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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體篇》
纖體療程普遍用上「減肥機」

要達致預期的纖體效果，大部分纖

體公司建議每星期進行兩至三次療程，每

次約2小時。療程內容與一般為女士提供

的纖體服務內容大同小異，普遍使用不同

的儀器，聲稱其採用的「紅外線」、「超聲

波」、「射頻」、「微電流」或「真空抽吸」

等技術，可達致「燃脂」、「碎脂」、「溶

脂」、「打散橙皮脂肪」、「打散深層脂肪」、

「通淋巴」、「去水」、「收緊肌肉」等功

效，部分配以外用皮膚產品（例如咖啡因

精華）或人手按摩、「搣脂」等；亦有部分

包括由營養師提供飲食指導，如進食「營

養餐」、保健產品、纖維素或草本茶。

脂肪比率分析結果差異大
查詢期間，部分纖體公司替本會上

門瞭解的職員度高、磅重、計算身體質量

指數（BMI）、量度身體脂肪比率或身體不

同部位的尺寸，然後就所得數據分析其身

體狀況和提供意見。本會職員體重83公斤

（183磅）、身高178厘米（5呎10吋），有

纖體公司建議他需減磅7公斤（15磅）至10

公斤（22磅）；同一個職員在另一間纖體

公司獲告知他的體重嚴重超標，有32公斤

（70磅）多餘脂肪。此外，有纖體公司聲稱

可在8星期內「減腩」10厘米（4吋），但在

查問下發覺原來數字是「上圍」、「肚腩」

和「上、中、下腰圍」各部位總和的減幅，而

非單指「肚腩」。

就以上部分纖體公司所作的減重建

議，本會向香港大學生物科學學院農業、

提防未減磅先失財
男士纖體健身

愛美是人的天性，男士也不例外，外表整

潔、體型標準的男士不論在社交生活抑或職場，

確實更易令人留下良好印象。覷準愈來愈多男士

願意花錢修飾改善儀容外表，為男士提供美容纖

體服務的公司陸續加入市場。為瞭解這新興纖體

市場提供的服務，本會職員早前以顧客身份到部

分提供男士美容纖體服務的公司，向職員查詢一

些纖體療程的內容和服務收費，有一些有趣發

現，譬如同一位男士，不同纖體公司建議的減磅

數目相差逾50磅！

此外，本會不時收到關於健身服務的投訴，

消費者參加計劃前有什麼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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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營養科學部副教授李子誠博士徵詢

