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載產品須知 

Updated on April 29, 2020 



免 責 聲 明 Disclaimer 

 

以 下 指 引 只 供 參 考 ， 不 可 視 作 法 例 的 完 整 或 明 確 陳 述 。 

如 有 任 何 疑 問 ， 應 自 行 徵 詢 法 律 意 見 。 

 

The Guidance Notes stated above are for reference only and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 complete or definitive statement of the law. Should there be 

any doubts, independent legal advice should be sought in this regard.  

 

 



1. 所有產品 

2. 電氣產品 

3. 醫藥產品  

4. 健康食品/ 營養補充品 

5. 中醫藥 

6. 除害劑產品 

7. 預先包裝食品和飲料  

8. 酒類產品  

9. 化妝品 

10. 玩具及兒童產品  

11. 床上用品和服裝  

12. 手續費 

注意事項 – 請點選類別： 



注意事項 - 所有產品 



1. 根據香港法例第362章《商品說明條例》: 

商戶應避免在HKTVmall上作出虛假商品說明、誤導性遺漏及餌誘

式廣告宣傳。 

 

例如在HKTVmall 上顯示錯誤的產品資料 (如產地、數量、體積

或重量、包裝設計): 

 

 

 

 

   

注意事項- 所有產品 

• 產品簡介與產品的資
料必須一致及正確 

 

• 如實物包裝有更改， 
請務必立即更新
HKTVmall 上的 

資料及相片 

顯示的產地資料與產品實物不相符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362!zh-Hant-HK@2014-12-05T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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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戶應將關於產品的所有重要資料清晰地列明於頁面上，確保文字描述、圖片及實物一致， 

  

          避免作出不清晰或不適時的產品資料，例如 : 

注意事項- 所有產品 

• 沒有因應已更新的產品包裝而及時更新產品頁面的圖片／文字描述 

客戶收到的產品實物 產品描述 



注意事項- 所有產品 

• 商戶未有將所有產品資料(例如多於一個生產國家)列明於產品頁面上 

• 應更新產地資料 

或 

• 應提及產品出產
自兩個不同的國
家！*若隨機發送，
須加上相關字句 



注意事項- 所有產品 

• 產品實物與圖片或文字描述非一致 

客戶收到的產品實物 



注意事項- 所有產品 

• 頁面上的圖片顯示的產品數量與售出的產品數量非一致 

客戶只收到一包產品 

顯示兩包產品 



4.   不可出售印有 “Not for Sale” 或 “Not for Individual Sale” 或”Tester”的產品 

Not for Sale Not for Individual Sale 

注意事項- 所有產品 

3.   平行進口的產品（又稱：水貨）必須於產品標題註明為“平行進口” 

未有註明為“平行進口” 



5.   請確保我們平台上使用的是已授權的照片 

 

 例子 1： 
 

注意事項- 所有產品 

HKTVmall 商戶使用的圖片 產品於官方網頁的圖片 

如需使用此照片， 

必須獲得授權書 

 或  

知識產權擁有者的批准 



5.   請確保我們平台上使用的是已授權的照片 

   

例子2： 
 

注意事項- 所有產品 

HKTVmall 商戶使用的圖片 

產品於官方網頁的圖片 

如需使用此照片， 

必須獲得授權書 

 或  

知識產權擁有者的批准 



6.    根據《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390章： 

 

       所有宣傳資料不得包含任何淫褻或不雅的文字、圖片、動畫及影片（不論是否知道該物品是不雅物品） 

 

        不雅內容包括: 

• 暴力 

• 腐化 

• 可厭的資料 

 

因此，HKTVmall頁面上亦不可展示任何不雅內容，特別在銷售成人用品的頁面上，產品本身、產

品包裝、使用方法的圖片及描述介紹均不可展示： 

 

1. 性器官，例如女性生殖器官(包括其內部結構)、男性生殖器官(陰莖、睪丸、陰囊) 

2. 裸露的身體，例如胸部、臀部 

3. 不雅動作，例如性愛姿勢(不論是否有衣服或其他配件遮掩身體部分) 

 

 

注意事項- 所有產品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390!zh-Hant-HK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390!zh-Hant-HK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390!zh-Hant-HK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390!zh-Hant-HK


注意事項- 所有產品 

 

7.   產品必須附上中文及英文簡介，而中英文內容必須一致 

  

8. 如產品描述、產品圖片、產品包裝或產品標籤上包含簡體中文，請將其轉成或加入繁體中
文的描述，並與原本的簡體中文字內容對照 

產品包裝及圖片： 

須以繁體中文字遮蓋包

裝上的簡體中文字部分 



注意事項- 所有產品 

產品包裝及圖片： 

須以繁體中文字遮

蓋包裝上的簡體中

文字部分 



注意事項- 所有產品 

產品標籤： 

須加上繁體中文字

的產品標籤 



注意事項- 所有產品 

產品描述： 

須轉為繁體中文的

產品描述 



9.   請上載所有包裝側面的照片，特別是帶有字的部分 

注意事項- 所有產品 

未有提供全部包裝相片 



10. 根據香港法例第1129章《香港紅十字會條例》禁止在未獲香港紅十字會授權下派發或出售或

展示 

• 有“紅十字會”字眼或“Red Cross”字樣的任何徽章、標記或標誌；或 

• 香港紅十字會特別採納以供其成員使用的任何徽章、標記、標誌及產品 

• 有日內瓦公約標誌的任何產品 

• 不論是否另有其他的字樣、字眼或設計，或包括有“Red Cross”字樣或相等的中

文詞語的任何產品，不論是否另有其他的字樣或字眼，或容納或包裝在包括有上

述標誌、字樣或相等的中文詞語的材料內的任何產品 

注意事項- 所有產品 



11. 商戶應預先將以下的口罩產品資料交予HKTVmall品質監控(QA)部門，包括： 

 

