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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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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團購流程避免出狀況
從團購的購買流程來看，消費者於

購買及兌換優惠的過程中，須注意以下

要點：

第一步：於團購網站買優惠券

提示：換領前或須登記

近年，團購服務除涵蓋更多類型的產

品及服務範疇外，購買及換領模式亦有改

變，除了普遍限時換領外，消費者更可能需

要在換領前再登記或預約。這類非單純購

買優惠券的團購推廣，商戶一般在網站上

都有說明使用細則，因此消費者千萬不要

嫌麻煩而略過網站上的條款，直接購買。

消費者購買優惠券之前，應留心以下事項：

●	 考慮網站及商戶的商譽，不要被優惠的

價格沖昏頭腦，仔細閱讀產品或服務的

描述，衡量其價值及優惠程度，只選擇

自己真正需要的產品或服務

●	 如涉及「限時限刻」的換領程序(例如

換領前要預先登記或要預訂等)，主動

聯絡商戶，事先瞭解並判斷在種種限制

下，產品或服務是否依然適合自己

●		留心網站或商戶有否提供產品或服務出

現問題的解決方案，瞭解清楚有關團購

服務所涉及的風險

第二步：憑兌換券領取產品或服務

提示：盡快換領以免缺貨 

現時不少團購服務涉及兩個步驟的

換領過程。消費者首先憑已下載的兌換券

於指定期間內進行登記，之後須於登記

時所定的期間換領產品或服務，換言之，

消費者從團購所得的兌換券會涉及兩個

到期日，令領取產品或服務的過程變得

複雜。不小心留意細節的消費者會容易

混淆。

為降低成本，不少團購公司不再設實

體店供消費者領取產品，改為讓消費者前

往第三方公司經營的產品領取點或24小時

網上購物熱潮正盛，當中團購的受歡迎程度近年雖告回落，跨國團購公司如Groupon開始撤

離大中華區的市場，但團購仍不乏捧場客，尤以餐飲美食團購優惠廣為人受落。不少團購公司擴

闊產品種類、涵蓋的品牌及提供更大的折扣等，例如$50泰式按摩、$100酒店自助餐等平價優惠，

價格吸引之餘，亦非常適合喜歡嘗試新產品或服務的消費者。

不過，消費者在團購過程中，除了必須留意換領細節外，也要留心一些看似便利的新的領取

方法，實則有利有弊。

$89
已售出2348

兌換券
自助領取

1天 10時 04秒

http://groupbuyhongkong.com/

中文 ENG

剩餘時間

90％OFF $99
2348售出

兌換券
自助領取

12天 10時 04秒

http://groupbuyhongkong.com/

中文 ENG

剩餘時間

PW:123987

08/02/16
兌換券

原價＄899

解構

$89
已售出2348
兌換券
自助領取

1天 10時 04秒

http://groupbuyhongkong.com/

中文 ENG

剩餘時間

90％OFF $99
2348售出
兌換券
自助領取

12天 10時 04秒

http://groupbuyhongkong.com/

中文 ENG

剩餘時間

PW:123987

08/02/16
兌換券

原價＄899

新招及潛在風險團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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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儲物櫃，換領團購產品。由於與團購公司合作的領