意見，李博士表示以亞洲人來說，本會職

員的BMI為26.2，屬超重，以他的情況應以

減去原有體重的10%（8公斤或18磅）為目

標較為實際，而在30星期內慢慢減至目標

體重較為安全，快者也不應少於15星期，

即平均每星期約減重0.25公斤（半磅）至

0.5公斤（1磅）。雖然減少這8公斤後他的

BMI（23.7）仍輕微超標（亞洲人標準），但

以此目標作為開始較為合理。李博士又表

示，體重管理必須持之以恆，使用任何方

法在短期內快速減磅，效果不會持久，至於

有纖體公司指稱本會職員有32公斤多餘脂

肪的說法明顯不正確，若盲目遵從該纖體

公司的減重建議（BMI減至16），恐怕會引

致營養不良。

療程收費由四千至四萬二 
由纖體公司推介的療程收費約由

$4,000至$42,000，療程大致可分為以下

三類：

1. 不同纖體服務組合：收費約由

$4,000（30項）至$36,000（95項），包括

指定數目的不同纖體組合，例如：飲食指

導、人手「搣脂」、「通淋巴」或使用纖體

儀器。

2 .獨立纖體儀器 療程：收費約由

$33,000（10次）至$42,000（36次），每次

使用一至兩項指定纖體儀器，每項儀器需

獨立購買若干使用次數才構成一個療程；

亦有纖體公司要求同時採用三項指定纖體

儀器才算一個療程。

3.「格仔」計劃：不同計劃下有不同

數目的「格仔」供扣減，收費由$10,000

（40格）至$23,000（200格）不等，不同

金額的計劃有不同種類的纖體儀器供選

擇，每使用一項纖體項目、纖體儀器或針

對每一身體部位（例如：肚腩或手臂）的治

療，便會扣減指定「格數」。

大部分一次過預繳全費
纖體公司大多要求顧客以信用卡或

現金一次過預繳整個療程的費用，如使用

指定信用卡可安排分期付款；部分同時接

受以支票整筆付費。亦有纖體公司聲稱有

「信心優惠」，可先付療程費用的一半，餘

額在療程開始後第五個星期始需繳付。

財力不逮隨時「減價」
大部分纖體公司推介的療程動輒三

數萬元，一些「基本計劃」亦要上萬元。有

纖體公司在推介療程時，試探本會職員的

經濟能力，當知道顧客未必可以一次過預

繳其推介的昂貴療程，便作出「應變」而提

議「折衷」的收費或付款方法，例如：聲稱

「開先例」容許本會職員與朋友共用一個

價值$2萬的纖體療程；「忽然」記起早前已

截止的推廣優惠，可酌情給予優惠，10次

的纖體療程可由原先約$33,000大幅減至

$18,000；又建議先付部分費用及立刻申

請另一張信用卡，再以新申請的信用卡分

期繳付餘額。如顧客仍然猶豫，有纖體公

司游說可以優惠價試做單項療程，務求有

個開始；又或提出額外優惠如贈送額外療

程；部分則聲稱優惠快將結束，盡力催谷顧

客即日拍板。

《健身會籍篇》
會籍全費由二千六至二萬五千

由健身中心提供的會籍計劃，大多

數是定期會籍，需最少參加3個月至最長7

年，所需月費約由$150至$920，通常合約

期愈長，月費愈平。除月費外，部分健身中

心還收取入會費及/或行政費、手續費：入

會費約由$1,000至$2,000，有些健身中心

聲稱如即日入會可豁免該項收費或收費減

半；行政費或手續費則由$200至$3,000

不等。合併計算以上收費和全期月費，新

參加一個3個月至7年的健身計劃全費約需

$2,600至$25,000。

不限時間任玩
部分健體班或另收費

一些較具規模的健身中心會籍有「玩

一間」或「所有分店任玩」之分，前者收費

普遍較低，通常沒有時限，會員可在營業時

間內任玩。部分計劃可在入會初期提供器

械使用指導和簡單的體能分析，如需要「1

對1」私人健身教練指導則另外付費，每堂

（1小時）收費約由$400至$800。除健身

器械，大部分健身會籍同時包括不同類型

的健體班，例如瑜珈、踏板、健康舞、現代

舞、單車班等，但每月享用的次數或有限

制；部分健身中心則需另外收費。

一次過預繳全費 VS
自動轉帳按月收費

部分健身會籍需一次過預繳全期費

用，如使用指定信用卡可安排分期付款；部

分則按月收取月費，顧客只需先付入會費、

行政費或手續費及首月月費，其餘月費按月

從信用卡或銀行戶口自動過數。

當被問及預繳後如在中途退出會籍

可否退回未用期數的月費，健身中心大多

表示不可以，少數則稱有提早結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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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視乎參加了計劃多久，其中有健身中