• 口罩樣本 (請將SKU ID張貼在樣本上以作識別) 

• 文字描述  (包括SKU ID) 

• 產品圖片 (四面照) 

• 產品證書 

 

遞交方式： 

樣本：以郵遞方式寄至香港電視購物網絡有限公司地址—  香港新界將軍澳工業邨駿昌街 

1號香港電視多媒體及電子商貿中心 

 

其他資料：從以下網址填好表格並提供以上所需資料

https://hktv.secure.force.com/form/Form_MCS 

 

注意！ 上載口罩前，請先參閱《上載口罩需知》: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yh_NYFTBQt7ajqX-

r2ootorIKYNW9uKMuXwrWGhqWHY/edit#slide=id.p1 

 

遞交的口罩SKU在QA批准前必須設置為離線(Offline)，否則HKTVmall將向貴 公司收取罰款港幣
$10,000元正 (每SKU計算) 

 

注意事項- 口罩產品 

https://hktv.secure.force.com/form/Form_MCS
https://hktv.secure.force.com/form/Form_MCS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yh_NYFTBQt7ajqX-r2ootorIKYNW9uKMuXwrWGhqWHY/editslide=id.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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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yh_NYFTBQt7ajqX-r2ootorIKYNW9uKMuXwrWGhqWHY/editslide=id.p1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yh_NYFTBQt7ajqX-r2ootorIKYNW9uKMuXwrWGhqWHY/editslide=id.p1


注意事項 - 電氣產品 
適用於所有電氣產品 



1. 電器必須附有圖中顯示各項適當標記： 

 

 

注意事項 - 電氣產品 
適用於所有產品 

Source: EMSD Website 



注意事項 - 電氣產品 
適用於所有產品 

2a.   提供合法的插頭 

 

所有由插座供電的固定電器必須配備BS1363或BS546的三腳插頭，以配合
香港的插座系統： 

 

Source: EMSD Website 



2b.   提供合法的插頭 

 

對於設計用於接駁鬚刨供電裝置(如鬚刨及電動牙刷) 的電氣產品，插頭應
為BS4573或EN50075的兩腳可逆插頭： 

違法的兩腳插頭 (不可於香港發售) BS4573或EN50075的兩腳可逆插頭 

注意事項 - 電氣產品 
適用於所有產品 

Source: EMSD Website 



注意事項 - 電氣產品 

訂明產品 

插頭 

適配接頭 

燈座 

軟電線 

拖板 

無排氣管儲水式電熱水器 

 



1. 以下產品必須上載產品安全證書至MMS系統的「其他照片」中： 

 

 

• 插頭 

• 適配接頭 

• 燈座 

• 軟電線 

• 拖板 

• 無排氣管儲水式電熱水器 

 

 

請注意！ 

安全證書必須為機電工程處認可核證團體所發出 

(有關團體詳見「登記名冊」) 

 

 

 

注意事項 - 電氣產品 
訂明產品 

 

https://www.emsd.gov.hk/tc/electricity_safety/registers/index.html


有關型號及標準規格
必須展示。 

(詳見下一頁) 

注意事項 - 電氣產品 
訂明產品 

 

安全證書例子： 



注意事項 - 電氣產品 
訂明產品 

 

保險絲類
型 

產品名稱 安全標準 

5A 

5 安培 

 

3腳圓型插頭/拖板 

 

BS 546 / BS 5733 

 

插座 BS 546 

13A 

13 安培 

3腳矩型插頭 / 拖板  BS 1363 Part 1 / BS 5733 

插座 BS 1363 Part 2 

15A 

15 安培 

3腳圓型插頭 /拖板  BS 546 / BS 5733 

插座 BS 546 

N/A 
2腳(可逆轉用)插頭 

(適用於鬚刨供電裝置) 

BS 4573 / EN 50075  

型號及標準規格 



2. 萬能蘇及拖板 

 

a. 插孔內必須裝有安全活門。 
 

 

 

 

 

 

 

 

 

 

 

b. 不要售賣有不規則形狀插孔的萬能蘇或拖板，每一面插座只應供一款插頭插
入。 

安全活門 

注意事項 - 電氣產品 
訂明產品 

 

不規則形狀插孔 規則形狀插孔 

Source: EMSD Website 



注意事項 - 電氣產品 
訂明產品 

 

3. 旅行適配器 

 

根據電氣產品（安全）規例，可與香港電源插座接合的適配器不是旅行適配器。 

 

 

 

 

 

 

 

 

 

 

 

如售賣以下類型旅行適配器，英規插頭必須被封閉，如圖： 

 

 

 

 

 

合法旅行適配器 非法旅行適配器 

Source: EMSD Website 



注意事項 - 電氣產品 

3. 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 (即四電一腦) 

在分發下列受管制電氣設備(REE)之前，您必須先向環境保護署(EPD)註冊： 

 

a. 空調機 (不超過 3 匹) 

b. 雪櫃 (不超過 500 公升) 

c. 洗衣機  (不超過 10 公斤)  

d. 電視機 (不超過 100 吋) 

e. 電腦 (包括桌上、平板、手提及筆記簿電腦 ) 

f. 打印機 (不超過 30 公斤) 

g. 掃描器 (不超過 30 公斤) 

h. 顯示器 (不超過 100 吋) 



您亦必須 – 

 

• 備有獲環保署批註的除舊服務方案 

• 在訂立合約前以書面通知消費者其法定除舊服務責任及條款 

• 應消費者要求安排法定除舊服務 

• 提供循環再造標籤予消費者： 

 

