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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會謹守施政目標、抱負、使命與工作信念，為消費者提供優質的服務；奏效的維權保

障措施。 

本會對行之有效的措施與服務持續作出優化，並因應社會發展適時推出更多便民服務。 

2020 年底推出“消保易”綜合服務電子平台，於 2021 年經廣泛宣傳其便民與高效的

優點，已逐漸成為更多消費者優先選用的消費查詢網上服務。 

《澳門消費爭議調解及仲裁中心規章》規定受理的爭議金額不設上限，加強了本會調解

及仲裁服務能力，“澳門消費爭議調解及仲裁中心”跨域服務在近年更突出其需求及重要性。 

與時並進，精益求精是前行的動力。2021 年推出《誠信店認可計劃》，配合該計劃首

辦“最佳誠信店”活動，參加活動的“誠信店”接受更高的要求與嚴謹的評審，帶動“誠信

店”團隊進步；也提升本澳零售服務的質素。 

2021 年仍然受疫情變化的限制，本會善用線上資源展開宣傳教育等工作，為保障消費

者權益與安全，加強物價調查與檢測工作，全年發佈了超過 450 份報告，檢測及調查報告

涵蓋居民消費活動所需資訊。 

2021 年 6 月 24 日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細則性通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完善保

護消費者權益的制度，為本澳建立公正及平等消費環境。 

為配合該法 2022 年 1 月 1 日的生效，本會下半年展開連串的普法前期宣傳工作，務求

商戶識法守法，消費者正確行使權利，確保法律順暢實施；達到立法的目的，共同構建有序、

安全與理性的消費環境。 

2021 年本會分別與內地，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群，以及海外消費者組織進行了

多項的跨域合作，與內地合作，達到了促進消費信心，加快共融發展的步伐；加強與葡語系

國家消保組織連繫，發揮了“一個平台”功能。 

消費權益是大眾的一項重要權利，本會鼓勵消費者主動維權，感謝居民近年積極向本會

提供不少信息，加強了本會監察能力，政府與居民間的合作，為維護市場有序運作發揮正面

作用，本會承諾將繼續秉持“以人為本”的精神，為消費者提供公平、公正、優質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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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法律推動各項保護消費者工作 

介紹職能、架構、施政目標與服務 

       

 本會根據第 12/88/M 號《消費者的保護》法律1於 1990 年設立，依法向消費者提供服

務。 

 本會先後在 1995 年經由 6 月 12 日第 4/95/M 號法律以及 1998 年 6 月 1 日第 1/98/M

號法律2進行了兩次職責及權限的重組，是具有法律人格及行政和財政自治的公務法人。根

據法律本會設有全體委員會及執行委員會。 

本會的職責： 

(一) 對行政當局將訂定之保護消費者的政策發表意見； 

(二) 與同類實體接觸及推動保護消費者之共同工作，尤以指導及提供資料之工作為然； 

(三) 研究及推行對較不受照顧之消費者，特別是老年人，傷殘人士及經濟薄弱者之特別輔助

計劃； 

(四) 對消費者的指導及資料提供，提出建議及進行活動； 

(五) 鼓勵經濟及專業代表團體編製管制其會員活動的法例； 

(六) 研究消費者所提出的聲明異議及投訴，並將之轉達有權限的公共部門； 

(七) 對一般消費的財產及服務取得範圍所出現的輕微糾紛，提供調解，中介及仲裁的機制； 

(八) 推動、執行及加強本法律規定之措施； 

(九) 將由法律賦予之任何其他職責。 

全體委員會權限： 

 由 11 名成員組成，並具有以下的權限： 

(a) 對制訂維護消費者一般政策方針提出建議，並交由監護實體審批； 

                                                           

1第 9/2021 號法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於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後，12/88/M 號《消費者的保護》隨即廢止。 

2根據第 9/2021 號法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 85 條，第 4/95/M 號法律《重組消費者委員會》於 2022 年 1 月 1 日廢止，同時根據《消

費者權益保護法》第 86 條第 2 款規定，第 85 條第一款（二）項的規定於消委會新組織法規生效後方產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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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通過年活動計劃消費者委員會專有預算和有關修正及修改，並將之提交監護實體確認； 

(c) 就澳門地區保護消費者政策之執行情況，每年通過報告書，並將之呈交行政長官； 

(d) 通過消費者委員會活動報告及管理賬目，並將之提交監護實體確認； 

(e) 通過消費者委員會所必需的規章，特別是全體委員會和執行委員會的內部規章； 

(f) 對於公共財產及公共事業的特許企業所採用的收費表及作出的有關修改發出不具約束力

意見書； 

(g) 建議與其他實體簽訂合作協議及議定書； 

(h) 通過關於執行委員會所開展活動的方針和指示； 

(i) 監管其決議的執行； 

(j) 要求有關執行委員會任何行為的資料，報告和解釋。 

 以上(f)項所指的意見書在消費者委員會收到請求後 15 個工作日內仍未發出，則推定為

獲得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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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體委員會共召開 8 次會議，對制訂維護消費者一般政策方針提出建議，

為本會年度活動計劃、專有預算、活動報告及管理賬目等議程進行討論與決議。 

全體委員會委員及任期 

 

 

 

 

 

 

 

 

 

 

 

 

 

 

 

  

主席：何佩芬    女士 

委員：李居仁    先生 

   區天興    先生 

      黃慶添    先生 

   鄺子豐    先生 

   關勳杰    先生 

蘇頌恩    女士 

   甄李睿恆  女士 

      林迪恩    女士 

      鄭穎堯    先生 

      歐家輝    先生 

由經濟財政司司長第 66/2019 號批

示委任，任期兩年(任期：2019.08 - 

2021.08)。 

主席：何佩芬    女士 

委員：李居仁    先生 

   區天興    先生 

      黃慶添    先生 

   鄺子豐    先生 

   關勳杰    先生 

      鄭穎堯    先生 

      歐家輝    先生 

林迪恩    女士 

   區小平    女士 

      吳碧君    女士 

由經濟財政司司長第 59/2021 號批

示委任，任期兩年(任期：2021.08 - 

2023.08)。 

全體委員會(2021.08 - 2023.08 任期)在首次

會議上，選出何佩芬擔任全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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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委員會委員及任期 

主席：黃翰寧先生 (任期：2021. 9  -  2022. 8) 

全職委員：梁碧珊女士 (任期：2021. 6  -  2022. 63) 

非全職委員：吳燕天先生 (任期：2019. 11  -  2022. 11) /（財政局派駐代表） 

 

 

 

 

 

 

 

 

 

 

 

 

                                                           

3經濟財政司司長於 2022 年 3 月 23 日作出批示續任至 2023 年 6 月 1 日；經濟財政司司長第 69/2022 號批示委任梁碧珊為執行委員會主

席，自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三日起生效。 

  本會秉持“以人為本”的精神，為消費者提供公平、公正、優

質的服務，本會推出的《服務承諾》定下了施政的： 

目標 

 在保護消費者權益之範圍內，就提供資訊、處理投訴等向消費者提供高效與優

質之服務。 

抱負 

 積極推動消費者的保護及法律工作。 

使命 

 加強和規範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 

 增強消費者自我保護意識及能力； 

 建立一支有效率，優質服務及保障消費者權益的工作團隊。 

工作的信念 

 依法、民本、無私、服務、效率、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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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的主要工作 

 為消費者提供消費領域內的諮詢及投訴服務； 

 提供消費者教育； 

 提供消費爭議的調解與仲裁服務； 

 抽查與比較消費品效能； 

 進行消費領域內調查研究； 

 蒐集及比較消費市場的物品價格； 

 推廣“誠信店”優質標誌計劃； 

 與其他實體合作加強保護消費者權益的工作； 

 與世界各保護消費者組織合作提升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意識。 

本會主要對外服務 

投訴及查詢服務 

本會分別於高士德大馬路 26 號何鴻燊夫人大廈及黑沙環新街 52 號政府綜合服務

大樓設立專區接待公眾。 

為提升電子政務能力，本會推出“消保易”綜合服務電子平台，“消保易”具有便

民、簡捷及高效等優點，消費者只需利用手機等移動裝置掃描“消保易”的二維碼（QR 

Code）或透過網頁連結（https://app.consumer.gov.mo/wapp）就可隨時登入“消

保易”，平台設有：“消費投訴”、“反映意見”、“消費諮詢”及“消委會活動”的

4 個服務，提供中、葡及英 3 種語文服務居民及旅客，同時，消費者通過本會微信號登

入“維權申訴”專區，即可連接至本會網上投訴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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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及仲裁服務 

“澳門消費爭議調解及仲裁中心”根據《澳門消費爭議調解及仲裁中心規章》設立，

解決發生在澳門地區的消費爭議提供調解與仲裁服務。

“中心”歡迎商號根據《澳門消費爭議調解及仲裁中心規章》內的“一般加入聲

明”自願加入消費爭議的仲裁制度，商戶只需預先簽署一份“一般加入聲明”便可成為

“加盟商號”，獲發“加盟商號”標貼徽號的認可資格。 

  《誠信店認可計劃》 

商號成為“加盟商號”一年後，凡符合《誠信店認可計劃》規定的要件可獲

發“誠信店”優質標誌。 

“誠信店”必須遵守 14 項的《誠信店承諾》及“行業守則”（如有）。 

《誠信店認可計劃》是透過商號自願接受本會監管，達到預先保障消費者合

理權益的效益。 

本會設立服務專區，為“誠信店”提供更新資料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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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6 宗個案投訴佔七成三 

                       關注趨勢發提示保權益 

 

本會於 2021 年共接獲 6,406 宗個案，投訴個案有 4,671 宗，約佔整體個案數量的 73%； 

1,735 宗屬於諮詢性質的個案。 

整體個案數字比較 2020 年的 6,894 宗錄得 7.1%的跌幅，投訴及查詢的個案數量均較

上年減少，跌幅分別為 3.6%及 15.3%。 

全部個案涉及金額超過 2 億 7 千萬澳門元，全年結案率為 85%。 

以個案的類別作統計，2021 年首 10 項最多的投訴個案如下： 

 

以上 10 個類別的個案總數共有 3,313 宗，佔當年整體投訴個案數量約 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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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個案的性質作統計，2021 年投訴個案中，以結業或轉手的個案最多，有 1,155 宗，