心表示最少過了合約期一半才可辦理提早

退會手續，但要先扣除$1,000手續費，才

退回餘下月費。

可「免費試玩」 ？
有些健身中心標榜可安排「免費試

玩」，當本會職員向健身中心查問有關安

排時，有健身中心表示若他有朋友屬該中

心會員，在朋友介紹下方可安排他「免費試

玩」，否則需收取服務費每次$150，所以

是有條件的「免費試玩」；亦有健身中心表

示因顧客未成為正式會員，試玩時將沒有

健身教練指導，亦沒有保險保障，中心職

員不願意安排「免費試玩」，反而游說本會

職員先付款購買健身會籍，聲稱可在7日

內試玩，如不滿意，扣除$200手續費後可

獲退還收費；另一間健身中心表示可透過

已成為會員的朋友或自行在該中心網頁登

記「免費試玩」，但指出參加試玩便等於已

享用該中心的優惠，日後若正式參加該中

心的健身計劃，便不可獲取其他優惠，例如

「首次到訪」優惠。

「優惠」 一送再送
與纖體公司的情況相若，部分健身

中心在推介不同健身計劃時，試探顧客的

經濟能力，當本會職員指收費偏高或表現

猶豫時，部分健身中心便改而介紹一些收

費較低或合約期較短的健身計劃，或即時

提出豁免手續費。有些健身中心表示如即

日參加所推介的健身計劃可多送3至6個月

會籍。有的則表示除提供「首次到訪」減

價優惠，還多送6個月會籍，若使用指定信

用卡達3年以上並以其支付會籍，再多送3

個月會籍，最後更聲稱可提供「員工家屬」

優惠，全期收費輾轉由原價約$13,000減

至$8,400（「首次到訪」優惠），進而減至

$7,800（「員工家屬」優惠），會籍期限則

由18個月增長至27個月。

投訴集中銷售手法和
不清楚合約條文

根據本會接獲的投訴，與纖體服務

和健身服務有關的常見糾紛和問題可歸納

如下：

1. 不時游說加購服務或套票：就纖

體服務而言，即使消費者已購買服務套票

且尚餘多次服務未使用，纖體公司職員仍

會以不同理由游說消費者加購服務套票，

如消費者拒絕，其他職員可能加入游說，

不少消費者經不起職員不停游說而加購服

務套票，致令累積數萬元的服務套票。健

身服務亦有類似的投訴，服務員會以「馬

拉松」或接力形式銷售健身項目，不斷游

說加購健身或私人教練課程。有些私人教

練甚至加入極力推銷，如消費者堅持不加

購，職員的態度可能轉差，令消費者日後

到健身中心享用服務時平添壓力。另一方

面，亦有消費者在加購後，每每未能預約

指定的私人教練提供服務，令消費者大失

所望。

2. 入會容易退會難：健身服務中心

通常要消費者簽訂合約成為會員後，在指

定期限內享用服務，有些健身中心在消費

者參加健身計劃時，只由職員簡單交代在

合約期屆滿或終止自動轉帳便可終止會

籍，部分消費者相信服務員的口頭陳述而

沒有細閱合約內容，以為自行終止自動轉

帳安排便可終止會籍，而沒有向健身中心

辦理正式終止合約手續，結果被繼續徵收

月費及在多番周旋下才可以退會。

3. 忽略續約或自動續約條款：很多

健身計劃的合約附帶自動續期的條文，沒

有察覺合約期滿前要正式辦理終止合約手

續的消費者，要在收到信用卡月結單後始

發覺被繼續收取月費，待向健身中心查詢

時才知道合約訂有自動續約條文，要終止

服務須按手續於合約期滿前1個月或指定

期限內辦理正式退會，否則仍會被徵收月

費。有些聲稱永久健身會籍的計劃則在合

約內訂有續約條款，規定需於每周年屆滿

或指定期限內辦理續約手續和繳付續約

費，否則有關會籍會被取消。

4. 預繳式消費的問題：纖體公司和

健身中心往往要求消費者一次過預繳服務

費，牽涉的金額頗大，但如因身體不適或

因公幹、外遊等需暫停服務，或因不滿服

務水平欲取消服務，卻極難甚至不能取回

已付的費用。而預繳服務費的最大風險是

當有關公司結業清盤時，消費者只能向清

盤人登記成為無抵押債權人，可取回預繳

款項的機會微乎其微；即使不是結業，如

有關公司搬遷或關閉分店，消費者便失去

原有的便利，可能需花額外交通時間或較

長時間預約才可享用服務，儘管使用服務

的意慾減低，消費者不一定能以商戶搬遷

或分店關閉而要求退回尚未使用服務的費

用餘額。

5. 信用卡分期付款：大部分纖體公

司及健身中心表示可為消費者提供以信

用卡分期付款，表面上消費者是逐月繳付

在其信用卡戶口帳項內與該商戶有關的

金額，但事實上服務套票或月費的整筆

費用屬信用卡公司提供的借貸再分期透

過消費者的帳戶攤還，故此，即使商戶結

業，信用卡公司亦會要求卡主繼續分期繳

付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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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今年頭9個月收到關於纖體和健身服務的總投訴（男

