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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條例簡介

《2012年商品說明(不良營商手法)(修訂)條例》(《條例》)

目的是加強保障消費者及阻遏商戶對消費者運用不良營商

手法進行營銷。

1.1

新法例禁止商戶提供虛假或誤導商品說明，誤導性遺漏，

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餌誘式廣告宣傳，先誘後轉銷售行

為及不當地接受付款。新法律只針對「商戶向消費者」出

售或推廣或供應貨品或服務的「營業行為」。「營業行為」

則指商戶的任何作為、不作為、一連串的行為、陳述或商

業傳訊( 包括廣告宣傳及行銷)，是直接與向消費者促銷

某產品、售賣或供應某產品予消費者。而「消費者與消費

者之間的行為」則不受新例所限制。「消費者」指就某營

業行為而言，該人的主要目的並不關乎該人的商業或業務。

1.2

主要執法機關為香港海關，並由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

共同管轄。通訊局的執行部門為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通訊辦），專責處理持牌人根據《電訊條例》或《廣播

條例》提供電訊服務或廣播服務時涉嫌違例的相關個案。

兩個執法機關之間的分工由海關關長與通訊局根據《條例》

訂立諒解備忘錄作協調。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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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機關有權接受商戶所作出的承諾以取代調查或刑事檢控，

亦可向法庭申請相關禁制令。

海關關長根據《條例》第16BA條發出《一般指引》，以就

《條例》條文的運作提供指引，幫助商戶了解如何遵從《條

例》的條文，亦讓消費者了解如何受到保障。指引本身並不

具法律約束力，亦非附屬法例。任何人不會僅因違反指引的

任何部分而招致任何法律責任。

在新《條例》下，商戶有更大責任主動提供足夠的資料協助

消費者作出交易決定及避免損害消費者權益的營商手法。

執法機關會以風險為本的原則訂立執法行動的優先次序，針

對引致或可能引致消費者權益嚴重受損的行為優先進行處理。

兩個執法機關會審視它們各自接獲的消費者投訴，在取得詳

盡的資料後作深入的調查。兩個執法機關只會跟進與違反被

修訂的條文有充分關連的個案，若投訴沒有根據及不能成立，

執法機關或不予以跟進。

1.4

1.5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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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虛假或誤導商品說明

商品說明指通過任何形式及以任何途徑展示有關貨品和服

務或其任何部份的陳述。

2.1

商品說明的定義廣泛，不僅包括對產品的 明，更包括對產

地，產品表現，價格，售後服務，產品認受性及產品客戶群

(例如是否有名人使用)的說明。

說2.2

構成「虛假商品說明」要達至關鍵程度，而不包括輕微的誤

差或錯誤。

2.3

商戶對消費者及商戶對商戶的交易中，若商戶對其產品全部

或部分的供應狀況、認證、知名人士已取得或協議取得其產

品、服務供應者、售後服務、價格、價格計算方式、價格優

惠或折扣、產品表現、製造地點或原產地等作出陳述，必需

先確定所陳述的資料的真確性，並進行核實。

2.4

請閱讀例子一至十六。2.5

4

商戶經營產品時，如未能確定產品資料的真確性，應該

先核實有關資料，而不應貿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產品的

任何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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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實際情況而定，如某營業行為遺漏或隱藏重要資料；以不明

確、難以理解、含糊或不適時的方式提供重要資料；或未能表

露其商業用意，並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一般消費者作出某項交

易決定，該營業行為即屬違法。

3.1

商戶應提供簡單產品的基本特性資料；較複雜的產品，則需要

更多資料，以協助消費者作出有根據的交易決定。

3.2

3. 誤導性遺漏

商戶銷售某一產品時，要提供消費者有關該產品的充份

資料，包括產品的價格，性能，優缺點等，讓消費者有

足夠的依據對交易作出決定。如故意隱瞞產品某重要性

資料，有可能觸犯誤導性遺漏罪行的風險。

商戶應作出一切應盡的努力及運用常識，給予消費者提問的機

會，並透過適當途徑如產品規格及官方網站，適時提供充分資

料。

3.3

當商戶提供的資料涉及與付款、送貨及提供服務的安排，需遵

從專業勸勉的原則，達到誠實市場慣例或真誠行事的水平。

3.4

針對營業行為屬購買邀請的行業（如零售業）法院有可能視以

下所列為重要資料：該產品的主要特性，商戶的身分，價格及

所有額外費用。

3.5

請閱讀例子十七至三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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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