約佔當年投訴個案總個案數的兩成半，其次是價格爭議，有 582 宗個案，與產品質素有關

的個案就有 560 宗。 

兩店突結業涉過千宗爭議個案 

本會 2021 年接獲 1,236 宗涉及個人護理產品及服務的投訴個案，同比 2020 年個案數

量增加超過 1 倍，亦是 2021 年以個案類別統計最多的投訴個案。 

以上個案中逾 1,000 宗是與各種個人護理、美容、護髮等療程的價格爭議、商號營商手

法，以及商號突然結業，沒有為消費者作出妥善安排等有關的個案，當中包括超過 950 宗

個案涉及一間美容公司突然停業，投訴主要涉及預繳式消費的個案。 

2021 年俱樂部的投訴個案比上一年增加 8 倍半的個案數量，共收到 171 宗投訴個案。

個案增加肇因一瑜伽公司突告結業，涉及百多名消費者要求該公司退款等訴求未遂，向本會

作出的投訴，尋求協助。 

重視事件提供適切支援  

本會非常重視以上２宗事件對消費者造成的影響或損失，並根據法律賦予的職權，致力

透過各種方法協助相關消費者，包括以不同渠道聯絡有關公司的負責人，以及循各種法律途

徑全力為消費者提供支援，並就當中可能涉及不法行為的個案轉至執法機關跟進，並建議消

費者如使用信用卡方式消費，可向發卡銀行瞭解是否設有退款保障制度，保障個人權益及減

少損失。 

本會不斷宣傳，再三提醒消費者預繳式消費是有不同程度風險，提醒消費者購買會藉等

消費時，須因應自身需求，緊記勿因優惠而衝動消費，同時，切記消費金額不宜過大，使用

服務時間不宜太長，須經深思熟慮後作出消費決定，進行交易前要詳細閱讀及充分明白合約

條款內容。 

疫情常態化個案數字呈變化 

2021 年食品及飲食類的投訴個案比上一年減少約六成，投訴較集中於價格及質素的

問題，這類個案共有 175 宗。 

在防疫常態化下，近年居民的消費模式和投訴數字均出現結構性變化，涉及衣、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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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行的消費投訴個案，包括衣履皮革、飲食服務、傢俱及家居裝置、電訊服務、交通運輸

等的投訴個案數量與過往幾年比較，有不同程度的增幅，當中主要涉及服務及商品質素問題。 

疫情及潮流趨勢，網購成為時下消費主流模式，亦衍生較多的代收服務消費爭議。 

2021 年有 81 宗投訴個案涉及交通運輸的服務，相關的數字比 2020 年增加接近六成，

當中有三成七的個案就是與代收服務有關，超過一半個案是貨物出現損壞及商號未依時交付

貨品。 

本會提醒消費者選擇代收服務時，應多比較代收平台的賠償條款及賠償限額，收貨時應

即時檢查商品是否完好，如有問題應即時反映及將破損情況拍照存底，作日後追討的佐證。 

本會關注本澳消費市場運作以及居民消費習慣的變化、各種新興消費可能引起的爭議、

持續就當中的消費風險進行調查、收集資料，向消費者發出“消費提示”，預防消費者權益

受損，並調研相應的維權措施，加強對消費者的保護。 

旅客個案佔一成 

總體個案數字中有 624 宗是涉及旅客的個案，約佔當年總個案數量的一成；比 2020 年

增加 9.7%，其中 493 宗是投訴個案，首三位依次為衣履皮革（104 宗）、個人護理產品及

服務（53 宗）及通訊器材（51 宗）。 

 

 

 

 

 

 

 

 

 

 

 

⊙⊙⊙⊙⊙⊙⊙⊙⊙⊙⊙⊙⊙⊙⊙⊙⊙⊙⊙⊙⊙⊙⊙⊙⊙⊙⊙⊙⊙⊙⊙⊙⊙ 

  

請長按“QR Code”  

查閱 2021 年全年個案統計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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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消費爭議調解及仲裁中心 

2021 年 117 宗個案涉近百萬澳門元 

 

 

2021 年“澳門消費爭議調解及仲裁中心”（下稱“中心”）開立了 117 宗個案，分別

有 3 宗為調解及 114 宗為仲裁的個案，大部份的仲裁個案涉及 1 家瑜伽中心因結業引致的

消費糾紛，消費者要求採取仲裁方式解決相關爭議，涉及金額超過 98 萬澳門元。 

 24 年累計開立逾 760 宗個案 

 “中心”由 1998 年累計至 2021 年共開立 764 宗個案，當中以洗衣業，旅遊、通訊及

電腦產品、首飾及工藝品等零售及服務的爭議個案較多。 

 

 

“澳門消費爭議調解及仲裁中心”簡介 

 

“中心”根據《澳門消費爭議調解及仲裁中心規章》（下稱《規章》）設立，裁決具法

律效力。 

“中心”由三個機構組成 

《規章》訂定“中心”由理事會、執行委員會及秘書處 3 個機構組成。 

“中心”管轄權及服務 

“中心”的管轄權在於促進解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內訂立的消費合同所產生的爭議，調 

解及仲裁的範圍只限民事性質的消費爭議，“中心”受理的消費爭議金額沒設上限。 

  



13 

 

 

10 萬澳門元或以下的消費爭議，“中心”提供免費服務，超過 10 萬澳門元個案將按經

濟利益值計算調解或仲裁費用。 

爭議雙方經協商後可選擇以其中任何一種方式，又或同時選擇調解及仲裁解決爭議，如 

選擇後者就會以“先調解、後仲裁”程序處理相關爭議。 

   

按照《規章》的雙願原則，消費者與發生爭議的商號訂立書面協議，方可以調解或仲裁

解決爭議。 

 

 

 

 

 

 

 

 

 

 

 

 

 

理事會的組成及成員 

“澳門消費爭議調解及仲裁中心”於 2021 年 1 月 13 日舉行的平常會議訂定

“中心”的策略目標。  

根據《澳門消費爭議調解及仲裁中心規章》  “中心”理事會的人數不超過７

名，理事會主席由消費者委員會執行委員會主席擔任，其他成員根據 2021 年 1 月

6 日出版的第 1 期第 2 組《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 90/2020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

批示，委任以下 6 名人士：石立炘、黃淑禧、鄧志強、魏丹、李居仁、關勳杰，任

期為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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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提供跨域服務 

“中心”可採用視像會議以跨域調解或仲裁方式，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為旅客提供

服務，處理發生在澳門特區的消費爭議。 

 

 

 

 

 

 

 

 

 

 

 

 

 “加盟商號”資格及仲裁制度 

商號可以根據《澳門消費爭議調解及仲裁中心規章》的“一般加入之聲明”的規定，以

預先及自願方式加入消費爭議的仲裁制度，承諾接受由消費者提出爭議金額在 10 萬澳門元

或以下的仲裁，商戶只需要簽署一份聲明就可以成為“加盟商號”及獲發“加盟商號”徽號

的標貼。 

商戶如不遵守聲明中的承諾或不自願履行已確定的仲裁裁決時，即被終止使用“加盟商

號”徽號的權利。 

  

2021 年的案例說明跨域調解及仲裁服務維權湊效 

1 位來自廣州市旅客在澳門某一錶行購入價值約 4,000 澳門元的手錶，返回原居地後因

錶殼色澤不均勻，先後向本會進行網上投訴及向廣州市消委會尋求協助，要求退換貨品。 

本會在處理過程中因消費者不接納錶行提供的解決方案，雙方一直未能解決爭議，基於

商號是“加盟商號”，必須接受消費者提出調解及仲裁的要求，在本會提議下，雙方同意將

爭議交“中心”解決。 

由於“中心”開始程序時正值疫情，該名廣州市居民受限往返澳穗出入境措施，不便來

澳進行調解，為克服當時狀況；降低消費者的維權成本，穗澳消委會引用維權合作協議，本

會從速啟動“中心”跨域調解及仲裁的機制，在廣州市消委會協助辦理申請手續及安排下，

該名旅客只需留在原居地，在廣州市消委會內以視像會議的方式與澳門的商號進行跨域調解

會議，在“中心”調解員調解下，雙方最終達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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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為配合特區政府訂定的第 19/2019 號法律《仲裁法》，2020 年 12 月 14 日

出版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228／2020 號行政長官批示，“澳門消費爭議仲裁

中心”更名為“澳門消費爭議調解及仲裁中心”（以下簡稱“中心”），同時公佈《澳門消

費爭議調解及仲裁中心規章》（以下簡稱《規章》），《規章》規範及訂定“中心”的性質、

職權、組成、管轄權及運作。 

2019 年：發行《消費爭議仲裁中心成立二十週年紀念特刊》，回顧“中心”發展歷程。 

本會與澳門金融管理局及澳門世界貿易中心仲裁中心簽署《關於設立金融消費糾紛調解

計劃的合作備忘錄》，為本地金融消費糾紛提供多一個處理渠道。 

2018 年：“中心”推出跨域仲裁服務，該服務方便旅客返回原居地若需行使其索償權

時也不需親身再次來澳，可透過網絡以視像會議等方式進行跨域調解、仲裁及審判聽證。 

以上服務推出後，本會在《粵港澳大灣區消費維權合作備忘錄》基礎上，推出"消保網

上調解及仲裁計劃"，目前，大灣區的消費者組織均已加入該計劃。 

2017 年：優化“中心”服務承諾，卷宗轉至“中心”排期仲裁時間縮短兩天，在 12 個

工作天內就可完成排期轉介程序。 

2016 年：推出“仲裁個案進度網上查詢”服務，仲裁雙方可利用這項便民的電子政務

自行掌握相關個案的進度，包括個案的排期狀況以及調解與仲裁的結果。 

2015 年：安排專責公證員為仲裁雙方在準備仲裁所需的文件（例如公司／企業委派代

表接受仲裁的授權書等）提供諮詢服務。 

2011 年：首度推出服務承諾，申請仲裁的個案在立案後 14 個工作天內，卷宗可轉至

“中心”排期仲裁。 

 1998 年：“中心”於該年 3 月 12 日設立。 

⊙⊙⊙⊙⊙⊙⊙⊙⊙⊙⊙⊙⊙⊙⊙⊙⊙⊙⊙⊙⊙⊙⊙⊙⊙⊙⊙⊙⊙⊙⊙⊙⊙  

  簡介歷年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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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閱 2021 年檢測及調查工作 

              抽檢逾 500 個食/飲品及商品 

 本會參考內地及國際認可的食安標準進行食／飲品與商品兩大類消費品的抽檢工作，從

安全、健康、品質、效能與性價比等方面作出全面的比較及評價。     

全年共抽查 355 個食／品飲樣本 

 加強食品抽查為食安把關，從製造食品至零售層面各環節進行監察，達到更全面保障消

費者的安全，若發現抽檢的食／飲品樣本檢測結果有異常，本會從速通報權限部門跟進，包

括要求相關商號即時將問題食／飲品下架，以及依法處罰相關違規生產者。 

因應近年消費者對食安信息有更大的需求，本會與市政署更緊密合作，持續增加檢測各

類食／飲品，達到了加強偵測市面食品風險的狀況，及時保障消費者健康之效，抽查檢測報

告亦可作為消費者建立健康飲食習慣的指南，並藉此提高生產者重視食／飲品品質保證的意

識。 

 

