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閣下將瀏覽的文章／內容／資料的版權持有者為消費者委員會。除作個人非商

業用途外，  閣下不得以任何形式傳送、轉載、複製或使用該文章／內容／資料，如

有侵犯版權，消費者委員會必定嚴加追究法律責任，索償一切損失及法律費用。

《消費者委員會條例》第二十條第 (1) 款其中有規定，任何人未經委員會以

書面同意，不得發布或安排發布任何廣告，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提述委員會、委

員會的刊物、委員會或委員會委任他人進行的測試或調查的結果，藉以宣傳或貶

損任何貨品、服務或不動產，或推廣任何人的形象。有關該條文的詳情，請參閱

該條例。

 本會試驗的產品樣本由本會指定的購物員，以一般消費者身份在市面上購

買，根據實驗室試驗結果作分析評論及撰寫報告，有需要時加上特別安排試用者

的意見和專業人士的評論。對某牌子產品的評論，除特別註明外，乃指經試驗的樣

本，而並非指該牌子所有同型號或不同型號的產品，也非泛指該牌子的所有其他

產品。

 本會的產品比較試驗，並不測試該類產品的每一牌子或同牌子每一型號的

產品。

 本會的測試計劃由本會的研究及試驗小組委員會決定，歡迎消費者提供意

見，但恕不能應外界要求為其產品作特別的測試，或刊登其他非經本會測試的產

品資料。

警告：切勿侵犯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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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實錄

市場速報

個案一：被誤導一再供款
朱先生在2009年底收到A公司的推

銷員來電，聲稱其公司與香港四大著名銀

行合作，提供優惠予旗下信用卡的客戶，可

以$1,740購買一項測試六種癌症腫瘤指標

的身體檢查。朱先生信以為真，便將信用卡

資料提供予該推銷員。稍後他聯絡相關銀

行，卻得悉銀行並沒有與A公司合作。其後

A公司推銷員致電通知他已從其信用卡過

數，又指計劃為期3年，可以月供形式分18

期繳交費用，每月$290。朱先生覺得推銷

員前言不對後語，要求取消交易但被拒絕。

他不想爭拗，心想3年總共供款$5,220還是

可以接受的，於是簽署了信用卡授權書。

數月後，朱先生再接到該推銷員的電

話，竟表示$5,220只是檢查計劃第一年供

款的首部分，整個計劃實則是3年共6個部

分，總供款為$5,220 X 6 = $31,320。朱先

生十分憤怒，與A公司交涉不果，無奈再簽

署信用卡授權書。

2012年底，朱先生滿以為這個檢查

計劃將近供完，但跟A公司聯絡後，A公司

卻稱他尚欠一年供款，要求他再簽信用卡

授權書，否則會在其信用卡一次過支取整

年供款。朱先生非常不滿，認為A公司的銷

售手法不良，欺騙消費者，於是到本會投

涉及售賣偽冒藥物的店舖(2013年6月定罪案件)

涉案店舖名稱及地址 涉案偽冒藥物名稱
有關控罪
(干犯人)

有關刑罰

九龍 Kowloon

1

駿榮中西藥房 
Chun Wing Dispensary
土瓜灣馬頭圍道422號金時閣B舖 
Shop B, Goldtone Court, No. 422, 
Ma Tau Wai Road, To Kwa Wan
(現已不在上址營業)

應用偽造商標
● 「同仁堂」安宮牛黃丸
  「TONG REN TANG」

a 
(1名店東)

● 120小時社會服務令

2

天興中西藥行有限公司 
Tin Hing Medicine Company Limited
官塘協和街165號地下 
G/F, 165 Hip Wo Street, Kwun Tong

應用偽造商標
● 「威而鋼」「VIAGRA」

a
(1名店員、
1名店東及
該店舖)

