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切勿侵犯版權
閣下將瀏覽的文章／內容／資料的版權持有者為消費者委員會。除作個人非商
業用途外， 閣下不得以任何形式傳送、轉載、複製或使用該文章／內容／資料，如
有侵犯版權，消費者委員會必定嚴加追究法律責任，索償一切損失及法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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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重量不足問題
預先包裝鮮貨食品

市場速報

有報章報道指有超市售賣的預先包裝鮮貨食品，
在計算售價時連食物包裝的重量也計算在內，有「呃
秤」之嫌。本會亦有收到消費者來函，稱曾在超市購買
預先包裝鮮貨食品時有類似的經驗，本會就此作出相
關探討。

檢視預先包裝魚、肉、蔬菜、水果的包裝和標籤
為瞭解情況，本會在今年7月上旬派員以消費者的身份到9間
有售賣預先包裝魚、肉貨品（包括新鮮、冰鮮或經解凍處理的魚、
肉）、新鮮蔬菜或水果的零售店，包括大型超級市場和連鎖凍肉或
雜貨店，觀察有關食品的包裝和標籤情況，發現該等零售店售賣的
預先包裝魚及肉貨品普遍以塑膠、發泡膠或鋁質器皿盛載並以保鮮
紙包裹出售，至於預先包裝的新鮮蔬菜和水果，除了使用上述物料
包裝外，亦有一些簡單地以膠袋或保鮮紙裹着售賣，而有關的預先
包裝鮮貨食品在標籤上普遍列有貨品的重量資料；另外一些以每包
或每盒形式售賣的貨品，部分在標籤上亦列有貨品的重量資料。

量度貨品的淨重量
根據《度量衡條例》（第68章），任何人在按重量或度量供應
預先包裝的貨物時，必須按淨重量或淨度量供應；而根據《食物及
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規例》（第132W章）附表3第7條，任何在香
港出售的預先包裝食物，除非獲得豁免，否則須加上標記或標籤，
清楚列明內含物質的數量或食物的淨重量或淨體
積。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淨重量及
淨體積均須按照《度量衡條例》
或《十進制條例》（第214
章）附表1所列的國際單
位制表示。換言之，預先
包裝食物在標籤上如列
有重量資料，所標示的

-57.5g

應為貨品的淨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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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1：新鮮無花果
為瞭解有關零售店所售賣的預先包裝鮮貨食品在標籤
上標示的重量與實際的貨品淨重量是否相符，本會在上述9
間零售店共購買了61個預先包裝鮮貨食品樣本，包括18個豬
肉、牛肉或羊肉、21個魚類、13個蔬菜和9個水果樣本，檢視
這些樣本在包裝上標示的重量資料，以及在拆除包裝後量度
貨品的淨重量，以作比較。由於食品種類繁多，是次只集中調
查以塑膠、發泡膠或鋁質器皿盛載着包裝出售的預先包裝鮮
貨食品。

10個樣本以每包 / 盒售賣
量計

51 個樣本按重

檢視的61個預先包裝鮮貨食品樣本售價由$6.5至$178.2，

圖片 2：紐西蘭牛林扒

全部均在貨品的標籤上列有重量資料，當中39個樣本的標籤列
明重量為淨重量，其餘22個則標示「重量」、「Weight」、「XXXg
when packed」或「規格」等字眼表示為重量資料。
61個樣本中有10個以每包或每盒的形式售賣，同一款貨
品在包裝上標示劃一的重量（例子見圖片1），售價則另行在貨
架標示，餘下51個樣本則按貨品的重量計算售價（例子見圖片
2），標籤上除列有貨品的重量資料外，還列有每重量單位售價
和有關貨品折合的售價。以重量單位而言，26個樣本的售價以
每百克計，4個樣本以每千克計，8個樣本以每磅計，其餘13個樣
本以每斤計。若將有關樣本標籤上的重量單位統一換算為克，
該51個樣本的每百克售價約由$2.6至$135。