2021 年本會公佈的食／飲品抽查檢測有如下 6 份報告供消費者參考： 

一般性抽查及結果 

抽查項目 概述 
樣本數/ 

不合格數量 
風險評估/建議 

酒樓食肆點心食品的

衛生情況測試 

第 332 期《澳門消費》 

 

與市政署食品安全廳聯合在

茶館、酒樓及飯店等場所抽

查 60 款燒賣、蝦餃及叉燒包

3 款點心樣本，全部樣本檢均

不出金黃葡萄球菌和沙門氏

菌這 2 種常見的致病菌。 

60 款/0 

檢 測 結 果 顯 示 多 個 樣 本 的

鈉、脂肪及總糖含量略高，其

中 餡 料 醬 較 多 的 叉 燒 包 尤

甚，提醒消費者應建立“三

低一高”的健康飲食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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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項目 概述 
樣本數/ 

不合格數量 
風險評估/建議 

魚罐頭鈉含量及孔雀

石綠的測試 

第 333 期《澳門消費》 

 

與市政署食品安全廳聯合抽

查 20 批樣本，全部樣本未檢

出孔雀石綠，檢驗結果顯示

罐頭食品鈉含量一般偏高。 

20 批次/0 

攝入過量的鈉會增加患上心

血管等疾病的風險，提醒消

費者建立健康與均衡的飲食

習慣，選購罐頭食品時可比

較標籤內食品的鈉含量。 

抽查預包裝飲品塑化

劑及咖啡因含量 

第 336 期《澳門消費》 

 

與市政署食品安全廳抽查 40

款運動飲品、茶及汽水等各

類預包裝飲品，全部樣本未

檢出含有塑化劑。 

其中 4 款樣本的糖份含量，

以飲用 1 整瓶計算超出世界

衛生組織（WHO）每日建議

攝取的限量。 

40 款/0 

建議應比較預包裝飲品的糖

份含量，亦須注意茶類及能

量飲品的咖啡因含量，作出

健康的消費選擇。 

2021 年瓶裝飲用水品

質抽查報告 

第 337 期《澳門消費》 

 

與市政署食品安全廳聯合抽

查 30 款，包括 75 毫升至 2

公升的蒸餾水、礦泉水及氣

泡水等瓶裝飲用水樣本，進

行微生物，理化及感官質量

等指標的試驗，全部樣本未

見異常。 

30 款/0 

選購瓶裝飲用水時要留意標

籤內產品的資料、有效日期

及成份，若目測發現有異物，

或疑有異味就不可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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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項目 概述 
樣本數/ 

不合格數量 
風險評估/建議 

保健食品致病菌及污

染物衛生檢測報告 

第 339 期《澳門消費》 

 

與市政署食品安全廳合作抽

查 20 批成人及兒童保健食

品樣本，全部未檢出沙門氏

菌、金黃色葡萄球菌、產氣莢

膜梭菌及蠟樣芽胞桿菌 4 種

致病菌。 

樣本中的總砷、鉛及總汞等

污染物含量均符合試驗的安

全標準。 

20 批次/0 

建議消費者在服用保健食品

前應諮詢醫護人員的專業意

見，並須檢查產品的標籤、成

份及有效食用期等資料。 

預包裝食品含真菌毒

素及營養成份檢測報

告 

第 339 期《澳門消費》 

 

與市政署食品安全廳合作抽

查 15 批預包裝堅果及豆製

食品，全部樣本的黃曲霉毒

素 B1 含量均合格，同時檢驗

各樣本的鈉、熱量及脂肪含

量，以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每

日攝取量上限計算，多個樣

本檢出的數值偏高。 

15 批次/0 

堅果及豆製食品如存放環境

欠佳會容易受霉菌感染產生

黃曲霉毒，該霉毒產生的黃

曲霉毒素屬致癌物質，本澳

已有行政法規規範食品的含

量上限。 

建議消費者以目測方式檢查

食品表面是否發霉，有異常

切勿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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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與市政署合作，在節令食品推出市場時即進行抽樣查驗，達到及時發現節令食品的

風險問題，及時跟進，包括要求商號將問題食品立即下架，發出警示，保障消費者的安全及

健康，2021 年公佈了以下 3 種節令食品抽查結果。 

 

節令性食品抽查結果 

（與市政署恆常年度合作項目） 

抽查項目 概述 
樣本數/ 

不合格數量 
風險評估/建議 

賀年食品 

 

樣本包括中西式糖果、應節

糕點及禮盒賀年食品，進行

微生物及化學的檢測。 

檢測結果有 10 款中式糖果

樣本的二氧化硫含量超標。 

市政署已即時勒令涉事商戶

停售及回收該些問題產品，

以及追查相關產品的來源與

分銷情況。  

100 件/10 

建議光顧信譽良好的商舖。 

避免購買色澤太亮白或鮮艷

中西式糖果，瓜子的色澤亦

不宜過於光亮，食用賀年糕

點前要徹底加熱。 

端午糭子 

 

從餐廳及外賣場所等商號抽

檢包括傳統肉糉、素糉及梘

水糉等食品，進行微生物，硼

酸及非食用用途的蘇丹紅染

色料檢測。 

30 個/0 

購買時須留意店鋪的衛生環

境，不要購買來歷不明的糉

子。 

糉 子 屬 於 高 量 熱 和 高 脂 食

品，不宜過量食用。進食前應

先將糉子徹底加熱至中心温

度達攝氏 75 度或以上，糉子

如已變壞、發出異味或發霉

的應棄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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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項目 概述 
樣本數/ 

不合格數量 
風險評估/建議 

中秋月餅 

 

抽查包括傳統廣式、冰皮

或雪糕、潮式月餅，進行

微生物、化學及禁用於食

品的蘇丹紅染色料。 

檢測結果全部樣本未見

異常。 

40 個/0 

月餅屬高油、高糖、高熱

量食品，不宜過量進食。

冰皮月餅較容易受微生

物污染，須特別注意其存

放溫度、環境及食用期。 

 

 

 

 

 

 

 

 

 

 

 

 

 

 

 

  

總結 2021 年全年食／飲品抽查檢測工作，共抽查 355 個食／品飲的樣本，涉

及種類與消費者的生活息息相關，數量與 2020 年相若。 

綜合全部檢測結果，錄得 10 個不合格樣本，均屬節令性的食品，反映抽檢能

夠有效為風險相對較高的節令性食品做好把關，更好地保障消費者的健康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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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抽查商品作出全面科學比較 

 聯合抽查發揮資源共享優點。本會在 2021 年分別與市政署、經濟及科技發展局以及粵

港澳大灣區內地的消費者組織合作，抽檢逾百款不同類型的商品，全年共公佈 7 份試驗報

告。 

 商品抽查通過科學檢測，分析檢測數據，以價格、效能、耐用程度等為基礎，為消費者

提供精準、客觀的性價比資訊，讓消費者在選購消費產品時能夠作出“精明選擇”，同時，

報告中的效能檢測數據可作為驅使生產者更主動提升產品質素的動力，讓消費者更容易購買

到更多安全與更佳品質的商品。 

 本會於 2021 年公佈如下的商品抽查檢測報告： 

抽查項目 概述 
樣本數/ 

不合格數量 
消費提示 

澳深男士洗面奶

比較試驗報告 

第 329 期《澳門消費》 

 

測試樣本的酸鹼度、重金屬

及微生物 3 個項目，另外，

全部未檢出含有會影響人

體健康、屬 2B 級的二噁烷

致癌物。 

消費者對各樣本的感官作

出使用後的評價，包括清潔

及控油效果等表現，不同品

牌的洗面奶表現不一。 

15 款/0 

5 款（澳門） 

10 款（深圳市） 

 

建議宜適量使用洗面奶，過

量反會刺激皮膚或阻塞毛

孔，因應不同季節及適合個

人皮膚類型選擇產品，潔面

後應配用乳液或面霜等保濕

護膚品。 

澳深兩地砧板聯

合比較試驗 

第 330 期《澳門消費》 

 

15 款砧板樣本由竹、木及

塑膠 3 種材質製成，對各樣

本同時或獨立進行防腐劑、

甲醛遷移量、重金屬等化學

物質含量的檢測。 

15 款/0 

5 款（澳門） 

10 款（深圳市） 

 

消費者應經常清理及定時更

換新砧板，報告建議在一般

使用情況下，砧板壽命約為

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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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項目 概述 
樣本數/ 

不合格數量 
消費提示 

外賣塑膠餐具溶

出物情況檢測 

第 331 期《澳門消費》 

 

與市政署食品安全廳在 15

個餐飲場所抽查 30 批次樣

本，檢測蒸發殘渣、高錳酸

鉀消耗量以及重金屬鉛 3

種物質的釋出或溶出量。 

30 批次/0 

建議消費者應自備器皿到食

肆買外賣，避免使用這類即

棄式塑膠食物器皿，對人體

健康可能造成的影響，並可

減少塑膠物的消耗量，降低

對環境造成的破壞性。 

澳珠兩地嬰幼兒

潤膚霜聯合比較

試驗結果 

第 335 期《澳門消費》 

 

全部樣本均通過中國國家

對化妝品規定的安全標準，

包括符合 6 種重金屬、苯氧

乙醇等 6 種或會導致刺激

嬰幼兒皮膚的防腐劑、41

種糖皮質激素，以及金黃色

葡萄球菌等致病微生物的

相關標準。 

20 款/０ 

6 款（澳門） 

14 款（珠海市） 

選購時須檢查包裝上的標籤

內容，若嬰幼兒出現汗疹、

濕疹或有傷口，應暫停使用

潤膚霜。 

醫用口罩安全指

標檢測報告 

第 337 期《澳門消費》 

 

與經濟及科技發展局聯合

抽查 13 款成人口罩及 5 款

兒童口罩的安全及效能表

現，結果有 1 個樣本未能通

過細菌過濾效率測試，相關

有問題批次的醫用口罩立

即被下架。 

18 款/1 

消費者須選購符合標準且具

衛生防護功能的醫用口罩，

以及向本地有信譽的商號購

買各種防疫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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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項目 概述 
樣本數/ 

不合格數量 
消費提示 

澳穗兩地童鞋聯

合測試報告 

第 338 期《澳門消費》 

 

