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評審局成為歐洲以外首個獲評為大致符合歐洲
高等教育區質素保證標準及準則的機構。

消委接114投訴涉款236萬
Goji Studios執笠 客人不滿過會安排

全港有 4 間分店的健身中心 Goji

Studios全線結業，客戶可選擇將會籍

過渡到另一間健身中心舒適堡。消費者

委員會表示，由本月中至昨日傍晚，共

接獲114宗相關投訴，涉及總金額約

236萬元，主要涉及一間公司旗下4間

健身中心全線結業，並將其會員剩餘會

籍和私人教練課程等服務，過渡至另一

間健身中心的安排。消委會正聯絡健身

中心負責人，敦促盡快通知每名顧客所

剩餘的預繳款額、尚未使用的服務，交

代預繳套票等安排，並為受影響客戶提

供過會以外的選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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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現行使《預防及控制疾病(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規例》
(第599章，附屬法例J) (《規例》 )第10(1)條所賦予的權力：
類別人士
(I) 指明以下類別人士[見附註一]：
  任何人士不論以何種身分(包括但不限於住客、訪客及工

作人員)，在2021年12月5日至12月27日期間曾身處香港
石塘咀南里1號南里壹號超過兩小時；

  並在於2021年12月27日作出涉及該地點的限制與檢測宣
告開始生效之時，

 (a) 身處該宣告所指的受限區域(組別A人士 )；或
 (b) 並非身處該宣告所指的受限區域(組別B人士 )；
檢測的規定及程序
(II)  規定指明類別人士，按以下規定及程序[見附註二]，進行就

2019冠狀病毒病的聚合酶連鎖反應核酸檢測(指明檢測 )：
 (a) 流動採樣站╱臨時採樣站的檢測：
  (i)  每位屬組別A人士在2021年12月27日至12月28日

上午2時期間訂明人員所定的時段[見附註一]，以及
每位屬組別B人士在2021年12月27日至12月29日
期間[見附註一]前往任何一間流動採樣站╱臨時採樣
站[見附註三]；

  (ii)  按流動採樣站╱臨時採樣站職員的指引進行指明
檢測，包括提供鼻腔和咽喉合併拭子樣本；及

  (iii)  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並在訂明人
員要求提供有關該人士進行指明檢測的資料時，
提供有關電話短訊通知供其查核；

 或
 (b) 社區檢測中心的檢測：
  (i)  每位屬組別A人士及每位屬組別B人士按(II)(a)(i)

所訂的時段或期間，於中心開放時間前往任何一
間社區檢測中心[見附註四]；

  (ii)  按檢測中心職員的指引進行指明檢測，包括提供
鼻腔和咽喉合併拭子樣本；及

  (iii)  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並在訂明人
員要求提供有關該人士進行指明檢測的資料時，
提供有關電話短訊通知供其查核；

 或
 (c)  以衞生防護中心╱公職人員派發到上述第(I)部分中

指明的地點的樣本瓶(如適用)進行的檢測：
  (i)  從衞生防護中心╱公職人員索取檢測樣本收集

瓶；
  (ii)  按樣本收集包中的指引，用該瓶收集相關樣本；
  (iii)  每位屬組別A人士及每位屬組別B人士按(II)(a)(i)

所訂的時段或期間，交回已採樣本的檢測樣本收
集瓶至其中一個指定收集點[見附註五]；及

  (iv)  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並在訂明人
員要求提供有關該人士進行指明檢測的資料時，
提供有關電話短訊通知供其查核；

 或
 (d) 自行安排的檢測：
  (i)  安排在一間化驗所進行指明檢測，而該化驗所必

須是2019冠狀病毒病專題網頁上所刊登的認可
化驗所列表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
List_of_recognised_laboratories_RTPCR.pdf中
的其中的一間，並可就檢測結果發出電話短訊通
知；

  (ii)  每位屬組別A人士及每位屬組別B人士按(II)(a)(i)
所訂的時段或期間，按該化驗所職員的指引進行
指明檢測，包括提供鼻腔和咽喉合併拭子樣本；
及

  (iii)  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並在訂明人
員要求提供有關該人士進行指明檢測的資料時，
提供有關電話短訊通知供其查核；

