來自墨

西哥的走私瀕危石首魚花膠出售。圖中花膠

有三十七年歷史，重 241克，產地來自太平

洋，店主用作陳列，屬非賣品。 

2a 商戶 2 – 永樂街零售商 GP0STP1RD 香港綠色和平發現香港上環海味街有來自墨

西哥的走私瀕危石首魚花膠出售。圖中花膠

包裝在木製禮盒內，上面寫有「金錢鰵」。

圖中花膠重約 112 克，有五至六年歷史，價

值三萬港幣。 

2b 商戶 2 – 永樂街零售商 GP0STP1RE 
 

香港綠色和平發現香港上環海味街有來自墨

西哥的走私瀕危石首魚花膠出售。圖中花膠

重約 376克，約六年歷史，售價為十四萬港

幣。 

4a 商戶 4 – 高陞街零售商 GP0STP1RF 香港綠色和平發現香港上環海味街有來自墨

西哥的走私瀕危石首魚花膠出售。圖中花膠

重約 370克，來自墨西哥，有 2至 3年歷

史，售價為十五萬港幣。 

4b 商戶 4 – 高陞街零售商 GP0STP1RG 香港綠色和平發現香港上環海味街有來自墨

西哥的走私瀕危石首魚花膠出售。圖中花膠

重約 420克，來自墨西哥，有 2至 3年歷

http://bit.ly/1HyZYaq
http://bit.ly/1HyZYaq
http://bit.ly/vaquita_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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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售價為十五萬港幣。 

5a 商戶 5 – 永樂街零售商 GP0STP1RH 香港綠色和平發現香港上環海味街有來自墨

西哥的走私瀕危石首魚花膠出售。圖中花膠

來自南美洲，重約 85克，售價為三萬三千

港幣。 

5b 商戶 5 – 永樂街零售商 GP0STP1RI 香港綠色和平發現香港上環海味街有來自墨

西哥的走私瀕危石首魚花膠出售。圖中花膠

重 359 克，來自墨西哥，有十年至廿年歷

史，售約廿四萬港幣。 

6a 商戶 6 – 德輔道西批發及零

售商 

GP0STP1S2 香港綠色和平發現香港上環海味街有來自墨

西哥的走私瀕危石首魚花膠出售。圖中海味

街老闆正展示瀕危石首魚花膠。 

7a 商戶 7 – 荃灣零售商 
GP0STP1S3 香港綠色和平發現荃灣海味店有來自墨西哥

的走私瀕危石首魚花膠出售。圖中海味街老

闆正展示一對瀕危石首魚花膠。 

 

下載影片連結（墨西哥漁民）：http://bit.ly/1LjJali     

 

下載影片連結（香港）：http://bit.ly/1FrTMxg 

 

 

影片 項目 代碼 描述 

2a 商戶 2 – 永樂街零售商 GP0STP1RS 
 

內容：香港海關很寬鬆, 從香港到中國

的走私費 

 綠色和平：但是我想問一下，這些東西我怎麼拿回去呀？因為有些人說可以拿，有些

人說不可以拿，我都不知道 

老闆：你跟我買，我有辦法幫你帶過去 

綠色和平：你幫我帶過去呀？  

http://bit.ly/1LjJali
http://bit.ly/1FrTMxg
http://bit.ly/vaquita_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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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到時候，你在這個地方簽名，你甚麼時候走，我們跟你一起走過去，幫你 

帶過關 

綠色和平：喔喔，這樣子，那樣子也可以 

綠色和平：所以是香港的海關應該有問題吧？ 

老闆：香港的海關沒問題，是中國的海關 。香港的海關他不管你。 

綠色和平：如果這東西被抓到了… 

老闆：香港海關不理你。不會，主要是中國海關。 

綠色和平：下？不會吧？我在廣州人家說…香港才拿不走啊。。 

老闆：香港海關不管你，只有白粉不可以帶。這個不是違禁品呀。但是在中國海 

關，看到他，他如果不讓你帶過去，他會把你沒收 

綠色和平：沒收不得了 

綠色和平：這個。。不會有問題吧？因為我在… 

老闆：保證你們安全，就是要帶點錢給人家賺  

綠色和平：下？這我還要另外給錢？多少錢？ 

老闆：到時候如果你真的買成的話，我才叫他過来 

綠色和平：不會很貴吧 

老闆：也不會很貴 

綠色和平：大約呢？ 

老闆：大約可能……一個兩千塊吧，港幣兩千塊。 

6a 商戶 6 – 德輔道西批發及

零售商 

GP0STP1RX 內容：花膠價值 20萬，來自墨西哥和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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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給你看一下幾克就可以了 

老闆 2: 哎哎哎, 你弄成公斤給他看 

老闆: 無所謂 

綠色和平：五百零五克   綠色和平:有多少？ 

綠色和平：五百零五，這個”克”, 是吧？ 

綠色和平：那這個在大陸就有一斤了 

老闆: 是呀, 是呀 

老闆: 你看, 再切換了公斤, 有了, 一斤 

老闆: 這個就算一斤了 

老闆: 這個也有的  

綠色和平：五百二十五克 

老闆: 這個..這個重一點點 

老闆: 這個..這個..     綠色和平: 這個你們放價多少錢? 

老闆: 二十萬一個 

綠色和平: 二十萬一個, 對不對? 