對樣本進行物理與化學的

安全，以及使用性能３項指

標的檢測，同時測試樣本中

的甲醛含量、重金屬總量、

外底耐磨性、外底硬度、吸

濕透濕性及外觀品質等 10

多個項目的測試及比較。 

36 款/0 

10 款（澳門） 

26 款（廣州市） 

應光顧有信譽的商號，選購

時檢查是否有完整的商品資

料標示，為兒童選擇尺碼及

鞋後跟高度適當的童鞋，包

括腳趾前至少留有 1 厘米，

鞋後跟高度約為 6-15 毫米，

前掌部份不宜太薄。 

中山、澳門電熱飯

盒比較試驗報告 

公佈於 3 月 30 日 

 

全部樣本通過食品接觸材

料的安全檢測，蒸煮米飯，

加熱或翻熱食物，各款樣本

的整體表現都有不同程度

的差距，部份樣本雖標示為

電熱飯盒，實際卻只具加熱

功能。 

12 款/0 

4 款（澳門） 

8 款（中山市） 

報告建議消費者應選擇有安

全認證標誌的電熱飯盒，購

買時要確認產品的功能，消

費者須遵照產品說明書的指

示，正確使用電熱飯盒，免

生意外。 

  

  

2021 年從澳門市場以及內地實體店和電商平台共抽查的７種、共 146 款商品，

公佈的報告比 2020 年增加多約 1 倍；抽查的樣本數量更增加近九成，為消費者提

供更多資訊，建議善用試驗比較的報告，從性價比及個人需求等方面作出更佳的消

費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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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的調查工作  

 

 

 

抽查 20 款不同品牌的預包裝咖啡飲品，比較該類飲品標籤標示的熱量及糖份含量，

檢驗結果顯示商品標籤內標示聲稱的糖份，最低與最

高的含量達到 1 倍以上的差距，提醒消費者要留意及

比較食品標籤營養成份及含量的意識，從而作出更精

明與更健康的消費選擇。 

 

 

調查結果刊登於第 334 期《澳門消費》 

 

 

抽查加油站的油錶準確度屬本會年度恆常工作，20 個加油站的油錶抽查樣本中有 6 個

油錶樣本的檢定結果未達標準，本會已將結果通知有關

油站和監管部門作出跟進，由市政署跟進及檢測，至結

果符合要求。 

 

 

 

抽查結果刊登於第 336 期《澳門消費》 

  

罐裝及瓶裝咖啡飲品的糖份及熱量

標籤比較 

查

2021 年度加油站的油錶準確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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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掌握消費者在選購智能手錶時所需主要資訊及考慮條件，本會利用通訊平台進行問卷

調查，作為結合即將開展的智能手錶比較試驗的參考資料，調查反映消費者購買和使用智能

手錶時首先考慮如下 5 個因素： 

 產品外觀設計 

 品牌 

 安全性 

 產品價格 

 續航能力 

                                                                    

調查結果刊登於第 340 期《澳門消費》 

 

 

 

 

 

*所有測試及調查報告主要以刊登於 2021 年度《澳門消費》月刊作為 2021 年的年度工作範圍 

 

 

 

 

⊙⊙⊙⊙⊙⊙⊙⊙⊙⊙⊙⊙⊙⊙⊙⊙⊙⊙⊙⊙⊙⊙⊙⊙⊙⊙⊙⊙⊙⊙⊙⊙⊙  

2021 年智能手錶比較測試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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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公佈 455 份物價調查報告       

             “澳門物價情報站”不斷優化 

 

消費者選擇在超市購物是現時其中的一種主要消費模式。本會自九十年代起已開始通過

收集與發放超市貨品價格，提高物價信息透明度，保障消費者的選擇權。 

在消費型社會下，消費者對物價信息有會更大的需求，本會持續從質、從量整體優化物

價調查工作，擴大調查貨品的種類及場所數量，調查方向務求貼近消費者所需，提供更充份

及科學的價格數據，讓消費者可以有更佳的消費選擇。 

善用電子化的優點，本會於 2011 年起先後引進移動裝置應用程式及微信號等各種電子

及社交平台公佈物價調查報告， 

其中應用程式經過不斷完善，更方便消費者以

不同與便捷方式格價，從而達到更精明與理性消費。 

目前，本會的物價調查工作，包括定期調查超

市貨品價格、多類貨品的專項物價、新鮮食品價格，

緊貼市場變化收集兩種燃料價格，每年收集到數以十萬

計的價格數據，發展及累計下來，成為追蹤與分析澳門物價變化的重要數據庫。 

 2021 年超市調查概述 

 超市物價調查工作繼 2020 年加密至每周一次公佈調查報告，2021 年持續加大力度，

包括增加調查超市的數量，增加嬰兒用品類較普遍的 16 款貨品價格；整體貨品的調查總數

至底增加了超過一成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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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常態化，推出市場的消毒用品款式亦林林總總，因應消費者對該類貨品價格信息的

需求，本會將“家居清潔用品”與“清潔消毒用品”合併成“清潔消毒用品”，調查貨品的

數量亦因應作出增加。 

 

至 2021 年底，本會調查全澳 36 間超市的食米、穀類食品、食油、罐頭

及塗醬類、調味品、飲品、乳類食品、清潔消毒用品、急凍或冷藏食品、鮮活

食品、衛生紙、冰鮮食品及嬰兒用品共 13 類、210 款貨品的價格，做到同日

完成調查及公佈報告，讓消費者參考最新的價格情報，作出比較及選擇。 

2021 年專項物價調查概述  

物價專項調查以焦點式追蹤多類民生日用品的價格與變動情況，因應實況更新公佈時間

及加入調查項目。 

2021 年專項物價增加調查“個人護理用品”的價格，連同“非

處方成藥”、“嬰兒奶粉”、“冰鮮豬肉及急凍豬扒”、“麵包”及

“新鮮豬肉”6 個恆常專項物價調查（每月／每兩個月進行調查），

以及 2 個節日前公佈的賀年及月餅節令性食品價格，共計有 8 項專項

物價調查。 

本會每周公佈蔬菜及豬肉的均價表，價格數據涵蓋全澳市政街市及多個超市等零售場所，

達到提高新鮮食品價格透明度，並藉以掌握這類食品價格的變動。 

2021 調查 43 萬個價格數據 

 本會 2021 年共公佈 455 份的物價調查報告；完成 4,532 間次超市等場所的價格調查

工作，調查涵蓋預包裝食品、日用品、急凍及新鮮食品等超過 430,000 個價格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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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站”新增過萬用戶 

為方便消費者一次過掌握及應用各個物價應用程式，本會 2016 年推出“澳門物價情報

站”應用程式，消費者只需下載一個應用程式，就可以同時使用“超市物價情報站”、“澳

門燃料價格情報站”以及市政署的“街市物價情報站”3 個應用程式內的物價信息及服務。 

“澳門物價情報站”不斷優化，設置多元搜尋及格價功能，方便消費者隨

時隨地格價，“澳門物價情報站”使用量持續上升。 

2021 年全年新增用戶近 1 萬 2 千人，瀏覽量超過 17 萬次。 

“澳門燃料價格情報站”手機應用程式使用情況亦持續增加，自 2015 年

推出至今，錄得下載用戶量近 2 萬 2 千多名，瀏覽量

約 15 萬次，2021 年新增下載用戶近 6,000 名。 

消費者除可使用“澳門物價情報站”查閱數百款貨品的價格

外，亦可利用本會微信帳號內的“物價查詢”功能獲得同樣的資

訊。 

“澳門燃料價格情報站＂及時更新 

“澳門燃料價格情報站＂收集兩類燃料的價格，涵蓋全澳 5 個品牌，分佈各區共      

20 個＊加油站的無鉛、特級汽油及低硫柴油的價格，以及 42 間*家用罐裝石油氣零售商，

銷售不同規格石油氣的最新零售價及相關優惠，供消費者作出比較，該情報站設車用燃油加

油計算機功能，方便消費者比較各油站實際格價。 

 “情報站”於 2021 年共更新了 121 次車用汽油、17 次家用罐

裝石油氣的價格與優惠等信息供給消費者比較。 

 

 

 

 

*：2021 年營業中的場所數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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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兩度變化力保物價穩定供應充足 

加強巡查監察抽檢防疫用品質量 

 

2021 年因疫情出現變化，本澳先後於 8 月初及 9 月下旬２度進入即時預防狀態。 

為預防因疫情發生變化可能出現的各種消費侵權行為，保證市場有序運作，本會配合

特區政府抗疫防疫政策推出及執行各項維權措施，保障消費者的權利。 

確保供應及價格均穩 

本會一直與各類民生食用的供應商及零售商保持密聯繫，持續跟進各類物資及防疫衛生

用品的交通運輸及存量等狀況，為預防疫情隨時出現的變化作出準備。 

2021 年疫情兩度生變，本會與經濟及科技發展局即時約見供應商及零售商，要求業界

配合特區政府措施，確保貨運及存貨維持順暢及正常，提醒超市等零售商戶注意銷售情況，

及時補貨及上架，並敦促須誠信經營，切勿囤積居奇。 

加強巡查遏止違法行為 

本會加強到全澳各區藥房、超市及百貨等場所巡查，重點檢查物價須準確標示、防疫用

品標籤資料完整無誤，提醒商戶須依法向消費者展示清晰及易明的商品資訊。 

同時，本會維持超市及專項等物價調查工作，每次完成調查即日公佈報告，提高市場的

物價透明度，並建議消費者善用本會發佈的物價資訊作出比較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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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宣傳使居民安心 

本會透過新聞稿、微信帳號、移動裝置應用程式及網頁等途徑提醒商戶須守法經營；

此外，針對物價穩定及供應充足等資料，向消費者發出“消費提示”，同時，呼籲消費者

無需過量採購及囤積。 

為鼓勵消費者如發現市面有任何侵權行為，可使用本會的“消保易”綜合服務電子平

台（https://app.consumer.gov.mo/wapp），以文字或照（圖）片提供資料，亦可利用

本會熱線電話： 8988 9315 的 24 小時電話錄音服務反映，以便本會能

及時跟進。 

抽查醫用口罩提供選購資訊 

正確選擇及佩戴合規醫用口罩是防疫重要手段之一。 

鑑於市面售賣的口罩種類眾多，為保證醫用口罩安全合規，本會與

經科局聯合巡查各區藥房及口罩零售點超過 660 間次，巡查期間要求商

戶須清楚讓消費者知道購入的是醫用抑或是非醫用的口罩，並要求將兩

種不同功能的口罩擺放於不同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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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消費者正確選購，本會網站

