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錄

消費者委員會出版

地址:香港北角渣華道191號嘉華國際中心22樓

電話: 2856 3113

訂閱電話: 2856 3123

投訴及諮詢熱線電話: 2929 2222

圖文傳真: 2856 3611

網址: http://www. consumer.org.hk

印刷:出版之友印務集團

地址:元朗工業�福喜街51至5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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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AZINECHOICE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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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維修資料 增加電梯維修市場競爭
本會不時收到消費者及物業管理公司查詢電梯維修的問題，主要是涉及電梯維修服務缺乏競爭和

涉嫌違反競爭行為。

現時全港約有五萬部電梯，私人住宅樓宇的電梯保養維修費用大約佔每月物業管理費整體支出的

11%至12%，但選用電梯的決定權在發展商，維修費用則由業主透過管理費支付。若獨立維修服務市場

沒有足夠生存空間，業主立案法團往往只能用原廠供應商提供的維修服務。

本會曾與機電工程署、電梯業協會等進行了多次商討，達成共識，集合為報告，提出了多項建議。

電梯供應商

電梯供應商已同意向業主立案法團提供電梯操作及保養手冊。不過長遠來說，本會建議電梯供應

商應向政府提供電梯維修和保養所需的規格說明資料、線路圖等，設立資料庫，這做法與現行規定電

力線路、供水和氣體喉管線路須在有關部門存檔的安排無異。

報告指出，促進電梯維修服務市場的競爭，首先要解決非原廠電梯維修承建商獲得技術資訊的問

題，以確保市場參與者取得必須的技術資訊作安全及有效維修。

地產發展商

新建樓宇的電梯裝置通常是由地產商選定，因此，電梯維修服務的競爭會首先出現在地產商為電

梯招標的時候。

地產商可以協助減輕日後業主在電梯維修方面的經常性開支，或協助業主日後與其他維修承建商

洽議維修服務。他們可以在電梯招標時，要求取得比現時一般更長的保用期合約，並且確保在購買電

梯的招標文件內，提供電梯的「安裝及保養總成本計算法」。供應合約的條文亦可訂明保用期滿後，

供應商會向業主供應零件和提供維修電梯所需的線路圖。

政府

機電署及民政事務總署對大廈業主的支持十分重要，讓他們取得資訊、協助選擇及洽議電梯維修

服務合約。

鑒於政府以個別行業為基礎的競爭政策，本會促請機電署增加部門員工認識市場競爭政策，使其

履行促進市場競爭的責任。

業主

業主必須清楚本身的責任，釐訂長遠的電梯維修保養計劃，以減輕一次過支付龐大維修/更換工程

費的負擔。

此外，電梯業宜共同釐訂行業守則。守則宜包括對消費者投訴的安排，並能處理有關違反競爭的

投訴，例如有維修商被不合理拒絕供應零件或技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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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變PDA大測試
電子產品興變身，個

人電子手帳也不例外。這

邊廂，PDA結合MP3，強

化了PDA的娛樂角色。那

邊廂，PDA與手機整合為

PDA手機，惟雙重角色免

不了重量上的負擔。

針對各自的角色，我

們替不同作業系統(Pocket

PC/Palm OS)的PDA進行了

功能測試；PDA手機則外

加手機功能測試。

25p

摩登中醫診所另類經營法
自從政府立例規管中醫藥，確保中

醫中藥行業的專業水平，市面上出現以

嶄新模式經營的中醫診所或保健治療中

心，標榜多元化治療或保健服務，結合

中西醫療診斷方法，提供「一條龍」醫護

服務。光顧這些服務時，須注意甚麼？

嚴選最暖的電暖爐
在寒冷的天氣裡，即使把門窗關得

嚴嚴的，把自己包得要多暖有多暖，感

覺上，冷風仍然從四方八面鑽進來。這

時候，你需要一台電暖爐自製溫暖。我

們測試了9台充油式電暖爐，搜尋夠

暖、安全、省電的電暖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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