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委會昨日出版新一期《選擇》月刊，發表上月搜集本
港5家家居寬頻服務營辦商提供的計劃資料比對，發

現消費者在不同銷售點登記服務，包括從網頁、門市、熱
線、流動街站等登記，所需月費、合約年期、優惠及服務
條款都會有所不同。
以一家營辦商提供的24個月1,000M寬頻計劃為例，公
屋住戶在街站登記月費只需206元，但如在網上登記相同
計劃卻需付款298元。不過，流動街站提供的月費計劃未
必最便宜，調查發現只有三家營辦商以此模式促銷，有一
家營辦商為網上登記客戶提供較優惠月費，差距可達
20%，另一家於網上登記可享每月20元月費回贈。

合約有「魔鬼」被追「搬遷費」
合約期方面，最普遍為24個月，亦有計劃長達40.5個

月。消委會提醒消費者須留意合約內有否「搬遷費」，並
引述有個案投訴人使用某公司服務一年多，尚餘數個月合
約期時搬到該公司無法提供服務的地方，遂提出終止服
務，竟被要求收取1,500元起初已豁免的安裝費、579元的
搬遷費及1,900元的迎新禮物費，案件仍在處理中。

搵料手續多 阻市民格價
消委會宣傳及社區關係小組主席許敬文指出，本港目前
未有監管網絡營辦商收費或取消合約的條例，承認消費者
格價非常困難，亦於調查發現消費者無論透過營辦商的熱
線、街站以至網站查詢資料，一般都需要提供詳細住址，
甚至被要求以手機短訊索取驗證碼才可查詢一次，窒礙消
費者獲取資訊。
調查又發現，消費者無論透過網頁或向營辦商職員查
詢，都獲告知所查詢的計劃屬「限時優惠」、「限量登
記」或「只限今天」，因而感到須迫切作出決定。
惟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嫺指出，經過一個月持續觀察，
「發現根本無大分別」，例如不同時期所推廣的計劃都提
供電視盒子，頂多換了另一個服務商、禮品轉了但聲稱的
價值雷同、計劃加入了家居電話服務但月費也增加了，故
消費者不即時登記其實未必錯過任何特別優惠，反更應多
花時間從不同途徑蒐集資訊。

寬頻月費同Plan不同價
最高差額近45% 限時限量誘登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市

面上的上網計劃五花八門，即使是

同一家網絡營辦商推出的某款上網

計劃，不同銷售點提出的收費、合

約年期及服務條款等亦可相距很

遠。消費者委員會上月搜集本港5家

家居寬頻服務營辦商提供的計劃，

發現某公司的同一款計劃收費差價

竟高達近45%。職員又常以「限量

登記」等理由慫恿消費者即時登

記，惟消委會研究卻指不同時期提

供的計劃分析並不顯著，提醒消費

者毋須倉卒決定，應先清楚了解合

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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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寬頻需留神
■營辦商會以禮品、月費回贈等優惠吸引消
費者，並以限時及限量優惠等手法促銷，
但其實不同時期推出的計劃，禮品及優惠
分別不大，消費者毋須倉卒決定

■選擇服務前，多花時間從不同途徑蒐集資
訊，比較價格和優惠，以獲取最划算的寬
頻計劃

■如透過街站登記，應要求街站職員在合約
上列出未有註明的優惠，避免日後爭拗

■實際網速受多種因素影響，100M跟500M
或1,000M計劃的網速差異，用戶未必感
受到明顯差別，決定前應先考慮是否物有
所值

資料來源：《選擇》月刊 製表：記者 陳敏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
婷）申請寬頻合約時，可透過
多種渠道填妥表格，非常方
便；但若想終止合約，手續卻
繁瑣至極。《業界守則》雖然
建議營辦商於網站提供終止服
務申請表格供客戶下載，但委
會研究發現，目前只有一家網
絡營辦商提供網上索取表格以
終止寬頻合約，惟客戶須先登
入賬戶才能下載；三家營辦商
要求客戶到門市或透過熱線索
取指定表格，並須自行交還儀
器到指定地點。消委會認為有
需要簡化終止服務手續。
「既然申請時打個電話就可