每包 / 盒計：8 個樣本量得淨重量高於標示
重量
本會將樣本包裝拆除後，量度貨品的淨重量，發現在10個
以每包或每盒形式售賣的樣本中，2個樣本量度所得的淨重量

圖片 3：鱆紅魚切身

較標示的重量分別低1.6%和15.9%，其餘8個則較標示重量高
2.3%至25.7%：
低於標示重量：相差較大的一款是五個裝的新鮮「無花
果」，標示重量為「160 gr net」（淨重160克），量得的淨重量則
為134.5克，較標示重量少25.5克（-15.9%）（圖片1）；
高於標示重量：有2個樣本的淨重量較標示重量高出逾
10%，分別為：
●

一款兩個裝的「翠玉瓜」，標示重量為「淨重1LB」（約

453.6克），量得的貨品淨重量為570克，較標示重量多116.4克
（25.7%）；及
●

一款四個裝的「蕃茄」，標示重量為「淨重1磅」（約

453.6克），量得的貨品淨重量為507.7克，較標示重量多54.1克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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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4：美國頂級去骨牛仔骨扒

按重量計：46 個樣本量得淨重量不足標示
重量
至於51個按重量計算售價的樣本，當中46個量得的淨重
量較標示重量低0.2%至19.2%，4款則較標示重量高0.4%至
3.4%；1款樣本的量得重量與標示相同：
低於標示重量：有3個樣本的量得淨重量較標示重量低超
過10%，分別是：
●

一款「紐西蘭牛林扒」，標示重量為「淨重Net Weight

0.66LB」（約299.4克），而量得的淨重量為241.9克，少了57.5克
（-19.2%），若按標示的價格每磅$47.9計算，少了的重量約相等
於$6.1；（圖片2）
●

一款「鱆紅魚切身」，標示重量為「重量Net Wt 0.102」

而沒有列出重量單位，但由於標籤上印有「每百克售價$55」，

圖片 5：紐西蘭法式羊骨肉扒

估計所用重量單位為千克而標示的重量為102克，該樣本量得的
淨重量為85.1克，較標示重量少16.9克（-16.6%），若按標示的
價格每百克$55計算，少了的重量約相等於$9.3；（圖片3）
●

一款「美國頂級去骨牛仔骨扒」，標示重量為「淨重Net

Weight 162g」，而量得的淨重量為145.1克，較標示重量少16.9
克（-10.4%），若按標示的價格每百克$35.5計算，少了的重量約
相等於$6。（圖片4）
高於標示重量：一款「紐西蘭法式羊骨肉扒」的量得重量
較標示重得較多，標示重量為「淨重量125克」，而量度所得的
淨重量為129.3克，較標示重量多4.3克（3.4%）（圖片5）；
與標示重量相同：唯一量得淨重量與標示重量相同的
樣本是一款「澳洲頂級肥牛條」，標示重量為「Net Wt 重量
0.084」而沒有列出重量單位，但由於標籤上印有「每百克售價

圖片 6：紅衫魚

$65」，估計所用重量單位為千克而標示的重量為84克，該貨品
量得的淨重量亦是84克。

9 個鮮魚樣本包裝標籤上的成分包括配料或
醬料
51個按重量計算售價的樣本中，有21個屬魚類，當中8個
鮮魚樣本的包裝內除魚外，還附有烹調配料，包括薑、葱、紅
椒、檸檬或豆豉，而標籤上在魚的名稱下有細字列出成分包括
魚及上述配料；另有1個鮮魚樣本包裝內附豉油和芥辣，在標籤
上除魚的名稱，亦有細字列出成分包括魚及該些醬料。
以上9個在標籤上列明各成分的樣本，售價由$20.6至
$59.8，其中4個樣本的重量按百克計算，標示每百克售價由$11
至$59.8；其餘5個則按斤計算，標示每斤售價由$36至$88（約
每百克由$6至$14.6）。
單是量度魚的淨重量，該9個樣本量得魚的淨重量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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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個預先包裝鮮貨食品樣本量得的貨品淨重量與標示重量比較
出售形式
（樣本數目）

貨品類別

量度所得的貨品淨重量
較標示重量為高
與標示
重量相同 5%以下 5%至10% 10%以上

較標示重量為低
5%以下

5%至10%

10%以上

以每盒/包計 (3個)

—

2個

—

—

—

—

1個

按重量計 (6個)

—

1個

—

—

4個

1個

—

以每盒/包計 (7個)