老闆: 總共有…呀..呀..有 20Kilo(公斤) 

綠色和平: 有 20公斤是吧 

老闆: 20公斤, 20 公斤 

綠色和平: 有 20公斤的貨 

老闆 2: 總共有… 

綠色和平: 但是都是這麼大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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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 有沒有小的? 

老闆 2: 還有，還有些小點的了 

綠色和平: 好       老闆:看看看…全部秤好了, 放在秤裡面給你們看呢 

綠色和平: 喔, 好呀好呀 

綠色和平: 這個是哪裡來的？ 產地知道嗎？ 

老闆&老闆 2: 這個……墨西哥呀…?墨西哥, 墨西哥 

綠色和平: 墨西哥, 南美那邊來的, 幾年的？ 

老闆 2: 就是只有那邊有這個, 美國那邊就是 

綠色和平: 美國那邊也有喔? 

老闆 2: 對呀,美國呀, 對呀,美國呀 

老闆 2: 看看, 這個好漂亮的 

綠色和平: 有 20幾公斤啊! 嘩… 

老闆: 20幾公斤都是這麼大的 

6b 商戶 6 – 德輔道西批發及

零售商 

GP0STP1RP 內容：作交易用的花膠 

 老闆 2: 問一問周醫生, 看周醫生幫不幫我看 
 

綠色和平: 老闆, 行, 到時候我們或者約..我們看貨, 我們再..再談價錢 

 

綠色和平: 這五萬八是比我們上次…是有點… 

 

綠色和平: 收高一點 

 

綠色和平: 這價錢是不是一直會變? 

 

老闆: 嗯,你看 …這個上一年多很多, 這一年就…   老闆 2: 這些東西我們 

 

自己買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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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 2: 收藏的 
 

綠色和平: 但是我是買賣的嘛     綠色和平: 這樣子    

 

老闆: 上…上…上一年多呀 
 

老闆: 那時候全都跑過來   綠色和平: 那時候價錢便宜很多是不是? 

 

老闆: 本來這個東西賣幾十塊的這個也要 
 

綠色和平: 幾十塊 

 

老闆: 三年前這個起碼要…五十萬 
 

老闆: 就是這兩年多到不得了, 才這麼便宜 
 

綠色和平: 那誰…誰…誰買得多呀你們 

 

老闆: 誰買得多呀. 就是(連著存)買來收藏, 還有有錢人買來吃, 保命呀這 
 

個東西 
 

綠色和平: 中國裡面的人嗎? 

 

老闆 2: 我先打個電話 
 

綠色和平: 為什麼這兩年比較多呀? 你知道嗎? 

 

老闆: 就是那個偷…在美國做了…做了好多人呀. 這批是之前的. 剛好那個魚在那裡, 

下蛋嘛 
 

老闆 2: 你..你有無大陸電話呀? 
 

綠色和平: 有呀, 怎麼沒有 

 

老闆: 這個就是大陸電話 
 

綠色和平: 有呀, 這個嘛, 這個 144 

 

老闆 2: 這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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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 如果說這個買起來了, 有沒有… 

 

7a 商戶 7 – 荃灣零售商 
GP0STP1RR 

內容：走私自墨西哥，明確提到加灣

石首魚和金錢鱉，最高為 500 萬 

 老闆: 因為我們是從美國回來那一批, 就是我在美國的朋友帶過來的 

 

綠色和平:喔喔.. 

 

老闆: 因為這些…是屬於..不能出口的 

 

綠色和平: 那帶過來要多久? 5月來不來得及? 

 

老闆: 這些是不讓出口的,這些是…是…是…是…偷運過來的 

 

綠色和平:不會吧..呀這些 

 

老闆: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就知道啦, 真正偷運過來的.啊啊啊 

 

綠色和平:大陸很多的喔 ,這個 

 

老闆: 大陸很多,但是這些貨是美國,墨西哥那邊出口不了的 

 

綠色和平:喔喔.. 

 

老闆: 是走私過來的 

 

綠色和平: 喔..所以需要點時間對不對? 

 

老闆: 是, 而且呢...這些一定要看質素呀 

 

綠色和平: 喔… 

 

綠色和平: 對呀, 我們這次來專門要看一下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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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 沒有遇得到,可能 需要時間,所以 想 5 月要的話..(被打斷) 

 

老闆: 我知道,你需要.. 你需要..什麼貨, 就是你需要什麼貨, 你們要…要跟我們講, 

然後 我們去籌備. 就是呀, 這些貨報給你們聽 

 

綠色和平: 不瞞您說, 其實在年前我們也是有一些..但是畢竟…(被打斷) 

 

老闆: 這些貨呢..      綠色和平: ..有些有差        綠色和平: 我看,喔.. 

 

老闆:是美國走私過來的,          綠色和平: 這樣.. 

 

老闆: 這些叫.. 這些叫石首魚 

 

綠色和平: 喔, 是這樣 

 

老闆: 在美國那邊, 這些叫石首魚…美國叫石首魚呀       綠色和平:對 

 

老闆: 就是那些…我們..香港人就叫金錢鰵, 有公有乸… 

 

老闆: 最貴的有 500萬一隻 

 

綠色和平:有多大? 

 

老闆: 給你看看, 哈哈哈哈哈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