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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用品銷售陷阱

以老人家為主要銷售對象
這些健康講座或產品試用會令人關

注的是只限老人家參加，年青人未必能輕

易進入會場，縱使老人家希望有家人或朋

輩陪伴，給予意見，也未必「獲准」。

講座內容一般環繞老人家常見病痛，

如痛症、慢性便祕、糖尿病等。通常會引用

一些「科技名詞」，例如遠紅外線、負離子、

納米、高電位等，以聲稱的醫學理論推銷健

康產品。一般老人家難以在短時間內完全

理解或辨別聲稱是否有真憑實據。本會呼

籲，長者在參加任何健康講座時，如有疑惑

或遇上不明白的地方，不應倉卒地用大量

金錢購買產品，宜索取或記下有關資料，與

家人商量，或請教熟識的家庭醫生，以便確

定銷售的健康產品適合其身體狀況使用。

一種儀器能醫百病？
有些產品除了聲稱能醫治老人家常

見病痛外，還聲稱可以治療其他多種病症。

本會收到某電位治療儀的宣傳單張，列出

的適用症狀多達15個。然而，各種病症有不

同的病理及治療方法，單一種儀器能治療

十多種疾病的聲稱，真確性令人懷疑。

近年來，經常有保健產品公司以舉辦醫療講座或保健產品試用

會為名，向長者推銷各式各樣的保健產品，包括治療儀器及聲稱有

「神奇」醫療功效的衣物等，部分產品功效成疑。本會亦不時收到消費

者對有關產品的查詢或投訴，2004年共接獲23宗，而本年至9月為

止，已經有18宗，涉及金額約$9萬。老人家須提防受騙之餘，年青人亦

應主動協助長者以適當的方法保持健康，以免他們尋找不正當的保

健方法，損失金錢之餘更可能危害身體。

另一健康產品按摩 的資料列出適

用病症達三十多種，包括高血壓、糖尿病、心

臟病、各種癌症等等，並聲稱該產品已在美

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US FDA）登記，本會

從US FDA的網頁得知，該產品的供應商交予

該局的文件中，只聲稱作為按摩器及放射

出紅外線熱力來暫時舒緩輕微的肌肉及關

節痛或發硬；暫時舒緩關節炎引起的輕微

痛症；暫時增加照射處的血流動及放鬆肌

肉。在本會搜集到的有關產品資料，卻未見

提及這些「暫時」訊息，反而多了很多登記

時並無提及的病症。因此，該產品介紹資料

的可信程度值得商榷。 生署表示，上述治

療疾病的聲稱是《不良醫藥廣告條例》所禁

止的。

主講人是否醫護專業人士？
消費者應留心講座的主講人是否真

正的醫護專業人士。本會以往曾收過投訴，

表示在健康產品講座主講的「醫生」，提供

錯誤的醫學資料，例如說紅斑狼瘡會傳染。

事實上，紅斑狼瘡是自身免疫系統疾病而非

傳染病。此外，投訴人向 生署及香港醫學

會查詢時，發覺根本沒有該「醫生」的資料。

香港法例規定，任何人士必須在香港醫務委

員會註冊後，才可以在香港稱為「醫生」。

鼓吹不求醫非常危險
有健康產品網站的介紹內容表示，其

按摩床可以「提升自身免疫力，比做物理治

療更容易有效，不用打針、吃藥、化療或電

療，便能使慢性病逐漸改善」。若患有慢性

病例如糖尿病的病人，真的因而放棄接受專

業醫護人員的診治，會對其健康帶來十分嚴

重的後果。

欠缺嚴謹的醫學研究佐證
部分健康產品表示有醫學研究支持

其聲稱，然而，所提供的研究本身亦有限制。

講座推銷者會否如實提醒長者，值得懷疑。

例如，研究只將病人使用儀器的前後作對

比，而沒有其他無使用該儀器的病人作對照

組別。又或研究沒有控制其他影響參加者身

體狀況的因素，包括飲食及用藥情況，因此

所得結果未必能充份反映健康產品對參加

者的療效。此外，本會暫時未見有關該等產

品醫治病證的研究報告在備有專家評審

（peer reviewed）的國際性權威期刊刊登。若

老人家慎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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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有報道指長者在健康講座受騙，以大量金錢購買不符聲稱療效的用品，

