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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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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用的 生巾
保護周全？

女性每月總有幾天

不方便的日子，要用上

𦋐生巾。我們測試了多

達58款𦋐生巾，且看它

們的吸水倍數、面層乾

爽程度、滲漏表現如

何，你很可能發現更適

合自己、更抵用的「貼

身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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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指標評估共用正面信貸資料
對公眾的利益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就共用正面信貸資料發表諮詢文件，本會建議銀行界訂出可量度

的指標，以評估共用正面信貸資料後公眾的得益。

銀行界多次表示共用正面信貸資料有助行業解決個人欠債及破產問題，與及可以為消費

者帶來其他好處，包括獲得較低的信貸息率。

本會注意到銀行界已改善其市場推廣策略，行業亦已回應公眾的關注，限制了共用信貸

資料的範圍，包括樓宇按揭資料和設立兩年過渡期。

根據以往行業及政府所提出擴大信貸資料庫的各種好處，本會建議應就此清楚訂出指

標，讓公眾在參閱私隱專員公署的諮詢文件的時候一併考慮。這些指標包括；

●不同信貸風險的消費者預期可獲得的不同信貸息率(優質客戶獲較低信貸息率)；

●預期減低信貸壞帳及破產個案的百分比，這是指消費者未能還款的壞帳，非因經濟環

境的因素(如失業)；

●行業掌握客戶更全面的信貸資料後，預期獲信貸消費者的數目或百分比。

當上述指標制訂後，應由獨立機構在資料庫實施一段時間後，根據指標作出評估。若未

能達至原定指標，宜作出檢討。若情況嚴重，甚至應考慮回復現時的情況。

本會將深入研究私隱專員公署的諮詢文件，特別是銀行界提出的方案，以確保消費者得

到最大的保障；這包括消費者的資料必須正確、消費者應可免費查閱本身的資料、與及確保

私隱權等。

新料預告
★數碼相機測試
★乳膠漆、磁漆測試
(暫擬下期刊登，如有更改恕不另通知)

訂閱電話: 2856 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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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第29頁圖中有關玩「暴走鞋」時佩帶護腕的正確方法，應是硬膠部分(呈L形)貼著掌心及手腕內側，謹此更正。

■ 上期DECT數碼室內電話測試刊登後，本會發現實驗室將樣本#4「General Electric 美國通用」27830的資料，與另一款同一製造商
且外形極之近似的歐洲型號混淆。現對樣本#4的資料作以下訂正，對讀者造成的不便，謹此致歉。

表一：總評為★★★ ；來電鈴聲及手機話音依次為● 及●●●●●；室內及室外覆蓋範圍為●●● 及●●●●；電池表現、方便程度、
多功能程度及環保程度分別為●● 、●●● 、● 及●●● 。

表二：手機重量113克，用NiCd充電池，電話簿有10個純數字記憶，可記憶打出號碼1個。沒有免提通話、直撥號碼、鍵盤鎖及監聽
功能。顯示屏顯示13個字，主機無鈴聲供選擇，手機則有3種。

因此，「選擇指南」所列總評較高的樣本應不包括此型號。

訂正

手機新貴襲港
新一輪手機測試已完成，測試項目精益求精，

新加入手機響鈴大小。21新款手機既有配備漂亮的

彩色屏幕，也有發放悅耳的和弦鈴聲。

醫療卡旁身 內地通行
港人往返內地公幹及旅遊不斷增加。報章不時報道

有港人在內地遇上交通意外或有急病，需即時入住當地

的醫院，霎時間卻無足夠現金支付保證金。本港有公司

推出中國醫療保障卡，出示醫療卡和身份證明文件，便

可即時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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