（https://www.consumer.gov.mo/News/mask_standard.aspx?lang=zh）載有不同國

家或地區醫用口罩的標準以供參考。 

本會與經科局又在市面抽取 18 款醫用口罩的樣本，送

交專業機構進行檢測，檢測結果有 1 款樣本在細菌過濾效率

中未能達標，該款有問題口罩同批次的產品即時被下架，本

會向消費者作出呼籲，應立即停用該款產品，以及協助有需

要的消費者退貨。 

 

配合“電子消費優惠計劃”的系列工作 

為“保就業、穩經濟、顧民生”，特區政府推出“電子消費優惠計劃”，為落實計劃的

目標，經科局聯同本會多次約見商會、供應商、超市等行業的零售商代表，敦促各行各業須

維持物價穩定，配合計劃初心，推出更多優惠，使計劃能發揮到疊加效應。 

在“電子消費優惠計劃”開始使用前，經科局與本會加強巡查，密切監察物價的狀況，

提醒及呼籲商號務必守法、誠信，履行與發揮企業維護與尊重消費者權益的社會責任，特別

在政府推行“電子消費優惠計劃”的惠民、惠商措施，更要提高警覺性，做好營運監管的工

作，避免發生消費爭議。 

為提高消費者維權意識，鼓勵消費者共同監督違規行為，本會加強推廣“消保易”綜合

服務電子平台這項便民的網上服務，本會收到平台內消費者留下的資料，將迅速跟進。 

為此，本會在超市、百貨等零售場所，商業及住宅樓宇內外廣泛張貼“消保易”二維碼

標貼及海報，方便消費者可以隨時隨地使用到“消保易”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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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店認可計劃》信心的品牌 

首辦“最佳誠信店”達預期效果 

 

本會於 2001 年推出“誠信店”優質標誌，發展至今已成為消費信心保證的品牌。 

為提升“誠信店”形象，本會持續優化“誠信店”的評審機制、推廣策略，以及加強對

“誠信店”商號人員的培訓。 

與時俱進，本會研究更完善的機制，以及新面貌突出“誠信店”優質

品牌的形象，使消費者對“誠信店”更有信心。 

2021 年推出的《誠信店認可計劃》從各方面提升“誠信店”的質素，

以“新面貌”向居民及旅客推廣“誠信店”是更好的，並首辦“最佳誠信店”活動，藉活動

激勵“誠信店”商號主動作出各方面的優化，精益求精。 

逾 1,160 間商號獲“誠信店”優質標誌 

本會向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以及《誠信店承諾》的 14 點要求，同時通過評審的

“加盟商號”發出“誠信店”優質標誌。 

為保證“誠信店”均能守法經營，恪守承諾，本會以實地巡查方式，配合指導服務，確

保“誠信店”的質素。 

本會 2021 年完成 1,843 間次商號的恆常巡查，其中向 110 間次商號提供專人指導，

當年逾 1,160 間“加盟商號”獲“誠信店”認可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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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間“誠信店”表現卓越獲“最佳”  

本會舉辦“最佳誠信店”活動目標旨在推動“誠信店”團隊為爭取“最佳”榮譽，從而

主動作出各方面優化，在競逐過程激發商號自我提升的潛力。 

232 間“誠信店”參加競逐，活動以淘汰方式，就商號的資訊展

示、銷售政策及環境服務 3 大項、14 個細項分階段進行評分，總共頒

發 177 的獎項，包括 20 間“誠信店”獲“最佳誠信店”最高評級、

36 個“優異誠信店”及 121 個嘉許獎，經營的業務包括黃金珠寶、

中藥等零售及餐飲服務多個行業。 

檢視活動達到提升“誠信店”服務質素的預期效果，本會來年繼

續“最佳誠信店”活動以延續取得的成效。 

 

與旅遊局復辦“聯乘”計劃 

為配合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建設，推動優質旅遊服務，本會與旅遊局合辦“星級旅

遊服務認可計劃”聯乘“誠信店認可計劃”，該計劃於 2020 年因配合疫情各項防疫措施停

辦，2021 年復辦，共有 29 間經營珠寶金飾、中西藥業及資訊商品等零售業務界別的“誠

信店”符合計劃標準，經“星級旅遊服務認可計劃”評審委員會通過成為“星級服務商戶＂，

並獲發證書及標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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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乘”計劃舉辦以來，發揮部門協作的疊加效應，達到推動本澳旅遊服務水平，發揮

更大的推廣效力。 

 

便商服務吸引更多商號加入團隊 

為吸引更多商號加入“誠信店”制度，自願接受本會監管，擴充本澳維權工作層面，本

會持續優化各項措施與推出更多便商服務，包括簡化“加盟商號”申請程序、完善檔案管理，

以及與公共部門及工商團體加強合作，具體工作有： 

送服務上門 

由本會組成的專責工作小組，以“送服務上門”方式主動到本澳各區向商戶介紹《誠信

店認可計劃》，讓企業認識“加盟商號”及“誠信店”制度具促進企業業務發展的效益。 

＂誠信店”網上服務專區 

通過專人與專線等服務為“誠信店”提供及時與所需的服務，為有意申請成為“加盟商

號”的商號提供諮詢服務。 

“加盟商號”網上服務可供商號辦理線上申請加入手續，“加盟商號”亦可在開通電子

帳戶後自行更新商號地址等資料，以及網上報名參加培訓活動，2021 年底，1,424 間“加

盟商號”中有 720 間商號開通了網上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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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捷的電子服務 

為方便商號，本會簡化申請加入“加盟商號”遞交申請文件流程，申請的企業主／法人

代表擁有 1 間以上的商號，只需就其所持有的全部商號（擬申請加入）辦理 1 次加入聲明，

而無須為每間商號辦理申請手續，簡化申請手續達方便持牌人效益。 

同時，本會在商號同意下可以互聯方式向財政局索取“加盟商號”及“誠

信店”的商號持牌人資料，免卻商號遞交部份文件，是“誠信店”一項重要的

便商措施。 

 

部門協作 

貿易投資促進局轄下“商匯館”的會員商號，經“商匯館”篩選及符合“加盟商號”、

“誠信店”的要求，該些商號可循綠道獲審批成為“誠信店”。 

助力工商團體加大宣傳力度 

本會積極走入社區宣傳《誠信店認可計劃》，借助工商團體網絡進行協作，透過商會的

推薦商號，達到吸納更多具良好營商操守的商號加入維權行列。 

 本會目前的工商團體合作伙伴有：澳門北區工商聯會、澳門中南區工商聯會及澳門離島

工商業聯合會等商會。 

展覽／銷活動推廣“誠信店” 

2021 年本會共參加 13 場展覽／銷會活動，派員駐場為消費者提供適時的協助，以及

與向會人士推廣《誠信店認可計劃》，達到提高“誠信店＂品牌知名度的效益。 

續辦“存憑有理”推廣“誠信店” 

本會持續舉辦“存憑有理”有獎活動，消費者掃描“誠信店”二維碼就可參加該活動，

2021 年的兩期活動共錄得近 15,000 人次參加。 

“存憑有理”既可建立消費者消費後保留單據等交易憑證的維權意識，更可吸引消費者

光顧“誠信店”，達到促進“誠信店”業務的效益。 

“誠信店”二維碼連接“消保易” 

每間“誠信店”都有一個獨立的二維碼印於“誠信店”優質標貼內，作為防偽條碼，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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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只需利用智能手機等流動裝置的“掃一掃”功能掃描商號張貼出來的“誠信店”標貼，

就可以確認該商號“誠信店”資格，同時亦方便消費者查找相關“誠信店”經營的業務及位

置等資料。 

為鼓勵消費者共同監察“誠信店”，2021 年底更將“誠信店”優質標貼與“消保易”

連線，消費者透過掃描二維碼即可在“消保易”直接簡快對“誠信店”提出建議或投訴。 

 

“行業守則”助建和諧消費環境 

 防微杜漸的措施可預先避免消費者的權益受損，本會在檢視消費市場規模及發展趨勢；

分析發生較多爭議的行業運作，在保護消費者的原則及前題下為各行各業訂立專門的行業守

則，從而提高相關行業營運透明度，為交易雙方建立更清晰的權利及義務關係，提升本澳和

諧消費的氛圍。 

目前，《誠信店認可計劃》的數十個行業中有 19 個零售服務業已制定“行業守則”，

相關守則同時納入到計劃評審要件項目內。 

“網上誠信店”計劃 

為保障消費者網購權益，本會在《誠信店認可計劃》＊基礎上，於 2017 年創立“網上

誠信店”計劃，計劃吸納對象包括同時經營網購業務的實體“誠信店”，以及在貿易投資促

進局認可的網上購物平台已註冊的實體商號。 

“網上誠信店”承諾會百分百解決與消費者發生的爭議，計劃其中特點是消費者可以在

本會網站內的“網上誠信店”專區對相關商號提出評價、意見以至查詢，商號收到消費者的

信息後須於 72 小時內作出回應或回覆，本會當中監察有關的過程及商號表現，透過三方的

互動及信息分享，建立彼此互信的消費關係，達到監督與評核各間商號的效益，讓商號可及

時作出改善，履行對消費者提供更優質服務的承諾。 

＊創立時為“誠信店”優質標誌計劃，計劃於 2021 年更名為《誠信店認可計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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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教育 廣泛普法確保《消保法》順暢實施 

“消保易”深入社區突出便民優點 

           

 宣傳教育可加強消費者自我保護的能力，並能建立消費者合理行使其權利與履行其責任

的公民意識，因為消費者不僅有自我保護的意識與能力，還應關心社會事務，具正確與健康

的消費觀念，以及保育等意識，共建永續的消費環境。 

 本會持續對不同社群，採大眾及專題方式進行各種形式的宣傳教育。 

2021 年下半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公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下稱《消保法》）

於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為確保《消保法》順暢實施，前期普法工作尤其重要，本會分

別以消費者與經營者為對象，展開了一系列策略性的宣導工作。 

 

恆常有效的宣教工作持續進行 

本會透過多元方式，包括製作宣傳短片，針對大眾，尤其長者、青少年、經營者等不同

社會群體及工商界別等團體進行了各種的宣傳教育工作，具體工作如下： 

專題活動 

 推出“內地購房資訊”專頁 

因應澳門居民內地購房，尤其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置業的趨勢，為此，本會致力提高內地 

  



38 

 