—

3個

1個

2個

1個

—

—

按重量計 (6個)

—

—

—

—

5個

1個

—

豬肉/牛肉/羊肉

按重量計 (18個)

1個

3個

—

—

按重量計（21個)

—

—

—

—

1個

9個

1個

2個

6個
8個
(其中4個標示成分
包括烹調配料)
16個

2個

魚類

6個
12個
(其中5個標示成分包
括烹調配料或醬料)
28個

水果
蔬菜

總數（61個）

1個
4個

遠低 於 包 裝 上標 示 的 重 量（由- 8 . 2 %

零售店採用不同重量單位計算售價
消費者難以比較
本會在調查期

（unit price）。所謂最低範圍食物類別，是

間觀察到不同零售

指受守則約束的零售店，必須為同時售賣

店在售賣鮮貨食品

以下全部類別食物的店舖，包括麵包、早餐

時，採用的重量單位

穀類、牛油、麵粉、新鮮水果及蔬菜、新鮮

不 盡 相 同，按 每 百

牛奶、肉類、米、糖、包裝食品。有關單位定

克、每千克、每斤或每磅計算都有，即使同

價應展示在貨架價錢牌、宣傳海報或單張、

一零售店，亦可能會在售賣不同類別的食品

報章廣告等。而按出售的方式，所採用的計

時採用不同的重量單位，例如魚按每斤計、

量單位會有不同（部分例子見下表）。

豬肉或牛肉以每磅或每千克計。有些零售
店在個別鮮貨攤位會一併展示所用重量單
位連同每磅、每斤的售價供消費者參考，但

按重量

每100克（per 100 grams）

零售店考慮在價錢牌上提供不同重量單位

計量單位

按容量

每100毫升（per 100 millilitres）

按長度

每米（per metre）

按面積

每平方米（per square metre）

的售價資料作比對，讓消費者更容易掌握
和比較不同貨品及不同零售店的售價。

套用上述標示方式，一包售價$50的
5千克裝食米的單位價格為每100克$1，不

借鏡澳洲的經驗
澳洲自2009年起推行單位定價守則
（Unit Pricing Code），該行業強制性守則

成分配料或醬料一併量度，差距便有所
收窄（由-0.9%至-8.4%），但量得重量依
然低於標示重量：
淨魚 的重量：重 量相差 最 大的為
一款「紅衫魚」，標籤 上列出的成分 包
括「紅衫魚、薑、葱、紅椒」，標示重量為
「Weight（Catty）0.472」（約285.5克），
而量度所得魚的淨重量為212克，較標示
重量少73.5克（-25.7%），若將魚連同配
料一同量度，得出的淨重量增加至271

貨品
提供形式

不少零售店沒有提供比對資料。本會建議

至-25.7%），但若將魚連同包裝上標示的

過守則亦有訂明某些貨品須採用替代的計
量單位，例如一般按重量出售的水果蔬菜
須標示每千克售價而非每100克售價。

規定，出售最低範圍食物類別（minimum

澳洲的守則規定方便消費者就不同

range of food-based grocery items）而店

品牌和包裝的同類食品作價格比較。長遠

舖樓面面積超過一千平方米的雜貨零售

而言，本港的零售店可參考有關做法，按

店，以及出售最低範圍食物類別的網上零

鮮貨食品類別統一計量單位及提供貨品按

售店，須按規定就有關貨品（豁免貨品包括

有關單位的定價，為消費者提供有用的參

容易變壞的減價食品除外）展示單位定價

考資料。

克，但仍較標示重量少14.5克（-5.1%）
（圖片6）；
魚連配料或醬料的淨重量：相差最
大的樣本為一款「鯰魚」，標籤上列出的
成分包括「魽魚、薑、葱、紅椒」，標示重
量為「Weight（Catty）0.434」（約262.5
克），而量度所得魚連配料的淨重量為
240.4克，較標示重量少22.1克（-8.4%），
若 將 配 料 除 去，量 得魚 的 淨重 量 只有
195.3克，較標示重量少67.2克（-25.6%）
（圖片7）；
配料或醬料的淨重量：上述9個樣
本包 裝內附的配 料或醬料的淨重 量由
8.4克至62.5克不等，按標籤上所示的每
百克或每斤售價計算，該等配料或醬料
的售價約值$2.1至$7.5，佔貨品售價半
成至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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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7：鯰魚

