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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消委會公布四間售
賣偽冒藥物被定罪的藥房，三間位
於港島區、一間位於九龍區。消委
會與海關合作公開涉及出售偽冒藥
物而被法庭定罪的店舖名單，由去
年二月起已公布三十二間。

消委會從海關收到四宗與去年
十月至十一月被定罪的案件資料，
涉案店舖包括銅鑼灣波斯富街 83
號波斯富大廈地下富康中西大藥房
，公司董事被判罰款六千元，經營
該店舖的公司被判罰款二萬四千元
；灣仔堅拿道西十號冠景樓地下高
寶藥坊有限公司，店舖負責人被判
監禁四個月，店舖被判罰款一萬五
千元；銅鑼灣景隆街一號地下崇高
大藥房，經營店舖的公司被判罰款
一萬元；及土瓜灣落山道六十六號
地下海彬中西藥行有限公司，一名
店員被判社會服務令二百小時。

涉案偽冒藥物包括犀利士、威
而鋼、強骨力、美國保威丙種球蛋
白注射液等。消委會提醒，根據
《商品說明條例》，出售或供應附
有偽造商標或虛假商品說明的貨品
屬嚴重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被
判罰款五十萬及監禁五年。

一款檢出禁用着色劑可致皮膚炎

唇彩多含重金屬

【本報訊】搬屋工夫繁瑣，選擇合適的搬屋公司
不容有失，否則可能造成損失。有市民與搬屋公司議
定搬屋費為六百元，所有物件搬上車後，搬運工人坐
地起價，要求收取四千元；亦投訴指有搬運工人遲大
到，更令傢俬損壞。

消委會去年共接獲三十宗有關搬屋服務的投訴，
投訴人林伯在報紙廣告中找到A公司，為他把衣服雜
物搬到新居，由於無大型傢俬，雙方約定搬屋費六百
元。所有物品搬上車後，其中一名工人突然說物件多
，要收取四千元。林伯致電兒子到場，工人將運費降
至二千元，他感覺像被勒索，要求工人將物件卸下，
取消交易。雙方僵持不下，警員到場斡旋後，最終林

伯付了六百元取回物品。

工人遲大到兼整爛傢俬
另有投訴人張小姐不滿搬運公司的服務，搬運工

人於搬屋當天遲了三小時，搬運期間又不斷埋怨，暗
示要小費。張小姐在等候該公司派另一部車輛搬運時
，更需繳付超時泊車費七百五十元。到達新居後發現
梳化沒有了一隻腳，搬屋公司雖答應跟進，但遲遲沒
有回音。搬運公司向消委會表示，已向傢俬公司訂購
梳化腳，亦同意與投訴人平分超時停車費用。

消委會去年中調查一千二百個過去兩年曾搬屋的
家庭，五成三受訪者聘用的搬屋公司為親友介紹，六

成一以合理收費為選用搬屋公司的主要考慮因素；逾
六成受訪者在搬運完成後才繳付所有費用，約三成半
會先付訂金；超過八成有給予搬運工人小費，介乎十
元至三千元之間。近三成七表示，沒有要求搬運公司
發出收據。

消委會提醒，報價單並非付款證明，搬運完成後
應索取收據；宜比較多間公司報價，並邀請上門作現
場視察及提供書面報價；小心報價特低的公司，搬運
工人可能會期望較多小費。消委會認為，搬運費應包
括所有給予搬運工人的報酬，公司不應期望工人的薪
酬由小費補貼。

【本報訊】營養標籤實施後，不少消費者都養成
根據資料選擇食物的習慣。但消委會發現不少營養標
籤的設計不清晰，如有超細 「蚊型字」，或整個標籤
高度只有一毫硬幣，需用放大鏡才能看清。消委會指
，若有病人看不清標籤成分，可能買錯食品，建議政
府把食物標籤的可讀性和清晰度定義納入法例規管。

消委會職員以一般消費者身份，在超市及麵包店
搜集數十款預先包裝食物，包括餅乾、乳酪、罐頭食
品、朱古力、麵包、蛋糕等，研究營養標籤可讀性。
發現存在字體太小、字與字之間太擠迫、印刷不清、
顏色對比不明顯、背景太花及字體重疊等。有產品的
標籤中文字體高度約只有一毫米；也有產品的英文大
楷字體高度低過一毫米；有透明膠袋包裝的白麵包，
營養標籤文字為白色；有標籤資料與包裝袋的其他文
字或圖案重疊。

