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36

P.43

P.30

封面專題
4 首度測試大熱DVD錄影機

測試報告
14 美白保濕面膜含菌超標
30 測試外賣飯盒雜質釋出量

理財有方
23 借錢交稅成本上升

飲食物語
36 更年期保健食品的效用

逍遙國度
43 楊鐵樑教英文

讀者信箱
42 大麻纖維油是毒品嗎？

投訴實錄
46 帶「眼」鏡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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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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人物：陳豪

編者的話

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已在本港展開，會議討論多項議題，但卻忽略了對

消費者的關注。

　　市場沒有了消費者便無法運作，故此各國政府和商界討論貿易政策時，應積極聽取

消費者聲音。

　　

　　本會為會員之一的國際消費者聯會（簡稱國際消聯），就�這次「香港部長級會

議」提出了多項訴求。在貿易政策方面，國際消聯促請會議訂立能夠達至以下目標的

公平法規：

　　◆�眼於消費者需要，而非只滿足商界的要求；

　　◆確保全球消費者能得到基本服務；

◆開放發達地區的市場，讓發展中國家的產品進入，使消費者享受更多元化的產品；

　　◆停止不公平的補貼和向貧窮國家大量傾銷，削弱發展中國家產品的競爭力，壟斷

市場，最終損害消費者利益；

　　◆保障消費者的知情權。

　　

　　國際消聯指出，貿易與消費者權益息息相關，其中包括：

　　◆全球有十億消費者的每日工資少於一美元；

　　◆全球有十億消費者仍未得到清潔飲用水；

　　◆超過20億消費者仍缺乏基本藥物；

　　◆在已發展國家的15億消費者，由於不公平農產品補貼而每年多付三千美元。

　　

　　故此，國際消聯要求世貿以2010年為目標，達至歐盟、美國全面停止農產品出口補

貼，和逐步取消已發展國家所有妨礙貿易的國內資助。

　　

　　國際消聯亦關注「非貿易壁壘」對消費者的影響。舉例說，一些國家可能會以「非

貿易壁壘」為理由，反對採用他們認為是過於嚴格的汽車安全和某些化學品的安全標

準，認為會限制他們的貨物出口，但此舉可能會損害消費者健康和安全。

　　

　　全球貿易已步入一體化，世貿會議就各項多邊貿易協議作出的議決，每項都與消費

者息息相關，我們亦應密切留意，並提出意見。

世貿會議影響深遠
應保障消費者權益

新料預告（暫定）
★MP3機及PMP測試
★手機測試

http://choice.yp.com.hk網上《選擇》月刊

訂閱電話
2856 3123

P.46

23p

14p

借錢交稅成本上升
每逢年尾，銀行競相推出林林總總的

稅務貸款計劃，替消費者解決交稅煩惱。

今年利率上升，稅務貸款利率比往年高。

本會調查17間銀行的稅務貸款計劃，以貸

款額$100,000及還款期12個月計，實際年

利率為5.49%至10.2%，比去年上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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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

首度測試
大熱DVD錄影機

DV D錄影機近期熱

賣，以數碼方式儲存影

像，影像可保存得更好，

有些還內置硬碟，功能強

勁。測試了8款內置硬碟的

DVD錄影機、5款沒有硬碟

的DVD錄影機及4款DVD播

放機，比較畫質、音質、

運作噪音、錯誤糾正、使

用方便程度等。

美白保濕面膜含菌超標
近年興起片裝美白、保濕面膜，獨

立密封包裝，似比瓶裝𦋐生方便，不少

人都預備幾片在家「看門口」。本會搜

羅了40款護膚面膜進行化學物質及微生

物測試，驗出有面膜含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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