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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委員會條例》第二十條第(1)

款其中有規定，任何人未經委員會以書

面同意，不得發布或安排發布任何廣

告，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提述委員會、

委員會的刊物、委員會或委員會委任他

人進行的測試或調查的結果，藉以宣傳

或貶損任何貨品、服務或不動產，或推

廣任何人的形象。有關該條文的詳情，

請參閱該條例。

本會試驗的產品樣本由本會指定的購

物員以一般消費者身份在市面上購買，

根據實驗室試驗結果作分析評論及撰寫

報告，有需要時加上特別安排試用者的

意見和專業人士的評論。對某牌子產品

的評論，除特別註明外，乃指經試驗的

樣本，而並非指該牌子所有同型號或不

同型號的產品，也非泛指該牌子的所有

其他產品。

本會的產品比較試驗，並不測試該

類產品的每一牌子或同牌子每一型號的

產品。

本會的測試計劃由本會的研究及試驗

小組委員會決定，歡迎消費者提供意

見，但恕不能應外界要求為其產品作特

別的測試，或刊登其他非經本會測試的

產品資料。

消費者委員會出版

地址 :香港北角渣華道191號嘉華國際中心22樓

電話 :2856 3113

訂閱電話 :2856 3123

投訴及諮詢熱線電話 :2929 2222

圖文傳真 :2856 3611

網址 :www.consumer.org.hk

印刷 :宏亞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柴灣豐業街五號華盛中心一字樓全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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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時的利潤管制協議下，本港兩間電力公司可以收取13.5%的「准許利潤」。協

議將於2008年屆滿，政府已向公眾諮詢屆滿後的安排。

這是考慮為本港電力市場引進競爭的好契機，確保社會長遠的整體利益受到保障。

澳洲一些省份的電費在市場引入競爭後下降了25%至30%，日本的電費則由1997年

至2002年下降了11%。

我們支持政府研究在發電層面引入競爭，並作好準備，制定相應的政策。

政府的用戶調查顯示，5成的消費者表示穩定供電是最為重要，但亦有44%的家庭

表示若電費上升，他們會減少用電。由此可見，不少消費者非常關注電力的支出。

有人提出引入競爭會影響供電的穩定性及增加成本，最終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誠然，北美和澳洲某些省開放巿場後曾遇停電事故，當中原因複雜，包括國家和地

區網絡的銜接和政策分割等因素。香港的情況不一樣，我們的面積小，在合適的監管政

策下，做好協調，要確保供應穩定，相信問題不大。

我們希望政府公開其風險評估，在不同情況下本港電力供應會受到怎樣的影響。這

些情況包括：只有兩電的有限度競爭；第三間電力公司與現時兩電的有限度競爭；兩電

與其他新經營者的公開競爭。

電力供應對本港的整體經濟和消費者的日常生活都非常重要，故此本會支持成立能

源監管局，負責本港未來的能源政策（包括電力和電油產品），與及統籌各類影響供應、

分銷和使用的規管和政策。

檢討電力市場
保障本港長遠利益

新料預告（暫定）
★數碼相機測試
★廁紙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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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閱電話
2856 3123

P.44

3選擇05·2005 3432 選擇 2005·05343

怕痛女士如何選擇脫毛器及剃毛器

火辣辣的夏天又快到了，換上一身背心短

裙，正好一消暑氣。清爽涼快之餘，也要儀容整

潔，適當地清除體毛。要有效去除毛髮，剃毛器

及脫毛器哪個管用？

歷來最大型測試：
43款3G+影相手機

這是名副其實的重量級手機

測試，多達43款手機接受考驗。

測試型號有熱賣3G手機、突破

100萬像素的影相手機，15款

手機有型人至愛的藍牙功

能，讓你「無牽無掛」通

話。最新PTT功能讓手機變

身對講機，手機從此更

好玩！

訂正：
上期<防電視機火警必讀錦囊>第37頁，在「機電署推行電氣產品自願註冊計劃」一節，機電

工程署電話熱線應為1823；另圖二下的句子應為「要完全切斷電源，可按電源開關按鈕（標誌

為 ）⋯⋯。」

上期<Espresso特濃咖啡機測試>報告出版後，代理商向本會表示本港的「Saeco」Incanto rondo

較歐洲的同名型號多了Saeco Brewing System（SBS）功能，可調校咖啡味道，其餘功能大致相

同。「Saeco」Via Veneto的售價應為$1,590。

26p

DVD光碟燒錄全攻略

一疊疊的公司文件，一本本的相薄佔據不少

空間，檢索特定目標也不容易。因此很多人喜歡

利用光碟片儲存數據，方便又環保。但如果買來

的光碟片不能燒錄或讀取所儲存的數據，白費精

神又浪費金錢。且讓我們看看光碟片的可靠性及

使用時須注意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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