房地產銷售交易信息的透明度，提醒有意在內地置業人

士，事前須多作準備，做足功課，更多認識內地相關法律及

交易程序。 

在內地購房聯防機制下，本會持續與大灣區內地消費者

組織發佈內地購房的“消費提示＂，適時轉發相關的最新資訊。 

本會網站設立“內地購房資訊”專頁，專頁與大灣區內地 9 個城市監管房產交易信息

的網上平台連線，羅列內地房地產銷售的相關“法律法規”及“大灣區房產信息”等多個專

區，供居民核實內地獲批銷售房產的“五證”證號，以及相關房產樓款的監管專用帳戶等重

要交易資料。 

本會透過消費教室的概念製作教育宣傳短片，配合

各種文宣工作，廣泛推廣專頁的優點及重要性，2021 年

錄得逾 6,500 次的瀏覽量。 

 

 “存憑有理 2021”有獎活動 

本會連續第８年舉辦“存憑有理”有獎活動，活動以大眾為對象，目的在培養消費者消

費後“取發票 存發票”的良好習慣，從而提高消費者自我保護的意識。 

自 2020 年起每年舉辦兩期“存憑有理”活動，

2021 年先後於 3 月及 8 月舉辦的“存憑有理”活

動，共錄得超過 15,000 人次參加登記抽獎，歷年累

計約 50,000 人次參加該活動。 

 “超市智多星＂中文有獎問答遊戲 

為加深消費者認識超市物價調查工作，以及“澳門物價情報站”功能，本會舉辦“超市

智多星”活動，活動吸引約 7,500 人次參加，通過活動邀請居民就超市物價調查的貨品款式

等內容踴躍提出建議，成為本會優化超市物價

調查工作的重要參考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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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常”消費考察獎勵計劃(2021/2022 學年) 

“尋・常”計劃於 2015 年首辦，以青少年為對象的校園消費者教育活動，計劃為中學

生提供自主的學習平台，計劃要求同學通過考察、調研與討論過程編制專題報告參加計劃。 

計劃安排獲獎隊伍參加研習營*，透過討論及反思引導同學延伸獲獎報告中值得探討及

可再發展空間，經同學以不同形式，例如話劇、獨白等演繹報告精髓，計劃探討題材成為本

會進行校園消費者教育的重要素材，而“尋・常”計劃亦可提高同學日後繼續升讀大專院校

編制專題研究報告的能力。 

來自本澳各間中學的 146 多支隊伍、720 多名中學生參加了“尋・

常”計劃(2021/2022 學年)，參加計劃報告研究方向多元嶄新，包括以

中學生的理財觀、當前的速食文化、網購及環保等為題，亦有探討澳門

在疫情期間市場出現的各種消費現象，經審評共選出高中組及初中組優

異獎、最佳選題獎、最佳創意獎及嘉許獎 19 個獎項。 

（*自 2020 年起因配合疫情防疫措施，相關的安排暫停。) 

 

大眾宣傳 

 “消保易”簡捷高效 

 “消保易”便民高效，為鼓勵消費者更多選擇＂消保易”的網上服務，本會通過線上線

下，包括利用社交平台、公共交通及街道橫額等大眾媒體廣泛宣傳，為各界舉辦講座介紹“消

保易”簡單易用的優點。 

為更方便消費有需要時使用到“消保易”服務，本會特別製作“消保易”二維碼（QR 

Code）標貼，標貼張貼於所有“誠信店”商號及住宅樓宇公共地方等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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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專題講座 

- “粵澳房產消費維權講座” 

為加強澳門居民認識內地購房的法律常識與須知，同時響應“3•15 世界消費者

權益日”，本會聯同廣東省消費者委員會與經濟及科技發展局於 3 月 14 日舉辦“粵

澳房產消費維權講座”，邀請內地律師以及房地產行業專家分享內地購房的注意事

項。 

應邀出席有街坊總會、婦聯總會、歸僑總會、新青協等社團，廣告業及地產中

介業等代表在講座上踴躍提問，認同講座內容可加深瞭解內地房地產銷售的法規，

提高風險意識，並表示會協助將講座內容帶回社區及機構深入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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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講座 

因應疫情變化，講座服務需以更靈活方式舉辦，為方便團體及消費者預約各專題講

座，2021 年“消保易”新增網上預約講座服務，多場次的講座向長者、弱能人士等社

群，近 250 名人次介紹“消保易”及“澳門物價情報站”，講座上就日常生活的消費

權益等疑問進行交流及解答，提高與會者的維權意識。 

 

  

因時制宜，本會推出網上“消費者教育專區”，方便消費者疫情下亦可通過線上認

識本會服務及各類維權資訊，2021 年共錄得 139 次瀏覽量。 

- “消費提示”預防權益受損 

宣傳對象涵蓋本澳消費者、內地與港台地區等地的旅客，內容包括消費投訴熱點問

題、產品與食品最新資訊，以及法律常識等，2021 年本會透過電子平台、《澳門消費》、

新聞稿等渠道共發出 24 次的“消費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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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電子平台優勢 

 一個 APP 包羅 4 類維權信息 

本會整合“超市物價情報站”、“澳門燃料價格情報站”、市政署的“街市物價情

報站”與“誠信店”4 個應用程式，匯總為“澳門物價情報站”應用程式，消費者通過

一個平台就可按個人需要查閱到 4 類不同的維權資訊。 

 微信帳號推“消費提示” 

微信號被視為有效推廣政務的網絡社交平台，能夠讓消費者及時掌握相關訊息，透

過這個被廣泛的媒體，讓更多消費者接收到各類維權信息，本會先後開立了官方及公眾

帳號，透過不同途徑邀請各界人士關注。 

2021 年本會在官方及公眾兩個帳號共發出 716 則帖文，兩個微信帳號累計關注人

數逾 11,000 人次。 

 

 

其他宣導工作 

■ 面向大眾的宣傳工作 

利用傳統大眾傳媒發放本會商品試驗、服務調查、物價調查等報告，以及“消費提

示”及本會活動等政務消息，2021 年發出 179 則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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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駐展覽／銷會場推廣“誠信店”計劃增消費者保障及信心 

本會配合特區政府推動展覽／銷產業的政策，參與由特區政府或商會舉辦的各類展

覽／銷會，宣傳《誠信店認可計劃》。 

本會人員駐場可及時回應消費者的查詢或疑問，迅速向主辦單位通報可能存在的消

費侵權投訴，增加消費者對澳門展銷活動的信心，藉着本會駐場的監察，推動參展商發

揮企業營商的倫理道德，有助提升本澳會展覽／銷活動的誠信形象。 

     本會於 2021 年 13 次派員在各展覽／銷會內駐場，適時協助消費者處理各種消費

糾紛及查詢。 

 

 

 

 

 

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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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前普法工作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涉及社會層面廣深，在《消保法》實施

前後，本會分階段以不同形式；分不同對象定從深從廣展開大量普法工作。 

《消保法》生放前期的普法工作由 2021 年 7 月起系統地、有序地開展。 

首階段的普法工作 

 推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網上專頁 

專頁於 2021 年 7 月 12 日上線，分為“簡介”、“法律全文”、“主要內容”、“圖

文包及宣傳短片”、“主要內容”、“新聞稿”、”常見問題”、“參考範本及常用表格”

及“《消保法》諮詢”８個專區，以文字、圖文包及短片等多元方式闡明《消保法》的規定。 

專頁推出後至 12 月 31 日共錄得 9,750 次瀏覽量。 

     

■ 面向經營者的普法工作 

經營者是《消保法》主要持份者之一，經營者須知法守法，為此，普法工作透過宏觀及

細化方式，向不同界別的經濟團體及商戶兩個層面進行深入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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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保法》頒佈後，本會為各行各業的商會舉行 30 多場的專場講解會，本會邀請商會

協助向所屬會員商號推廣《消保法》，並交流各個行業的實際運作，提供建議以配合《消保

法》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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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重點工作是派員到澳門各區的食肆、美容美髮、傢俬、五金、生活百貨等零售店

號進行現場講解、介紹法律規定、派發宣傳單張，鼓勵商號如有疑問儘快向本會查詢，前

期的普法工作共到訪 3,419 間次商號。 

     

■ 面向消費者宣法工作 

《消保法》與民生息息相關，加強與大眾互動，提高消費者對《消保法》實施的關注

程度，宣傳工作走入社區，為社區團體舉辦《消保法》講座，致力讓每位居民認識《消保

法》如何保障消費者的權利與應有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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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委會於各區舉辦了４場普法園遊會，吸引不少居民參加，居民透過攤位遊戲認識

《消保法》，現場解答消費者的查詢。 

   

居民踴躍參加各區舉辦的園遊會，達普法成效。 

     

現場設展覽，以圖文包 

增加普法的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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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部門普法宣傳工作 

本會聯同法務局及貿易投資促進局合作，為澳門會展行業舉辦線上講解會。 

本會與法務局合作於不同社交平台共同發佈《消保法》的圖文包、動畫等宣傳材料，增

加《消保法》資訊在不同媒體的曝光率。 

 善用每種宣傳途徑優勢 

以滲透方式將《消保法》帶入社會各層面，以及大眾的日常生活中，本會透過大眾及小

眾、傳統及新興媒體，包括電台廣告、巴士站廣告、口岸大型電子屏、街道橫額廣告、燈柱

旗廣告、新聞媒體的手機應用程式廣告，電視資訊節目、舉辦有獎及校園消費者教育活動進

行《消保法》生效前的各項普法工作，這階段的工作成效亦成為《消保法》順暢實施的重要

的基礎。 

          

本會持續豐富圖文包專區的內容，歡迎消費者登入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網上專頁瀏覽。 

 

 

 

 

⊙⊙⊙⊙⊙⊙⊙⊙⊙⊙⊙⊙⊙⊙⊙⊙⊙⊙⊙⊙⊙⊙⊙⊙⊙⊙⊙⊙⊙⊙⊙⊙⊙ 



49 

 

 

〡部門協作〡 

齊心合力維護消費者權益 

            跨部門普法提升法治意識 

 

 消費維權工作涉及民生、食安各個層面，跨部門協作可更有效、及時與全面保障居民及

旅客的消費權益，透過部門間交換信息有助整體規劃本澳保護消費者的政策，構建安全與誠

信的消費環境。 

 2021 年，本會繼續通過恆常機制，以更靈活方式進行跨司、跨部門的協作，包括推廣

法律、食品安全、保護環境、保護個人資料、打擊販賣冒牌及偽劣貨品等行為，以及推廣《誠

信店認可計劃》、交換物價信息與個案轉介等協作工作，近年，因應疫情變化，部門間火速

聯動做好消費維權把關工作，減少疫情可能對居民帶來的影響。 

與經濟及科技發展局的合作 

 本會與經濟及科技發展局近年加強合作，因應實況以穩定物價為目的，保障消費者的權

益。 

 配合 2021 年 6 月 1 號開始使用“電子消費優惠計

劃”，本會與經科局 5 月份起深入社區宣傳該計劃。 

因應疫情變化，為確保民生物資的供貨及價格穩定，

本會與經科局持續聯合執行實地及網上巡查工作，遏止

違法行為，從速回應居民的對物價的投訴，為保證防疫

用品的品質，聯合抽驗醫用口罩品質。 

  颱風“圓規”來襲，本會與經科局合作，聯絡各供應及零售

商，要求確保颱風期間的供應穩定，呼籲及巡查工作有效保障消

費者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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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為加強澳門居民認識內地購房的法律常識與須知，本會與經科局合辦“粵澳房產