女合計）分別有66宗及737宗，而去年全年則分別有117宗

及514宗，主要涉及銷售手法、價錢爭拗、服務質素或突然

結業等。以下列舉一些有關男士參加纖體療程和健身服務的

投訴，供消費者參考。

 減50磅承諾不兌現	
	 A先生在去年3月參加纖體療程，纖體公司承諾為他減

50磅，並指派一位纖體治療師負責他的療程。A先生表示療

程初期效果顯著，很快已減去10多磅，他很滿意該治療師的

服務，故在其游說下多付10多萬購買進一步療程，而該治療

師亦承諾會繼續跟進他的療程。及後該治療師被調往其他分

店，由於接手的另一位治療師服務馬虎，減肥效果不顯著，A

先生要求轉往先前為他服務的治療師所在的分店繼續療程，

但轉分店後卻發現該分店沒有他的療程所需的纖體儀器，不

久該治療師亦離職，改由其他治療師跟進他的療程。A先生

表示纖體公司承諾為他減50磅，又答應療程由指定治療師跟

進，結果卻全不兌現，故到本會投訴，要求取消服務和退回

療程尚餘的款項；此外，他發現療程內的中醫療程無故被扣

減了30次，要求纖體公司就此作出解釋。

跟進：經過本會四個多月的調解，纖體公司堅持不作退款，只

願另派其他專業治療師為A先生提供服務，並延長療程套票的

有效期，A先生無奈接受。

 50次療程後只減去4磅 
	 B先生的兒子在年多前以$880參加了一個2星期的減肥療

程，單據上列明包減6磅及12吋。進行療程期間，纖體公司

職員多次游說他的兒子加購療程，並口頭保證可減去15至16

磅，他的兒子便再付$6,660購買24次「排毒殲脂」療程、12

次以纖體儀器進行的「消脂」療程、7次中醫療程和7次營養

師療程。到差不多完成所有療程時，B先生的兒子只減去3至

4磅，他不滿意療程效果，要求纖體公司退款。

跟進：本會去信要求纖體公司考慮B先生的退款要求，但該公

司拒絕讓步。

 永久會籍需每年續約	
	 C先生及太太在2007年10月到一健身中心欲申請一年期

的健身會籍，經健身中心職員不斷游說後，兩人改為購買永

久健身會籍，共付$32,779會籍費。C先生表示中心職員聲稱

以後只需每月付$68毛巾費便可永久享用健身會籍，並沒有

提及需要每年再簽合約。C太太用了兩個月健身服務後，在

2008年3月通知健身中心自己懷孕要求暫停服務，並表示可

以提交資料作證明，但健身中心沒有要求她遞交任何資料。

直至2009年5月，C先生及太太到健身中心欲使用服務，中心

職員表示他們的合約期已屆滿，由於他們沒有在合約到期後3

個月內到健身中心繳交$788續約費，該中心已終止他們的健

身會籍。C先生和太太其後在合約上發現相關的續約條款，但

簽約時該中心職員沒有解釋合約內容及提及有關條款，故到

本會投訴，要求恢復他們的永久健身會籍。

跟進：本會將C先生的要求轉達健身中心，惟該中心表明公

司立場不能恢復已過期的會籍。C先生考慮入稟小額錢債審

裁處。

 不斷氹買私人教練課程

 半迫半就簽下十多萬健身合約	
	 D先生途經健身中心接獲傳單，指可以優惠價每月$288

成為會員以享用健身服務，當他「參觀」完中心設施後，中

心職員表示要享用$288月費，須簽為期60個月的合約，但

可以分期支付，當D先生於合約及信用卡單據上簽名後，有

一名健身教練與D先生攀談，謂其公司有個體能比賽，只要

買最低100小時私人教練課程便可參加，但D先生認為費用已

超出其負擔能力，該中心職員便說替他「想辦法」，建議他

將所有會費總數分36期支付，每月$2,500，D先生便再交出

信用卡支付$88,000。當D先生翌日到該中心進行免費體能

評估時，該名健身教練又再推銷教練合約，D先生再次表示

沒有能力支付額外費用，但該教練卻着他交出身上所有信用

卡，表示會「幫助」他爭取更佳的信用卡優惠，D先生不虞有

詐，交出三張信用卡，結果該教練用那三張信用卡再刷了合

共$60,000。D先生向中心負責人投訴，卻被建議去借私人貸

款，D先生由最初付$288月費，短短兩日內，在半被迫的情

況下簽下合共十多萬元的健身合約，深感恐懼、無助。

跟進：本會接獲個案後多次與健身中心聯絡，表達D先生只求

取消其中$60,000的合約作為和解方案，但該中心只保證不

再向他推銷，讓他使用所有課程。

個案 1

個案 4

個案 2

個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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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自己也不肯定是否有決心持續做運

