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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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切勿侵犯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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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旅遊服務網站，可以一站式格價，比較不

同航空公司的機票價錢及航班資料，替你搜尋「最

便宜」、「最超值」的機票，看似省時方便亦划算。

然而，我們嘗試使用服務，卻發現價格標示很

多時並不全面，一不留神便可能被收取「預選」的服

務費用例如旅遊保險，網站並往往在購買過程中，

才逐步披露不同的收費，消費者分分鐘要待電子機

票發出後，方可確認最終的總費用！

本地旅遊服務網站
為瞭解在旅遊服務網站購買機票的

安排，本會揀選了8間持有香港旅行代理

商牌照的網站，包括Cheaptickets、Ctrip、

Expedia、Hutchgo、Miramar Travel、PYO 

Travel、Wing On Travel及Zuji，檢視這些網

站的搜尋結果、價格標示、購票流程、條款

和細則。

預設以價格由低至高排序
消費者只須在這些網站輸入出發地、

目的地和乘機日期，就可展開搜尋，機票

會預設為來回票，座位等級則預設為經濟

艙，搜尋結果會顯示所有符合條件的航班

供消費者選擇；部分網站設有進階搜尋，

容許消費者輸入指定航空公司、機位等級

及/或起飛時間，進行搜尋。

旅遊服務網站的機票搜尋結果一般

都預設以價格排序，不同航班機位不論屬

直航與否都按價格由低至高順序排列，部

分網站將排名最前的航班標示為「最便

宜」或「最超值」。

要留意的是，本會檢視的旅遊網站

中，半數以淨票價（airfare）作為標示價（詳

情見列表），但眾所周知，乘搭飛機的費用

除機票票價外，還包括燃油附加費、機場及

政府徵費、航空公司服務費等，經網站購買

機票更可能涉及網站行政費，除了不同航空

公司服務費上有差異外，燃油附加費、機場

稅等亦會因不同航班飛行路線上的分別而

在其中一個旅遊網頁搜尋來往香港及多倫多的航班，排首位的航班票價為 $6,958，看似最便宜，但稅項

和附加費高達 $6,061，總收費為 $13,019；以總收費計，排第二位的航班實際上比排首位的便宜 $779。

旅

遊
服
務網站買機

票
隱
藏
收
費
多

BOARDING PASS

BOARDING PASS 租借Wi-Fi

稅項

旅行
套裝

航空意外保險

保安費

旅遊保險

離境稅

機票
保證

附加費

成人票價



提防網站滴漏式標價

澳洲對航空服務價格標示的要求
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Austra l ian Competit 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簡稱ACCC）在其網站提醒消費者小心網

