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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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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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規管收購合併
保障消費者權益
上月初新巴控股公司周大福集團宣布收購城巴後，引起社會很大的迴響，憂慮港島的巴士服

務會出現中巴經營時的壟斷局面、服務素質下降和車資提高。

到目前為止，控權公司仍然未有公布會將新巴城巴合併。但以經營角度來看，兩巴的服務協

調是勢在必行的事，兩巴同走的路線可能會減省，港島巴士乘客所得到的服務必定會受到影響。

巴士是受管制服務，路線的改動，增加票價須經政府批准。因此，或有人以為巴士的股權即

使同屬一家公司，對市民的影響也不會太大。這說法有謬誤。回顧當年政府收回中巴專營權、引

入競爭後，港島巴士服務素質不斷上升，是全港市民有目共睹的，證明了競爭帶來進步。

本港既沒有全面的公平競爭法，亦沒有就巴士行業擬定公平競爭條款。理論上，政府發出牌

照後，有公司可以通過收購，一手掌握所有牌照。因此，本港需要適用於各行業的競爭法例，以

規管經營者的收購合併活動，避免出現壟斷局面，損害消費者的利益。

最近政府建議修改《電訊條例》，賦予電訊管理局局長法定權力，調查有損行業競爭的收購

合併。這確定了收購合併活動是必須正視的。

本會就政府以上的建議提交了意見書。我們認為當經營者提出收購合併時，需要給予電訊管

理局局長足夠時間去評估合併後對消費者的影響，才可以作出批准與否的決定。

我們認為電訊管理局局長應從消費者最終是否會得益的角度，去考慮某項收購合併是否會帶

來經濟效益，電訊管理局局長還須要在事後監管已批核收購合併活動是否符合提高效益的承諾。

基於以上的原則，運輸署日後審議城巴和新巴合併、或重組路線時，不應只考慮經營者的經

濟效益，乘客會獲得的利益反而是優先考慮的條件。

本港電訊行業在競爭法例監管下發展蓬勃，證明了競爭法例不會窒礙行業的增長。政府應考

慮將公平競爭法條例推廣至所有行業，特別是公用事業，確保消費者的權益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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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傻瓜機VS數碼單鏡機
數碼相機不一定是

「傻瓜機」，專業的單

鏡反光機也走向數碼

化，市面上出現越來越

多的數碼單鏡反光機，既具有

數碼相機的優點，又能更換各式各樣

的鏡頭，深得專業攝影師和攝影「發

燒友」歡心。這次測試包括了3款數碼

單鏡反光機與11款數碼輕便相機。

真正的高纖麥片與高鈣低脂奶
本系列上次介紹了餅乾和麵包的營養標籤，

今次則探討早餐常吃的麥片和牛奶標籤背後的

實況。麥片的聲稱圍繞纖維含量，牛奶則常

標榜「高鈣」或「低脂」，內文以這兩類食

品為例，為大家介紹如何閱讀營養標籤。

p

你用的護膚品防腐劑有否超標？
市面護膚品普遍加入了防腐劑，以防止微

生物滋生。不過，防腐劑的含量要適當，否則

為皮膚帶來不良影響。我們測試了51款護膚

品，試驗4種防腐劑的含量有否超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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