商戶在推銷某一產品或某一服務時，不得使用騷擾、威

迫等手段或施加不當影響来限制或損害消費者在選擇及

行為方面的自由，以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該消費者作出

某項交易的決定。例如該消費者若是沒有接觸該營業行

為，該消費者就不會作出該項交易的決定。

若商戶的營業行為通過使用騷擾、威迫手段或施加不當影

響，在相當程度上損害或相當可能在相當程度上損害一般

消費者就有關產品在選擇及行為方面的自由並因而導致或

相當可能導致該消費者作出某項交易決定，即屬犯法。

4.1

一般而言，若商戶疲勞轟炸或禁錮消費者，或使用(言語)暴

力也有可能觸犯法例。

4.2

法院會考慮該營業行為進行的時間、地點、性質或持續情

況，有否使用威脅性或侮辱性的言語或行為及有否威脅採

取任何非法行動等。

4.3

請閱讀例子三十一至三十五。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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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商戶作出廣告宣傳，謂可按某價格供應產品，而沒有(在合理

期間內)按該價格供應合理數量的該產品，該廣告宣傳即屬“餌

誘式廣告宣傳”。

5.1

5. 餌誘式廣告宣傳

商戶如在廣告宣傳時指明低於市場 的價 銷售某產品，

就要確保能在合理時間內供應合理數量的該產品，若只

是用低價吸引消費者購買該產品，而實質在合理的時間

內沒有足夠的該產品供應，則可能構成餌誘式廣告宣傳

的罪行。

價 格

在推出廣告宣傳或進行市場推廣活動之前，商戶應檢視記錄，

並評估現有的存貨量是否足以應付按合理預測的消費者需求。

如實際需求多過原先預測的需求，應停止或取消有關廣告宣傳，

停止相關推廣活動，並盡快通知消費者，避免產生更多過剩的

需求。

5.2

在常規的促銷活動中，如商戶有向消費者提供供應該宣傳產品的

期間及數量的資訊，並相應地按此供應產品，則不屬餌誘式廣告

宣傳。

5.3

請閱讀例子三十六及三十七。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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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先誘後轉銷售行為

商戶先是就有關產品按指明價格的購買邀請消費者，而

當消費者欲購買此產品時，商戶拒絕展示或示範使用該

產品，或拒絕接受該產品的訂單或示範使用該產品的欠

妥樣本。並且意圖讓消費者購買其其他產品。商戶的行

為則有可能觸犯先誘後轉銷售行為的罪行。

《如任何商戶就某產品定價，而其後該商戶出於促銷其他

產品的“意圖”而

6.1

拒絕向消費者展示或示範使用有關產品；或6.1.1 

拒絕接受有關產品的訂單或在合理時間內交付有關

產品；或

6.1.2 

拒絕展示使用有關產品的欠妥樣本，即屬「先誘後

轉銷售行為」。

6.1.3 

請閱讀例子三十八。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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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任何商戶就某產品接受付款，而在接受時7.1

7. 不當地接受付款

商戶在接受顧客付款時，必須按要約提供相應的產品，

如商戶無意圖供應有關產品，或意圖供應其他產品，或

沒有合理理由相信他將能在協定的時間或合理的時間內

供應有關產品，便不得就有關貨品接受付款。

例如商戶在沒有存貨及得悉供應商需很長時間才能供貨時仍收

取訂金預售貨品，則該商戶有可能觸犯法例。

7.2

請閱讀例子三十九至四十二。7.3

該商戶“意圖” ；不供應有關產品7.1.1 

該商戶“意圖”供應與有關產品有重大分別的產品；

或

7.1.2 

沒有合理理由相信該商戶將能在合理時間內，供應

有關產品，則該商戶即屬“不當地就有關產品接受

付款”。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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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海關和通訊局