上購物時遇上滴漏式標價（drip pricing），滴漏式標價是指商戶在

網上購物的最初階段顯示一個標價，然後在購物過程中逐步透露

（滴漏）消費者無可避免地必須支付的額外費用。《澳洲消費者法》

（Australian Consumer Law）第48條訂明，如商戶選擇宣傳某貨品

或服務的部分價格，就必須同時以單一數字顯著地標明其總收費。

在ACCC控訴Air Asia Berhad（亞洲航空）一案中，被告公司在

調查的10個月內，都沒有在其官方網站就其若干航線以顯著方式及

單一數字展示包含所有稅項、費用及其他強制性收費的航空服務總

收費，墨爾本的聯邦法院判定被告公司違法，並指出條例針對標示

一個比實際必須支付的金額為低的價錢所具的餌誘消費者效果，商

戶以違反《澳洲消費者法》第48條的方式招攬生意，會比守法的競

爭者佔得優勢；航空屬競爭性行業而消費者容易受價格影響，所以

業界有責任提供正確無誤的價格資料，而航空公司之間則須有價格

清晰的公平競爭環境，因此判處被告公司罰款200,000澳元。

歐盟對預選的收費項目的規管
如售賣機票的網站預先選取了旅遊保險或租車等額外選項，

部分消費者有可能在未有充分知會的情況下購買了不必要的服務。

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在2011年頒布了新修訂的《消

費者權益法令》（Consumer Rights Directive 2011），規定商戶必須

得到消費者就額外選項的明示同意，以加強保障消費的權益。如商

戶未有取得消費者對額外收費項目的明示同意，而是預設該筆項目

要消費者自行拒絕才可避免付款，已付費的消費者有權獲得退款。

有差異，如果網站提供的選擇只單按淨票價排序，

而非包括消費者必須支付的相關燃油附加費、機

場稅等，在加入其他必須支付的費用所計算出的總

數，可能令不同航班的排序改變，因此以淨票價作

為標示價並按此排序，訊息並不準確，既不利消費

者作比較，最終收費亦會與消費者的預計有出入。

確認和付款
揀選最合適的航班和決定訂購後，消費者須

在旅遊服務網站清楚填寫與旅遊證件相符的姓名

和資料、電郵及其他聯絡方法，以及付款細節等。

票價＋稅項及附加費＋交易手續費

消費者須在付款前，再次確認行程及收費，

然而旅遊網站列出的收費資料並不詳盡，5個網站

所顯示的收費資料都只分為「票價/機票」和「稅

項及附加費/費用」兩個欄目，其中「稅項及附加

費」為單一價格，沒有細分所包含的內容，消費者

難以得知在必須繳付的稅項以外網站是否還收取

了甚麼附加費。此外，在稅項以外收取的附加費/

費用，其中只有1間明確標示手續費為1.6%，其餘

都沒有顯示附加費的實際金額或計算方法，消費

者無從比較不同網站所收取的費用，價格透明度

不足。

2個網站在消費者輸入信用卡資料後，才顯示

額外的交易手續費，換言之，未到最後階段，消費

列明各項收費

總收費總收費

交易
手續費

3

旅遊
保險

旅遊套裝

租借
Wi-Fi

稅項及
附加費

2

淨票價

1

逐步透露額外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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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部分旅遊服務網站的比較
編
號

網站名稱
搜尋結果 
預設排序[1]

確認行程時所顯示的
必須支付費用

預選收費項目
網站收取的行政費 [2] 網站何時確認

機票價格？ [3]
更改機票 取消機票

1
Cheaptickets 
www.cheaptickets.hk

總收費
•票價 
•稅項及費用*

•機票保證 (ticket guarantee) 
•旅程保險 (trip insurance)

$775
保留在任何時候更改
預訂條款的權利，包括
更改行程及額外收費

2
攜程 Ctrip 
www.ctrip.com.hk

總收費
•票價 
•稅款及附加費

•航空意外保險 不一
機票在成功付款時的
價格為最終售價

3
智遊網 Expedia 
www.expedia.com.hk

總收費
•機票 
•稅項與費用

— 不一
在電子機票發出前都
可更改機票價格

4
Hutchgo 
travel.hutchgo.com.hk

淨票價  
(airfare)

•票價 
•稅款及附加費

•旅遊保險 
•租借pocket Wi-Fi 
  流動上網設備 
•多功能5合1旅行套裝

$200 $300
在電子機票發出前都
可更改機票價格

5
美麗華旅遊
Miramar Travel 
www.hkmiramartravel.com

淨票價  
(airfare)

•價目及航空公司附加費 
•稅項及燃油附加費

— —
機票在成功付款時的
價格為最終售價

6
PYO Travel 
www.hk.pyotravel.com

總收費
•票價 
•稅項*

— $350 
有權取消在72小時內
已獲確認的預訂

7
永安旅遊
Wing On Travel 
www.wingontravel.com

淨票價  
(airfare)

•成人機票 
•香港機場離境稅 
•目的地機場稅/燃油費/ 
 香港機場保安費

— $350 $425
在電子機票發出前都
可更改機票價格

8
Zuji 
www.zuji.com.hk

淨票價  
(airfare)

•票價 
•稅款及附加費

•旅遊保險 (travel insurance)
網上申請：$150 
電話申請：$250

保留在任何時候更改
預訂條款的權利，包括
更改行程及額外收費

按網站的英文名稱順序排列。

表內資料為各網站於今年11月在其網頁刊登的資料，除美麗華旅遊的
資料由該公司提供外，其餘網站均拒絕或未有提供及/或核實其相關資
料，最新資料應以各網站的公布為準。