 

 

 

 

 

 

 

• 提供載有訂明字句的收據 

• 妥善保存一年記錄 

注意事項 - 電氣產品 

3. 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 (即四電一腦) 

Source: EPD Website (WEEE) 

如未有遵守上列事項，
便不可售賣 「四電一
腦」產品 ，違反者可
被環境保護署檢控 



注意事項 - 電氣產品 

請確保你在HKTVmall上的商店有備註顯示除舊服務條款，以及回收價格 。 

如圖例： 

3. 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 (即四電一腦) 

除舊服務條款 

回收價格資料  

購買頁面上同樣須要
除舊服務條款 



注意事項 - 電氣產品 

Source: EMSD Website 

4. 售賣設有開關水掣的花灑頭時： 

請將在簡短描述欄加上以下警告字句： 

  

中文 

  

注意: 切勿在「花灑儲水式」電熱水爐安裝設有開關水掣的花灑頭，以免發生意外。 

  

English 

 

Caution: Not to install shower heads with on/off value for "Shower Type" storage 

electric water heaters. 

設有開關水掣
的花灑頭 



注意事項 - 電氣產品 

5.  根據香港法例第598章《能源效益（產品標籤）條例》確保出售的訂明產品 

 

• 必須屬已獲機電工程署按其姓名或名稱編配參考編號的表列型號 

• 附有符合指明規格的能源標籤  

• 於產品描述頁上提及該產品的能源效益級別，或將標籤上載至MMS 

能源標籤訂明產品包括： 

a. 空調機 

b. 冷凍器具 

c. 緊湊型熒光燈（慳電膽） 

d. 洗衣機和抽濕機 

e. 電視機 

f. 儲水式電熱水器 

g. 電磁爐 

（圖片只供參考）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98!zh-Hant-HK?xpid=ID_1438403499356_004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98!zh-Hant-HK?xpid=ID_1438403499356_004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98!zh-Hant-HK?xpid=ID_1438403499356_004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98!zh-Hant-HK?xpid=ID_1438403499356_004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98!zh-Hant-HK?xpid=ID_1438403499356_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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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醫藥產品 



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藥劑製品」或「藥物」的定義，指施用於人或動物，並且用
作下列用途的任何物質或物質組合： 

 

(一) 被表述為具有治療或預防人類或動物的疾病的特性；或  

(二) 可應用或施用於人類或動物，其目的是： 

 

(i)  透過藥理、免疫或新陳代謝作用，以恢復、矯正或改變生理機能；或  

(ii) 作出醫學診斷。 

注意事項 - 醫藥產品 

因此，任何西藥產品(口服/外服)是用作以上目的， 

均歸類為「藥劑製品」或「藥物」， 

則必須註冊後方可在香港銷售。 

例如:  
具有治療或預防人類疾病的特性 

已於香港註冊 



1. 在銷售醫藥產品前（特別是平行進口的貨品（又稱：水貨））， 

    請留意以下幾點： 

 

 

 

注意事項 - 醫藥產品 

A. 請先檢查產品是否含有任何法例列明的毒藥成分 (可參考毒藥列表)： 

  -  如有，則不可售賣 

 

 

 

 

 

例子： 

以上全部產品均含有毒藥列表內的毒藥 
均不可於HKTVmall售賣 

女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138A!en-zh-Hant-HK@2018-11-23T00:00:00?INDEX_CS=N&xpid=ID_1438402708125_001


注意事項 - 醫藥產品 

例子： 

B. 如沒有毒藥成分，請檢查產品是否含有任何醫療聲稱(如 “治療傷風”)： 

        -  如有，則歸類為「藥劑製品」或「藥物」， 

            必須於香港為產品註冊後方可於市面售賣。 

 

 

 

 

 

 
 

 

 

C. 另外，銷售產品前，必須檢查產品包裝是否含有以下字眼， 

  -  如有，則不可售賣： 

例子： 

沒有毒藥成分但未有於香港註冊 

具有治療或預防人類疾病的
醫療聲稱 

不
可
售
賣 



Source: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1/17/P2019011700769.htm?fontSize=1 

非法售賣或管有未經註冊藥劑製品及毒藥均屬刑事罪行，每項罪行最高罰則為罰款
100,000元及監禁兩年。 

例子：涉嫌非法售賣未經註冊藥劑製品及毒藥的個案 

注意事項 - 醫藥產品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1/17/P2019011700769.htm?fontSize=1


2. 只有 a. 香港註冊及 b. 非處方藥(OTC)之非毒藥類別(NP)的藥
物可在HKTVmall平台上架(i.e. OTC (NP)) 

請到 

https://www.drugoffice.gov.hk/eps/do/tc/consumer/search_drug_database.html    

搜尋藥物資料： 

b. OTC (NP) 非處方藥之非毒藥類別 

a. 香港註冊編號 

如何分辦
藥物類別 

注意事項 - 醫藥產品 

所以，此OTC (NP)類藥物可在HKTVmall上架 

例如:  

https://www.drugoffice.gov.hk/eps/do/tc/consumer/search_drug_database.html


4. 產品標籤  (圖例請詳見下頁) ： 

應以中文 或 英文 或 中英對照在產品上顯示以下資料： 

 

a. 產品名稱 

b. 每項有效成分的名稱和分量 

c. 製造商的姓名或名稱和地址 

d. 藥劑製品或物質的香港註冊編號 (e.g. HK-XXXXX)  (必須有) 

e. 生產批號 

f. 用量、用法及次數 

g. 有效限期 

h. 特別貯存方式(如有) 

i. 警告字句/ 防範說明(如有), 此項必須以中英對照表示  

 

                                                         

