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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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美容業營商守則 經營消費雙贏
為鼓勵本港的美容業加強行業自律，提高消費者信心，本會將與該行業制定營商守則，在服務提供、
服務水平、預先繳費模式和處理投訴等方面定出指引。
近年美容業在崇尚美顏、纖體與及內地「自由行」的帶動下發展蓬勃，本港受僱於美容業的人士亦
達三萬多人。
本會接獲關於美容業的投訴，相對於接受服務人士比例尚算不高，在今年頭半年共有226宗。值得注
意的是投訴個案涉及的金額不菲，平均每宗約涉及九千元，情況值得關注。
綜合本會接到的投訴，主要有六類問題，包括服務素質、推銷手法、未能提供服務、價格或收費爭
議、店舖倒閉和安全問題。
美容業若要鞏固消費者對行業的信心，可從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 ) 預先繳費模式
本會並非完全反對預繳收費模式，但行業應考慮如何減低消費者預繳的風險。任何經營者都必須拿
出資本來做生意，不能完全依靠消費者預繳的費用作為營運和投資資金，行業應考慮預繳收入佔營運資
金的合適比例；這亦牽涉到消費者預先繳付費用後，「承諾」能否落實，即能否按承諾提供服務。

焦點

小心過期化妝品傷皮膚
化妝品年年月月積聚下來，
清倉大行動便發現大堆
新簇簇甚至未開封的戰
利品，為難的是沒有註
明保質期，用就擔心過期
變質，塗抹後可能導致過敏反
應，棄掉又捨不得。內文將探討
化妝品的保質期和保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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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理財系列之六——親子理財

測試站

蒸餾水機𦋐生及價格檢閱
桶裝飲水機挾 方便的優點，已成辦公室必備，近年
更以小巧裝專攻住宅市場。內地測試發現桶裝水有可能被
飲水機「間接污染」，本港情況如何？本會就此進行測試。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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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桶裝水可分為
蒸餾水、加礦水及「純淨
水」，價錢差異最多接近3
倍，密密斟密密飲，小心荷
包「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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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服務提供
經營者不能盲目地賣療程、賣套票，而沒有足夠的美容師、儀器及設備等提供服務予已預繳費用的
消費者，導致消費者預繳後卻難於預約美容服務。行業應討論甚麼才是合理的預訂服務時間，並且留意
所刊登的廣告及進行的宣傳推廣是否符合所提供的服務，切不可誇張或具有誤導消費者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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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服務水平
具水準的美容產品及服務，不單可吸引本地消費者成為顧客，也可吸納內地及海外的遊客，有利美
容行業的長遠發展。目前職業訓練局的「技能測驗實務試」，有助提升美容師技能，美容知識日新月異，
美容師應不斷進修，提高專業知識，確保服務水平。
內地某些產品素質的投訴，如劣質奶粉、粉絲等時有所聞。內地同胞對本港的商品更有信心。本會
鼓勵美容及化妝品行業訂定自律守則，提升專業形象，為消費者及經營者帶來雙贏效果。

★隱形胸圍用家經驗
★DVD數碼錄影機調查

婦女護法：子宮頸細胞檢驗

消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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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料預告
（暫定）

防手震防水數碼相機登場

防手震防水數碼相機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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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相機新功能層出不窮，防手震功能讓一向手
震震拍出模糊照片的我輩雀躍不已，防水設計適合喜
歡全天候戶外拍攝的人。新推型號解像度更上層樓，
高達5至8百萬。專業機款也有多部選擇，部分還配備
28毫米的廣角焦距，拍攝遼闊景物手到拿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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