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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濕劑對症下藥趕走濕氣
春天天氣溫暖潮濕，正適合霉菌

生長，浴室、牆壁、洗手盆和浴缸邊

可能滋長出惱人的霉漬。善用漂白

劑，看似困難的除霉工作也變得輕而

易舉。想除濕、防霉，可把吸濕劑放

在衣櫃、儲物箱、相機及鋼琴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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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面
人
物
：
何
韻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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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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長假期，均有大批港人

外遊渡假，密密簽卡購物。然

而，本會調查發現每宗信用卡外

幣交易，卡主要承擔高達2%的兌

換差價，換言之每簽帳$10,000

要多付$200，不可謂不厲害。只

顧賺取積分而忽略外匯兌換差

價，最終可能因小失大。

洗衣機去污防皺防縮測試
如果你以為洗衣機功能大同小

異而隨便選購，就錯了。測試發現不

同型號雖然清洗棉質衣物效能相仿，

但人造纖維已見差別，個別型號清洗

羊毛衣物更格外出色。不耐煩花上兩

小時洗一機衫，葉輪式洗衣機會是你

的心水之選。

目錄編者的話

315全球消費者權益日
消費者的發言權

今年的315全球消費者權益日的主題是：消費者的發言權，這是八大消費者權益之一，促使政
府及機構在制訂及執行政策時，關注消費者的權益。

消費者發表意見的途徑有五方面：

一、參與會議
這包括獲委任或提名的消費者代表出席會議、研討會等。
本會委員及職員是54個外界委員會的成員，就不同行業的監管、自律及諮詢三方向提供協助。

一些行業設有監管機構，例如地產代理、電訊、金融等，本會協助其制訂監管政策。旅遊和保險
索償方面，本會就其行業自律提供意見。本會並就法律改革、環保、能源效益等，提供諮詢意見。

二、回應公開諮詢
特區政府經常就特定議題發表公開諮詢文件，就關於消費者權益的課題，更特別諮詢本會意

見。本會過去分別就多項課題，如銀行業消費者保障、版權保障等，向立法會提交意見書。此外，
本會就超過30份政府諮詢文件作出回應，如銀行和電訊營運守則。

三、公開論壇
這包括傳統的公開論壇以及網上討論區。

四、問卷調查、用家試驗、消費模式調查及投訴分析等
這不但反映消費者的意見和經驗，亦使本會的建議有實據支持。
本會在2001年完成和發表了22項調查報告。例如以問卷形式訪問了2,300位消費者使用健身

中心的親身經驗，由用家選出最耐用的家電，收集消費者對網上購物和上網服務的滿意程度，及
由消費者親自試用旅行穽等。

消費者透過本會十二個諮詢中心，向我們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意見，例如希望進行的產品測試
項目。

五、讓消費者討回公道
這是尊重消費者發言權的延伸。某些國家，消費者組織可代表消費者提出集體訴訟。例如，

當商戶的合約對消費者不公時，它們可代為採取法律行動。
消費者訴訟基金為消費者提供法律援助及經費，在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案件，循法律途徑追

討賠償。基金去年處理的個案，包括幼稚園超收學費、物業管理等。每組個案涉及投訴人數目由
一至六十名。

以上的工作反映本會作為消費者代言人的角色。另一方面，本會於八十年代後期建議本港的
公用事業公司如電力、電話成立消費者諮詢小組，直接聽取消費者的意見。這些公司當初並不熱
衷，消費者諮詢小組成立以後，發覺直接與客戶聯繫的重要性，在收集意見改善服務之餘，並提
高了公司的形象。

消費者諮詢小組若要發揮更大的作用，須確保其不會停留於公關層面，而是能讓消費者真正
發揮獨立意見。

廿一世紀的公民態度，是認識、尊重、支持消費者的發言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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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上期信用卡報告，有卡公司提供資料有錯漏，補充及
更正如下︰
大新銀行︰6個月內2次逾期未繳最低還款額，息率調
整至年息36%及暫停「即刻有錢分」優惠，至還款紀
錄回復良好。
亞洲商業LOOK卡︰消費簽帳利息應為年息7.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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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頻上網收費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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