注意事項 - 醫藥產品 



a 

b 

c 

h 

d 

f 

e 

g 

i 

注意事項 - 醫藥產品 

產品標籤例子： 



注意事項 - 健康食品/ 營養補充品 



1. 健康食品/ 營養補充品包裝及描述應根據香港法例第231章《不良廣告 ( 醫藥 ) 條例》  

(按此查看更多) 

  如你的產品包裝及描述上帶有任何不合法的醫療聲稱，便不可展示於產品包裝及描述上。 

注意事項 - 健康食品/ 營養補充品 

例子： 

違反香港法例第231章《不良廣告 

( 醫藥 ) 條例》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231!en-zh-Hant-HK?INDEX_CS=N&xpid=ID_1438402864126_001


注意事項 - 健康食品/ 營養補充品 

違反香港法例第231章
《不良廣告 ( 醫藥 ) 條例》  



1. 產品標籤 (圖例請詳見下頁) ： 

應以中文 或 英文 或 中英對照在產品上顯示以下資料： 

 

a. 產品名稱 

b. 配料表和食品添加劑 

c. 活性成分、維他命、礦物質含量 

d. 7 + 1 營養標籤(每100克/ 每食用份量)： 

 1 = 能量（以千卡或千焦為單位）  

      7 = 蛋白質，碳水化合物，總脂肪，飽和脂肪，反式脂肪，鈉，糖 

      (以克或毫克為單位 

e. 原產地] 

f. 製造商/ 包裝商資料 (包括名稱及地址) 

g. 數量、體積或淨重量 

h. "可能含有致敏物"的免責聲明(如有) 

i. 保存及建議使用方法 

j. 警告/防範說明(如有)  

k. 此日期前食用或此日期前最佳 (年/月/日), 必須以中英對照方式表示  

注意事項 - 健康食品/ 營養補充品 



e 

i 

d 

c 

a 

注意事項 - 健康食品/ 營養補充品 

產品標籤例子： 



b 
h 

j 

f 

k 

g 

注意事項 - 健康食品/ 營養補充品 



3. 如產品含有已知是藥物或中醫藥的成分，該產品則由食物及飲料以外的其他法

例規管。 

 

4. 某些維生素產品的維生素每日劑量若超過它的法定上限、作注射用途或有任何

醫療聲稱，將被視為藥劑製品，必須於香港註冊後方可於市面售賣。受香港法

例第138章《藥劑業及毒藥條例》規管 (按此查看詳情, 第13頁)，例如： 

 

i). 維生素 A 的每日劑量不少於 10,000 國際單位; 

ii). 維生素 B3 (煙酸)的每日劑量超過 200 毫克; 

iii). 維生素 D 的每日劑量超過 1,000 國際單位;和 

iv). 維生素 K，每日劑量含維生素 K1 或 K2 少於或等於 120 微克者除外。 

注意事項 - 健康食品/ 營養補充品 

https://www.drugoffice.gov.hk/eps/do/tc/popup_New_Reg_Ctrl_of_Prod_contain_Vitamins_n_Glucosamine_tc.html


注意事項 - 中醫藥 



1. 貴公司作為中藥材零售商應持有由 認可的有效註冊證明或牌照 

       (牌照圖例請詳見下頁) 

 

2. HKTVmall 上只准售賣列於香港法例第549章《中醫藥條例》附件二中之中藥材，
於附表一內的則不可售賣。 

 

    例如： 
 

 

不可售賣於
附表一內的

藥材 

(按此查看
更多) 

於附表二內 

(按此查看更多) 

注意事項 - 中醫藥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49!zh-Hant-HK@1999-08-06T00:00:00?xpid=ID_1438403427408_001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49!zh-Hant-HK@1999-08-06T00:00:00?xpid=ID_1438403427299_001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49!zh-Hant-HK@1999-08-06T00:00:00?xpid=ID_1438403427299_001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49!zh-Hant-HK@1999-08-06T00:00:00?xpid=ID_1438403427299_001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49!zh-Hant-HK@1999-08-06T00:00:00?xpid=ID_1438403427408_001


注意事項 - 中醫藥 

中藥材零售商牌照例子 



3. 中成藥產品 

 

產品必須已在香港註冊，產品資料應以中文 或 英文 或 中英對照方式顯示
在產品上(圖例請詳見下頁)： 

 

a. 產品名稱 

b. 每項有效成分的名稱和分量 

c. 製造商的姓名或名稱和地址 

d. 產品的香港註冊編號 

        e.g. HKP-XXXXX / HKNT-XXXXX / HKC-XXXXX 

e. 產品劑量及使用方法 

f. 有效限期 

g. 生產批號 

h. 特別貯存方式(如有) 

i. 警告字句/ 防範說明(如有)   

 

注意事項 - 中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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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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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h 

產品標籤例子： 

注意事項 - 中醫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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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 中醫藥 



注意事項 - 中醫藥 

4. 中醫藥產品包裝及描述應根據香港法例第231章《不良廣告 ( 醫藥 ) 條例》 (按此查看更多) 

  如你的產品包裝及描述上帶有任何不合法的醫療聲稱，便不可展示於產品包裝及描述上。 

例子： 冬蟲夏草 

違反第231章附表1第1部分 

“任何良性或惡性瘤”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231!en-zh-Hant-HK?INDEX_CS=N&xpid=ID_1438402864126_001


注意事項 - 除害劑產品 
 



常見除害劑產品 ： 

• 滅蟲器 (用聲波或UV原理驅蟲的除外)  

• 蚊帶(用聲波原理驅蚊的除外)  

• 驅蚊貼 

• 驅蚊掛扣 

 

注意事項 - 除害劑產品 

故此，如銷售以上產品: 

 