動，又或不知療程效果或服務水平是否令

人滿意，建議先試短期的療程或計劃。

6. 自動轉帳不可兒戲：如採用自動

轉帳繳付費用，要取消會籍，除了在銀行取

消自動轉帳授權外，還必須依有關公司的

既定途徑取消會籍。別以為取消了過數的

信用卡或銀行戶口便「穩陣」，不用取消會

籍，事實不然；如未辦妥退會手續，健身中

心可能仍視你為會員，就應付未付的月費

向你「追數」。

7. 謹記合約屆滿日期：很多健身計

劃合約附帶續約或自動續期的條文，消費

者須按照合約條文，在指定時限內以書面

通知或填寫標準表格，通知中心取消服務

或終止合約；如欲繼續服務，便應按規定

辦理續約手續。若對續約或終止合約有不

明白的地方，應在簽約前主動向中心問個

明白，並須記下合約到期日，以便提醒自己

屆時採取適當行動。

總結
消費者要纖體或做運動有很多途徑，

不一定要假手於人或花費巨款。市面上的

纖體和健身服務良莠不齊，消費者要小心

選擇，千萬不要受廣告宣傳製造出來的潮

流影響而盲目追隨，亦不應因三分鐘熱度

而輕率地參加一些合約期長的計劃或服

務，如要預繳巨額服務費更應三思。
▲消費者參加健身計劃時務必要看清楚合約內容，例如：有否續約或自動續約條款，要瞭解清楚有關

條款限制，如有不清楚的地方，便不要簽署和付款。

香港金融管理局今年8月16日向認

可機構（包括持牌銀行）發出通告，要求在

10月1日前實施新措施，目的是讓消費者清

楚知道有關信用卡分期付款計劃的重點條

款	（見本刊第408期），所以消費者在簽署

信用卡分期付款合約前，應留意：

◆	商戶有否向你提供計劃的章則及條

款，該等條款章則有否說明你的還款責任？

◆	你所參加的分期付款計劃是否設

有退款保障？

◆	商戶有否提醒你可聯絡有關認可

機構，讓認可機構向你解釋分期付款計劃

的章則、條款及其他可供選擇的付款方法？

◆	你在各重點條款旁簽署時，是否

明白條款的內容？

◆	如商戶對你的查問含糊其詞，或

沒有向你提供計劃的章則及條款和提醒你

可聯絡有關認可機構查詢，可考慮向有關

認可機構反映或投訴。

消費者自保之道
消費者在考慮光顧纖體或健身服務

時，應注意下述事項：

1. 便宜莫貪：在街上遇上幸運大抽

獎、刷刷卡優惠、免費評估等推銷活動，要

額外留神，這些都是營商者招徠生意的前

奏，當「幸運兒」領獎時便會傾力推銷，若

消費者把持不定，很容易墮入消費陷阱。

2. 個人資料不亂交：切勿隨便將身

份證、信用卡、銀行戶口資料等交予他人，

以免在不知就裏下參加了計劃。亦不應在

未經深思熟慮的情況下同意付款。若不願

意參加或簽約，應決斷地說「不」。切勿為

求「脫身」，圖以簽約作緩兵之計待日後尋

求解約，因為一經簽署，合約只可在多重

條件限制下才可終止，過程亦涉及時間及

金錢，這個緩兵之計絕不明智，反而自找

麻煩。

3. 口頭承諾別盡信：有些不良營業

員為了招攬生意，信口雌黃作出各種陳述，

例如：入會後可代為免費將會籍升級、暫停

會籍不用收費、「試玩」後不合意可隨時退

會、保證在指定時間內減若干磅否則退款

等。消費者應保持清醒及審慎考慮，應向

有關的公司查證是否有相關安排，並要求

提供書面條款。

4. 簽署文件先看清：應細閱合約內

容是否與有關公司職員所講解或承諾的相

符，並確定自己明白所有條款，例如：最少

要參加多久或是否有期限、是否有提早結

束/暫停療程或會籍的政策、是否有退款

安排，而相關的手續如何，例如是否需要

出示醫生證明、使用指定表格、以書面及掛

號方式郵遞通知書、收取手續費等。若文

件以英文書寫，消費者有權要求店方提供

中文譯本參考，如有不清楚的地方便不要

簽署和付款。

5. 預繳費用要三思：消費者如一次

過繳付全費，通常都會獲得較便宜的每次

療程費用或平均月費，但這種付款方法欠

缺彈性，如中途要求停止服務，未必可取回

已繳的費用。若對纖體公司或健身中心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