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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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AZINECHOICE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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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市面上的減肥保健產品愈出愈多，廣告覆天蓋地。廣告的聲稱更是創意無限─「燃燒脂肪」、

「排毒美顏」、「把脂肪推向適當的位置」等，吸引不少消費者躍躍欲試，但卻忽略了這些產品可能帶

來的副作用。

《選擇》月刊在過去多年共刊登了超過30篇有關排毒減肥食品測試、正確飲食和減肥方法等的文

章，讓消費者取得正確知識。本會的研究資料顯示，市面不少健康食品的「神奇」聲稱，缺乏科學和

臨𣵾依據，只是堆砌似是而非的所謂「科學」理論，誤導消費者。

有產品標榜「純天然」、「無副作用」或「不含藥物」，但卻可能含藥物成分、重金屬或有害物質，

是否真的是「無副作用」，亦未必有臨𣵾實驗的理據。

對於保健食品聲稱的真確性，一般消費者都不容易分辨。故此本會多年來積極倡議立法，監管保

健食品的誇大聲稱、誤導廣告和宣傳。

政府剛於9月發表了「香港對保健聲稱的規管」諮詢文件，建議禁止健康食品作出9類聲稱，其中包

括燒脂、去水腫、促進排毒等。本會相信有關修訂有助堵塞漏洞，有效杜絕誤導、誇大的廣告宣傳。

除了口服保健食品市場不斷增長外，外用的保健產品亦愈來愈多，由美容院瘦身療程大型儀器，

以至可在家中使用的小型裝置或外敷用品，大都以減肥纖體為主。有些產品的廣告亦有誇大和誤導之

嫌。為了加強保障消費者，本會認為應同樣將外用的保健產品和纖體中心提供的服務納入監管範圍。

本會亦關注坊間流行的外用保健用品和纖體服務，針對市面上的「減肥廣告」和「減肥用品」的宣

傳字眼和功效聲稱，諮詢了不同專家的意見，為消費者揭露各類「減肥真相」，當中包括「減肥膏」、

「減肥、矯形衣物」和「減肥、按摩儀器」等。

在一片鼓吹「瘦即是美」的風氣中，消費者容易被誤導，耳濡目染下以為某些產品和服務真的有「神

奇」功效，不單耗費金錢，得不到預期效果，最怕的是損害健康。

因此，本會支持今次政府修訂法例，杜絕誇大、失實的不良廣告，同時希望政府能擴大監管範圍，

把外用的健康產品、儀器和纖體中心提供的相關服務，納入規管範圍，加強保障消費者的權益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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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2部數碼攝錄機
攝錄＋影相比試
只要有一部手提攝錄

機，便可把精采的生活片段

拍下來，留待日後細看回

味。新一代數碼攝錄機都很

輕盈，重量多不超過1千克，

比手掌僅大一點，一機隨

身，外出活動或旅遊時帶來

無限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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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積金資料艱深須改善
強積金是市民的退休保障，所

收費用、戶口賺蝕及基金表現等，

都與計劃成員息息相關；受託人有

責任提供這些資料，讓成員掌握充

份資訊，作出明智決定。但研究發

現，大部分被訪者均感到強積金計

劃的收費表、權益報表及投資報告

艱澀難懂、格式混亂、名目欠統

一，以致難以理解及作出比較。

家庭影院特集
隨�DVD及等離子電視的流行，家

居環繞聲效果電影院漸變時尚。要享受

多聲道DVD的音響效果，家庭影院揚

聲器不可缺少。我們測試

了一套六個旳5.1聲道家庭

影院揚聲器組合，檢定了

技術性能、聆聽效果及使用

方便程度。同場尚有選購影音

接收器的貼士，及銷情熾熱的

Plasma資料速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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