消費維權講座”，講座對象包括社團代表及廣告業界人

士。 

 

恆常機制部門合作無間 

 多部門的合作 

每逢重要節日等長假期來臨之前，本會邀請經科局、旅遊局、交通事務局、司法警察局、

治安警察局、澳門海關、市政署、衛生局（2022 年會議改邀藥物監督管理局）及郵電局等

政府部門舉行跨部門工作會議，就假期期間對本澳居民及來澳旅客之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工作，

互相交換消費維權情報及措施預案。 

 

本會與海關及經科局在社區聯合巡查及普法，向商號派發單張，宣傳保護知識產權，尤

其提醒“加盟商號”、“誠信店”須審慎注意貨源，不要出售冒牌貨品，務求為消費者構建

信心與安全的消費環境。提升消費者來澳旅遊購物的信心。 

配合防疫工作，又呼籲零售業界配合特區政府的防控疫情工作，按照衛生當局編製的零

售業防疫指引，做好場所的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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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價格工作小組 

  由經科局主導，市政署與本會組成的食品價格工作小組，每年以季度形式與業界會

晤，定期深入瞭解澳門鮮活食品入口與批發價格、零售價的變動原因，以及預測未來價

格走勢等狀況，有關的資料成為小組研究本澳鮮活食品價格工作的重要參考資料。 

 燃料監察工作小組 

 由經科局主導組成的澳門特區政府燃料監察工作小組，成員包括本會、環境保護局、

統計暨普查局及消防局，本會負責收集與發放家用罐裝石油氣與車用汽油的零售價，以

及管理“澳門燃料價格情報站”應用程式。 

 小組每季舉行工作會議，以上兩類燃料價格及調價頻率成為小組監察與分析本澳燃

料市場運作與價格的其中重要數據。 

 完成《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修法送立法會細則性通過 

 就《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立法工作，本會與法務局及經科局

組成的跨部門法律工作小組，在 2021 年與立法會第一常設委員

會及立法會顧問團經進行多次會議，立法會全體委員會會議於 6

月 24 日細則性通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7 月 12 日出版的《澳

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公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主要從以下方向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1. 保障消費者各項權利； 

2. 禁止不正當營商行為； 

3. 規範供應消費品合同及向消費者提供服務的合同； 

4. 規範遠程訂立的合同、商業場所以外訂立的合同及預繳式合同； 

5. 健全解決消費爭議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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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常緊密性的跨部門合作項目 

合作部門 主要合作內容 

海關 

 

 交換商標侵權、假冒及偽劣商品等消費者維權情

報。 

 配合節慶假期聯合向商戶普法。 

經濟及科技發展局 

  向該局通報鄰近至全球危險產品最新訊息。 

  *參與食品價格工作小組及燃料監察小組工作。 

 *進行《檢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制度》相關研究

工作。 

 *本會為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 

 個案轉介。 

市政署 

 *交換食品安全訊息。 

 *抽查加油站油錶準確度。 

 合作抽查節令等食品檢測工作。 

 個案轉介。 

衛生局 
 *參與藥物廣告諮詢委員會工作。 

 個案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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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部門 主要合作內容 

法務局 

 *進行《檢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制度》相

關研究工作。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普法工作。  

環境保護局  擔任“2021 環保超市嘉許計劃”支持單位。 

旅遊局 

 

 *參與旅遊發展委員會工作。 

 *參與旅遊局主辦的星級旅遊服務認可計劃，

本會擔任支持單位及評審委員。 

 “星級旅遊服務認可計劃”聯乘“誠信店認

可計劃”。 

 參與旅遊局的“星級旅客服務認可計劃”評

審技巧線上工作坊。 

 *於澳門國際旅遊（產業）博覽會派員駐場，協

助處理消費糾紛。 

貿易投資促進局 

於下列展銷會舉行期間派員駐場，提供現場諮詢

或消費者的投訴服務： 

 *2021 粵澳名優商品展銷會。 

 *2021 澳門國際品牌連鎖加盟展。 

 *第 26 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 

 *2021 葡語國家產品及服務展 (澳門)。 

 組織會展業界參加《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線上

講解會。 

 (*涉及一個部門以上之跨部門的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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〡跨域合作〡 （一） ：粵港澳大灣區 

建合作機制增內地購房信息透明度 

  配合政策加快與深合區共融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的實施是國家的重大政策，

特區政府施政配合落實。 

本會與粵港澳大灣區消費者組織維持緊密協作，與深合區加強合作，在保護消費者工作

領域內群策群力，構建大灣區安全與誠信的消費環境。 

2021 年重要的合作項目 

雖受疫情變化限制，本會與粵港澳大灣區內地 9 市的消費者組織採線上線下方式合作

無間，通過商品聯合比較試驗促兩地消費共融，維持交換維權信息、個案轉介以及人員培訓

等雙邊及多邊的合作，並預視消費維權工作的發展趨勢探討適時策略，讓兩地消費等經濟活

動有序發展。 

 回應訴求速建“澳門居民內地購房聯防機制＂  

在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趨勢下，愈來愈多澳門居民選擇在大灣區內地各城市置業，考

慮澳人或因不熟悉內地房產交易的相關法律法規而引致各種糾紛，本會聯同相關部門與大灣

區內地消費者組織展開調研，取得建立“澳門居民內地購房聯防機制”的共識。 

     

廣州市                  深圳市             珠海市深圳深圳市

廣深圳市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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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防機制透過與大灣區內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及肇慶 9 個

城市的房地產銷售資訊連線，並配合宣傳教育及個案轉介進行合作，是次的協作更得到各城

市的市場監督管理局等相關單位的全力支援，該機制自 2021 年 1 月起啟動搭建，不足 4 個

月時間便告完成，大灣區內地消費者組織均全部參與這次的合作，充分發揮跨域合作互補、

互惠的優點，是次合作達維護澳門及大灣區內地房地產市場的秩序，有利促進大灣區的融合

發展。 

     

佛山市                   惠州市               東莞市深圳深 

   

     

中山市                   江門市                 肇慶市深圳深 

 聯合商品比較試驗促消費環境融合 

配合大灣區融合消費的趨勢，聯合比較試驗商品既可加強保護兩地消費者的安全，增加

消費信心，亦成為本會與大灣區內地消費者組織目前恆常合作的主要模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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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本會分別與廣州市消費者委員會、珠海市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及深圳市消費

者委員會完成藍芽耳機、嬰幼兒潤膚

霜、粉底液及智能手錶 4 種商品的聯合

比較試驗，公佈試驗報告及發出選用的

“消費提示”。 

 

                                         

穗澳線上線下聯合公佈童鞋比較試驗報告 

 

 聯合發出“五‧ 一來澳旅遊消費錦囊” 

配合內地“五‧一”長假期，本會與大灣區內地各消費者組織聯合發出“五•一來澳旅遊

消費錦囊”，宣傳本澳“安全 宜遊”形象。 

“錦囊”提升本澳消費市場信息透明度，讓內地旅客認識本澳消費文化、掌握精明消費

之道，“錦囊”在大灣區內地各消費者組織的官方網頁、微信號等廣泛傳播，兩地合作加強

內地居民來澳旅遊消費的信心與保障。 

 與廣東省消委會緊密合作 

2021 年，本會與廣東省消委會多次互訪，舉行工作會議，就促加強兩地維權工作交流

探討，於 9 月舉行的“2021 年粵港澳消保工作視頻交流會”取得了

豐富的成果。 

本會持續通過"粵港澳大灣區消費投訴轉

辦平台"及時跟進平台內的個案，2021 年本會

接收平台 6 宗個案。 

2021 年本會與廣東省消委會共同發出“澳門消費者赴內地購房

消費提示”及“五•一來澳旅遊消費錦囊”兩則提示，透過專題信

息的共享，進行跨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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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域調解仲裁服務旅客所需 

本會的“消保網上調解及仲裁計劃”自 2020 年通行粵港澳大灣區，該計劃協助旅客若

與澳門商號發生消費爭議，即使返回原居地後才提出索償，只需使用本會的網上跨域服務，

就可進行調解及仲裁，解決爭議。 

與此同時，在“消保網上調解及仲裁計劃”的合作經驗下，大灣區廣東省各消費者組織

亦陸續推出跨境調解服務，為使該服務發揮跨域合作中資源共享的優點，2021 年底，本會

已與大灣區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東莞、中山、江門及肇慶 8 個內地城市的消費者組織

建立該跨境調解機制。 

跨域調解及仲裁服務減省消費者往返兩地索償的時間

等成本，成是跨域維權合作重要項目。 

以上兩項服務不僅體現大灣區消費維權工作的合作成

果，對大灣區的互動旅遊消費、消費共融、消費信心均具

促進動力，近年在疫情下，更突出了跨域網上調解及仲裁服務保障旅客消費權益的重要性。 

 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消協擁共同目標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商事服務局代理局長吳創偉及代理副局長邱潤華等一行 11 月訪問

本會，會上就推進《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作共同目標，就深合區健全粵澳共

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體制進行交流與探討。 

   

以上合作內涵是本會 2021 年粵港澳大灣區消費者組織的協同發展重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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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合作 

2021 年，本會與大灣區消費者組織的具體合作有： 

 與廣東省湛江市消費者委員會簽署消費維權合作協

議； 

 出席珠海市橫琴新區消費者協會＊舉辦的 2021 橫琴

新區“3‧15 國際消費者權益日”宣傳活動及“跨境

消費通”上線儀式； 

 珠海市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到訪本會進行工作會議； 

 參與由深圳消委會發起之《無線充電器》粵港澳大灣區標準啟動暨第一次標準討

論會(視像會議)； 

 參與由深圳消委會發起之《無線充電器》粵港澳大灣區團體標準第二次標準討論

會。 

＊於 2022 年 8 月更名為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消費者協會 

 