承諾為了鼓勵商戶遵從法例和更快解決有關事宜，除了刑

事檢控外，執法機關亦可在徵得律政司司長同意後接受商

戶根據第30L條作出的承諾，例如承諾不再繼續或重複有

關行為，或承諾不會作出該類行為或相當程度上類似的行

為。承諾的有效期一般不少於兩年。當執法機關接受商戶

所作出的承諾，便不會就該承諾所關乎的事宜展開或繼續

進行調查，或提起或繼續法律程序。在特定情況下，執法

機關可以撤回已接受的承諾。執法機關不會規定商戶必須

作出承諾，而商戶亦不能強迫執法機關接受承諾。

8.1

強制令另外，執法機關亦可向法庭申請禁制令，命令商戶

不得繼續或重複某違例行為。在適當情況下，法院可在強

制令的申請獲裁定前發出臨時強制令。但這些強制令不會

影響執法機關的調查和行動。

8.2

刑事起訴如商戶嚴重違反《條例》，執法機關在一些情況

下，包括但不限於違法行為持續了一段長時間、商戶缺乏

悔意或在調查期間妨礙執法機關採取合法行動等，對商戶

提起刑事檢控，而不考慮接受承諾。一經公訴程序定罪，

可處罰款$500,000 及監禁5年；經循簡易程序者，可處罰

款$100,000及監禁2年。

8.3

檢控時限由犯罪日期起計3年或由檢控官發現該罪行的日

期起計1 年，以較早屆滿者為準。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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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在條例下被控的人士如能舉出充份證據，可以被控人所

犯的罪行是因錯誤、倚賴他獲提供的資料、另一人的作為或

失責、意外或其他非他所能控制的因由所致；以及已採取一

切合理防範措施，並已盡一切應盡的努力以避免他本人或任

何受他控制的人犯該罪行，作為免責辯護。虛假商品說明的

罪行有特定免責辯護，而餌誘式廣告宣傳罪行及不當地接受

付款罪行亦有額外免責辯護。

9.1

9. 免責辯護

如果相關罪行是在身為法人團體的董事、幕後董事、公司秘

主要人員或經理的人、或任何其他本意是以此等身分行事

的人同意或緃容下犯的，或是可歸因於他們的疏忽，則他們

均有可能須承擔法律責任而被起訴或懲處。但任何人不會僅

因其在該公司的職位或角色而須對該罪行承擔個人責任。

書、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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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法例對企業的影響

上述條文尤其對零售業的中小企有重大影響，企業東主要

盡可能確保其企業符合新法例的要求，以免招惹法律責任

及蒙受損失。

10.1

其實，在新法例下，企業可參照新法例中的免責辯護以避

免法律責任。

10.2

針對作出虛假商品說明一項，新法例定明若任何人不知道

及無理由懷疑其商品說明並不真確，則該人不須承擔任何

法律責任。因此企業應向供應商取得並妥善保存文件以証

明該說明屬實，亦應和信譽良好的供應商合作。

10.3

針對餌誘式廣告宣傳一項，新例定明若企業在缺貨的情況

下積極尋求供應商或其他供應商在一段合理時間內供應相

同或同等產品，即使消費者不接受相關安排，企業亦不須

承擔法律責任。

10.4

不當地接受付款一項亦有類似的辯解。若商戶尋求第三者

在一段合理時間內供應相同或同等產品，即使消費者不接

受相關安排，企業亦不須承擔法律責任。

10.5

新法例亦有一般免責辯解，適用於所有上述條文。假如被

控人的罪行是因另一人的失責，意外或其他非他所能控制

的原因而引致，而他亦採取一切合理防範措施並盡其所能

避免觸犯法例，他亦可以被判無罪。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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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企業有涉及直接與商戶向消費者出售、供應、推廣或