1. 商戶及產品必須已分
別持有有效的除害劑
牌照 

 

2. 產品標籤上已列明除
害劑註冊編號 



1. 貴公司必須持有有
效的除害劑牌照，否
則不得輸入、製造、
售賣(包括零售)或供
應任何註冊除害劑 。 

注意事項 - 除害劑產品 

2.公司的除害劑牌照
編 號 須 展 示 於
HKTVmall 上的產品
詳細介紹內 

除害劑牌照號碼：ALIC: XXXX  



3. 請檢查除害劑產品是否含有： 

 

 
《鹿特丹公約》

(Rotterdam Convention) 

及 

《斯德哥爾摩公約》 

(Stockholm Convention) 

所提及的成分 

(按此查看詳情) 

如有 

不可售賣
該產品 

如沒有 

檢查除害劑產品的 活
性成分、濃度上限及核
准配方是否已列於註冊
紀錄冊第一部分 (即已
調好配方的家用除害

劑 )內 

(按此查看詳情) 
如有 如沒有 

產品須申請除
害劑牌照 

產品無須申請
除害劑牌照 

註冊後，請於
除害劑產品標
籤上列明除害
劑註冊編號，
詳情請參考產

品標籤 

HKTVmall不允許售賣含有
除害劑註冊紀錄冊第二部
分所列成分的除害劑產品 

(主要為農藥) (按此查看詳
情) 

注意事項 - 除害劑產品 

http://www.afcd.gov.hk/tc_chi/quarantine/qua_pesticide/qua_pes_con/files/List_of_scheduled_pesticides_20180601.pdf
http://www.afcd.gov.hk/tc_chi/quarantine/qua_pesticide/qua_pes_con/files/List_of_scheduled_pesticides_20180601.pdf
http://www.afcd.gov.hk/tc_chi/quarantine/qua_pesticide/qua_pes_con/files/List_of_scheduled_pesticides_20180601.pdf
http://www.afcd.gov.hk/tc_chi/quarantine/qua_pesticide/qua_pes_pes/files/common/Registered_Pesticides_List_Part_I.pdf
http://www.afcd.gov.hk/tc_chi/quarantine/qua_pesticide/qua_pes_pes/files/common/Registered_Pesticides_List_Part_I.pdf
http://www.afcd.gov.hk/tc_chi/quarantine/qua_pesticide/qua_pes_pes/files/common/Registered_Pesticides_List_Part_I.pdf
https://www.afcd.gov.hk/tc_chi/quarantine/qua_pesticide/qua_pes_pes/files/common/Registered_Pesticides_List_Part_II.pdf
https://www.afcd.gov.hk/tc_chi/quarantine/qua_pesticide/qua_pes_pes/files/common/Registered_Pesticides_List_Part_II.pdf
https://www.afcd.gov.hk/tc_chi/quarantine/qua_pesticide/qua_pes_pes/files/common/Registered_Pesticides_List_Part_II.pdf
https://www.afcd.gov.hk/tc_chi/quarantine/qua_pesticide/qua_pes_pes/files/common/Registered_Pesticides_List_Part_II.pdf


注意事項 - 除害劑產品 

 

4. 產品標籤  (圖例請詳見下頁)： 

應以中英對照方式在產品上顯示以下資料(按此查看詳細指引)： 

 

a. 產品名稱 

b. 有效成分的名稱和含量 (以百分比表示) 

c. 數量、體積或淨重量 

d. 製造商的姓名或名稱和地址 

e. 香港除害劑註冊編號 

f. 生產批號 

g. 有效限期 

h. 使用方法(如有) 

i. 貯存及處置方式(如有) 

j. 警告/防範說明(如有) 

                                                         

http://www.afcd.gov.hk/tc_chi/publications/publications_qua/pub_qua_pes/files/2017_labelling_guide_15G07C.pdf


產品標籤例子： 

注意事項 - 除害劑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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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標籤例子： 

注意事項 - 除害劑產品 

 

j 

h 

g 



注意事項 - 預先包裝食品和飲料* 
 即飲料的酒精濃度低於1.2％* 



1. 產品標籤 (圖例請詳見下頁) ： 

應以中文 或 英文 或 中英對照在產品上顯示以下資料： 

         

a. 產品名稱  

b. 配料表和食品添加劑  

c. 7 + 1 營養標籤(每100克/ 每食用份量) ： 

 1 = 能量（以千卡或千焦為單位） 

 7 = 蛋白質，碳水化合物，總脂肪，飽和脂肪，反式脂肪，鈉，糖  

           (以克或毫克為單位)  

d. 原產地  

e. 製造商/ 包裝商資料 (包括名稱及地址)  

f. 數量、體積或淨重量 

g. "可能含有致敏物"的免責聲明(如有)  

h. 保存方法及使用指示 

i. 此日期前食用或此日期前最佳 (年/月/日), 必須以中英對照方式表示 

注意事項 -預先包裝食品和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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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預先包裝食品和飲料 

產品標籤例子： 



其他語言的產品資料
不適用於香港 

注意事項 -預先包裝食品和飲料 

常見問題 1：如產品資料為中文或英文外的其他語言， 

                       必須依照香港食物標籤的要求重新製作合法的標籤： 

必須重新製作合法的標籤 



不可以 其他單位表示 

注意事項 -預先包裝食品和飲料 

常見問題 2： 營養資料必須以表列形式分行列出 

                        熱量值 – 只容許以千卡或千焦標示 

      營養素含量 –只容許以克、毫克或微克標示 

                        如營養標籤以其他單位標示，必須把其轉換為以上單位標示 

必須轉換為合法單位表示 

請緊記: 

