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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形胸圍

隱形胸圍今季熱賣，無肩帶背帶的設計，

專為露背、吊帶小背心、入膊款式而設。

區區兩塊黏性矽膠或杯邊黏翼能否黏

實皮膚，會否「甩罩」？會否扯痛嬌嫩

肌膚？如何佩戴方可營造自然美態？且

看一眾女士的親身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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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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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近月接獲多宗投訴有樓盤未能如期交樓予小業主，反映了「樓花」買賣對消費者的保障有不足。

現行制度規定，發展商出售樓花時要清楚交待面積、樓宇完成日期、儲訂和放訂安排、轉名費上限
和發售方式等等。

但遇有問題出現，例如發展商未能如期交樓，小業主(買方)很多時都是無能為力。

根據買賣樓花的標準買賣合約，若賣方未能在合約中訂定日期前完成樓宇發展工程，買方有以下的
權利：

(一)在訂定完成日期之後28日內，買方有權取消合約，取回已付款項(例如全數訂金)，與及由付款日至
取款日期間的利息，年利率為某銀行最優惠利率加二厘。

(二)若買方不在28日內取消合約，買方則等候發展工程完成，但仍有權取得延誤期內的利息，利率與上
列的一樣。

(三)一旦樓宇發展工程在訂定日期後6個月內仍未完成，買方便再有權取消合約及取得利息，如(一)；或
可以等候樓宇發展工程完成及收取利息，如(二)。

消費者購買樓花時若與賣方有爭議，要留意以下三點：

(一)應向律師徵詢買方在買賣合約下的權利。

(二)若買賣雙方都用同一間律師樓，消費者應另行聘請律師徵詢意見。

(三)消費者可查詢律師會的律師目錄，或登上其網頁www.hklawsoc.org.hk搜尋合適的資料。

可是，我們對樓花買賣有以下關注：

(一)一般的樓花買賣都是由一間律師樓代表買賣雙方。若買賣雙方出現爭議時(例如樓宇未能如期完工)，
由於利益衝突，該律師樓無法再同時代表雙方。我們關注在這情況下，買方會否及時收到通知和能
否及時從其他律師樓取得法律意見，保障自己的權益。

(二)現時的監管制度下，若發展商未能遵守政府批地的條件，政府能夠做的似乎只是拒絕發出滿意紙，
或(若已發滿意紙)重收土地。但前者會影響買家的收樓時間，而後者在買家收樓後似乎是不可行的。

我們促請政府研究如何更有效保障樓花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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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D錄影機兩大陣營功能比較
當前最多人想擁有的數碼產品，當紮的

DVD數碼錄影機絕對在熱門之選。DVD錄影機

結合DVD機和錄影機的功能，可播放DVD碟亦可

錄影，一些型號更提供同步錄播等創新功能。

售價由初推出時近萬元跌至二千元有找，

很多人都蠢蠢欲動想搬一部回家。不過，買前

最好做點功課，因為DVD碟制式多多，且不完

全兼容。

曝曬急凍肉食
衍生食品危機
本會去年進行了關於售

賣急凍肉食的調查，發現很

多售賣凍肉的店舖沒有按食

環署的規定將凍肉儲藏在冷

凍櫃內售賣。本會今年8月進

行跟進調查，發現上述情況

依然普遍。

「黏住你‧焗住你‧脫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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