合作紀事錄                 本會倡議於 2018 年簽署的《粵港澳大灣區

消費維權合作備忘錄》，為大灣區廣東省內的廣州

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

中山市、江門市和肇慶市 9 個城市，以及香港與

澳門 2 個特別行政區的消費者組織建立共同及明

確的合作目標。 

《備忘錄》指定本會擔任大灣區各城市群與葡萄牙消保組織投訴個案的轉辦平

台，自此，本會透過推出及加強各項措施及計劃力度，竭力做好服務中國及葡語系國

家消保組織各方面聯繫與合作的角色。 

自《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於 2019 年 2 月 18 日頒佈後，粵港澳大灣區的

消費者組織協力為加強區內居民跨區消費的信心與保障進行各方面的合作，推動大灣

區消費融合的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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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合作 （二） ： 內地各省市 

通過個案與信息互換密切合作 

          發揮“一個平台”功能促交流 

 

本會與內地各省、市消費者組織，特別是與中國消費者協會，長期維持緊密的合作，本

會致力貫徹及進一步落實“一個平台”的功能，推動及服務內地與葡語系國家消費者組織的

互動與合作。 

與內地 37 個組織結盟合作 

2021 年本會先後與廣東省湛江市消費者委員會、海南省消費者委員會以及青海省消費

者協會簽署消費維權合作協議。 

至 2021 年底，本會在內地累計與 37 個消協／消委會組成結盟單位，為維護消費者權

益進行個案互轉、交換信息等合作。 

 個案相互轉介 

2021 年本會與內地各省、市消費者組織相互轉介訴個案共有 25 宗。 

個案轉介的合作為彼此居民提供及時的公共服務，本會與各個結盟的消費者組織及中國

全聯旅遊業商會根據雙方或多方的消費維權合作協議，設立“綠道”儘快處理相互轉介的個

案。 

 信息交流 

本會得到中國消費者協會及內地各省、市的結盟單位的

支持，在其官方網站及微信等社交平台宣傳《誠信店認可計

劃》，“誠信店”因此在內地獲得廣泛宣傳，增加知名度，

提高內地居民來澳旅遊消費的信心，2021 年與中消協聯合

發出 2 次的“旅客赴澳旅遊消費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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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珠三角區域消費維權信息平台”累存 700 條信息 

本會於 2013 年倡議透過網絡技術開發了“泛珠三角區域消

費維權信息平台”，歷年累積發佈超過 700 條維權信息。 

平台匯集泛珠三角區域內９個省及兩個特區消費者組織的官

方信息，保證消費者接收到準確及安全的維權信息，平台信息在不斷豐富中，成為泛珠三角

區域消費者組織交流與合作的其中一個主要平台。 

專業及官方信息有效提高維權成效，本會持續轉發中國消費者協會、國家食品藥品監督

管理總局、國家市場監督局、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等國家級的機關或單位所發出的商

品／服務的風險與法律常識等的維權信息與“消費提示”。 

 與全聯旅遊業商會的合作與交流 

兩會按 2007 年簽訂的合作協議內容，保持緊密溝通聯繫，適時檢討及完善消費維權的

工作，2021 年，全聯旅遊業商會向本會轉介個案有 1 宗，透過個案轉介，有助本會掌握與

檢視內地旅客對本澳旅遊消費的意見。 

同時，本會與全聯旅遊業商會聯合發出“誠信店”優質標誌，全聯並就《誠信店認可計

劃》的發展給予支持及專業的指導意見。 

 與台灣地區消基會的合作 

本會與台灣地區的財團法人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根據雙方的消費維權合作協議進行個案

相互轉介，食安等信息的交換等合作，2021 年轉發多條台灣地區當地的消費維權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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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合作（三） ： 與海外消保組織的合作 

2021 年增２葡語系國家伙伴 

用好環球信息加強合作成效 

 

網絡技術成就了全球消費者組織無遠弗屆的合作。 

本會善用線上方式與世界各地消費者組織通過交換維權信息及時維權，並在參與探討應

對全球各種新型消費議題的對策過程中，學習先進的經驗，拓展及提高了本會維權工作的視

野與成效。 

 

2021 年完成如下的重點工作： 

 響應國際消費者聯會（Consumers International）的呼籲   

本會於 1997 年成為國際消費者聯會（下稱“國際消聯”）正式會員，

有響應“國際消聯”倡議的義務，配合每年的 3 月 15 日“世界消費者權益日”舉辦活動或

發出呼籲，喚起政府及民間關注消費者的權益，本會為呼籲社會關注 2021 年“世界消費者

權益日”的“Tackling Plastic Pollution”（“對付塑膠污染”）年主題，發出專文轉載國

際消聯的研究、論點及主張。 

 

 擴展與葡語系國家保護消費者組織的合作 

推動“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建設，本會在 2021 年繼續與各葡語系國家延續及

開展了各種形式的合作。 

這些跨域協作包括維持與葡萄牙各消保組織緊密與友好合作關係，致力在消費事務領域

內發揮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服務平台”的角色。 

  



62 

 

 

2021 年本會分別與莫桑比克消費者研究及保護協會（ProConsumers - Associação 

para o Estudo e Defesa do Consumidor）和東帝汶消費者保護協會（Associação de 

Defesa do Consumidor de Timor Lest–TANE Konsumidor）簽訂合作

協議，合作範圍包括：消保信息分享、開展合作項目及培訓活動，以及

建立消費個案轉介機制。 

目前，本會除以上２個新增葡語系國家消費者組織的合作伙伴外，

其他的還有葡萄牙消費者保護協會（DECO）及巴西消費者保護協會（PROTESTE）。 

本會與各葡語系國家的合作協議中，均指定本會作為與中國內地各消費者組織之間的投

訴個案轉介平台。 

 向葡語系國家消費者介紹澳門 

2021 年 ， 本 會 繼 續 參 與 國 際 葡 萄 牙 語 消 費 者 協 會 組 織

（CONSUMARE）舉辦網上培訓及活動，藉此與各個葡語國家的消保組織成員保持聯繫。 

本會應邀參與 CONSUMARE 倡議的聖誕活動，拍攝短視頻向葡語系國家的消費者發送

聖誕和新年祝福，以及來年工作展望。 

該視頻已於 12 月在 CONSUMARE 網頁內發佈，此舉可以讓更多葡語系國家居民認識

澳門文化及本會的服務。 

 分享澳韓合作案例及成效  

近年韓國娛樂事業帶動周邊商品獲海外消費者的追捧，亦因此衍生了不少跨境消費的糾

紛，韓國消費者院有見不少個案涉及海外消費者投訴個案，為保障消費者跨境網購消費權益，

韓國消費者院發出“消費提示”，並邀請本會轉發，“提示”提供當地的投訴途徑，亦鼓勵

澳門的消費者如有相關投訴，可透過本會作出個案轉介。 

是次合作提高了澳門消費者的維權意識，讓澳門消費者一旦發生同類爭議時，可獲得適

時的協助，體現了全球消保組織合作無間取得的協作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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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5 項“服務承諾”及 9 個“服務質量指標” 

服務項目 服務質量指標(2021 年) 

消費諮詢服務 
 對一般查詢即時提供建議。 

 需向查詢者提供資料：5 個工作天內處理。 

消費投訴服務 

 提供足夠資料後 3 個工作天內初步處理，以書面聯

絡被投訴方，或轉介相關部門。 

 被投訴方之回應在 3 個工作天內向申訴人作出轉

達。 

 親臨本會投訴的消費者，等候接待時間不超過 15

分鐘。 

 辦公日之電話留言投訴於當/同日回覆。 

申請“加盟商號” 
 在收到企業申請表格及資料後，20 個工作天進行

審批及回覆企業有關批核情況。 

獲發“誠信店＂ 

 凡批核成為“加盟商號”之企業，須經本會監察及

評分而符合資格，由批核月開始計算，1 年後獲發

年度“誠信店”標誌。 

【註：以批核“加盟商號”之月起算，12 個月後視為

滿 1 年。】 

消費爭議仲裁服務 
 申請仲裁之個案在立案後 12 個工作天內，卷宗可

轉至“澳門消費爭議調解及仲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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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誠信店” - “行業守則” 

 

行業守則名稱 頒佈時間(年/月) 

洗衣業行業守則 2004/06 (2012/11 修訂) 

超市辦館業行業守則 2004/11 

手機零售業行業守則 2005/04 (2017/07 修訂) 

電器零售業行業守則 2005/05 

電腦及資訊產品零售業行業守則 2005/08 

金銀珠寶零售業行業守則 2005/09  

藥房行業守則 2006/06 

燕窩零售業行業守則 2006/06 

美容產品零售及服務業行業守則 2006/10 (2014/07 修訂) 

不動產中介服務業行業守則 2006/2 (2013/7 月 

及 2016/3 修訂) 

衣履皮革業行業守則 2007/02 

手信業(食品零售) 行業守則 2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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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守則名稱 頒佈時間(年/月) 

攝影器材零售及沖印服務業行業守則 2011/08 

眼鏡零售業行業守則 2012/06 

傢俬零售業行業守則 2012/12 

鐘錶零售業行業守則 2013/12 

餐飲服務業行業守則 2016/10 

旅遊服務業（外遊團）行業守則 2017/06 

寵物產品零售與服務業行業守則 2018/11 

 

 

(至 2021 年共 19 個行業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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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消費提示 

發放途徑：網頁                       

 澳門消費爭議調解及仲裁中心處理之案例 – 調解和仲裁 

 選購賀年食品要留神 

 濫收費用 

 走進綠色廚房 

 數一數年月日 期間計算大不同 

 羽絨衣羽絨被保養技巧 

 合同內容要清晰，雙方切實去履行 

 粵澳消委會聯發“澳門消費者赴內地購房消費提示” 

 購買會籍 

 預繳式消費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 消費者權益篇 

 韓國消費者院就網購 K-POP 產品發出“消費提示” 

 消費者要留意內地《反食品浪費法》已實施 

 刀具選得對 增加煮樂趣 

 14 個“誠信店的承諾”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 經營者義務篇 

 網上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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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門推銷要留心 多作比較更安心 

 選購兒童滑板車注意事項 

 展銷或展覽的銷售活動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 消費爭議的解決 

 

 

 

 

發放途徑：微信號                  

 【維權鐵三角】送上保障旅客消費錦囊 

 【網購 K-POP 商品有麻煩】 

 【息息相關】消費者與經營者都要留意啊！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消費者委員會二零二一 工作年報》 

出   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消費者委員會 

地   址：高士德大馬路 26 號何鴻燊夫人大廈３-5 樓 

電   話：+853 8988 9315 

傳   真：+853 2830 7816 

郵政信箱：3065 

電    郵：info@consumer.gov.mo 

網    址：https://www.consumer.gov.mo/ 

版    次：二零二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ISSN 2413-5755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