公克並不等於克 



注意事項 -預先包裝食品和飲料 

2. 根據《食物業規例》(第 132X 章)的規定， 如在網上售賣不同類型的受限 制食物，

必須就各類受限制食物 分別申領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 

HKTVmall已申領的售賣受限制食物許可證包括： 

1. 介貝類水產動物(大閘蟹) 

2. 原廠盛杯及包裹物盛載的冰凍甜點 

3. 奶類及奶類飲品 

4. 預先包裝供不經烹煮而食用的蠔 

5. 預先包裝冷凍（冰鮮）及冷藏介貝類水產動物 

6. 預先包裝冷藏野味 

7. 預先包裝冷藏及進口冰鮮家禽 

8. 預先包裝壽司及刺身 

9. 預先包裝冷凍（冰鮮）肉 

10. 預先包裝冷藏肉 

11. 預先包裝新鮮、冷凍（冰鮮）及冷藏魚 



注意事項 -預先包裝食品和飲料 

如需售賣受限制食物前，你必須： 

 

第一步：將以下作牌照申請之用的文件交回所屬的HKTVmall 客戶關係    

    經理： 

 

A) 已填妥FEHB 95B附錄II – 食物供應商證明文件附件二的正本(一次性)  

B) 有效食物業牌照的副本 

 

如牌照已獲批核，您將會收到由客戶關係經理提供的HKTVmall 受限制
食物售賣許可證號碼。 

 

 

第二步：請將符合該產品的售賣許可證以下頁方式展示於產品中英文詳細介紹內  

    （如下頁圖例，完整教學將於牌照申請成功後提供） 

 

未獲得批核成功前，不得擅自售賣受限制食物 

https://www.fehd.gov.hk/english/forms/fehb95b.pdf
https://www.fehd.gov.hk/english/forms/fehb95b.pdf
https://www.fehd.gov.hk/english/forms/fehb95b.pdf


注意事項 -預先包裝食品和飲料 

中文版本例子: 

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號碼: 

批簽/批准: 網上售賣＿＿＿＿＿＿＿＿＿＿＿. 

業務地址: 



英文版本例子: 

注意事項 -預先包裝食品和飲料 

Restricted Food Permit No: 

 

Endorsements/Permission: Online Sale of＿＿＿＿＿＿＿＿＿＿＿＿. 

 

Business Address: 



注意事項 - 酒類產品 



2. 在簡短描述欄加上中英對照的訂明通知。(字眼及方式必須與下列所示相同) 

『根據香港法律，不得在業務過程中，向未成年人售賣或供應令人醺醉的酒類。』  

“Under the law of Hong Kong, intoxicating liquor must not be sold or supplied to a 

minor in the course of business.” 

注意事項 -酒類產品 

1. 所有商家在產品上架前必須先簽署承認書(請按此)並交回本公司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P9CUt-HHaylBwh5LWUF5A6YY8y8wSAa/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P9CUt-HHaylBwh5LWUF5A6YY8y8wSAa/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P9CUt-HHaylBwh5LWUF5A6YY8y8wSAa/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P9CUt-HHaylBwh5LWUF5A6YY8y8wSAa/view


注意事項 - 酒類產品 

酒精濃度 <1.2% 1.2% - 9.9% >9.9% 

食用有效期 ✔ ✔ X 

食物標籤 ✔ X X 

營養標籤 ✔ X X 

食用有效期 

 中英對照 

 此日期前食用; 或此日期前最佳 (年/月/日) 



注意事項 - 化妝品 



2. 請先檢查產品是否含有任何法例列明的毒藥成分 (可參考毒藥列表)，如有，

便不可售賣該產品。 

 

3. 於包裝註明開封後保質期或有效日期 

開封後保質期 有效日期 

注意事項 - 化妝品 

1. 請確保產品必須為正貨，如發現任何假貨產品，我們將通知海關跟進及

即時終止與貴 公司的合作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138A!en-zh-Hant-HK@2018-11-23T00:00:00?INDEX_CS=N&xpid=ID_1438402708125_001


注意事項 - 玩具及兒童產品 



1. 玩具及兒童產品須符合香港法例第424章附件一中列明的其中一套標準。 

 

2. 根據香港法例第424章《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附件二，其中有十二種玩
具及兒童產品須符合指定的安全標準： 

注意事項 -玩具及兒童產品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424!zh-Hant-HK@2018-08-01T00:00:00?INDEX_CS=N&xpid=ID_1438403184488_004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424!en-zh-Hant-HK@2018-08-01T00:00:00?INDEX_CS=N


注意事項 -玩具及兒童產品 

 

3. 包裝標籤上須包含以下資料： 

 

a. 商標 

b. 保存、使用、吞食和棄置的安全提示標籤或警告字句(中英對照) 

 

 

 

 

 

 

 

 

 

 

c. 製造商、進口商或供應商的全名及地址 



注意事項 - 床上用品和服裝 



1. 產品描述頁面須提供以下資料： 

a. 測量指南，如圖： 

 

 

 

 

 

 

 

 

 

 

 

 

 

 

 

b. 尺碼標籤 

c. 材料和洗滌標籤 

d. 特殊螺紋或材料(需要測試報告) 

注意事項 -玩具及兒童產品 

 



o 為確保HKTVmall上出售的貨品質素，香港電視購物網絡有限公司實行罰款制度以提醒商戶

銷售貨品時必須依照相關法例、合約條款，以及香港電視購物網絡有限公司的產品上載指引 

o 若發生以下所指的情況1或情況2，香港電視購物網絡有限公司均會向商戶收取列表(頁83至88)

