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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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348

封面人物：官恩娜

編者的話

消費者訴訟基金於上月協助七名畢架山一號的業主，入稟法院向屋苑發展商追討因

延遲交樓而導致的損失。

事件在社會引起廣泛討論，包括訴訟內容、基金的經費和運作模式等。亦有市民

來函，反映他們對基金的意見。我們非常感謝公眾的關注，就此機會介紹基金的組成

和工作。

　　

消費者訴訟基金是信託基金，消費者委員會是基金的信託人。基金的管理委員會由

12人組成，由政府委任，大部分是非本會委員的獨立人士。

　　

每一宗申請個案，管理委員會均小心研究。基金批核考慮的因素包括：是否有一群

或可能有一大群消費者受到不良影響；訴訟是否最有效的解決辦法；訴訟的成本效益；

勝訴機會；若訴訟成功，能否促進消費者權益；對不良經營手法是否具阻嚇作用等。

　　

基金和政府的法律援助性質上是有分別的，申請人毋須經指定的經濟審查，但管理

委員會只會批准涉及重大消費者利益、具代表意義的申請個案。基金每組個案所涉及的

消費者數目由一人至數千人不等。

　　

消費者須繳付申請費，金額視乎受理的法庭類別而定。若受助個案勝訴，申請人須

向基金繳付分擔費用。個案敗訴的話，申請人毋須繳付其他費用，基金會支付所有的訴

訟費用和支出，除非由於申請人的過失而導致個案敗訴。

　　

自成立以來，基金已有16組成功個案，包括涉及幼稚園超收學費，幼稚園在小額錢

債審裁處中敗訴，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基金協助家長成功抗辯。其他案件包括大廈保

險、旅行社行程與事實不符及新入伙樓宇質量問題等，均成功獲得賠償。

本會每年都把消費者訴訟基金年報和經核數師審核的年結呈交立法會，有關資料亦

可在本會年報和網頁上找到。

消費者訴訟基金
公眾利益為依歸

新料預告（暫定）
★攝錄機測試
★暖爐測試

http://choice.yp.com.hk網上《選擇》月刊

訂閱電話
2856 3123

P.43

28p

20p

堅固兒童汽車座椅可保性命
汽車安全帶是按成年人的身型而非身

型細小的兒童設計，若發生交通意外，對

兒童的保護能力相對低。報告刊登19款兒

童汽車安全座椅的測試表現，家長可參考

測試結果，為孩子揀選一款合適的汽車安

全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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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正：
上期＜月餅「標價」各出奇謀＞第23頁，表一註﹝7﹞應為「⋯⋯而兩項平均價均以原價計算。」

第346期第32頁＜洗碗碟機洗滌劑標示用量不清楚＞一文提及漂白劑成分sodium hypochlorite的中文

名稱應為次氯酸鈉。不便之處，謹此致歉。

關注易燃睡衣的危險性
消防處指出，不少致命的嚴

重火警是在深夜各人熟睡時於睡

房中發生的。過去有報道指有人

因吸煙或接近煮食火源時，燃�

睡衣引致火警，因此本會測試了

19款睡衣的易燃性。

15p

測試9款相片打印機
購買數碼相機後，只要

配備小型照片打印機，便做到

即影即有，毋須拿記憶卡到沖

印店去印相苦候取相，快捷方

便。一般的照片打印機都可直

駁數碼相機，用起來份外輕鬆

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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