以，為何終止時不可以？」消
委會宣傳及社區關係小組主席
許敬文這句反問，代表一眾寬
頻服務用家的心聲。
一般合約期屆滿前的1個月

至7個月前，營辦商會通知用
戶及安排續約。消委會檢視過
香港寬頻、有線寬頻、網上
行、SmarTone 及 3 家居寬
頻，評價SmarTone的安排最
便利消費者，用戶收到完約通
知時，如不希望續約，可即時

辦理終止服務手續。其餘4間
營辦商都要求用戶按既定程序
辦理終止服務手續，負責通知
續約的職員只會辦理續約事
宜。
根據業界組織「香港通訊業

聯會」於2010年發出的《業
界守則》，如客戶希望在某指

定日期終止服務，有關指示必
須在該日期最少 30 天前作
出，惟有線寬頻、網上行、
SmarTone及 3家居寬頻限制
通知期同樣至少30天，但卻
限制客戶必須在60天或90天
內提出，限制客戶預早指示終
止服務。

合約易申難終 拎表還機煩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強制驗窗計
劃」於2012年中全面實施，消委會接獲關於驗窗
的投訴急增5倍。有公司訛稱為認可承建商，上
門維修當天更告之投訴人設有「最低消費」；有
公司聲稱用「靚料」故收費較高，卻實為廣為業
界採用的貨色；甚至有個案原先窗戶已達標，卻
被建議換窗，而且在不知情下被換上較次等配
件。消委會認為眾多個案反映消費者對計劃認知
不足，屋宇署亦應多作宣傳。

視察收500元「填表費」
消委會於2012年接獲6宗關於窗戶工程的投

訴，至去年躍升至37宗。消委會於新一期《選
擇》月刊引述多宗投訴內容，有投訴人光顧標榜
為「認可承建商」的公司，職員上門視察時只稱
有兩個窗戶把手較鬆，沒有表明是否需要更換，
只要求投訴人支付500元「填表費」。
職員其後游說投訴人修葺，至上門後才告知

「維修最低消費」為1,500元，建議更換8個窗鉸
及5個把手，合共2,100元。投訴人其後翻查屋宇
署網頁，發現該驗窗人員不在合資格人士名單
上，遂向消委會投訴，經調停後獲全數退款，個
案亦已轉交海關跟進，有可能已觸犯《商品說明
條例》。
另一宗個案，投訴人委託某公司驗窗，師傅

視察後指其窗鉸「不合格」，報價更換10個窗
鉸及代辦合格紙只需1,500元，首日完成6個窗
鉸。投訴人當晚仔細觀察，始發現原先的「鋼
牙螺絲」被換上「拉釘螺絲」，關窗時亦有
「格格聲」。
他其後向屋宇署查詢，得知鋼牙螺絲比拉釘穩

固，不滿花費金錢卻換上質素欠佳的配件，最終
獲取回未更換的4個窗鉸合共600元費用。
消委會宣傳及社區關係小組主席許敬文指出，

眾多個案反映消費者對計劃認知不足，屋宇署亦
應多作宣傳；有關的合資格人士亦有責任根據法

例要求，向消費者清楚說明檢查範圍，報價時亦
要列明修葺用料的種類及收費。如交代服務時涉
及誤導、失實陳述或隱瞞重要資料等，有可能觸
犯《商品說明條例》。

消委倡先看「驗窗卡」
他又提醒消費者不要盡信「免費驗窗」招徠，

留意是否需就行政或其他付費的項目；建議先了
解「計劃」詳情及掌握一些收費概念，邀請不同
的合資格人士參與報價及提供修葺意見，並且要
求驗窗者出示「驗窗卡」證明其身份。

驗窗多巧立名目 上門維修有「低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通訊辦昨
日表示，留意到《選擇》月刊內一篇文章
誤指通訊辦網頁載列一些過時的電訊商寬
頻服務收費資料，不能反映現時市場實
況，雖然消委會已在記者會上主動就以上
誤解作出解釋，通訊辦仍再次澄清，香港
的電訊服務營辦商可按照其商業考慮及市
場策略，自行釐定服務的費用，並因應市
場競爭而不時向客戶提供不同種類的優惠
及折扣。根據《電訊條例》（第 106
章），由營辦商釐定的服務費用無需得到
通訊事務管理局的批准。
通訊辦指出，按《電訊條例》第7F條及