中所示之罰款，並保留向商戶追討就事件中蒙受的損失及所產生費用的權利，包括但不限於

過去六個月已售出的受影響貨品的退款及貨品回收費用，香港電視購物網絡有限公司亦有權

即時終止與該商戶的合作—  

 情況1：收到經任何法庭、法院或監管機構就貨品違反法例或懷疑貨品違反法例而發出

的書面諮詢或通知書 (包括但不限於採取法律行動通知、罰款通知及收集資料通知)、投

訴及警告信等，/或 

 情況2：由香港電視購物網絡有限公司發現貨品不符合相關法例、合約條款或產品上載

指引中對貨品的要求 

罰款 



列表一：收到任何法庭、法院或監管機構投訴貨品違反法例或懷疑貨品違反法例而發出的書面諮詢或通知書 (包括但不限於採取

法律行動通知、罰款通知及收集資料通知)、投訴及警告信懷疑貨品違反相關法例，香港電視購物網絡有限公司向商戶收取的罰款 

罰款 

相關法例及條款 罰款 (以每一件 SKU計算) 

出售假冒貨品 

HK $ 20,000,  

有關商戶亦須承擔在過去六個月內所有已出售的貨品的

所有退款 

Cap. 406 及 Cap. 406G: 《電力條例》及《電氣產品(安全)規例》—  

供應的電氣產品未能符合基本安全規例 及/ 或特定安全規例 

HK $ 20,000 

有關商戶亦須承擔在過去六個月內所有已出售的貨品的

所有退款 

Cap. 138: 《藥劑業及毒藥規例》—   

供應的藥劑制品中含有毒藥列表中所列的毒藥成分 

HK $ 20,000 

有關商戶亦須承擔在過去六個月內所有已出售的貨品的

所有退款 

Cap. 549: 《中醫藥條例》—   

1.供應的中成藥制品沒有根據香港法例註冊; 或 

2.供應該條例中的附表一所列之中藥材 

HK $ 20,000 

有關商戶亦須承擔在過去六個月內所有已出售的貨品的

所有退款 

Cap. 231: 《不良廣告(醫藥)條例》—  

為產品發布含有該條例中所限制的醫療聲稱字句的廣告 
HK $ 20,000 

 

 

 



罰款 

Cap. 603: 《產品環保責任條例》—  

供應的電器產品未備有或商戶沒有遵守經環保署批註的除舊服務方案 

HK $ 20,000 

有關商戶亦須承擔在過去六個月內所有已出售的貨品的所

有退款 

Cap. 598: 《能源效益(產品標籤)條例》— 

供應的訂明電器產品未備有有效表列型號的參考編號及／或能源效益標籤 

HK $ 20,000 

有關商戶亦須承擔在過去六個月內所有已出售的貨品的所

有退款 

Cap. 132 及Cap. 132W: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及《食物及藥物(成分組

合及標籤)規例》— 

商戶未有取得及/ 或提供有效的營業牌照; 或 

供應的預先包裝食品沒有附上符合規例的食物標籤(包括營養標籤) 

供應的食物的性質、物質或品質方面誤導他人 

HK $ 1,000 

Cap. 456: 《消費品安全的相關法例》—  

供應的產品上或產品描述中未有附上適當的安全警告字句 
HK $ 1,000 

Cap. 424: 《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 

供應的玩具及兒童產品未符合一般安全規定及附加安全標準 
HK $ 1,000 



罰款 

 Cap. 133: 《除害劑條例》—  

1.供應第一部分或第二部分註冊除害劑的商戶未取得或提供有效除害

劑牌照; 或 

2.供應的除害產品所含有的第一部分註冊除害劑列表中的除害成分的

濃度超出列表所示之最高濃度; 或 

3.供應的除害產品含有第二部分註冊除害劑列表中所列的除害成分;  

 

HK $ 1,000 

Cap. 362: 《商品說明條例》—  

1.供應已應用虛假或具誤導成分的商品說明的貨品 

2.作出構成餌誘式廣告宣傳的營業行為                 

HK $ 1,000 

侵犯版權— 

未經版權擁有者的准許發布其原創作品 
HK $ 1,000 

Cap. 390:《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展示不雅事物(包括廣告) 
HK $ 1,000 

違反任何其他適用法律或法規 HK $ 1,000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133!zh-Hant-HK


罰款 

列表二：由香港電視購物網絡有限公司發現貨品不符合要求，香港電視購物網絡有限公司會向商戶收取的罰款 

 

 

 

 

 

 

相關法例及條款 罰款 (以每 SKU計算) 

Cap. 406 及 Cap. 406G: 《電力條例》及《電氣產品(安全)規例》—  

1.供應的電氣產品未能符合基本安全規例 及/ 或特定安全規例; 及/ 或 

2.未能為供應的電氣產品提供產品安全證書 

 

HK $ 500 

Cap. 138: 《藥劑業及毒藥規例》—   

供應的藥劑制品中含有毒藥列表中所列的毒藥成分 
HK $ 500 

Cap. 549: 《中醫藥條例》—   

1.供應的中成藥制品沒有根據香港法例註冊; 或 

2.供應該條例中的附表一所列之中藥材 

 

HK $ 500 

Cap. 231: 《不良廣告(醫藥)條例》—  

為產品發布含有該條例中所限制的醫療聲稱字句的廣告 

 

HK $ 500 

Cap. 603: 《產品環保責任條例》—  

供應的電器產品未備有或商戶沒有遵守經環保署批註的除舊服務方案 
HK $ 500 

Cap. 598: 《能源效益(產品標籤)條例》— 

供應的訂明電器產品未備有有效表列型號的參考編號及／或能源效益標籤 
HK $ 500 

 

 

 



罰款 

Cap. 132 及Cap. 132W: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及《食物及藥物(成分組

