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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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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牌」、「三例」價錢大不同
每間食肆餸菜的分量沒有統一標

準，多數是以「行規」約定俗成。一般食肆

的小菜會以「例牌」，即大約8兩食物，足夠

4人食用來計算；「大例」通常是「例牌」分

量的1.5倍，約6人分量；另外還有「二例」或

「中碗」，約為8至10人分量；至於「三例」

或「大碗」適合12人以上。消費者在用膳

前，可以向店員查詢每道菜的分量，以作參

考，亦可要求店員建議食用分量，避免食

物不足或點菜太多造成浪費。

價錢方面，需要「加大」分量的食物

一般都會按比例增加收費，假設一碟「例

牌」小菜售$100，「大例」的價錢大約加一

解構食肆常見術語 免生爭拗
小菜「加大」等如加大三倍分量？粉麵「加底」價錢如何計算？「盆飯」比「人頭飯」划算？香

港人雖然經常出外用膳，但大家對「加大」、「加底」等這些在食肆點餐時經常使用的術語又認識

多少呢？早前有大學生在大排檔用膳，埋單盛惠一萬大元，引起爭拗，學生和食肆老闆娘各執一

辭。事件反映食肆和顧客在點餐的價錢和分量的理解存在巨大落差。

我們走訪多家食肆，向負責人查詢飲食業界一些行規以及術語，消費者不想在埋單時收到

「震撼帳單」，請看以下貼士。 

左起：例牌、三例。

?
??

半，即$150，如此類推。又例如在「萬元飯」

事例中，普通分量的魚香茄子煲為$68，然

而學生點了大魚香茄子煲，食肆以「散叫三

例」的方式，無論餸菜分量和價錢都乘三倍

計算。結果原價$68的魚香茄子，頓時變成

了「三例」的$204。

問清楚「加底」價錢
粉麵飯類的分量則有異於小菜，不同

食肆各有不同，一般來說，「加底」是增加

麵底或飯底的分量約三至五成，價錢則沒

有準則。除非菜單上列明售價，消費者應

該向店員查詢加大分量的價錢，店員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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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提示

責任提醒消費者收費上的差異，避免爭

拗；另外，俗稱「人頭飯」由於是逐碗飯

收費，一般比分量相若的「盆飯」價錢

貴，如果數人共膳就宜多加比較。

消費者若懷疑所要求加大的餸菜

分量不足，應即時向店員反映問題，不

應吃該碟餸菜，切勿留待進食完畢，結

帳時才投訴，只會各執一辭。

套餐外加單   收取正價
到食肆用膳，不少消費者都會選

擇套餐，除了可以免去點菜的煩惱，價錢

一般亦會較單點同樣菜式划算。大部分食

肆的套餐都指定人頭計算，普遍是12人一

席，售價亦會按不同日子而調整，例如周

一至周四的售價會較周五至周日便宜。套

餐又會設有「全包宴」，即售價已包括茶芥

費、加一服務費及酒水。一般而言，菜單上

會簡單列明上述條款，部分食肆容許消費

者增加食物分量，但增加的分量有機會以

例牌價錢，按增加的比例收費。

食海鮮   留意「海鮮價」
香港人喜愛吃海鮮，由於海鮮受來

貨價影響，價格較為浮動，所謂「海鮮價」

正正形容這類食材價格上落較大。例如石

斑魚，消費者除了留意斤両價錢外，不同

品種的石斑，價錢亦不一樣；參考魚類統

營處2015年12月底的活海鮮批發價，每

公斤「青斑」批發價為$175，「紅斑」則為

$1,000。中國人講求「意頭」，有時會要求

食肆將酒席供應的青斑，改為「紅斑」，消

費者可能因此要額外多付數百，甚至過千

元，每間食肆收費都不一樣，宜多加留意。

另外，如果消費者自己到街市買海

鮮，再交給食肆代為烹調，即所謂「來料加

工」，由於各間食肆收取「加工費」的方式

不一樣，有以每種海鮮的斤兩重量來收費，

亦有以「計人頭」，按入席人數收費。消費

者光顧前應該問清楚，並瞭解茶芥、餐前

小吃以至開瓶費等各樣收費，避免結帳時

發生爭拗。

傳錯菜式吃錯菜

如何計算？
侍應有時忙中有錯，消費者亦在未

察覺的情況下吃了錯送的菜式，當侍應察

覺為時已晚。這個時候應該如何計算收

費？業界表示，一般不會將錯送的食物記

帳或向消費者收回差額。除了侍應需要準

確地為食客送上食物，消費者亦應留意送

上的和點選的食物是否有出入。

C 額外兩位食客茶錢：

D 額外茶芥：

$20

$20

( 每位茶錢 $10)B 額外加兩隻鮑魚：

$200 ( 每隻 $100)

額外兩位食客收費及加一收費 :

