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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提示

市場速報

網購寵物用品

消費滿$1,500至$2,500才享有免費送貨

服務。消費者須留意部分網上商店對上述

部分地區不設免費送貨服務，或須按個別

情況另議送貨服務的最低消費金額。

此外，大部分網上商店都不設送貨服

務至離島，大多只會將貨品送抵往離島的

船上，離島區的客戶須自行將貨品由船上

搬返家。

特別服務的附加費

消費未達指定最低消費金額  

須付送貨費用

如消費未達指定的免費送貨金額，

部分網上寵物用品店會提供收費的送貨服

務，向顧客額外收取送貨或速遞費用，費

用視乎地區而定，送貨到香港島、九龍及新

界地區的費用一般約由$30至$100不等。

不過，如要求送貨至馬灣、東涌、愉

景灣等偏遠地區，但未能消費滿指定免費

送貨金額，消費者需額外繳付如橋費或

隧道費等款項，涉及的額外費用可能

由數十元至接近二百元不等。

普遍網上商店對上

述地區的額外收費如下：

● 馬灣及東涌：橋費

約$40至$80

● 愉景灣：隧道費及/

或橋費約$120至$180

實用貼士

貼士1：留意送貨條件及費用
免費送貨服務多涉及最低消費

免費送貨服務的確為寵物主人帶來

不少方便，不過須留意網上商店大多只會

為消費滿指定金額的顧客提供免費送貨服

務，而指定的最低消費金額不同商店間差

距頗大，一般亦會視乎送貨地點所在地區

而定。

本會檢視了三十間網上寵物用品店

的免費送貨條款，發現部分商店只概括說

明免費送貨的最低消費金額，介乎$100至

$300；另有部分商店說明免費送貨到不同

地區要求的最低消費金額，一般而言，送

貨到香港島、九龍及新界的客戶要求的最

低消費金額較低，只要滿$100至$450不

等，便可享有免費送貨服務。

不過，對於馬灣、東涌及愉景灣等較

偏遠地區的住戶，免費送貨要求的最低消

費金額相對較高，馬灣須消費滿$300至

$1,000；東涌住戶普遍要消費滿$500至

$1,200；愉景灣的最低消費金額最高，要

貓貓狗狗是不
少人心目中的心

肝寶貝，不過現
代人

生活繁忙，未必
可以抽空到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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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電梯直達或需付額外費用

