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切勿侵犯版權
閣下將瀏覽的文章／內容／資料的版權持有者為消費者委員會。除作個人非商
業用途外， 閣下不得以任何形式傳送、轉載、複製或使用該文章／內容／資料，如
有侵犯版權，消費者委員會必定嚴加追究法律責任，索償一切損失及法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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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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繁忙都市，縱使大部分寵物主人都希望
事事親力親為，給「寵物囝囡」最悉心的照料，亦
總有需要依靠坊間寵物服務的時候，尤以寵物美
容及寄養服務為甚，可是，主人們對於各項寵物
服務的投訴亦時有聽聞。本會在過去幾年，每年
平均接獲十數宗涉及寵物服務的投訴，在2014年
有16宗，包括寵物美容、寄養及善終服務。

個案一：洗澡不慎弄傷寵物

時向馬小姐的丈夫說只能盡量修剪造型。

未持有動物寄養所牌照，過往已作出警告及

2013年11月23日，周先生發現愛犬於

店方指其美容師已花了近45分鐘解結，但

罰款。本會其後亦向漁護署再作瞭解，知悉

A寵物店洗澡回家後，一直趴在地上表現得

情況仍未改善，因此致電馬小姐的丈夫，

該署已就此個案作出跟進及調查，並指案件

很不舒服，翌日即攜同愛犬前往求診，醫生

詢問他可否為犬隻剷去毛髮讓毛髮重新生

已進入司法程序。至於追討賠償方面，由於

診斷牠椎間盤移位，相信是洗澡不當所致。

長。B店強調在剷去毛髮前已徵求顧客的同

C酒店拒絕就個案作出回應，調停無法順利

當晚愛犬情況變差，出現氣喘及後腳無力

意，並非妄下決定。本會將B店的回覆轉告

進行，本會最終建議王小姐可循其他途徑追

的情況，周先生立刻帶牠前往獸醫專科診

馬小姐後，未再接獲其要求跟進。

討，並向她提供小額錢債審裁處的資料。

所，專科醫生指需要做脊骨手術，手術後
愛犬的情況好轉。周先生致電A店瞭解當日

個案三：入住寵物酒店後「周身傷」 個案四：善終服務處理不當

情況，並表示已對該店服務失去信心，要求

王小姐早前將其芝娃娃送往C寵物酒

彭小姐的愛貓於去年10月8日離世，

退回未用套票的餘款（$1,120），不過，店員

店寄養3天，費用為$740。犬隻回家後，王小

她委託D寵物善終公司辦理火化儀式，費

表示當日的沖涼程序無誤，只允許他以餘

姐發現牠經常瑟縮一角顯得很害怕，細看下

用為$980。D公司於10月9日到獸醫診所接

下套票換購寵物用品。周先生拒絕這個建

竟見到牠的頸部有傷口，前腳亦紅腫。王小