（B+C+D）X110% = $264 $1,264總數：$1,000 + $264 =

假設一個半席的海鮮全包宴套餐，食物會按6人分量預備，包括每

人一隻原隻鮑魚。如果最終8人赴宴，消費者需多點2隻鮑魚，食肆除了

可能以正價收取2隻鮑魚的費用，還有增點食物的加一服務費，以至兩名

食客的茶芥收費。故此消費者在要求增加套餐內的食物分量前，應先查

詢店員如何計算額外的價錢，以便選擇是否點選套餐或單點食物。

A 半席海鮮全包宴：

$1,000

全包宴    額外人數 
留心茶芥及加一收費



消費提示
清楚列明茶芥費免違法
侍應慣常在食客入座後，即時奉上芥

醬、酸菜或花生等小食，假如食肆未

有在店舖或餐牌的適當位置清楚列明

相關費用，而在結帳時向

消費者收取茶芥

費 ， 食 肆

可能觸犯 

《 商 品 說

明條例》第13E條

「誤導性遺漏」。

時段優惠爭拗多
食肆為了吸引消費者光顧，一般會

提供不同時段的優惠，例如正午前離座或

下午某時段後入座特價、下午茶點心特價

等。縱使計算方式看似簡單，但亦容易引

起爭拗，例如消費者不時投訴茶樓侍應人

數太少，導致他們未能在指定時限前結

帳，失去例如免茶芥費的優惠。

容易混淆的菜名
中菜除了講究色香味美，亦講求名

稱、意頭，此情況於宴會或農曆新年尤其明

顯。過去有消費者因與食肆對菜式名稱的

理解有落差而向本會投訴。例如消費者認

為「金錢玉環脯」的「金錢」是指「瑤柱」，

然而食肆一般以「冬菇」借代「金錢」。其

餘較常見的「玉環」是節瓜或翠玉瓜、「銀

環」即蘿蔔、「玉帶」為帶子等，顧名思義，

「瑤臺玉配」是一道包含瑤柱、節瓜或翠

玉瓜的菜式。

業界曾擔心一些菜名例如福建炒飯、

廈門炒米，可能觸犯新修訂的《商品說明

條例》。假如菜式標榜選用「陽澄湖大閘

蟹」作食材，但原來其品種來自其他產區，

根據《商品說明條例》第2 (2) (a) (ii)條，已

可被視為「應用虛假商品說明」，因為消費

者會對該特產的地方專稱有合理期望。消

費者如果對菜式名稱不理解時，應向侍應

查詢，避免與期望有所落差。同時食肆在

標示食材產地時，必須確保有關聲稱符合

上述法例的規定。

業界意見
本會在2012年接獲超過2,000宗針

對餐廳用膳的投訴，惟近年情況略有改

善，2015年有721宗投訴，主要涉及服務質

素及價格爭拗。

國際餐飲聯合總會創會會長胡珠表

示，本港食肆數目從2003年的8,000間大

增至2015年的14,000間，增幅超過70%；

目前有超過25萬人從事飲食業。胡珠表

示，食肆數量增加，令行內競爭更激烈，然

而業內良莠不齊，與顧客的爭拗亦增加。

另外，行內人手緊張，具經驗的從業員難

求，經常需要聘請臨時工，亦令服務質素受

到影響。

在飲食業界具有豐富經驗的胡珠認

為，食肆成功與否，關鍵在於是否能秉承

「以客為本」的傳統。他表示：「近年消費

者會透過不同渠道，例如網上社交平台評

論食肆的服務或食物質素。當食肆和顧客

發生爭拗，本着『以客為本』的宗旨，會即

時處理投訴，排解分歧。由於不少投訴涉及

收費爭議，食肆應該在當眼位置或餐牌上

清楚列明收費詳情，明碼實價，避免不必

要的爭拗。業界亦會盡力改善前線員工的

溝通能力和增加對行業的專業知識，減少

與消費者的誤會。」 

涉及售賣偽冒藥物案件 店東被判監禁緩刑
涉及售賣偽冒藥物的店舖 (2015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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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島 Hong Kong Island

1

源圃生活 Corner Block 
中環威靈頓街32-40號鏞記大廈5字樓 
5/F, Yung Kee Building, 32-40
Wellington Street, Central

應用虛假商品說明的貨品 
●「Childlife 維生素D3」
「Childlife Vitamin D3」

b, c 
(經營該店
舖的公司) 

罰款共$21,000

新界 New Territories

2

海城藥房 Ocean City Pharmacy 
上水新發街32號地下 
G/F, 32 San Fat Street,
Sheung Shui

應用虛假商品說明的貨品
●「德國先威丙種球蛋白注
射液」「Gamma Globulin 
Zinvie」

a, b 
(經營該店
舖的公司
及店東)

公司罰款共$30,000

店東被判監禁1個
月，緩刑1年及罰款

共$6,000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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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a)(ii)條「在營商過程或業務運作中，供應 
  或要約供應已應用虛假商品說明的貨品」。

  b 違反香港法例第362章《商品說明條例》第7(1)(b)條「管有任何已應用虛假商品說明的貨 
  品作售賣或任何商業或製造用途」。

  c 違反香港法例第362章《商品說明條例》第12(1)條「進口應用虛假商品說明的貨品」。

消費提示

本會從香港海關收到 2 宗於 2015 年

10 月審理完結的售賣偽冒藥物案件資料，

涉案的店舖 1間位於香港島，1間位於新界。

消費者可向海關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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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如對藥物真偽有所懷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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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