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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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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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人物：鄧麗欣

編者的話

新年伊始，是總結過去計劃未來的好機會。
　 

去年的消費者投訴數字達到36,614宗的新高紀錄，比2004年的二萬多宗大幅上升36%。最

多投訴的類別為發展蓬勃的電訊服務，共12,029宗，2004年錄得的同類投訴為7,743宗。

我們在過去一年提出了多個方案，在問題根源協助解決消費者與電訊服務公司之間的糾紛。

首先，越來越多投訴源於消費者搬遷居所，原有的電訊商在新的地區或屋苑並不能提供服

務，但消費者卻受合約所約束仍要繼續繳費。營辦商承諾以下安排：

▂暫停服務直至該地區成為服務覆蓋範圍；
▂將餘下服務期限轉給親友使用；
▂若以上兩項無法安排，可取消現有合約。

第二，鑒於電訊服務與收費電視的綑綁式銷售手法日益普遍，並導致消費者不滿。經我們

的介入，電訊公司承諾若有爭議出現，合約的主要服務供應商將要為合約上的其他服務商負責。

第三，越來越多營辦商加入收費電視服務，我們密視關注其銷售手法和服務合約，確保消

費者利益得到保障。

第四，我們與電訊管理局攜手展開了宣傳推廣活動，提高消費者警覺，留意電訊服務的合

約條款，細心比較市場上的同類服務，才作出知情的選擇。電訊業亦支持這宣傳活動。

期望以上的方案有助行業改善營商手法，與及減少消費者投訴。　　
　　

我們亦於去年推展了《良好企業社會責任指引》，鼓勵商界重視企業社會責任。《指引》得

到業界和專業團體的支持，讓他們將合適的部分加入其已有的營商守則內。

在本會積極支持下，本港美容業界草擬讓會員自願遵守的營商守則，已接近完成階段。守

則將涵蓋服務素質、處理投訴與及預繳式收費。

在研究測試方面，我們將加強在區內和本地的合作和聯繫。本會率先統籌國際消費者研究

及測試組織（ICRT）的亞太區首次聯合測試——充電池。

ICRT亞太區成員亦會進行可行性研究，瞭解是否可以在區內聯合測試兒童安全座椅、蚊香、

熨斗、吸塵機、人參茶等產品。

我們同時會加強利用互聯網向公眾發布資訊，現正與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商討，將網上

《選擇》提供予固網和手機用戶。

電訊業須改善營商手法
減少消費者投訴

新料預告（暫定）
★數碼相機測試
★室內無線電話測試

http://choice.yp.com.hk網上《選擇》月刊

訂閱電話
2856 3123

P.44

16p

乾金針驗出二氧化硫超標
農曆新年快到，不少人喜歡在大年初

一食用齋菜，當中可能用腐竹及金針做

材料，但近年常有報道指食品添加過量或

禁用防腐劑，蔬菜及豆類乾製食品情況較

嚴重，本會就此抽驗了幾款較常食用的乾

製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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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正：
上期＜借錢交稅成本上升＞一文，第26頁渣打銀行「稅務貸款」借貸金額$100,000的實際年利率應為6.94%。

41款熱爆MP3＋PMP機大測試
隨身聽音樂潮流愈來愈盛，觸目皆是

頸上掛�輕巧MP3機傾聽心愛歌曲的人。

不同類型電子產品都紛紛加入音樂元素，

尤以流動電話較明顯，新款電子遊戲機也

可用來聽歌睇戲。測試不只包括MP3及

PMP影音播放器，也挑選了數款手機/遊戲

機，比併影音實力。

30p

潮流瑜伽班非人人適合
近年瑜伽大行其道，加上名人效應，

各式各樣的瑜伽課程應運而生。早前報章

報道，一名女士到瑜伽中心試玩瑜伽，熱

身15分鐘後頭暈和嘔吐，最後不治，致命

原因有待驗證。瑜伽雖然有益身心，但進

行時有不少地方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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