–	 表示沒有該項收費或其網頁沒有顯示相關資料。	

註 ＊	 在消費者輸入信用卡資料後，網站會顯示交易手續費。

[1]	 總收費包括機票票價及消費者必須支付的相關燃油附加費、	 	
	 機場及政府徵費、航空公司服務費等。

[2]	 只適用於容許作更改或取消的機票。

[3]	 分類根據網站所列出有關價格更改的條款和說明。

在其中一個旅遊網頁搜尋來往香港及新加坡並逗留 7 天的航班，有關網站為消費者預選了旅遊保險

（$129）、租借 pocket Wi-Fi 服務（$280）以及包括衣物收納袋和頸枕的旅程裝備套裝（$149），如消費

者並不需要該等項目，須在付款前逐一找出，自行剔除。

者最終須支付的總收費仍有機會增加，處

理方法不符清楚標示價格的原則。

預設的收費項目不設退款

4個旅遊服務網站將一些額外的收費

項目預先放置在購物籃內，消費者若沒有

留意付款網頁內的每項細節，可能會導致

並非必要的支出。

旅遊網站常見的預設收費項目為旅

遊保險，但個別收費高昂。有網站預選了

租借pocket Wi-Fi服務以及包括衣物收納

袋和頸枕的旅程裝備套裝，未必切合每個

用戶的喜好和需要。另有網站為所有用戶

預選了「機票保證」，用以賠償因航空公司

倒閉而未能成行所損失的機票款項，然而

航空公司倒閉鮮有發生，該保證的實際效

用值得商榷。網站一般亦會在不同版面和

位置推銷住宿、租車、交通接駁等服務。消

費者在訂購機票的過程中如細心留意，就

會發現在預設模式下已替消費者選取的付

費項目，如消費者並不需要該等項目，應在

付款前逐一找出，自行剔除，因為這些額

外選項都不設退款。

收取電子機票

消費者即使完成網上付款，收到網站

發出的確認電郵及成功轉帳，也不代表交

易已穩妥地完成，旅遊網站仍可根據網站

列出的條款更改價格及/或取消交易。

由於旅遊服務網站並非簽發機票的

航空公司，透過服務網站預訂機票後，是

否便可按網頁顯示的收費獲發機票，須視

乎有關網站的相關條款；有2個旅遊服務

網站在條款及細則中註明保留在任何時候

更改預訂條款的權利，包括更改行程及額

外收費；有3個網站註明在電子機票發出前

都可更改機票價格；另有1個網站註明有權

取消在72小時內已獲確認的預訂；只有2個

旅遊服務網站訂明在成功付款時的機票價

格為最終價格。

http://www.cheaptickets.hk/trad
http://www.ctrip.com.hk
https://www.expedia.com.hk
travel.hutchgo.com.hk
www.hkmiramartravel.com
www.hk.pyotravel.com
www.wingontravel.com
http://www.zuji.com.hk/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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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個旅遊網頁搜尋來往香港及新加坡並逗留 7 天的航班，有關網站為消費者預選了旅遊保險（$203）

