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卓悅美容旗下三間美容中

心上月突然暫停營業，大批購

買美容服務套票的顧客受損。

海關昨日表示，迄今已收到

667宗相關投訴，涉及593名

投訴人，涉款近3,000萬元，

最大宗受害人購買了約200萬

元的美容套票。海關昨日拘捕

美容集團63歲男董事，他涉嫌

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條

例》）中「作出不當地接受付

款」。海關提醒經營者，若接

受付款後有意圖不提供所聲稱

的服務，即違反《條例》，最

高可監禁 5 年，並提醒消費

者，購買預繳式服務需小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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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悅美容3中心突停業 男董事被捕
苦主達593人涉款3000萬 最大宗受害人購200萬套票

美容中心「悅榕莊」、「Dr.Protalk」
及「水雲莊」，今年9月 1日突然

宣布暫停營業，而該3間美容中心停業
前，涉嫌以極優惠價格向新舊顧客兜售美
容套票，令大批顧客中招。相關美容套票
合約期為一年，但很多受害人表示，美容
中心人員口頭承諾，合約期滿仍能使
用。
根據《商品說明條例》，商戶提供服務
時亦需遵守口頭承諾。消委會及不少議員

收到大批相關投訴，海關亦成立特別調查
小組聯絡所有受損失個案，並對美容中心
進行調查。

停業前最長欠租達幾個月
海關不良營商手法調查組指揮官黃志聰

昨日表示，截至10月12日早上，已接到
593名事主的投訴，涉及667宗未能兌現的
美容套票，平均每宗個案涉款5萬元。海
關已主動聯絡各美容中心所在場所的業主

或管業人，調查各美容中心停業前的租務
情況，發現大都有欠租情況，最長的欠租
達幾個月，有業主今年7月入秉法庭追討
欠租，及申請拍賣美容中心物品償還欠
租。

海關調查資金流向異常促銷
被捕美容中心董事涉嫌明知美容中心欠

租及租約中止無法繼續營業的情況下，仍
然銷售預繳式服務，違反《商品說明條

例》。該名董事現已保釋候查。海關將會
調查美容中心在宣布停業前的營運狀況、
資金流向及有否作出異常促銷活動。
海關強調根據《商品說明條例》，任何
商戶就某產品接受付款，而在接受時，該
商戶意圖不供應該產品或供應有重大分別
的產品；或沒有合理理由相信該商戶將能
在合理時間內供應該產品，則該商戶即屬
不當地就有關產品接受付款，一經定罪，
最高可被判罰款50萬元及監禁5年。若罪

行是在管理人員的同意、縱容或疏忽下觸
犯，管理人員亦須負上刑責。
海關提醒商戶須遵守《條例》的規定，

及提醒消費者於購買服務時亦應光顧信譽
良好的商戶，在作出預繳式消費決定前要
謹慎考慮。
市民可致電海關二十四小時熱線2545

6182，或透過舉報罪案專用電郵賬戶（cri-
mereport@customs.gov.hk）舉報懷疑違反
《條例》的事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暑假完結後，
大批畢業生投入勞動市場。勞工處昨日於旺角
舉行的大型招聘會，有不少年輕求職者在颱風
迫近前到場尋覓心水工作，令招聘會的人流明
顯比上月同類招聘會增加不少。有剛畢業的年
輕人表示，招聘會提供的職位普遍要求具幾年
以上的相關工作經驗，不太適合剛剛畢業的群
體。
勞工處於昨日及今天在旺角麥花臣場館舉行
大型招聘會，約60間機構參加，合共提供超
過3,400個職位空缺，包括客戶服務主任、會
計文員、醫務化驗師等各類職位。現場還提供
空缺搜尋終端機、強積金諮詢及提供面試間服
務。
22歲剛畢業的范先生第一次參加勞工處招聘
會。他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現場提供的職
位不太適合剛畢業的學生，「保安員職位需要
工作經驗，比較適合年紀較大或者有經驗人
士，應屆畢業生冇咁容易被取錄。」他認為勞
工處應該為初畢業人士，提供毋須工作經驗的
職位。