合及標籤)規例》— 

1.商戶未有取得及/ 或提供有效的營業牌照; 或 

2.供應的預先包裝食品沒有附上符合規例的食物標籤(包括營養標籤) 

3.供應不符合性質、物質或品質要求的食物 

HK $ 500 

Cap. 456: 《消費品安全的相關法例》—  

供應的產品上或產品描述中未有附上適當的安全警告字句 
HK $ 500 

Cap. 424: 《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 

供應的玩具及兒童產品未符合一般安全規定及附加安全標準 
HK $ 500 

 Cap. 133: 《除害劑條例》—  

1.供應第一部分或第二部分註冊除害劑的商戶未取得或提供有效除害劑

牌照; 或 

2.供應的除害產品所含有的第一部分註冊除害劑列表中的除害成分的濃

度超出列表所示之最高濃度; 或 

3.供應的除害產品含有第二部分註冊除害劑列表中所列的除害成分; 

HK $ 500 



罰款 

Cap. 362: 《商品說明條例》—  

1.供應已應用虛假或具誤導性的商品說明的貨品 

2.作出構成餌誘式廣告宣傳的營業行為                

HK $ 500 

侵犯版權— 

未經版權擁有者的准許發布其原創作品 

 

HK $ 500 

Cap. 390:《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展示不雅事物(包括廣告) 

 

HK $ 500 

Cap. 598: 《能源效益(產品標籤)條例》— 

供應的訂明電器產品未備有有效表列型號的參考編號及／或能源效益標籤 
HK $ 500 

違反任何其他適用法律或法規 HK $ 500 

合約條款第3.1.25項—進行未經授權的客戶轉移行為 (按照香港電視購物網

絡有限公司的決定) : 

1.未授權情況下使用或盜取客戶資料 

2.展示任何促銷資訊於： 

1. 店舖介紹頁面 

2. 貨品描述頁面 

3. 貨品包裝 

3.展示香港電視購物網絡平台以外的購物渠道或方法 

4.在貨品本身或其包裝、貨品描述頁面或店舖介紹頁面上展示商戶或負責

該商戶業務之人士的聯絡資料 (例如電話號碼) 

 

(罰款因應情況而有所不同) 

1.HK $ 20,000; 並即時终止與商戶的合約協議 

2. i. HK $ 1,000 (以每店舖計算) 

         ii. HK $ 1,000 (以每SKU計算) 

        iii. HK $ 100 (以每包裝計算) 

3.HK $ 1,000 (以每店舖計算) 

4.HK $ 100 (以每店舖計算) 

 

 

 



罰款 

 

 

 

合約條款第3.1.3項— 出售非賣品或試用裝的貨品，例如貨品上印有 “Not 

for Sale” , “Sample”, “Tester” 的貨品 
HK $ 500 

合約條款第3.1.28項— 在香港電視購物網絡平台的留言頁上作虛假評價 
HK $ 500 (以每留言計算);  

(有關評價/ 留言會被即時刪除) 

合約條款第3.1.27項— 

1.導致客戶被收取額外送貨運費，例如經快遞公司收取的住宅附加費 

2.於店舖或產品描述頁面上展示任何關於個別收取額外送貨運費的資訊 (大

型傢俬或大型電器除外) 

(罰款因應情況而有所不同) 

1.HK $ 500 (以每訂單計算) 

2.HK $ 500 (以每店舖計算) 

合約條款第3.1.3項— 出售 過期 產品 HK $ 100 (以每訂單計算) 

合約條款第3.1.13項 – 不遵守香港電視購物網絡有限公司的市場推廣的規則 

1.大型市場推廣，例如: 感謝祭及季節性的營銷活動 

2.其他市場推廣 

(罰款因應情況而有所不同) 

1.取決於可能導致損失和客戶訂單價值 

2.HK$ 100 (以每SKU計算) 

 合約條款第3.1.13項—不遵守香港電視購物網絡有限公司有關營運、公平

交易和產品安全的規則、指引或通知 
HK$ 100 (以每SKU計算) 

合約條款第3.1.6項—  

沒有向HKTVmall提供清晰和／或適時的的產品描述 
HK $100 (以每SKU計算) 

 

 

 



罰款 

列表三：發現貨品發生與送貨有關的問題時，香港電視購物網絡有限公司會向商戶收取的罰款 

相關法例及條款 罰款 

合約條款第3.1.7 項— 錯誤送貨或不準時送貨(包括提早送貨、延遲送貨、

未能送貨、遺漏送貨) 
HK $100 (以每訂單計算) 

合約條款第3.1.7 項— 由商戶取消訂單 HK $100 (以每訂單計算) 

合約條款第3.1.26 項—不遵守包裝指引或貨品包裝不符合香港電視購物網

絡有限公司要求(按照香港電視購物網絡有限公司的決定) 
HK $100 (以每訂單計算) 

<附件三> 商戶沒有主動取消因缺貨而未能完成的訂單 HK $200 (以每訂單計算) 

<附件一> 商戶未經HKTVmall預先批准下以「商戶派送」形式自行派送<

附件四>豁免產品清單以外的產品  
HK $100 (以每SKU或每訂單計算，如適用) 

 

 

 



注意事項 

 香港電視購物網絡有限公司在進行下一次產品檢查時，若發現商戶所

銷售的同類貨品再次違反相同條例，其罰款將以上一次被罰金額 (不包

括列表三所列的項目) 雙倍計算。 

 

 本公司保留全權自行決定於任何時候就附件三— 罰款作出任何更改，

而且不作預先通知。修改後合約條款會在通知商戶後生效，繼續使用

香港電視購物網絡有限公司服務及/ 或繼續於HKTVmall經營業務的商

戶應無條件接受更改後的指引條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