促銷其貨品及售後服務的營業行為，故必須遵守上述新修定

《條例》的各項規定。

11.1

11. 溫馨提示

企業確保所提供的關鍵性產品資料的真確性，例如

電器的實際功效和安全性等，並對任何未能確定有

關貨品的資料進行核實，否則不應貿然向消費者提供。

11.2.1 

企業銷售的貨品中，涉及大量與貨品相關的商品說明，例如產

品描述、特點、規格等。因此，建議：

11.2

企業所展示的產品認證和標準必須真實準確。11.2.2 

對於所有提供保養服務的產品，企業須確保能在保

用年期內提供聲稱的保用維修服務。
11.2.3 

在宣傳貨品優惠並使用與價格相關的詞語時，應確

保減價或折扣的真實性，「原價」必須為企業早前

曾於合理期間內應用於該產品的價格。

11.2.4 

進行減價活動時而折扣不適用於某些電器，建議宜

避免使用「低至三五折」的聲稱，而是清楚說明只

有某些指定生活電器最低可享三五折優惠。

11.2.5 

廣告中的價格應與銷售或結帳地點的實際銷售價完

全相符，任何額外收費需清楚向消費者披露。
11.2.6 

當述明貨品的製造地點，如「原廠德國製造」時，

須確保貨品在聲稱的製造地經過最後處理或加工，

而該處理或加工對貨品製造中使用的基本物料的形

狀、性質、結構或效用產生永久和重大的改變。如

不能確定所供應貨品的製造地，應如實告知消費者。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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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貨品表現的聲稱，如「AAA級能源效益」、

「額外保鮮功能，可延長蔬果保鮮期」或「有效消

滅衣物細菌高達99.98%」等，宜有足夠的證據(主

要是科學證據)支持有關貨品的效用。

11.2.8 

企業宜就代理的產品向供應商取得證明文件，如產

地來源證、認可實驗室發出的證書、科研報告及產

品規格等。

11.2.9 

企業有責任以明確、不難以理解及適時的方式就產品向消費者

提供準確、真實和相關的資料，因此，建議  貴公司若需要透過

有限制的通訊媒體如短訊或報章促銷產品時，必須同時清楚講

明找到被略去資料的方法，如提供網址或熱線電話號碼，並邀

請消費者使用該方法取得有關產品更詳盡的資料。

11.3

企業提供產品優惠時，應確保在合理期間內供應合理數量的產

品，而企業向消費者提供廚櫃套餐使用「限量發售」或提供按

摩器優惠時使用「數量有限，售完即止」等的免責聲明，都不

一定足以保障企業不會觸犯餌誘式廣告宣傳的罪行。因此，最

好的做法是提供供應該宣傳產品的期間及數量的資訊，特別

是在有需要提供供應期間及數量不合理的優惠的情況下。

11.4

企業設有的網上專門店採取先付款、後取貨方式，因此建議企

業優化現行確認訂單的程序，以確保能在協定時間或合理時間

內供應已訂購的貨品，否則不應接受付款。

11.5

在任何情況下，貴公司應拒絕以具威嚇性的手法推銷產品或先

誘後轉銷售的行為。

11.6

14

返回



12. 例子

虛假/誤導性資料

例子一：犯法

某商家銷售某產品，他對顧客聲稱該產品市場上缺貨，他是

唯一有存貨的供應商。但事實上該產品市場上的供應十分充

足。該商家的陳述可能構成虛假商品說明的罪行。

例子二：犯法

某收費電視服務供應商跟某受歡迎的足球聯賽僅簽訂了1年

的直播播映權，卻對消費者聲稱擁有該足球聯賽24個月的

獨家播映權，並以此為噱頭推銷其24個月的體育頻道套餐

服務。而事實上該足球聯賽至今仍未邀請有興趣的人士競

投來年的播映權，該收費電視服務供應商可能已觸犯將虛

假商品說明應用於服務的罪行。

例子三：犯法

某公司在未獲得香港旅遊發展局的認證下，私自将香港旅

遊發展局的「優質旅遊服務」計劃標誌张贴在其公司顯眼

的位置。該公司的行為可能構成虛假陳述，令人觉得該公

司是符合「優質旅遊服務」計劃的認證規定。

例子四：犯法

一家旅遊公司宣傳其以香港消費者為服務對像的內地一天

團，其在宣傳時声稱該一天團會受香港旅遊業賠償基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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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但該旅遊公司的出發地是在內地境內而非香港。而事