盼專為大學生開辦招聘會
24歲的張小姐剛剛畢業，在大學修讀廣告學
系。她表示，現場提供的職位專業性要求不是
很高，但僱主比較傾向聘用有經驗人士，例如

文員、服務員及
保安員等，都是
有經驗者優先考
慮聘用。
「來過幾次這

類招聘會，都睇
唔到同廣告學或
者媒體相關的工
作，除非就唔搵
同我專業相關嘅
工作嘍，咁我大
學 四 年 就 白
讀。」張小姐希
望勞工處可以專
門為大學畢業生
開辦招聘會，或
提供更多針對個
別專業的工種職
位，讓畢業生選擇。
一間保安公司經理楊先生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如果具幾年年資的保安員，以及新
畢業生同時應徵，他可能會選擇前者，「當然
有經驗嘅最好啦，當然我哋都好歡迎新人，亦
都會接受及願意培養，但始終培訓需時，首選
仍是能夠即時上崗的熟手保安員。」
另一間日式拉麵店招聘店員，該公司人事部

工作人員盧先生表示，餐飲業人員的流失率高
企，再加上疫情反覆，流失情況變得更加嚴
重，「公司360日都喺度請人，有些工月薪去
到1.5萬（元）都請唔到人，希望請人愈多愈
好。」盧先生表示，有些比較高級的職位需要
有起碼兩年以上經驗才勝任，而普通職位亦傾
向聘用有相關經驗的人士，「因為他們可以即
刻上任填補職位空缺。」

黃絲兩大愛好，臆想被打
壓同埋內訌。近日IKEA宜
家家居喺10月10日將「新
生活靈感日曆」標誌為所謂
「國慶日」，引來多家黃媒
和KOL報道，有黃絲就要
求佢哋刪除報道，覺得佢哋
嘅報道別有用心，可能係變
相舉報，想有人被炒，亦有
黃絲覺得呢班人就係想有人
被炒，然後就可以話香港「好有問題」，有
咗learned helplessness（習得性無助）後，繼
續快快樂樂地生活落去。
《立場新聞》日前報道香港宜家家居喺10
月10日將「新生活靈感日曆」標誌為所謂
「國慶日」，令黃絲質疑《立場新聞》到底
用意何在，係咪喺度篤灰，而旅遊寫作人
「薯伯伯」亦跟風都發了同類帖文。
及後，「Simon Lim」覺得事件唔對路，
就分別喺佢哋嘅帖文下留言，要求刪除帖
文，更發文話：「立場新聞同薯伯伯，你
地（哋）咁做一係想迫人公開表態，一係
想嚇到人自我退縮，一係根本想變相舉
報，點睇都係×街行為嚟。」結果，「薯
伯伯」刪咗，但《立場新聞》就繼續冇動
靜。
之後，「健吾」出post問到底發生乜嘢

事，黃絲「Jay Chim」就留言質疑「Simon
Lim」出地球post就唔係變相舉報？「Simon
Lim」就話：「大佬我又唔係媒體，又唔係

KOL，點比。同埋我有冇抬國安出嚟兇人
先，咁何來舉報呢。」
「Kristy Hayin Wong」亦話：「薯伯伯好

醒，自己×左（咗）比（俾）人鬧，即刻止
蝕無聲無色del po（刪除帖文）了。」「健
吾」回應道：「唔係呀，YC好中意睇人做英
雄，……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把人抹黃，再等
人死，死得越慘越好，不是嗎？」
「Anthony Tsang」就質問啲「同路人」想
《立場新聞》點覆，「健吾」就揶揄：
「（係）想有人被炒，然後突顯香港好有問
題，等他們的支持者（已移民或準備移民
者）擁有習得的無力感（learned helpness-
less）然後繼續快快樂樂的生活下去。」
熟悉黃絲「抗爭」手段嘅網民就話，如果

唔篤灰黃絲點樣自我幻想「抗爭」，
「James Bryant」揶揄：「立場（《立場新
聞》）：唔督（篤）灰點樣有新聞比（畀）
yc（黃絲）自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恩璣）「之前
的人生每天就只有床和輪椅，現在有了
新的選擇，行路的感覺真係好好，希望
香港可以有更多人受惠。」一對機械腳
讓人稱「包山王」的黎志偉重新「站起
來」，改寫他的人生軌跡，能像一般人
一樣行馬路、在沙灘散步、放狗，他更
將與3位傷殘人士參與香港大學矯形及創
傷外科學系主辦的「機械腳接力賽」，
為脊髓損傷患者籌款，令更多傷殘人士
有機會安裝機械腳，重獲第二人生。