(III)  規定每位屬上述類別的人士，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
取適當個人防疫措施包括佩戴口罩及保持手部衞生，以
及除為進行指明檢測外盡可能在確定檢測結果前留在其
居住地點並避免外出；

《規例》第14(3)(b)條下指明的期間
(IV)  就組別A人士指明由2021年12月28日至2022年1月26日

的30日期間，以及就組別B人士指明由2021年12月30日
至2022年1月28日的30日期間，為在不遵從此公告的情
況下，在《規例》下可發出強制檢測令的期間；

委任訂明人員
(V)  就本公告指明的類別的人士，委任醫療輔助隊隊員以及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所有公職人員執行《規例》下的職
能(關於本公告下的規定者) [見附註六]。

附註一：
如果屬於上述第(I)項指明的組別A人士及組別B人士曾之前
在2021年12月25日至12月27日期間(按上述第(II)部分或下
文附註二列明的規定及程序(有關適用類別人士及檢測期限
除外))進行指明檢測，則無論是否為遵從本公告中的規定而
接受該指明檢測，均會獲視為已遵從本公告中的規定。
附註二：
上述第(I)部分中指明的類別人士如獲註冊醫生發出醫生證明
書(有關醫生證明書 )，證明其因健康原因而未能按第(II)部分
中指明的規定及程序使用鼻腔和咽喉合併拭子樣本進行指明
檢測，則可按以下規定及程序使用深喉唾液樣本進行指明檢
測：
 (a) 以索取的樣本瓶進行的檢測：
  (i)  從120間郵政局、醫院管理局47間普通科門診診

所或20個港鐵站設置的自動派發機[見附註五]的其中
一間╱台，索取檢測樣本收集瓶；

  (ii)  每位屬組別B人士按(II)(a)(i)所訂的時段或期間，
交回已採樣本的檢測樣本收集瓶至其中一個指定
收集點[見附註五]；及

  (iii)  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及有關醫生證
明書，並在訂明人員要求提供有關該人士進行指
明檢測的資料時，提供有關電話短訊通知及有關
醫生證明書供其查核；

 或
 (b) 醫院管理局普通科門診診所的檢測：
  (i)  每位屬組別B人士按(II)(a)(i)所訂的時段或期間，

在醫院管理局的普通科門診診所，按照醫院管理
局醫護人員的指示進行指明檢測；及

  (ii)  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及有關醫生證
明書，並在訂明人員要求提供有關該人士進行指
明檢測的資料時，提供有關電話短訊通知及有關
醫生證明書供其查核；

 或
 (c) 自行安排以深喉唾液樣本進行的檢測：
  (i)  安排在一間化驗所進行指明檢測，而該化驗所必

須是2019冠狀病毒病專題網頁上所刊登的認可
化驗所列表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
List_of_recognised_laboratories_RTPCR.pdf中
的其中的一間，並可就檢測結果發出電話短訊
通知；

  (ii)  每位屬組別B人士按(II)(a)(i)所訂的時段或期間，
按該化驗所職員的指引進行指明檢測；及

  (iii)  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及有關醫生證
明書，並在訂明人員要求提供有關該人士進行指
明檢測的資料時，提供有關電話短訊通知及有關
醫生證明書供其查核。

附註三：
各個流動採樣站的位置、開放時間及服務對象(如適用)載於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early-testing.html。
附註四：
各個社區檢測中心的位置及開放時間載於https:/ /www.
communitytest.gov.hk/zh-HK/。
附註五：
派發樣本收集瓶的郵政局、普通科門診診所及港鐵站的地
點和開放時間，以及樣本收集地點及時間載於https://www.
coronavirus.gov.hk/chi/early-testing.html。
附註六：
在《規例》下，衞生主任無需委任便可執行關於強制檢測公
告下的規定的職能。
2021年12月27日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2021年第959號號外公告

預防及控制疾病(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規例
強制檢測公告

香港文匯報訊 融入大灣區是祖國發展的重要方
向，也是每一位青年人未來發展的重要一環。專才薈
昨日主辦「新經濟創出路」論壇，以青年人加快融入
大灣區之電商網紅經濟論壇為主題，吸引過百名來自
不同大專院校的學生前往華潤資本新創辦的潤維創坊
參加，場面十分墟冚，座無虛席。