實上，要符合受保障的資格，旅行團必須是外訪旅行團，

並且提供以下最少兩項的服務：

1、由香港前往外地的載運（陸運、海運或空運交通工具）

   服務安排； 

2、在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住宿；及 

3、在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活動安排。 

由於該旅行團在內地出發，並且沒有提供住宿安排，所以

該旅行團不受基金保障。該旅遊公司可能須對應用虛假商

品說明的罪行負上法律責任。

例子五：犯法

某培訓機構在廣告宣傳中聲稱其英語輔導課程是由某著名

外籍教師作講師，但事實上，該外籍老師只是編寫了教材，

並未真正擔任教師。該培訓機構可能要對其發放虛假或具

有誤導性的服務而負上法律責任。

例子六：犯法

某本地手機生產商在廣告中聲稱會為其手機配件提供永久性

的全球維修服務，還指明除本地外的各地維修代理。一名深

圳消費者將其2年前在香港購買的手機送到其深圳指定的維

修點要求維修手機，卻發現該維修點並未獲該本地生產商委

任為維修代理。該本地手機生產商可能就其維修服務作出虛

假陳述負上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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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七：犯法

某網絡服務商在廣告中聲稱經過比較其某項服務價格是全港

最低的。但事實上該比較故意忽略了服務中的差異性（如不

同合約期價格不同），因此該比較並非是在對等的基礎上進

行的。該價格比較可能被視為服務方面的虛假商品說明。

例子八：犯法

某商家生產一款潤膚霜，該潤膚霜上含有合成材料，但該商

家卻在潤膚霜的說明書上標明「百分百天然」。該商家可能

要為其對商品的虛假说明負上法律責任。

例子九：合法

一辆在德國組裝的汽車，縱使其零部件是在其他國家製造的，

會視為德國製造。

例子十：合法

美國杏仁是指完全在美國種植的杏仁。另一方面，沙縣小吃

是一款很受歡迎的小吃，但它只是一種獨特的烹調方式，並

不是指在沙縣製造的。

例子十一：合法

一本以韓語編寫的商務雜志，其消費對象大都是能看懂韓語

的商務人士。另一方面，一本以韓語編寫的漫畫其消費對象

卻可以是很多不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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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十二：合法

在香港旅 業議會登記的以內地遊客為主要銷售對象 一些

店鋪，要符合內地遊客的特徵。例如促销手法，内地遊客的

認識可能就與本地居民的理解有所不同。如某營業行為被視

為以內地遊客群體為特定對象，在斷定有關行為是否構成誤

導性遺漏及具威嚇性營業行為時，應以內地遊客的一般消費

者的特徵作為基準，以評估有關行為的影響。

遊 的

例子十三：合法

不同

的時段播映，以加強對其目標觀眾的影響。舉例來說，在節

目中播映的洗衣液廣告，很可能被視為家庭主婦作為對象。

的電視節目旨在接觸不同的目標觀眾，而節目會在不同

例子十四：合法

需要使用矯正腳型的消費者可能被視為是一個聲稱有矯正腳

型功能的鞋子廣告的目標群體。

例子十五：合法

某蛋糕店備有多款蛋糕出售。一般消費者需要知道的基本資

料是蛋糕的價格、大小、口味及保質期。

例子十六：合法

某商家在網站上銷售電視。其所有電視產品都在網站上展示

並配有圖片，點擊圖片可連接到相應的詳細資料頁面中。在

資料頁面中列出了消費者所需要知道的具體資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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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十七：犯法