籌款助脊髓損傷患者
「機械腳接力賽」將會於本周六（16

日）上午舉行，全程歷時一小時，將經
過學校、醫院、復康中心以及運動場。
參加者包括已坐輪椅近十年的黎志偉，
早年更坐着輪椅多次攀登獅子山，他早
前接受訪問時表示，成功登頂後，曾定

下一個目標是站起來。
原本以為這是不可能實現的目標，但

機械腳助他達成願望。通過醫生協助及
專業訓練，黎志偉已經可以熟練使用機
械腳。「因為坐咗太耐（輪椅），一開
始點企起身都完全唔記得，但家已經
可以自由行路超過半個鐘。」他直言，
希望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機械腳，好似正
常人行馬路、在沙灘散步、放狗。「之
前的人生每天就只有床和輪椅，現在有
了新的選擇，行路的感覺真係好好，希
望香港可以有更多人受惠。」

找回人生新方向
同為參賽選手的特區政府康復諮詢委

員會委員、香港復康聯會會員李香江，4
歲開始患有小兒麻痹，行動不便的他卻
十分喜歡騎馬、爬山等活動。但幾年前，
左手受傷之後，整個人只能躺在床上，直

到接觸機械腳，他才找到新的人生方向。
在機械腳輔助下，李香江擺脫臥床生

活後，整個人如獲新生，腸胃變好、心
肺活動恢復，連皮帶都收緊了，甚至一
次可以行到一個鐘。「原來我可以行得
返，出汗嘅感覺好好，個人好興奮，好
開心，係我之前未受傷時候的感受。」
他提到，站起身來與人面對面聊天是完
全不同的體驗，感覺很好。「我會更專
心，搵返以前的尊嚴，同坐喺度係完全
唔同感受。」
港大醫學院矯形及創傷外科學系名譽

臨床助理教授高日藍指出，香港現在有
幾千名因為脊髓性損傷而難以自由行動
的病患，機械腳為他們帶來重新站起來
走路的希望，甚至令患者的人生就此改
寫，但每部價值150萬元，港大醫學院
目前只引入三部，期望大眾能夠伸出援
手，令更多香港傷殘人士得到幫助。

香港文匯
報訊 賽馬
會「a 家」
樂齡科技教
育及租賃服
務昨日舉行
啟動禮，是
全港首個樂
齡科技一站
式 服 務 平
台。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
出席啟動禮
時 致 辭 表
示，樂見「a
家」服務成
立，將樂齡科技真正帶入社區，並透過與社聯及三間營運機構協
作，加快長者及照顧者對樂齡科技的認識及應用，將樂齡科技普及
化。她重申，本屆特區政府重視安老服務，在4年間已將投放在安
老服務的經常開支，增加了85%。
「a家」服務設立了兩個服務中心，分別位於沙田和火炭，透過
跨專業團隊、地區協作和醫社合作，為長者及照顧者提供一站式及
全面的樂齡科技教育、租賃、清潔及保養服務，加強大眾對樂齡科
技的認識及應用，讓社區或離院長者以可負擔的價錢租用器材，提
升居家安老的信心和能力，協助他們留在熟悉的環境中安享晚年。
據了解，「a家」服務是一項為期4年半的試驗計劃，獲馬會慈善信
託基金撥捐1.67億港元，由社聯主辦及統籌。三個核心營運機構包括
香港紅十字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及聖雅各福群會，分別
負責計劃的教育服務、租賃服務、清潔及保養服務。

●美容中心
「悅榕莊」上
月突然暫停營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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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拘捕一
名涉案 63歲
男董事。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招聘會供逾3400空缺 畢業生欠經驗難被取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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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絲質疑《立場》靠篤灰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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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處昨日於旺角舉行的大型招聘會，為求職人士提供不同行業的職位空
缺。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林鄭月娥（左）出席樂齡科技活動期間，觀看長
者義工示範使用相關產品。她表示，結合老年學和
先進科技的樂齡科技，有助應對安老服務面對的挑
戰。

▶香港大學矯形及外科創傷學系主辦的「機械腳接力
賽」將會於10月16日上午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李香江亦對機械腳的使用深有感觸。 受訪者供圖● IKEA 宜
家 家 居 網
頁。
立場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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