及機票保證（$60），還收取 $40 的信用卡交易手續費。

就上述個案而言，如果網站保留更改

價格的權利，儘管李小姐已收到購票確認

電郵，信用卡亦已扣數，網站仍可根據其服

務條款提升票價。如消費者不同意支付差

價，可以要求取消交易，但除旅程大失預算

外，退款的處理時間亦十分冗長。各網站

列出的處理退款所需時間介乎12個星期至

最少6個月。

消費者根據網站所顯示的資料而作出

購買決定，因此網站保留單方面作出變更的

權利，對消費者非常不利，價格上調時，消

費者如不想影響行程，只好支付差價，否則

就要放棄行程和長時間等候退款。為免不愉

快的經驗，消費者應在付款前先細閱個別網

站的服務條款，並認清其處事手法，避免光

顧列出不利消費者條款的網站。

本會建議旅遊服務網站在條款中清楚

列明消費者在付款後仍不能成功出票及／

或可能導致更改價格的可能原因，同時亦應

列明確認價錢和出票的最長等待時間，讓消

費者在購買前清楚潛在風險。

透過旅遊服務網站購買機票
的注意事項
1. 不應依賴單一個網站：在不同旅遊服

務網站搜尋相同航空公司的相同航班，

總收費都有差別。例如今年11月下旬本

會在8個旅遊服務網站同一時間搜尋不

同航班：來往香港及台北屬中華航空明

年4月的相同航班，最平及最貴機票的

總收費分別為$1,383及$1,559（相差

$176或約13%）；來往香港及東京屬日

本航空明年1月的相同航班，最平及最貴

機票的總收費分別為$4,953及$5,066

（相差$113或約2%）；來往香港及紐約

屬聯合航空明年3月的相同航班，最平

及最貴機票的總收費分別為$6,459及

$6,936（相差$477或約7%）。

2. 考慮直接從航空公司官網預訂：消費

者在旅遊網站搜尋航班資料後，可到

航空公司的官方網站格價，如機票費用

相若，可考慮直接從官網預訂。少數在

旅遊網站出售的航班容許顧客在付款

後取消預訂或改期，不過顧客除支付航

空公司的手續費外，旅遊網站亦會收取

$150至$775的定額行政費。直接從官

網預訂機票，可免卻將來因取消或改期

而額外支付予旅遊網站的行政費用。

3. 勿被網頁的標示誤導：個別網站經常

在航班的標價旁邊顯示「僅剩餘x張機

票」或類似的字句，令人覺得須及早購

買以免售罄。其實這些字句只表示在搜

尋的那一刻以該特定價格出售的機票還

有x張，而非指全機只剩下x個機位，所

以消費者應保持冷靜，毋須倉促決定。

4. 注意轉機的機場地點：不少大城市例如

東京、上海、紐約等都有多於一個國際機

場，旅遊網站提供的轉機航班有機會在

同一城市的不同機場接駁，消費者應考慮

來往不同機場間的交通安排及所須費用，

亦應考慮行李運送和接駁的時間是否足

夠，以免因時間不足而錯失航班。需要轉

機的航班票價通常比直航的票價廉宜，

然而多停留一個機場就需要多付一個機

場的徵費，而不同機場徵收的金額亦有

差異，消費者應留意整體收費，小心衡量

個別轉機航班是否比直航機位化算。

總結
網上預訂機票服務愈趨普遍，為消費

者帶來不少便利，安坐家中就可比較不同

航班的資訊才作購買決定。然而旅遊服務

網站上的機票價格時刻變動，數分鐘前顯

示的價格或已不可作準，消費者要在不同

網站格價和翻查票價，過程有難度，也面

對不少變數。此外，確認過程中亦有機會

出現額外收費，付款後，旅遊服務網站可

能仍有權更改票價，這些處理方法都有違

消費者期望。與其他網上購物一樣，旅遊

服務網站的交易存在一定風險，而且追索

途徑殊不簡單，故此消費者在網上購買機

票時，切勿掉以輕心，應做足資料搜集和

留意細節，以免作出不智的選擇，甚至要多

付不必要的額外付費項目。對網上預訂機

票過程不熟悉的消費者，宜考慮光顧有實

體店舖的旅行社。 

投訴個案：票價改動補差價
才可成行

李小姐在旅遊服務網站預訂2張

來回澳洲的機票，網頁顯示的總收費為

$39,289，她成功付款及收到電郵確認。

同日李小姐收到網站職員通知因航空公

司的機位實時更新系統出現問題，其中1

張機票須補回$10,267才可出票。李小姐

認為網站應根據網頁上的資料和確認電

郵履行合約，故向本會求助。然而本會調

停需時，期間李小姐擔心影響與朋友的

行程，向網站補交了差價。網站最終表示

為保持良好商譽，願以網頁顯示的售價

為李小姐出票，並退回多收款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