某電訊服務商向客戶推銷無線包時上網服務（如1小時5元），

但該服務商並未提及該服務是受流量限制的。如使用中超過

服務商單方面所設定的流量，則傳輸速率將大幅下降。在這

裏，流量限制極可能是客戶決定是否購買的重要資料。該電

訊服務商遺漏該等重要資料很可能被視為誤導性遺漏。

該產品的主要特性（等離子、內置記憶體、型號、操作
系統等）及功能（3D播放、游戲等）
總計價格
送貨方式
付款方式
售后服務
商家的名稱及地址

誤導性遺漏

例子十八：犯法

某手機卡銷售員在銷售手機卡時只告知客戶每分鐘撥打電話所

需的費用，並沒有提及該卡還需要按月支付固定的月租。因為

月租通常是一般消費者在作出交易決定時的重要資料，該手機

卡銷售員很可能已經觸犯誤導性遺漏的罪行。

例子十九：犯法

某商戶要約出售一批手機。雖然這批手機均是水貨，但看起來

卻和行货的一樣。該商戶要約出售該批手機的價格與同一型號

的行货的手機相同，但他卻沒有向消費者披露該批手機是水貨。

在這種情況下，手機是水貨或行货的事實很可能是一般消費者

需要的重要資料。遺漏該等資料很可能觸犯誤導性遺漏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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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二十：犯法

某商家在銷售某產品時用清淅的字體標示該產品的價格，卻

用較小的字標示該產品的數量單位。雖然消費者可以清楚看

到價格，但數量單位卻因字體太小而看不清楚。該商家很可

能已經觸犯誤導性遺漏的罪行。

例子二十一：犯法

一間美容機構向消費者推銷其由醫生進行的臉部整形服務，

但卻沒有在消費者就購買服務而付款前披露臉部整形的風險，

以及只有某類特定消費者才適合臉部整形（須諮詢醫生的意

見）。如作出該營業行為時沒有向消費者適時披露該重要資

料，該美容機構可能面臨觸犯誤導性遺漏罪行的風險。

例子二十二：犯法

某人經營停車場，卻沒有在停車場入口的顯眼位置清楚展示泊

車費（例如時租收費），因為泊車費屬重要資料，這是讓消費

者在進入停車場前決定是否在該處泊車的依據，因此此人可能

面臨觸犯誤導性遺漏罪行的風險。

例子二十三：犯法

一位推廣代理代表 某餐厅有折扣優惠的套餐餐券，每張

99元。代 告知消費者只須就每張優惠餐券繳付99元就可

用某套餐。於是消費者向代理提供個人資料和准許對方使用

其信用咭進行付款交易。代理隨後才告知消費者若要享有優惠

資格，先要預繳990元（即99元 x 10張餐券）。代理可能已觸

犯誤導性遺漏的罪行。

推廣

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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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二十四：犯法

某收费游泳館以提供非常優惠的月費計劃鼓勵客戶續約，但

游泳館的經理 無告知客戶新合約期將長達 年，而提早終

止合約會被罰款。一般消費者如知悉他須受如此長的合約期束

縛，便很可能會作出不一樣的決定。遺漏合約的年期和終止

並 3

例子二十五：合法

某品牌鞋店備有多款時尚鞋出售，每雙鞋均附有述明價格、

製造鞋所用物料及保養方法的標籤。這雖屬購買邀請，但因

為進入時裝店的消費者明顯知道店鋪的位置，以及須在付款

後親自取走鞋子，因此品牌鞋店應不需要展示其營業地址、

商業名稱及送貨安排。

例子二十六：合法

KTV房的桌上的酒水牌展示了按數量單位計的價格及任何優

惠或折扣，例如「在平日2時至7時買一送一」。酒水牌為消

費者提供了所需資料，讓他們能決定落單購買甚麼飲品。酒

水牌上已載有酒吧的名稱，而地址很明顯因為消費者已身在

酒吧。

例子二十七：犯法

某酒樓以9.9元一隻蒸雞作招徠。消費者落單點選一隻雞，

但在用膳完畢結帳時獲告知，隨雞一起提供的蔥及薑茸須付

30元。該酒樓可能須對提供蒸雞價格的誤導性資料負上法律

責任。

合約須繳付的罰款很可能被視為觸犯誤導性遺漏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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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二十八：合法