相關牌照條款的要求，營辦商有需要公佈
他們提供的公共電訊服務的「收費」
（tariff）安排，而服務費用水平一項，是
營辦商可向客戶收取的費用上限。
換句話說，營辦商可因應市場的競爭情

況向客戶收取不高於「收費」列明的服務
費用，「該費用上限水平，與營辦商推出
有關服務時實際收取的服務費用水平，並
無直接關係。」
通訊辦表示，法例規定營辦商公佈服務

的「收費」安排，旨在增加市場透明度，
若當中服務費用一項是營辦商就該服務收
取費用的最高上限，營辦商是無需要修改
或更新。因此，通訊辦網頁上的相關資
料，屬仍然有效的費用上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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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窗服務怪招多
巧立名目招數 真相

自稱「認可承建商」 認可承建商都會獲屋宇署發出「驗窗卡」

慫恿加插非強制驗窗要求的檢查項目 不影響窗戶安全的窗戶組成部分，例如防水密
封劑、防水墊條或膠條等，並不是強制驗窗要
求的檢查項目

聲稱用「靚料」故收費較高 鋼牙螺絲比拉釘螺絲穩固、「304窗鉸」本身廣
為業界採用

訛稱原先窗戶「不合格」 事實上原先窗戶已達標準

合約寫明選用「英國專用不銹鋼拉釘」 拉釘並非英國製造

資料來源：《選擇》月刊 製表：記者 陳敏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
婷）消委會早前測試市面14款
「1匹」分體機，發現變頻式冷
氣機較定頻式全年約省電40%，
電費開支最多更可相差達90%；
以整體表現評分，變頻式樣本全
數獲4分至4.5分(5分最高)，而
定頻式樣本則被評為3分。消委
會又呼籲代理商積極推動可持續
消費，提供較長的保用期，及較
便宜的續保年費及維修費，延長
每部冷氣機的壽命，減少廢棄仍
可使用的電器。
假設每年開機180天，每天12
小時，以每度電1.2元推算，變
頻式樣本每年所需的電費由469
元至567元，定頻式則需要839
元至908元。以是次測試所需電
費最高的定頻式樣本及電費最低
的變頻式樣本作比較，兩者售價
同為5,280元，但定頻式樣本每

年電費較變頻式高出達90%。
消委會宣傳及社區關係小組主

席許敬文指出，雖然變頻式冷氣
的定價普遍略高於定頻式，惟所
支付的電費差距足以彌補差價，
「小數怕長計」，鼓勵消費者作
精明選擇。惟變頻式冷氣全是分
體式設計，消費者選擇時亦要考
慮家庭環境。

變頻冷氣電費慳九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
婷）結婚開支大，不少新人喜歡
到大型婚禮博覽會格價，而且貪
其方便。消委會提醒準新人，婚
禮博覽會內商戶多以「會場限定
優惠價」促銷，惟背後或有多項
附帶條件，例如租借款式不包括
店內「皇牌貨」，建議消費者在
簽訂租借合約時，要求銷售員將
口頭承諾全部記錄在合約或單據
上，勿為「限時」或「限定」優
惠倉卒落訂單。

消委會去年接獲38宗涉及租
借婚紗禮服的投訴，較2014年
的19宗增加一倍，當中逾半數涉
及價格或收費爭拗，以及銷售手
法。消委會提醒打算租借婚紗禮
服的準新人，除了逛博覽會外，
可向親友「取經」、或從網上搜
尋用家評價，並親身視察店舖和
貨比三家，並須特別留意收費尤
其便宜的店舖，如有特別附帶條
件，根據經驗都是快將結業的店
舖。

租婚紗限制多 落訂單勿倉卒

■■市面上的上網計劃五市面上的上網計劃五
花八門花八門。。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黃鳳嫺指，限時限量優惠
「根本無大分別」。

梁祖彝 攝

■許敬文指，本港目前未有監管
網絡營辦商收費或取消合約的
條例。 梁祖彝 攝

■消委會提醒消費者不要盡信「免費驗窗」招
徠，留意是否需就行政或其他付費的項目。

梁祖彝 攝

■變頻式冷氣機較定頻式全年約
省電40%，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