有網上商店說明如送貨地址的樓層

沒有電梯直達（例如唐樓），會按貨品重量

及樓層計算附加費。如貨品只送到大廈地

下則毋須收取附加費用，但客戶須自行將

貨品搬上樓。

為免收到貨品時產生爭拗或超出預

算，建議消費者於確認訂單前，向店方清

楚說明送貨地點是否有電梯直達，並瞭解

所有附加費用事宜。

貼士2：留意付款方法免延誤
送貨
貨到付款

網上寵物用品店接受的付款方法

各異，大部分都接受貨到付款（cash on 

delivery），即是按訂單將貨品送遞到指定

地址時才收取現金。消費者應確定於指定

送貨日期會留在收貨地址驗收貨品並即時

以現金付款，部分商店更要求客戶自備輔

幣，不設找贖。如店方於指定日子送貨到指

定地址但無人收貨及付款，令店方需另作

送貨安排，一般會收取額外的送貨費用。

銀行入帳後確認送貨

另有部分商店要求客戶先將款項轉

帳到其銀行戶口，客戶於入帳後，將銀行收

據副本連同訂單資料傳真或電郵予店方，

店方在確認收到款項後才會作出送貨安

貼士3：與店方確定送貨日期
及時間
即日送貨　留意訂購時限

少數網上寵物用品店標榜可即日將

貨品送到，不過消費者須留意如要即日收

貨，須於當天特定時間（例如中午12時）前

訂貨及/或確認付款，才可安排於同日送

貨。換句話說，如於特定時間後才訂貨或

確認付款，未必可安排於同日送貨，或會延

至翌日才可收到貨品。

查閱送貨時間表　

部分網上寵物用品店在網頁列出送

貨到不同地區的大概日子和時段，方便消

費者預算哪些時間須留在家中等候送貨。

如未能於指定時間留在家中驗收貨品，有

商店表示可替客戶將已全數付款的貨品送

到大廈管理處或留在指定地址門口，但店

方不會負責貨品的保管問題，消費者須自

行考慮有關風險，除了有可能遺失貨品外，

如遇有貨品數量或品質問題，往後追討或

有困難。

部分網上寵物用品店列明不同

地區的送貨時段，方便消費者

安排收貨。

部分網站要求客戶

在送交訂單時，即

時選擇付款方法及

送貨時段。

如以支票付款，必須正確填寫收款人署名或公司名稱。

排。因此，為免延誤送貨日期，消費者將款

項轉帳至店方後，應與其確認成功收款，

再約定送貨日期及時間。

正確填寫支票收款人署名　

以信用卡付款須先說明

少數網上商店接受以支票或信用卡

付款，如以支票付款，消費者須弄清楚支

票抬頭的收款人署名或公司名稱及金額；

如以信用卡付款，有商店要求消費額須達

指定金額，並須於送貨前向店方說明以信

用卡支付，以便作出安排。部分商店亦接受

經指定網上支付平台以信用卡付款。支票

上填寫的資料有誤，或最終未能成功以信

用卡付款，都可能導致延誤送貨，或需要

另行安排送貨及支付額外費用。

無論以任何方式付款，建議先向店方

查詢訂購貨品的供應情況，確保所有貨品

都有現貨，以免付款後才發現部分貨品未

有供應而出現金額上的爭拗，亦須留意網

上付款的保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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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方聯繫以確定貨品的供應情況、付款方

法，以及安排送遞貨品的日期及時間。

貼士 4：改變飼料型號宜先
瞭解成分　試用小包裝

如因欲購買的貓狗糧型號暫時缺貨，

店方可能會建議改選其他品牌、型號或口

味。消費者應先瞭解新產品的成分及營養資

料；少數網上商店有提供不同飼料的成分、

營養及餵飼分量等資料供消費者參考。

突然改變寵物食用的飼料，有機會令

寵物因未能適應新飼料而產生腹瀉等不適

反應，這些反應可能與新飼料的品質無關。

1. 收到猫糧個多月後才發現已過期　無法安排換貨

A先生在某交友網站的宣傳廣告中，得知某寵物用品公司提

供特定時段的推廣優惠，可以特價訂購指定貓、狗糧，故A先生以

電郵向該公司訂購了一包5磅裝貓糧，數日後貨品送達A先生家中。

A先生在收貨後個多月，始發現該包貓糧已經過期，到期日為送貨

日期之後數天。A先生致電該公司投訴，公司職員指事隔太久無法

安排退貨。

溫馨提示：簽收貨品前，應多加留意寵物食品的到期日，檢查

包裝是否完整，如發現食品已經或快將到期，應立即向有關的寵物

用品公司反映。

2. 收到貓糧發現變質　即時提出換貨卻被要求再次訂購

B小姐於某網上寵物用品店訂購了一包貓糧，收到貨品後，發

現產品包裝有漏氣情況，打開包裝，發現貓糧顆粒顏色與平日見到

的有別，並傳出異味，遂將有關照片發送至寵物用品店，提出換貨

要求。惟寵物用品店負責人要求B小姐額外訂購貨品滿免費送貨的

最低金額（$100），或另付運輸費$80，才能作換貨安排。B小姐不

真實個案
滿有關寵物用品店的處理手法，因此直接聯繫貓糧代理商查詢，

代理商迅即安排免費上門換貨。

溫馨提示：寵物用品店有責任確保其供應的貨品品質，如消

費者於收貨後合理時間內發現貨品有問題及通知店方，店方應作

合理的換貨或退貨安排。

3. 買兩包狗糧打開其一發現有蟲　店方只願更換未開

的一包

C小姐經網上寵物用品店訂購兩包狗糧，收到貨品後，打開

其中一包卻發現有蟲，翌日致電寵物用品店說明貨品情況，店員表

示只可安排更換未開封的一包狗糧，C小姐拒絕有關安排，要求更

換2包新狗糧或退回所有款項。最終C小姐要經小額錢債申索途徑

向寵物用品店提出追討。

溫馨提示：考慮向網上商店訂購貨品前，應先看清楚所有交

易條款，如發現有任何不合理條款，消費者必須三思。建議光顧有

信譽的網上商店，如首次向不熟悉的網上商店訂購貨品，宜避免

訂購大額貨品（例如大包裝的飼料），萬一有問題也可減低損失。

經網站或電郵訂購寵物用品，網上

寵物用品店一般會於收到訂單後，以電郵

與客戶確定訂貨詳情，詳細列明訂購貨品

的名稱、種類及數量，如收到電子郵件後

發現訂單有任何問題，應及早與店方聯繫

更正。

部分網上商店的交易條款列明已打開的食品不設退貨，另有條款列明貨品

送達後店方毋須再負責，該些條款不利消費者，光顧有關商店前要三思。

如有轉換飼料型號的需要，少數網上商店

提供的資料詳盡，列明飼料材料成分、營

養及餵飼分量等資料。

有部分商店不設每日送貨，也沒有固

定送貨時間表，而是於收到訂單後數天內

安排送貨，消費者須向該等商店問清楚送

貨時間。

無論網上寵物用品店有否提供大概

的送貨時間表，建議消費者於訂貨時，與

消費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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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單據及問題貨品