在香港旅遊業議會登記的店鋪承諾向在六個月内退貨的內地

旅行團團員無條件全數退款，並在店鋪內及店鋪外的顯眼地

方張貼有關退款安排的告示，讓消費者能作出有根據的交易

決定。

例子三十：犯法

某公司以向幼儿送出贈品為 推出一系列以他们的父母為對

象的育儿講座。幼儿的父母可能因該手法被誘使參加講座，

從而得知更多關於育儿的方法。然而，參加者沒有獲告知講

座的唯一活動是介紹和推廣商戶的嬰幼兒奶粉。 該公司的行

為可能已觸犯誤導性遺漏的罪行。

由

例子二十九：犯法

某旅游公司指使其僱員或網誌代理在各個網上論壇及社交網

站發表有利於該公司的意見，藉以促銷其服務。有關意見由

佯裝曾惠顧該服務的消費者發表。此舉可能因沒有披露其真

正商業用意而觸犯誤導性遺漏的罪行。

具威嚇性的商業行為

例子三十一：犯法

A君將他的汽車送到某汽車修理店修理，並約定了當中修理
事項，汽車修好後A君要取回汽車，但該修理店的员工卻聲
稱其對汽車做了額外的修理。由於A君的汽車在該修理店手
上，该修理店员工未經A君同意下利用修理繳款一事上佔有
的優勢要求A君繳付額外的工作費用，並拒絕在A君全數繳付
所有費用前交回汽車。該修理店的员工可能已涉及向顧客施
加不當影響和/或威迫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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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三十二：犯法

例子三十三：犯法

A君刚刚喪親，到朋友开的私營骨灰龕找尋殯殮及骨灰龕位

服務，該朋友聲稱為了避免A君及其他家庭成員帶來惡運為

由，利用A君喪親的不幸，在A君萬分悲痛无法理性作出决定

的情况下， 讓A君購買較昂貴的服務套餐。该朋友可能構成

使用威迫手段或施加不當影響。

例子三十四：犯法

一名来自某宽频服务供应商的職員為了推銷其收費宽频服务，

在深夜拍門造訪某独居住户。某独居住户在驚醒後打開門，該

職員迅速進入內並向该住户推銷其服務。雖然該住户明確並表

示對服務不感興趣，但他卻拒絕離開並催促住户簽約。該職員

的行為可能會被視為威嚇性的營業行為。

顧客A到某減肥机构做瘦身療程。该减肥机构的美容師聲稱使

用多張信用咭消費可獲得更多優惠。顧客A便將2張信用咭交

給美容師。在接受瘦身療程時，該减肥机构的女經理進入療

程室詢問療程效果。而當時顧客A身上除乳霜及藥膏外並無其

他衣物遮體，這讓顧客A感到尷尬。在隨后的兩個小時療程中，

女經理和美容師不斷進入療程室向顧客A推介各種瘦身套餐。

顧客A在不勝其煩下選了其中的一種套餐。之后，顧客A改變

主意要取消交易並要拿回信用咭，但對方卻要她簽署有關合

約，否則拒絕其要求。女經理及美容師兩人可能使用騷擾和

施加不當影響而須負上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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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三十五：犯法

一家專門從事時光共用使用權和長期度假產品的旅遊公司向客

戶提供為期二天的冷靜期。但是當客戶在合約權利內想終止合

約時，才發現有很多嚴苛或不合理的非合約障礙，例如終止服

務表格不能通過電子郵件索取，只能通過傳真或郵遞索取，並

且客戶遞交終止服務表格要在該公司辦公時間內親身到其分公

司（該分公司較偏遠）辦理才可。該公司在進行交易後才施加

這些非合約障礙，可能構成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

餌誘式廣告式宣傳
例子三十六：犯法

某航空公司在圣诞节到來之際在不同的媒體和互聯網上宣傳，
将在圣诞节假期推出300元飛往新加坡的特惠机票，购买此
机票的消费者可在即将来临的圣诞节假期搭乘该公司的任一
航班前往新加坡。該價格比其他競爭的航空公司就同一時間
同一目的地低约百分之七十，因此十分吸引顾客。此次活動
共售出了超過3000張的機票，但實際上該公司只提供400個
機位。在考量該公司的市場性質及廣告宣傳性質可以得出該
公司並不能按要約以優惠價在合理時間內提供合理數量的機
票，因此該公司可能觸犯餌誘式廣告宣傳的罪行。