專才薈集合專業人士辦社會活動
專才薈創辦人及主席楊靈在論壇上表示，以往專業

人士一直專注於個人的專業企業上的發展，往往會忽
視了社會公益。專才薈集合一群志同道合的專業人士
舉辦各種不同的社會活動，包括探訪基層兒童，提供
更多工作機會給現在的青年人。而昨日的論壇活動吸
引不同的大專院校的校長、教授、學生及企業前來參
加，別具意義。
論壇特別邀請到來自各行各業的不同嘉賓主講，他

們分別就企業如何創立電商網紅機會、如何讓香港電
商銜接到大灣區經濟發展，及如何成為一個能吸引過
百萬粉絲的網紅等等的工作經驗進行了詳盡的分享。
專才薈執行主席胡智政發言表示，傳承和創新是專

才薈乃至整個青年發展的重要一環，應該將好的傳統

經驗延續下去，並且將創新的思維透過與不同大專院
校的學生互動學習，才能令社會、經濟、科技不斷進
步。
華潤資本董事總經理、潤維創坊管理合夥人蔡達盟

表示，為了可以跟青年人更好接觸，華潤資本早前特
意設立潤維創坊，希望吸引更多的朋友來臨，參與不
同的活動。
論壇上還發表了由香港樹仁大學及明匯智庫合作的

全港首份《電商研究報告》。

●香港電商研究報告新聞發布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學術及職業
資歷評審局（評審局）昨日公布，該局早前成功
通過歐洲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協會外部評估，成為
歐洲以外首個獲評為大致符合歐洲高等教育區質
素保證標準及準則的機構。評審局透露，正與廣
東省相關單位建立質素保證制度，並正研究兩地
部分行業的資歷架構對接，期望於2022年能有一
兩個行業作為對接試點，長遠便利大灣區的勞動
力流動。

評審局大致符合歐洲高教質素標準
評審局是香港負責就不同學術與職業課程進行
評審評核的法定機構，主席陳仲尼昨日表示，評
審局今年4月接受上述外評，主要評核內部質素保
證機制、執行程序有效性、專家委任制度、質素
保證機制、評審局地位、進行評審時的獨立性
等，至9月通過評估。有關外評結果分為完全符
合、大致符合、符合、不符合，結果確認評審局
為大致符合各項要求。
評審局總幹事周慶邦續指，現時為止未有機構
獲得最高完全符合評級，而評審局目前為亞太區
首個獲評為大致符合歐洲高等教育區質素保證標
準及準則的機構。「這結果對所有經我們評審的
營辦者都有得益，因為我們的認受性提高，亦代
表我們所評審的營辦者，其課程、資歷的認受性
都相應提高。」
另一方面，評審局昨日分享正與資歷架構秘書
處合作，推動廣東省終生教育資歷框架的建設工
作。資歷架構秘書處總經理黎英偉指，以往曾有
就物業管理及餐飲行業，跟廣東省作對比研究，
未來會繼續就不同行業進行比較，期望明年內可
有一兩個行業作為對接試點。
據悉，評審局正為香港職訓局及深圳職業技術

學院合辦的5個高級文憑課程進行評審，根據合作
模式，部分課程會於深職院進行，為香港學生提
供與內地學生及業界交流機會，促兩地人才發
展。有關課程是首個在大灣區的本地與內地聯頒
資歷課程而向評審局申請於香港資歷架構下認
證，將有助開拓跨境合作更多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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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
大草坪將於除夕夜舉行香港跨年倒數演唱會，因演唱
會席位有限，主辦的旅發局預計大批「無飛者」亦會
到場外感受氣氛，故當日下午政府將於西九附近道路
實施交通管制措施，晚上6時起將封閉多個路段，巴
士及小巴亦會改道行駛，旅發局強烈呼籲訪客使用公
共交通，並提醒演唱會觀眾入場前須安檢，一些「政
治意味」物品或不適宜攜帶。
昨日旅發局、西九管理局及警方聯合舉行記者會，