消委會宣傳及社區關係小組主席許樹源表示，體
積較小的包裝食物，較普遍存在標籤字體細小的情況
；外國進口及須重新貼上本地適用營養標籤的食物，
則較常出現標籤印刷質素不理想的情況。有部分產品
有足夠位置做較清晰的標籤，但只有一個一毫硬幣大
小。美國和歐盟均有明文規定字體的大小、顏色對比
及行距。

本港《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規例》規
定，預先包裝食物須加上一個營養素的可閱標記或標

籤。但規例沒有訂明 「可閱」的定義。食物安全中心
去年十二月發布《製備可閱的食物標籤業界指引擬稿
》，就可閱讀的食物標籤訂定指引，以保障消費者能
清楚閱讀營養標籤上的資料。

許樹源指，食物生產商有責任向消費者提供食物
資料，包括營養素資料，且必須清晰及容易閱讀。消
委會建議政府應把食物標籤的 「可閱性」定義納入法
例規管，包括以以實際數值訂明字體的高度和闊度下
限；字體顏色與背景應有相當對比；字體間與每行間
應有適當間距等。

含重金屬唇彩及唇蜜
產品

Paul & Joe Lip Lacquer APIATZ 03

Shiseido Luminizing Lip Gloss BR302

CLINIQUE Superbalm Moisturizing
Gloss Lilac 07

CLARINS Colour Quench Lip Balm
Strawberry Sorbet 07

Shu Uemura Gloss Unlimited Lip
Gloss BG 980N

Maybelline Watershine Collagen
Gloss R32

BURT's BEES Super Glossy Natural
Lip Shine Juicy Peach

THE FACE SHOP Face It Essence In
Gloss BR801

Dior Addict Ultra-Gloss Glow
Flash-Plumping Spotlight Shine
LipGloss Negligee Pink 256

KIEHL'S Lip Gloss Golden Berry

L'OREAL Paris Glam Glossy Shine
for 6H Smoothie Beige BC421

NARS Lip Gloss Female Trouble
1643

MAXFACTOR Silk Gloss Peach Glow

JILL STUART Jelly Lip Gloss Dreamy
Paradise 21

CANMAKE Candy Wrap Lip 04

Sonia Rykiel Glossy Lip Color 15

Color Combos Girl Mineral Lip Gloss
06

屈臣氏豐盈亮麗唇彩 Cherry

卡姿蘭炫亮幻彩保濕唇彩 11

明艷彩釉 65

雪櫻子超晶豐盈唇彩 03

WIND GIRL Water Shine Lip Gloss
A02

DREVM Vuid Shiny Lip Gloss 04

Passional Lover Lip Gloss 03

愛倩水潤柔亮唇彩 04

資料來源：消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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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委會首次測試市面三十七款唇彩及唇蜜，每支
售價由港元兩元至二百三十元。測試發現 「Y-CID
時尚貓貓施蒂輕盈水亮唇彩」樣本，含有禁用十多年
的着色劑CI 15585（紅顏料53），含量為74.5ppm。
根據內地《化妝品衛生規範》，着色劑 CI 15585 及
其鋇鹽CI 15585：1是化妝品禁用的成分，美國及歐
盟也不允許在化妝品中添加這兩種着色劑。消委會宣
傳及社區關係小組主席許樹源表示，沒有足夠科學證
據顯示此着色劑令人致癌，但有醫學研究指會引發接
觸性皮膚炎，且對動物可致癌。

該款唇彩沒有標明來源地，代理商亦在內地，消
委會於灣仔一間小店購得該款唇彩，其後該店已沒有
售賣，海關在市面巡查後，亦沒有發現有該款唇彩售
賣。

重金屬測試方面，二十五款唇彩檢出微量鉛，包
括 Dior、歐萊雅、美寶蓮等知名品牌，含量由 0.043
至0.91ppm，當中Maxfactor樣本同時檢出微量水銀，
Wind Girl樣本同時檢出微量砷。但重金屬含量，低
於內地《化妝品衛生規範》的標準上限。