現時並沒有特定法例規管此類講座及推銷的健康產品。有意見希望政府針對此類

講座立例規管，以保障長者權益。

就產品而言，《消費品安全條例》和《電氣產品（安全）規例》可為長者在產品

使用安全上提供一定保障。

在推銷手法方面，講座上的口頭承諾及產品介紹會受《商品說明條例》管制，

醫療聲稱亦會受《不良醫藥廣告條例》規範，可是要長者細說推銷的過程和解釋因

由可能很費力，由於舉證存在一定困難，要追究實非易事。

目前本港並沒有亦頗難制訂專項法例規管長者講座，但本會認為講座負責人

有責任確保：

（一） 推銷員提供資料應與事實相符，不可誇大，為求推銷而不顧長者利益；

（二） 舉辦場所的安全，須符合《消防條例》，不可阻塞通道，要保持空氣流通等。

任何產品確實有效醫治多種嚴重疾病，相

信必然有權威期刊報道。

短期展銷難以追究
不少這類講座或產品試用會只舉辦

一段短時間，當老人家買了儀器回家，用上

幾個月後才發覺身體狀況沒有任何改善，

亦難以找回有關公司或負責人追究。

在講座購買保健產品前的
考慮要點

● 產品是否必須及合用的？

● 身體狀況適合嗎？

● 服務和用品是否安全和有效？

● 物有所值嗎？有其他選擇嗎？

● 懂得使用嗎？

● 清楚每項收費嗎？

● 有否維修保養？

● 產品若有問題，能否退貨？

期望將醫療儀器納入規管
除了含有藥劑製品或能夠釋出電離

輻射的醫療儀器外，香港目前並無特定法

例規管醫療儀器的進口或銷售。 生署轄

下的醫療儀器管制辦公室（Medical Device

Control Office）現正推行醫療儀器行政管理

制度，按各項儀器的風險水平分成4級，第

一階段為高風險水平（即第4級）的醫療儀

器進行表列，供應商以可自願參加。符合表

列儀器的資料可在網頁h t t p : / / w w w .

mdco.gov.hk/查閱。該署計劃稍後將醫療

儀器行政管理制度推展為風險水平較低

（即第2及3級）的醫療儀器進行表列。

現行制度下，保健產品的使用者只可

藉其他法例，包括《消費品安全條例》、

《電氣產品（安全）規例》和《不良醫藥廣告

條例》獲得保障。這些法例雖能對產品的安

全性及醫療聲稱起一定的規範作用，但卻

不能針對醫療儀器功效聲稱的真實性。長

遠來說，本會希望政府加快訂立醫療儀器

規管制度，規定醫療儀器必須提交足夠科

學證據才能作出相關醫療或保健聲稱。

專家意見
香港物理治療學會

一般用於物理治療的電療儀器，需要

由物理治療師運用適當的電壓、頻率、波

形，配合適量的電力，才能成功地刺激體內

的神經線或軟組織，以產生正確的療效。坊

間售賣的「高壓電儀器」聲稱使用如此高的

電壓 （7,000-9,000 V），便要配合非常輕微

的電流，若電流過高，則非常危險，可灼傷

皮膚甚至內部組織。

雖然曾有研究顯示，電療有一定增加

血液循環、鬆弛肌肉等作用，但此種效果只

是短暫和局部性，卻無科學研究證實有聲

稱的「全身治療」或「醫治便祕、失眠」等功

能。至於使用紅外線或其他發熱體來增加

血液循環、鬆弛肌肉等療效，雖然也有一定

根據，但效果也是短暫和局部性，並不能根

治任何疾病，如所聲稱的「醫治高血壓、糖

尿病、中風、癌症⋯」等等。此種能醫百病的

誇張聲稱，實在有誤導性，若市民只用此等

儀器取代看醫生或吃藥，可能擔誤病情，甚

至有生命危險。

該會呼籲市民，在購買或使用任何醫

療儀器時，要非常小心，尤其是長者，本身

可能已患有各種長期病，如糖尿病、關節

炎、骨質疏鬆等，要更加小心地選擇適當的

治療方法，如有問題，可請教家庭醫生或物

理治療師。其實要保持健康，均衡飲食和適

量運動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副教授

許世全博士

按摩對於清除代謝廢物、放鬆肌肉和

舒緩疲勞有一定幫助，無論用人手或適當的

按摩器材均效果相似，所以不一定要花高昂

費用購買該類器材。至於某些紅外線按摩床

產品的其他治病聲稱，許博士並不認同，亦

不見得產品提供的研究報告能反映出來。

香港醫學會陳以誠醫生

該會認為，保健用品亦應與成藥一

樣，受到一定的管制，包括要強制性登記，

提供適當的標籤列明作用及可能的副作

用，而一切醫療聲稱均須實證支持，並指出

是否需要醫護專業人士操作等。此外，若產

品需要使用電力，便應提出安全證明，以防

危險。

至於推銷手法方面，陳醫生認為偽裝

醫療專業人員講解醫學理論並推銷保健產

品，有可能誤導長者，引致延醫誤診。

長者講座有法例監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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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9月27日與香港社會服務聯