香港海關及食物安全中心負責執行的
相關規管法例及巡查
本會已將是次調查所得的資料通報香港海關及食
物安全中心，並查詢預先包裝食物標示重量相關的法例
規管。

香港海關
香港海關表示，根據《度量衡條例》，任何人士
如在營商過程中，按重量供應任何經預先包裝的貨
物，必須按淨重量供應，並須在容器外面或在緊貼於
容器的標籤上以認可單位清楚標示出該貨物的淨重
量。假若標籤上除主食品（例如魚）外，亦列有其他成

4 款鮮魚可選擇散買或預先包裝的貨品
本會職員在購買上述9個預先包裝鮮魚樣本時，發現其中
4款可以在同一間零售店內選擇買散裝或預先包裝（連配料，例

分配料（例如薑葱），該貨物便包括主食品及其他成分
配料，因此其他成分配料的淨重量亦計算在該貨品的
淨重量內。

如薑、葱）的貨品，當中2款（「馬友魚」和「黃花魚」）在包裝上

對於本會調查中有48個樣本量度所得的貨品淨

標示的每斤售價與散裝售賣的每斤售價相同，「馬友魚」同為每

重量較標示重量低，香港海關表示按重量供應的預先

斤$88，「黃花魚」同為每斤$72，由於預先包裝貨品包裝內附

包裝食品，如實際淨重量較標示的淨重量為低，銷售

的配料重量亦計算在售價內，消費者若不需要代配烹調配料，

人便會觸犯《度量衡條例》。此外，根據《商品說明條

選擇散買同一款魚較為化算。另2款預先包裝（連配料）鮮魚樣

例》，貨物包裝上標示的重量屬於「商品說明」之一，有

本（「紅衫魚」和「烏頭魚」）標示的每斤售價較散裝的售價便

關誤差若達至關鍵程度，可能構成虛假商品說明的罪

宜：散賣的「紅衫魚」每斤$76，預先包裝（連配料）的為$72，

行。至於個別案件是否有違例情況，要經過調查才能判

而散賣的「烏頭魚」每斤$40，預先包裝（連配料）的為$36，

斷，不能一概而論。

雖然兩者散賣價較高，但購買預先包裝的並不一定較着數，以

自2013年1月至2014年6月期間，海關人員於本港

預先包裝的「紅衫魚」樣本（售$34）為例，量得魚的淨重為212

多個地區對售賣預先包裝食品的商店合共進行了49次

克，以每斤$72計，淨魚約值$25.2，亦即是說約$8.8花在非魚的

巡查，發現其中3家店舖涉嫌違反了《度量衡條例》，有

物料上，若不需要配料，以貨價$34購買較貴的散裝同款魚（每

關店舖在海關提出檢控後巳被法庭定罪被判處罰款。

斤$76），可買到重約271克的「紅衫魚」，以同樣的貨價反而可
多獲59克的魚。

食物安全中心
任何在香港出售的預先包裝食物在數量、食物淨

總結

重量或淨體積上的標示有法律規定（見第31頁「量度貨

據本會瞭解，零售店售賣預先包裝的鮮貨食品，儘管在包

品的淨重量」首段），而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裝上標示貨品的重量時可能用上「重量」、「淨重量」或其他字

(第132章)第61條，任何人如在其標籤上對所售賣的食

眼，但根據法例，所標示的重量必須為貨品的淨重量。然而是次

物作出虛假說明或在食物的性質、物質或品質方面誤

調查發現，本會抽查的樣本近八成量得的貨品淨重量較標示重

導他人，即屬違法。

量為低，大部分差異不大，但亦有三分之一樣本量得其貨品淨

食物安全中心於2013年，就預先包裝食品標籤進

重量低於標示重量5%或以上，最高的更相差近20%。本會期望

行了3,853次巡查及作出40次檢控，當中有4次的檢控

有關當局能加強巡查，確保零售店嚴格遵從本港法例的相關規

是與包裝食品標示的重量、體積（容量）或數量有關。

管，以保障消費者的利益。

08.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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