消費者應保留購物單據，遇有問題貨

品，要將貨品包裝及問題貨品一併保留，並

在期限內向店方提出換貨或退貨要求，否

則店方或不予跟進。

妥善儲存寵物飼料

消費者亦有責任妥善存放容易變質

或變壞的寵物用品（如寵物飼料），建議按

寵物的食量計算消秏整包飼料的時間而購

買合適的數量；購買過量可能會增加因存放

不當而導致飼料變質或過期的機會，最終

浪費金錢。

寵物飼料應存放在陰涼乾燥的地方。

打開大包裝的寵物乾糧後，建議將乾糧連

同包裝袋存放於存氣（air-tight）及有蓋的容

器內，保留原包裝方便日後檢查產品的批次

及到期日資料。如選擇將乾糧直接倒入容

器內存放，必須確保容器清潔，並定期清洗

容器。此外，舊的乾糧可能會污染新鮮的飼

料，因此應避免新舊乾糧混合存放。

總結
經網站或以電話、電郵或電子訊息

訂購寵物用品既省時，而部分貨品亦較便

宜，所以日漸流行，但消費者亦應多做功課

保障自己，訂購前應先瞭解網上寵物用品

店的貨源及交易條款，如有疑問應先向店

方查詢，以減少交易後的爭拗。

在這些情況下，如非因飼料品質問題

而是因個人或動物的喜好、口味、品味等

理由提出退貨要求，店方或不會接受退貨。

因此，如有必要轉變飼料型號，建議先選

購小包裝，或先向店方索取試用裝，以確

保寵物對新飼料不會產生不良反應。如要

為寵物轉換飼料，不應一下子轉掉，應將新

飼料混入舊飼料中，觀察寵物食用後的身

體狀況，如無不適反應，可逐少增加新飼

料的比例，直至完全轉換至新飼料為止。

貼士 5：簽收前點算清楚
檢查貨品種類及數量

為免簽收貨品後發現數量不符或送

錯貨品，簽收貨品前，應先點算貨品品牌、

種類、型號、數量及重量，例如檢視貓砂的

種類和重量，尿片的尺寸和數量。如有任

何不妥，應於簽收貨品前向店方提出。

檢視包裝及飼料的食用期限

對於容易變質的用品，如貓砂和食品

類貨品，應加倍留意其包裝是否完整，尤其

某些貨品採用紙製包裝物料，必須檢查包裝

沒有受潮；另要留意食品的到期日。如發現

飼料已經過期或到期日將至，應拒絕簽收貨

品並盡快通知店方安排換貨或退貨。

部分飼料的包裝備有防偽標誌，消

費者應留意包裝與平常見到的有否分別，

如有疑問，應盡早向店方查詢。如對貨品

品質有疑問，消費者或須直接向產品代理

商查詢，以確定有關商店的貨源。

貼士 6：盡快檢查貨品品質
留意換貨及退貨期限

即使驗收貨品時確定貨品並未過

期，包裝完整無缺，貨品仍有機會於儲存

期間受存放環境影響而致品質有變，尤其

是部分標榜天然或不加防腐劑的寵物飼

料。因此，建議於簽收貨品後盡快打開貨

品檢查，若購買的是籠子、家具等部件較

多的貨品，必須檢查配件是否齊全。如發

現有任何問題（包括飼料變質、有異味），

應於合理時間內通知店方。

部分網上寵物用品店說明客戶須於

指定期限內提出換貨或退貨要求，期限由

送貨日起計，介乎3天至30天不等。本會發

現是次調查的網上寵物用品店約有半數未

有在網站列明客戶提出換貨、退貨或退款

的期限，消費者如發現有關條款不明，應向

相關商店查詢清楚，才決定是否向其訂購

寵物用品。

部分網上寵物用品店的交易條款

列明，消耗品及食品類貨品如要

退換須保留一定分量。 部分網上寵物用品店有供應

殺蝨和杜蟲用品，以及寵物保健食

品。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在2010

年曾就網購寵物用藥發出提示，並指

出有商店供應未註冊的寵物用藥及

偽冒寵物用品、作虛假聲稱、在欠缺獸

醫處方的情況下供應需處方藥物、銷

售過期藥物等。消費者若有意購買有

關用品，應先諮詢獸醫意見。

網購寵物用藥要三思

點收食品類貨品時，要檢視貨品的食用期限，並留意

包裝上的防偽特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