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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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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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改善食物標籤 確保食物安全

洗一機衫
洗粉費用相差逾十倍！
今時今日，凡事以成本效
益出發，但原來不同洗衣粉洗一
機衫的洗粉量懸殊，洗衣費用相
去甚遠。測試比較了洗衣粉的去
污效能和衣物的潔白程度。我們
還提供貼士，讓你洗得乾淨，洗
得環保。

國際消費者聯會於上月底舉辦了「亞太區糧食保障及安全論壇」，有百多名來自本港和亞洲
國家的代表參與。
本港較很多發展中國家幸運，毋須擔心糧食不足。但禽流感事件顯示食物安全𦋐生的問題；
甜菊糖

事件反映適當標籤的重要性。

本會亦有測試食物是否含有害成分，同時促請政府改善食品的標籤。消費者對健康愈來愈關
注，為使他們不會被不實的聲稱誤導，實在有需要加強監察食品的營養成分標籤和功能聲稱。
本會進行多項食品測試時，曾發現聲稱與實際不符，如無糖食品含有食糖、礦泉水的礦物質
含量較自來水低。澳洲亦有測試發現「肉批」的脂肪含量高於標籤所列，暴露了標籤的問題所在。

測試潮流新寵：
DECT 數碼室內電話

p

數碼無線電話款式越出越多，外形、功能都
逐漸與流動電話看齊。除了手機大小及重量比過
往有大躍進外，售價亦大幅下調，以往過千元才
有一部，現時某些型號只售$500左右，功能亦多
不勝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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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食物標籤不但能增加消費者對產品的信心，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增長，更能提供足夠的資訊

焦點
4 洗一機衫洗粉費用相差逾十倍！
測試站
14 測試潮流新寵：DECT 數碼室內電話
22 3款豉油含污染物氯丙二醇
錦囊集
28
30
35
42

搜查網
38 超市價格調查
留言信箱
34 櫃位找卡數要俾手續費

讓消費者作出正確的選擇和有助政府回收問題食品的效率。

醫療眼
46 炎夏提防蚊蟲傳染病

要確保食物有適當的標籤，政府有責任去訂定及執行完善的食品標籤法例，法例須清晰，例
如不能容許籠統的說含防腐劑或添加劑，要指明哪一種。當甜菊糖

權益事

事件發生時，由於香港容許製

27 電訊管理局邀請你說出

造商只標示人造糖，毋須列明用哪一種人造糖，政府須花相當時間去確定本港入口產品是否含此
成分。法例也須防止失實和誇大的食品宣傳。在執行法例時必須徹底，包括檢測食物是否含禁用

3款豉油含污染物氯丙二醇

和對人體有害的成分，而非只檢測食品的成分是否符合標籤的說明。同時須緊貼世界科技發展，

豉油中的氯丙二醇含量引起國際
間廣泛關注，豉油又是大多數香港市
民每天進食的調味品，所以本會與食
環署合作，測試市面40款豉油，驗出
3款含有氯丙二醇。

避免本身的規例落後於國際標準，例如基因成分標籤應與時並進。
適當的標籤制度不但能增強消費者對產品的信心，亦為企業帶來良好的形象，對消費者和經
營者都有利。

★手機測試
★ 生巾測試
(暫擬下期刊登，如有更改恕不另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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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電訊服務的意見

投訴街
47 寬頻服務推銷手法為人詬病
47 衣服折扣價四捨五入
消費者無端多付錢

21頁表中「打印一頁墨水價錢(彩色)」一欄，「hp 惠普」deskjet 990cxi(#9)、960c(#10)、920c(#11)及
訂正 ■ 上期噴墨打印機試驗報告有關彩色墨水價錢的資料，有以下訂正：
940c(#13)的價錢分別為$2.9、$3.0、$2.6及$2.6。故此，樣本每頁的彩色墨水開支由$2.0至$3.0。

新料預告

2

安全暴走
八達通卡：跌卡如跌錢
是我把電器弄壞的嗎？
尋找乾淨的海灘泳池暢泳

2002·8

訂閱電話: 2856 3123

■ 上期「新措施減少電訊帳單爭拗」43頁最末一句為：有取巧及宣傳誤導之嫌。
■ 308期「嚴選最健康的蒸餾水．礦泉水」一文，表一#24樣本檢出的鈣含量應與標籤數值相差低於20%。
造成不便之處，謹此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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