回彭小姐的愛貓，安排於10月15日進行火

議，要求本會協助取回餘下套票的款項。

姐立即致電店方瞭解，店方初時聲稱是因

化，職員着她於火化當日中午12:30到達指

芝娃娃咬其職員，於是輕微懲罰了牠，及後

定地方，並會給她半小時的悼念時間。

跟進

又辯稱芝娃娃是被酒店內其他狗隻弄傷。

彭小姐依時抵達指定地點，職員把貓

本會致函A店轉達周先生的要求，不

兩日後，王小姐見愛犬的情況沒有改

隻遺體放在床上，但她發現貓隻遺體雖然

久該店回覆指已聯絡周先生及安排以支票

善，便帶牠前往治療，獸醫指犬隻的前腳

掛着其愛貓名字的名牌，卻並非愛貓，大感

退回餘下套票款項，事件得以解決。

肌肉發炎，並有傷口潰爛的情況，需要做手

驚訝。輾轉一輪後，另一職員於辦公室攜來

術。王小姐於是前往C酒店與職員理論及追

一袋骨灰，表示屬於其愛貓，職員解釋因司

討醫療費用，不過，該職員指她帶犬隻求診

機於運送過程中調亂了貓隻的標貼，因此誤

馬小姐的丈夫早前帶同貴婦狗前往B

時未有通知酒店職員同行，亦質疑她光顧

將其愛貓於日前火化了。彭小姐非常傷心及

寵物美容店沖涼及剪毛，她事前已叮囑丈夫

收費較貴的診所，因此拒絕賠償醫療費。王

氣憤，認為公司的處理極之不當及不尊重寵

攜帶照片予美容師參考，並按照造型修剪。

小姐當日亦向職員要求就寄養發出單據但

物，只將責任推卸予司機。彭小姐坦然一切

馬小姐的丈夫看見店員對該造型沒有異議，

遭拒絕，要待她報警後C酒店才肯提供一

已無法挽回，即使退款亦不能補償她錯失與

於是留下寵物離開。不過，當馬小姐前往取

張手寫單據，王小姐向本會求助，要求退回

愛貓共渡最後時光的機會，她認為司機疏忽

回愛犬時，卻發現愛犬的毛差不多給剪光了。

入住費用及承擔醫療費合共約$6,000。

固然有責，但D公司亦責無旁貸，於是向本會

個案二：修剪變剃光

馬小姐其後向本會投訴B店沒有聽從他們的
要求，為愛犬修剪指定造型，反之胡亂修剪。

反映該公司處理失當及要求公司作出檢討。

跟進
本會發現按C酒店的地址所發出的信

跟進

跟進

件均被退回，致電有關職員的聯絡電話亦

本會致函D公司作出反映，亦接獲公

本會接獲B店的覆函，店方指其職員

不獲回應。王小姐告知本會早前曾向漁農自

司負責人的電話解釋事件始末，公司承認是

當日發現犬隻的毛髮嚴重打結，因此，已即

然護理署投訴C酒店，該署回答指C酒店並

因其職員未有的遵從程序及疏忽所致，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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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實錄
解僱該名司機及再次向彭小姐道歉，本會亦