取點大多數只提供領取服務，未必能夠掌握產品的

供應狀況，遇到缺貨時，消費者可能經歷一番折騰

仍未能換取產品，但亦較難追究領取點的責任。

即使有商戶因存貨問題，提出改為把產

品郵寄給消費者，但提供個人地址涉及私隱問

題，消費者可能有疑慮。

遇有這類透過團購公司以外的領取點

換領產品，消費者需注意由於交易牽涉三個單

位或以上（團購公司、商戶、領取點或負責運

送貨品的物流公司等），溝通會比從團購公司或

商戶直接取得產品更繁複，因此建議消費者於購

買兌換券後：

●		根據於團購網站上公布的產品或服務售賣數目、

商戶規模，估計是否容易出現存貨不足或較難預約

服務的情況

●		留意提供產品或服務的所有地點及兌換券到期日

●	 直接向商戶或領取點詢問產品換領的安排與最新的

供應狀況，假如供應狀況不明，消費者便應盡快領取

產品，避免等到最後一刻而出現變數

第三步：售後服務

提示：查詢處理貨品質量問題的單位

不少消費者反映，由第三方公司營運的領取點熱線

電話長期無人接聽，即使有熱線職員接聽電話，亦未必提

供預約或查詢貨量，另有消費者指只能透過手機即時通

訊程式	WhatsApp	有限度地聯絡領取點的客戶服務

人員。亦有消費者向本會投訴某些領取點的工作人

員服務態度欠佳，拒絕提供即時協助，甚至要求

消費者自行與團購公司或產品的供應商聯絡。

此外，由於與團購公司合作的領取點並不是

供貨者，遇有產品品質欠佳或貨不對版時，

領取點亦較難為消費者提供解決方案。為

免遇上這類售後問題時大受困擾，消費者

除了要預留足夠時間換領產品外，換領時

也切記要：

●	 即時詳細檢查產品，並核實產品與團

購交易的內容是否吻合

●	 向領取點查詢，日後發現產品質量有

問題的聯絡單位、聯絡方法及是否有

任何退換準則

投訴個案一：
自助提貨櫃交收方便新穎，

但遲遲未收到貨品

有商戶於團購網站推出讓顧客於指定「自助提貨櫃」

自行領取貨品的新服務，顧客於指定換領日期內會收到

手機短訊，憑短訊內的密碼可到儲物櫃自行領取貨品。

投訴人大感服務方便，因此購買了一套寢室用品，

可是，換領日期過後，仍未收到任何短訊或來自團購公司

或商戶的任何通知。投訴人聯絡團購公司要求退款但被拒，

只獲承諾會與商戶及物流公司跟進，1個月後仍然是全無消

息，投訴人於是向本會尋求協助，最終在2個月後才收到貨品。

提示：對於未曾用過自助儲物櫃領取產品的消費者來說，

單看團購網站上的文字描述，未必能夠清楚掌握領取產品的詳細

流程，因此消費者應該直接向提供領取服務的負責單位瞭解安排，

及遇有問題時的相關政策或處理方法。同時，由於這類型的產品領取

模式有可能牽涉較多單位，例如生產商及負責運送貨品的物流單位等，

若遇有問題，例如打開儲物櫃後發現產品破損，亦可能難以界定哪一方

需要承擔責任，導致在追討賠償時亦可能較花時間。

在買賣貨品的合約下，除非有特別訂明，否則賣方如未能於合理的時間

內提供貨品，便會構成違約，消費者有權要求退款。此外，消費者如發現貨品的

品質（包括外觀、安全程度及耐用程度等）未能達至合理之水平，或與賣方所述的

說明不相符，亦有權拒絕收貨。

從本會的投訴統計可見，雖然近年有關團購的投訴佔網上購物

投訴的比例逐漸減少，但2015年仍有接近700宗團購的投訴，主要分為產品

及服務兩大類。有關產品的投訴，比較多消費者不滿意有關公司未能及時送貨而

且欠缺溝通，有部分消費者則不滿意貨品質素。與服務相關的投訴則主要關於銷售手

法、預約困難及服務質素。縱然某些團購公司有給予消費者冷靜期，在冷靜期內可無條

件退款予客戶，但投訴反映消費者認為很多公司的退款準則及處理時間並不理想。

有關網上購物及團購的投訴數字

網上購物 團購

2011 2012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
2013 2014 2015

3609

829
548

2667

1126 895 683

3202

5442

34663609

829
548

2667

1126 895 683

3202

5442

3466

消費提示

去年近 700 宗團購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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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個案二：
換領券涉兩個到期日，易令消費者混淆

投訴人於一團購網站購買了冰皮月餅換領券，換領有效

期限為9月底。投訴人於9月中到餅店換取月餅時，店員表示

由於投訴人沒有就手上的團購券於8月底前作登記，因此不

能為投訴人兌換。事後投訴人多次嘗試向團購公司尋求協

助，但一直不獲回覆。經本會調停後，餅店最終為投訴人安

排換領產品。

提示：不同團購網站提供的優惠券的條款不一樣，

消費者每次光顧都應仔細閱讀有關條款，以免因一時大

意而錯過重要的日期。以這個案為例，消費者除了記低

有關的到期日，還要留意換領產品前是否需要透過電

話於指定日期前預先登記。如產品或服務涉及時間

性，消費者更應衡量如遇有問題時，自己是否有足夠

的時間與團購公司或商戶尋求解決方案。

消費者的保障
經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下稱《條

例》）自2013年實施，針對多種不良營商手

法，包括：

●	應用虛假或具誤導性的商品說明

●	誤導性遺漏

●	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

●	餌誘式廣告宣傳

●	先誘後轉銷售行為

●	不當地接受付款

消費者在使用團購服務時遇上上述不

良營商手法，可向香港海關舉報。

過去亦有本地團購公司因其網站誇

大產品淨重量與價值及團購折扣而觸犯

《條例》的規定，需簽下承諾書，承諾

為員工提供定期培訓及委派員工核查

網站上發布的資料，確保其團購平台

發布的商品說明內容符合《條例》規

定。根據《條例》，除判處刑罰外，

法庭亦可命令被定罪人士向因有關

罪行而蒙受經濟損失的人，支付一

筆法庭認為合理的款項作為補償，

大大提升消費者於購買產品及服務

時所享有的保障。

香港海關的意見
海關提醒消費者，網上購物可能存在

一定的風險，除了要留意有關商戶的信譽

是否可靠外，亦要清楚瞭解相關的購物附

帶條款與細則、其商品描述及退款安排，

並判斷產品或服務是否切合自己的實際需

耍，切勿倉卒作出購買决定。	市民如懷疑

有商戶違反《條例》，可致電香港海關24小

時熱線2545	6182舉報。

結語
據悉一些團購網站將提升服務質

素，例如改善換領方法，進一步電子化購

買過程，譬如推出手機應用程式、讓消費

者使用電子錢包快速付款及引入電子印花

等，以及尋找更多合作單位以提供更廣泛

的服務，藉以提升整體吸引力。

團購的使用條款及細則不斷轉變，

消費者在享受便利的購物過程中，更需花

時間瞭解交易背後的潛在風險，實踐消費

權益，以免得不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