例子三十七：犯法

一家參於年度家電節的家電公司大肆宣傳，以3000元的價格銷
售某型號的等離子彩電活動，該價格僅是市場價格的百分之六
十。在活動舉行的前半個月，該公司不僅在本公司網站上進行
宣傳，還在一份本地暢銷的報章上刊登該宣傳廣告以吸引更多
的顧客。而去年該公司也推出類似活動，以當時的市場價的半
價銷售同類型號的等離子彩電30臺，但當消費者前去購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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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三十八：犯法

一家電腦公司在廚窗宣傳以低於市價百分之二十五的價格銷
售一款平板電腦。但當顧客向這家公司訂購此貨時，電腦公
司卻拒絕售賣此款型號的平板電腦，並向顧客推介另一型號
的平板電腦。原來這家公司並沒有出售所宣傳的那款平板電
腦的意圖，只是以宣傳做誘餌來吸引消費者購買其另一型號
的平板電腦。該商店向顧客推銷有別於要約供應的產品，可
能會觸犯先誘後轉銷售的罪行。

例子三十九：犯法

該公司卻聲稱已經全部售出10部該型號的等離子彩電。在考量
該公司的市場性質及廣告宣傳性質可以得出該公司並不能按要
約以優惠價在合理時間提供合理數量的該款等離子彩電，因此
該公司可能觸犯餌誘式廣告宣傳的罪行。

先誘後轉售行為

不當地接受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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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網络服務供應商向香港的客戶提供每秒80兆比特(80Mbps)
及每秒10兆比特(10Mbps)的兩款寬頻上網服務，但並非每
一幢樓宇均能同時提供該兩款服務。一名消費者被每秒80兆

比特的服務計劃吸引，致電該服務供應商參與[該服務計劃。
收到該電話的服務供應商電話促銷員明知現時該消費者居住
的大廈只有每秒10兆比特的寬頻上網服務供應，但仍與該消
費者簽訂提供每秒80兆比特寬頻上網服務的合約，並接受其
月費付款。該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最終向該消費者提供每秒10
兆比特的寬頻上網服務。該服務供應商因為在接受付款時並
無打算提供每秒80兆比特的寬頻上網服務，或只打算提供與
每秒80兆比特有重大差別的服務，而很可能觸犯不當地接受
付款的罪行。



例子四十：犯法

某自助餐厅宣傳以138元的折扣價出售自助餐晚餐券。餐券

的條款訂明必須在購買日期起計三個月內使用。該餐廳在一

星期內最終售出合共6000張餐券。然而，該餐廳只有20個座

位，即使已按正常損耗率扣除部分不會使用的餐券，亦不可

能在三個月的有效期內兌現所有餐券。該餐廳可能因在接受

餐券的付款時沒有合理理由相信其能在指明的時間內提供指

明的餐飲服務而觸犯當地接受付款的罪行。

例子四十一：犯法

一名顧客打算向某相機店購買一部在A國製造的單反數碼相
機，但他所要求的型號已沽清，而商戶亦無法得知何時才有
新貨補充。同時，有廣泛報導指位於該國的生產設施附近發
生了天災，引致該地區的道路設施和電力供應系統受到嚴重
破壞，可能需要較長的時間才會有新貨補充，但該相機店卻
仍然接受顧客的訂金，並承諾會在三天內交付有關單反數碼
相機。如有關的情況是該相機店在接受付款時沒有合理理由
相信它能在指明的時間內交付有關單反數碼相機，便可能已
觸犯不當地接受付款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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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四十二：犯法

某美容中心在沒有足夠的專用儀器及美容師的情況下，仍以非
常吸引的價格向新老顧客推銷其瘦身美體計劃。並向顧客超賣

該服務計劃。當顧客要求提供该瘦身美體服務時，該美容中心
卻聲稱要在3個月後（不合理時間）才能提供有關服務。該美容
中心可能已觸犯不當地接受付款的罪行，因在接受付款時，沒

有合理理由相信它能在合理時間內提供有关瘦身美體服務。

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