介紹跨年演唱會當日的人流、交通管制及入場等安
排。記者現場觀察發現，昨日西九藝術公園內已搭建

起大部分演唱會布景，圍繞會場設有
約兩米高的黑布帷幕，據悉屆時還會
加設鐵馬，防止公眾試圖聚集於外圍
觀賞。
旅發局節目及旅遊產品拓展總經理

洪忠興表示，今次演唱會採用實名
制，觀眾須持與票面對應的身份證入
場，並須進行安檢，查看包袋內有無
不適宜物品，場地將於演唱會開始前
兩小時、即晚上8時起開放，確保觀
眾有充裕時間入場。至於黃色口罩、
宣傳標語等是否屬違規，洪忠興未明
確表態，但強調活動旨在開心，望市
民減少攜帶無關資料。

不准飲食 入場前須掃「安心碼」
出於防疫考慮，演唱會期間不准飲

食，入場前須掃「安心出行」二維
碼，個別有飲水、食藥需求的市民可單獨使用場外休
息區。觀眾席可容納逾3,000人，分6個區域，每連
續6個座位便相隔一個空位。

若人流太多 西九文化區會暫關閉
交通安排方面，本周五（31日）下午約6時起會臨

時封閉西九附近的博物館道、文化道、雅翔道部分路
段及部分柯士甸道西支路，其間小巴及巴士會改道行
駛，部分站點暫停使用。如果當日人流太多，西九文
化區會暫時關閉。

除夕演唱會掛帷幕擺鐵馬防「𥄫 嘢」

●圍繞會場設有約兩米高的黑布帷幕，據悉屆時還會加設鐵馬，防止公
眾試圖聚集於外圍觀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其中一間位於北角的Goji Studios昨日門口貼上告
示，批評租金不符現實地高企，故決定全線結

業，現有客戶可以過渡到另一間健身中心舒適堡。

客戶：再不敢簽逾兩年健身合約
多名受影響客戶聞訊到場慘食閉門羮，Mike手上

尚餘約3年的服務合約凍過水，相關過會安排未夠
具體。他表示，健身業對消費者的保障不足，他過
去也曾報讀另一間健身中心California Fitness的服務
課程，同樣遇倒閉事件，損失慘重，「我再也不敢
簽兩年以上的健身中心合約了。」
尚餘一年會籍的客戶徐女士透露，早前有健身教

練向她透露隨時執笠，她初時以為是指旺角分店有
結業危機，遂轉到港島分店健身，但仍難逃厄運，
「California執咗之後就報間，家輪到度執
笠，真係覺得好化學，對消費者唔係咁公平。」

消委會表示，由本月中至昨午5時，該會共接
獲114宗消費者投訴個案，涉及總金額約236萬
元，投訴人主要不滿Goji Studios的過會安排。消
委會強調，商戶若因特別原因，未能按合約提供
服務，須及時和主動聯絡受影響用戶，詳細交代
相關過渡安排的細節。由於消費者購買的會籍級
別、剩餘會籍期限、套票年期、預繳款項、預繳
餘額、合約條款均有所不同，過渡到新的服務營
辦商，未必全面考慮到每位消費者的個別需要及
具體情況。

促提供過渡安排以外其他選擇
消委會促請Goji Studios提供過渡安排以外的其

他選項，供不欲轉投至其他健身中心的消費者選
擇，例如按照合約條款賠償或退還預繳款額及按
金；而該公司將其客戶的個人資料提交予另一間健

身中心時，亦應先取得客戶同意，確保消費者的私
隱。
消委會提醒，預繳式消費存在一定的兌現風險，

一旦遇上商號結業或其他不可預計的情況，消費者
作為無抵押債權人，有機會無法兌現已購買的產品
或服務、取得賠償或退還預繳款額及按金。今次受
影響的顧客如用信用卡付款，應盡快了解信用卡退
款程序，以及接受申請時限，以減輕經濟上的損
失。
然而，面對商戶倒閉，信用卡退款的保障機制未

必能惠及以信用卡分期付款者，消費者仍需負起定
期還款的責任。消費者與商戶訂立合約時，應妥善
保存所有相關記錄，例如報價單、合約或收據等重
要資料，有助日後出現爭拗時提供佐證。
舒適堡則回應指，今次的過渡安排是出於對同業

支援和維護消費者權益，不涉及任何利益交易。

嘉賓教路做電商網紅 逾百學生論壇取經

●Goji Studios全線結業，受影響客戶昨日聞訊趕到各區分店了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