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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櫃層板不穩陣？

木傢具很受歡迎，因為它們普遍耐用，有

多種款式配搭家居設計風格。不過，書櫃的層

板若不穩固，承托力不足，或者隨手就可拉

出，都可能造成書本連同層板一起塌下，過去

便曾有這類意外發生。為瞭解書櫃的穩固程

度，我們搜購了12款書櫃進行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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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
伊
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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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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賣PDA vs PDA手機測試

PDA作為現代人的個人數碼助理，功能越見

全面。除儲存資料外，不少型號也支援電郵、SMS

短訊息，上網瀏覽新聞、財經資訊，或閱讀電子

書。設有擴展插槽的型號插上配件後，便變身為

數碼相機、掃描器，甚至電話手機。

PDA手機一機二用，勝在可隨時上網，想換

手機的話，認真考慮一下。

26

私家醫院生BB套餐非全包宴

常見的醫療套餐有分娩和健康檢查套餐，賣

點是收費已包括基本所需服務，讓消費者預計開

支。但每人需要不同，選擇自然分娩或剖腹分

娩，加上留院天數不同，價錢已相差過萬。為免

超支，就要詳細瞭解套餐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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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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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陷阱
地產代理公司招攬會員 不反對當同意

綠資訊
齊心協力回收膠樽

留言信箱
去除惱人的熱水瓶水垢

投訴街
無信用卡不能申請上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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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旅行代理商條例
政府於較早前建議修訂旅行代理商條例，要求入境旅遊旅行代理商，領牌後才可接待來港

旅客。本會十分支持這項建議，相信新制度將有助促進本港的旅遊業發展。

本會近年接獲整體旅客的投訴已逐年下降，但由於來自內地的旅客數目持續上升，本會亦

收到他們投訴本港的旅行社貨不對辦、強迫團員購物等問題。

我們相信，這些只是業內少數經營者所為；但他們的不良經營手法，卻大大損害香港作為

旅遊勝地的聲譽。

培訓及註冊

政府在條例草案建議，旅遊代理商只可聘用持認可培訓證書人士為導遊，以提高導遊服務

的水平。

此外，我們認為當局亦必須設立機制，為旅行團領隊(外遊)及旅遊聯絡員(入境旅客)註冊，

同時當發現有領隊或旅遊聯絡員損害旅客的權益，便可撤銷其註冊。再者，旅遊代理商須為他

們的行為負責，這是因為有些領隊及旅遊聯絡員聲稱是依公司的指示辦事。

同時應設有上訴機制，容許被處分或撤消牌照的領隊和旅遊聯絡員上訴，以示公平。

行業自律經費

草案建議現時徵收的外遊旅行團印花費，只可用於保障外遊人士的利益，不應包括到港旅

遊人士，本會對此十分贊同。

議會結構

旅遊業議會負責行業自律的工作已十多年，對業界運作貢獻良多。修訂條例草案若得到通

過，則本港所有經營旅遊業務者(包括出、入境旅遊和機票等)都一定要受議會的監管。因此，有

必要加強議會自律機制的透明度和公眾問責性，以確保其自律機制能夠真正保障公眾利益。這

包括：

(a) 要增加董事會內非旅遊業的成員人數。目前議會21位理事，有四位是非業內人士，其中兩位

仍是由理事會推舉。負責處理消費者投訴或紀律規條的委員會，也應有至少一半非業內成員。

(b) 理事會成員的競選提名辦法宜開放

我們要強調的是行業自律的最終目的是保障公眾利益，而非行業自身的利益。為增加旅遊

業議會的透明度，我們建議增加業外人士成員的數目，使行業代表及非業內人士保持合理

的比例。非業內人士應發揮其獨立人士的角色，這樣不單確保議會在議事時考慮公眾利益，

亦能幫助業內理事面對來自保障行業利益的重大壓力。

新料預告

（暫擬下期刊登，如有更改恕不另通知）

訂閱電話: 2856 3123

★數碼相機測試 ★MD機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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