建議飲食前先抹掉
鉛可經由皮膚、呼吸道或飲食進入人體，部分不

能排除體外，達到某種程度可能會中毒。許樹源指，
重金屬天然存在於自然環境中，化妝品中微量的重金
屬可能來自天然礦物，只要含量未有超出標準上限，
理論上仍屬安全。但關注消費者有機會因吞食小量化

妝品而攝入重金屬，建議於飲食前先將唇部化妝品抹
掉。

The Body Shop、Lancome、Make Up For Ever
等十二個樣本不含重金屬，當中VOV樣本僅售兩元
，許樹源表示，是次測試結果並不代表產品效果，而
化妝品售價高，可能因為 「賣好多廣告」。

另外，除一款樣本微生物含量測試理想。十六款
測試樣本欠標示成分資料。十五款產品沒有標示使用
期限、生產日期、保質期或開封後使用期。消委會指
出，同時列出使用期限和開封後使用期，可確保消費
者不會買到或使用過期化妝品。

【本報訊】消委會去年接獲有關航班行李處理投訴
三十宗，較二○一○年暴增一倍多。投訴主要涉及行李
遺失、破損、厭惡及超額行李收費等。有投訴人行李箱
有被撬痕迹，遺失平板電腦，但因沒有報失而不獲賠償
；亦有因學生票行李豁免上限高購買機票，殊不知航程
中第二程的航班上限不同，需額外付費。

投訴人陳先生去年八月由蒙古乘搭B航空公司航班
到北京，再轉乘 C 航空公司航班到香港，但行李不知
去向。翌日他取回行李，發覺行李鎖損壞，拉鍊有被撬
痕迹，發現丟失一部平板電腦及一張記憶卡。他要求C
航空公司賠償，但獲回覆指只賠償行李箱費用。消委會
跟進事件，C公司表示，陳先生在報失行李時提交的物
品清單沒有列出遺失物品，且機票已清楚列明行李賠償
細則，指行李中不可放置電腦及個人電子設備等物品。
陳先生承認忘記報失，會考慮從其他途徑追討。

張太女兒前年到英國留學，她於 D 航空公司網頁
購買兩張往曼徹斯特的機票，其中一張為學生票。她在
訂票前多次就學生票行李限制詢問航空公司職員，均獲
回覆可獲提升至三十五公斤。付款確認機票後翌日，才
獲告知行李重量提升只限於香港至倫敦一段，餘下的航
程是另一間航空公司航班，所以只獲豁免二十公斤，超
出重量另付款。張太非常不滿，她正是因行李提升優惠
才買該公司機票。公司僅承諾改善前線職員服務，但拒
絕索償要求。

消委會建議，消費者購買機票前，先了解有關行李
遺失或損壞的賠償準則。出發前，選擇堅固、防盜防水
的行李箱，貼上小心處理或易碎字眼，加固上鎖，減少
損失機會；留意禁止託運物品及貴重物品不要寄艙；遇
有行李遺失、失竊或延誤，必須盡快申報損失，並保留
單據佐證。消委會又呼籲航空公司，對受影響乘客充分
體恤，盡快追蹤遺失或延誤行李，提供最新消息，及跟
進投訴，以減少爭拗。

隨時毒從口入
唇彩和唇蜜聲稱可塑造水樣光

澤，令愛美女士趨之若鶩，但需小心
「毒」 從口入。消費者委員會測試發現，
市面出售的二十五款樣本含有微量重金屬
鉛、水銀或砷，當中不乏知名國際品牌，
建議女士每次飲食前先抹掉唇彩。另外，
消委會又呼籲消費者，立即停用 「Y-CID
時尚貓貓」 唇彩，指該樣本檢出禁用着色
劑，使用或造成皮膚敏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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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被撬失財
航空公司拒賠

▲ 「Y-CID時尚貓貓」 唇彩檢出禁用着色劑
本報記者虢書攝

▲許樹源建議女士於飲食前先將唇部化妝品抹掉，避免攝入重金屬 本報記者虢書攝

▲消委會建議立法規管食物標籤字體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