人親身照顧寵物無疑最為體貼，而在有需要

瞭解場地的大小及設備是否適合自己的

再三提醒該公司必須確保職員清楚每一個

時選用坊間服務亦屬常見，然而，主人宜謹慎

寵物。漁護署網頁列出持牌寵物酒店的

處理程序，以避免這類不愉快事件。

考慮各項服務細節，才作出選擇，免招損失。

名單，消費者可瀏覽網頁瞭解詳情(http://
www.pets.gov.hk/b5_index.php)，其次，

總結

建議事項

現時本港法例規定任何人為動物提供

●

如發現寄養所涉嫌無牌經營，消費者可致

寵物美容店一般會展示各項美容服務

電政府熱線1823聯絡漁護署作出舉報。

食物及住宿，以換取動物畜養人支付費用，

的收費，費用會因應寵物的品種及大小

都必須向漁農自然護理署申請動物寄養所

而有所不同，一些需要美容師特別處

物的狀況，如發現商號未能依照合約提

牌照。持牌人須遵守經營守則，確保寵物酒

理的項目，例如解結服務或修剪特別造

供服務或服務未符合理水平，可聯絡本

店的各項設備符合規格及衞生情況達至一

型，有可能需要額外收費，此外，服務所

會，本會可嘗試透過調停解決爭議。

定標準，因此，選用持牌寵物酒店實為較有

需時間亦可能是計算價格的因素，店方

保障的做法。不過，發牌制度則未涵蓋寵物

應清楚列明收費詳情，消費者亦應事先

管，包括《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美容及善終服務，因此寵物主人選用這兩項

瞭解有關服務範圍及收費詳情。

132章）、《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第311

當發現寵物接受服務後出現不適甚或

章）、《消防條例》（第95章）、《危險品

服務資料來衡量其質素。另一方面，有鑒於

受傷，消費者應即時通知有關商號。有

條例》（第295章）、《建築物條例》（第

本港並沒有公營動物善終服務，面對寵物離

些寵物美容店或寄養場所，會訂立針對

123章）和土地契約，各有關政府部門

世，不少寵物主人亦不忍心將摯愛寵物送往

寵物受傷的條款，例如商號會要求顧客

可按條例賦予的職權進行巡查，以確

堆填區處置，因而委託私營寵物善終公司協

帶同寵物前往該店指定的獸醫診所接

定該場所有否違反相關法例及規定。因

助處理遺體，甚至租用寵物骨灰龕，但由於

受治療，否則不會負責有關治療費用。

此，選用私營寵物善終服務前，消費者

缺乏規管，此類公司的服務質素參差，近年

若主人選擇自行為寵物求醫，亦應妥善

應將該場所的營運條件納入考慮因素，

亦偶有涉嫌違規經營的報道，消費者一旦光

保留商號單據、醫療單據及醫生證明，

事先瞭解該場地有否違反相關法例。其

以備有需時用作憑證。

次，消費者亦要留意合約條款，以瞭解

消費者應選擇持牌寄養所，及考慮於寵

遺體處理及存放的詳情，及一旦出現未

物入住寄養所前，先親身前往視察環境，

能依約提供服務時的處理及安排。

服務時，一般只能因應口碑或按商號提供的

●

顧質素不佳的商號，有機會招致損失。
飼養寵物不應只為享受與「寵物囝囡」
玩樂的時光，亦需負起終身照顧的責任。主

●

●

●

使用寵物服務後，主人應即時檢查寵

現時，經營寵物善終場所受各項條例規

1間藥房涉售賣偽冒藥物被定罪
本 會 近 日 從 香 港 海 關 收 到 1宗 於

位於九龍，4間位於新界。

2014年12月審理完結的售賣偽冒藥物案

消費提示

案件中被偽冒的藥物共有10款中藥及

在 上述案件中，共有3間公司及10

西藥，其中偽冒「黃道益」活絡油（「WONG

人被判罰，刑罰主要 是罰款而當中最高

TO YICK」）、「福」字牌阿膠（Asses' Glue

金額為$50,000，一名店舖擁有人被判

bearing「福」trademark）、「同仁堂安宮牛

2014 年審理完結的案件回顧

監禁10星期，亦有個別店舖負責人或店

黃丸」（「Tong Ren Tang」）及「威而鋼」

2014年內審理完結的售賣偽冒藥物

員被判監禁2至3個月但獲准緩刑，另有

（「Viagra」）名稱的產品各分別出現過2次。

案件共涉及9間店舖，比2013年的10間少。

5人被 判 社 會服務 令，服務 時 數 最 長 達

店舖的地理分布方面，3間位於港島，2間

200小時。

件資料，涉案的店舖位於港島。

消費者可向海關舉報

涉及售賣偽冒藥物的店舖 (2014年12月審理完結▲的案件)
涉案店舖名稱及地址

涉案偽冒藥物名稱 有關控罪(干犯人)

有關刑罰

港島 Hong Kong Island
應用偽造商標
琪利(香港)免稅店
● 「黃道益」
北角書局街28號國賓商場地下
7號舖及10號舖
「Wong To Yick」
Shop G7 & G10, G/F, Odeon Building, ● 「太和洞」
No. 28 Shu Kuk Street, North Point
「Tai Wo Tung」
註

根據《商品說明條例》，出售或供應
附有偽造商標或虛假商品說明的貨品屬嚴
重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50萬
及監禁5年。

a
(兩名售貨員)

●

每 名售貨 員
被判100小時
社會服務令

▲ 審理完結是指審理相關案件的所有法律程序包括審訊和上訴經已完成。
控罪： a 違反香港法例第362章《商品說明條例》第9(2)條「為售賣或任何商業或製造用途而管有
應用偽造商標的貨品」。

市民如對藥物真偽有懷疑，應立即停
止服用，並向供應商或商標持有人作出查
詢。若發現有售賣偽冒藥物的情況，可致電
海關24小時熱線2545 6182舉報。
資料來源：香港海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