會合辦了「長者消費陷阱分享會」研討會，

通過本會曾接獲關於長者在購買保健產品

懷疑受誤導的個案，及本會曾進行的研究

報告，提醒長者和服務於各安老服務機構

的社工，產品宣傳可能存在的謬誤及須留

意的地方，幫助他們掌握這方面的資訊。

投訴個案
本會收到的個案中，有不少例子值得

消費者參考，瞭解不良經營手法，提防受騙。

個案一：愈用病況愈差

投訴人白先生患有甲狀腺機能過高

及頸椎問題。他從健康產品的宣傳單張得

知，某牌子的紅外線按摩床聲稱能治療內

分泌失調及幫助矯正脊椎骨，有助改善病

情，於是購買。可是使用以後，頸椎病患的

痛苦程度愈來愈嚴重。期間白先生曾就此

問題向健康產品公司的職員查詢，職員卻

表示這屬「好轉反應」，大概會維持一個月，

建議他繼續使用。兩個月後，白先生覺得頸

椎的問題嚴重了很多，遂向該公司投訴，職

員只答應以原價的77.5%回購該床，而沒有

就白先生的身體問題作出賠償，更要求他

保證不會對外公開換床的事情，或對該產

品作任何批評。在本會多番斡旋下，該公司

仍然不願意全部退款，本會已建議投訴人

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要求裁決。

個案二：替老人家安排借錢購貨

健康產品公司職員向投訴人李小姐

的母親聲稱，該公司的按摩床能治療癌症。

由於李父身患癌症，故李母決定購買。李母

表示沒錢全數繳付該床二萬多元的費用，

職員表示可替她安排18個月分期付款，每

月一千三百多元。後來李小姐發現健康產

品公司所謂以分期形式購買按摩床，其實

是安排母親向財務公司借貸。

消費者接受分期貸款安排前，必須問

長者為甚麼參加這些講座？

清楚由甚麼機構提供及貸款條款，包括利

息、收費，以及其他安排，例如貨品是否可

以即時取走、還清貸款前的「物權」安排、可

否提早還款等。

個案三：講座地點安全性成疑

投訴人韋先生發現在九龍城一間地

舖售賣健康產品的公司手法有問題，與職

員起爭執。後來警方介入調查，發現公司沒

有商業登記文件，店舖的緊急出口又被貨

物阻塞。這個案顯示，舉辦講座和銷售場所

可能存在參加者人身安全及有關公司是否

合法經營的問題。警方其後應韋先生要求，

將個案轉介本會，希望本會留意此等經營

手法。

● 看準長者「但求安心、不計成效」的心

理因素——部分長者表示吃了或使用

了某些保健產品，雖然沒有明顯功效，

但心理上卻較安心

因此，本會呼籲長者家人多關心老

人家，為他/她們安排社交活動及提供聚

會場所，對於熱衷出席不同健康講座的長

者，應探究他們的真正需要，以免他們誤

墮消費陷阱，並提醒他們切勿因貪圖價值

微薄的贈品而參加不正當的講座，最後弄

致因小失大。如果講座不容許年輕家人陪

伴長者出席給予意見，長者可考慮不參

加，亦切勿未加深思熟慮，以「人買我買」

心態，花大量金錢買入自己不瞭解的產

品。社工界人士也可加強長者這方面教

育，讓長者更瞭解自己的身體狀況及不同

病患的正確治療及護理方法，有需要時找

專業醫護人員提供意見。本會一直有搜集

此類健康產品的資料，揭露不符科學佐證

和有疑點的產品，提醒老人家如何提防誇

張失實的醫學講座，以免受騙。

試用按摩椅

● 以儲印花方式，鼓勵長者再次出席講座，

例如每次進場獲蓋一個印花，滿10個印

花可換取一樽豉油

● 製造長龍，每天舉辦數場講座，在講座開

始前始讓長者進入場地，平時並不會隨

便開放場地

● 每次限制進場人數，例如每次30至40

人，並嚴格篩選進場者，年輕人士不易進

入會場

● 對長者噓寒問暖，擺出細心、關懷的姿

態，博取長者對他們信任，從而向長者推

銷昂貴的保健產品，長者在盛情難卻下，

買了不適用產品

● 已多次出席講座但沒有購買產品的長

者，如想繼續進場，須在講座期間「幫忙」

表揚產品，使其他長者相信產品有良好

的功效

● 以優惠價鼓勵長者多買，例如

保健丸買一樽$3,000，買三樽

$6,000

在分享會上，曾參加「健康講座」的

長者樂於和與會者交流經驗，指出長者參

加此類講座並不一定心存貪念，但在舉辦

者的精心部署下，長者難以抗衡高壓的推

銷手法，舉一些例子：

● 主辦者派發傳單或向長者宣傳，凡出席

者可獲贈禮品和免費試用保健產

品，例如：贈送餅乾、

廁紙、洗潔精，或免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