● 店員罰款$5,000
● 店東罰款$10,000
● 該店舖罰款$10,000

控罪： a  違反香港法例第362章《商品說明條例》第9(2)條「為售賣或任何商業或製造用途而管有
應用偽造商標的貨品」。

註

訴，要求終止交易。他總共購買了18次檢

查，已使用11次，希望A公司退還餘下7次

未做的檢查項目的款項。

本會聯絡A公司，要求盡快處理朱先

生的個案。A公司主動聯絡朱先生，向他解

釋整個身體檢查計劃的供款詳情，確認他

已完成3年的供款，毋須繼續供款，而計劃

中餘下的檢查項目並沒有使用期限。朱先

生最終接受A公司的安排，結束投訴。

個案二：未經同意擅自在信用
卡過數

楊小姐去年3月接到B公司來電，推

銷一些身體檢查計劃，經職員講解後，楊

小姐表示部分計劃內容不錯，但需要多些

時間考慮，職員於是請她先提供信用卡資

料登記開戶，以保留優惠，並表明不會過

數，也沒有提及需要收取任何費用，楊小姐

不虞有詐，便提供了信用卡資料。

不久，楊小姐收到B公司的通知，已

在她的信用卡戶口支取了$1,960，作為她

參加驗身計劃的費用。楊小姐頓感受騙，

堅持從沒有同意購買該公司的驗身計劃，

她不滿B公司擅自在她的信用卡收取費用，

於是請求本會協助，取消有關交易及退回

被收取的費用。

本會聯絡B公司，要求其處理楊小姐

的個案及退款。B公司回覆答允取消交易，

並退回所有款項予楊小姐。

個案三：驗身計劃貨不對辦
今年3月，洪先生收到C公司的職員

來電，聲稱他被抽中成為特選幸運兒，可

以優惠價格購買包含16項測試癌症的身體

檢查服務，平均每項收費只是百多元，洪先

生更可另外推薦兩位客戶享受該優惠，三

位合共價格為$5,900。洪先生認為價錢合

理，於是提供了信用卡資料予C公司職員，

為他自己和兩位女親友購買該檢查服務。

洪先生後來收到C公司的確認信，卻

發現信中資料，與C公司職員推銷時所說的

大相逕庭，原本每人有16項癌症檢查，卻

變成男士只有6項，女士只有7項。他向C公

司交涉，但C公司拒絕讓步，亦不允提供銷

售時的錄音。洪先生無奈求助本會，要求

取消交易及退回款項。

本會聯絡C公司，要求處理洪先生的

個案。C公司其後回覆本會，稱已與洪先生

達成協議，公司會退還其中一位女士的檢

查費用以解決糾紛。本會再聯絡洪先生，

確認洪先生已收到相關退款。

每個人都關心自己的身體健康，也多會定期安排健康檢查，防範於未

然。一些商人視之為商機，推出各種健康檢查套餐。然而，部分公司的推銷

員往往表現過於進取，推銷過程中不乏帶有失實及誤導的陳述，損害消費

者的利益之餘，亦可能構成新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下有關「虛假商品說

明」及「誤導性遺漏」的罪行。本會今年首7個月收到34宗有關健康檢查套

餐的投訴，較去年同期的19宗，上升了79%。

  小心電話推銷

身體檢查計劃！  
身體檢查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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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2間店舖涉售賣偽冒藥物被定罪

消費提示

本會近日從香港海關收到2宗於2013年6月定罪的售賣偽冒藥物案件資料，涉案的

店舖位於九龍。

涉及售賣偽冒藥物的店舖(2013年6月定罪案件)

涉案店舖名稱及地址 涉案偽冒藥物名稱
有關控罪
(干犯人)

有關刑罰

九龍 Kowloon

1

駿榮中西藥房 
Chun Wing Dispensary
土瓜灣馬頭圍道422號金時閣B舖 
Shop B, Goldtone Court, No. 422, 
Ma Tau Wai Road, To Kwa Wan
(現已不在上址營業)

應用偽造商標
● 「同仁堂」安宮牛黃丸
  「TONG REN TANG」

a 
(1名店東)

● 120小時社會服務令

2

天興中西藥行有限公司 
Tin Hing Medicine Company Limited
官塘協和街165號地下 
G/F, 165 Hip Wo Street, Kwun Tong

應用偽造商標
● 「威而鋼」「VIAGRA」

a
(1名店員、
1名店東及
該店舖)

● 店員罰款$5,000
● 店東罰款$10,000
● 該店舖罰款$10,000

控罪： a  違反香港法例第362章《商品說明條例》第9(2)條「為售賣或任何商業或製造用途而管有
應用偽造商標的貨品」。

註

消費者可向海關舉報
根據《商品說明條例》，出售或供應

附有偽造商標或虛假商品說明的貨品屬嚴

重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50萬

及監禁5年。

市民如對藥物真偽有所懷疑，應立即

停止服用，並向供應商或商標持有人作出

查詢。若發現有售賣偽冒藥物的情況，可致

電海關24小時熱線2545 6182舉報。

資料來源：香港海關

新增2間店舖涉售賣偽冒藥物被定罪

個案四：冒充「防癌協會」推廣
癌症驗身服務

余小姐去年收到自稱「防癌協會」

的職員來電，表示現正推廣癌症檢驗服

務，資助部分被抽中的信用卡客戶，以優

惠價$2,030進行7項香港常見的癌症驗身

服務，但必須同時購買3套。余小姐因為對

「防癌協會」有信心，於是以$6,090購買了

3套檢驗服務。但其後她收到有關癌症檢

驗服務的資料後，發覺提供服務的並不是

「防癌協會」，而是一間不知名的D公司。

她立刻聯絡當初與她聯絡的職員，但該電

話號碼一直沒有人接聽，於是她向「防癌

協會」求證，證實該會與D公司全無關係，

亦沒有提供該項癌症檢驗服務。

余小姐十分不滿D公司的推銷手法，

認為D公司存心欺騙消費者，遂向本會投

訴，要求D公司全數退款，並將此種惡劣推

銷手法公諸於世，以防其他消費者受騙。

本會聯絡D公司要求解釋及應余小

姐要求全數退回所收款項。D公司其後回

覆已全數退款予余小姐。余小姐收到退

款，但仍然十分不滿D公司的推銷手法，冀

本會留意該等公司的營商手法。

結論
定期進行身體檢查，對預防疾病有一

定好處，然而，並非每項檢查都適合自己，

例如一些入侵性的檢查項目或許帶有風

險，未經專業醫護人員的評估，不宜進行。

健康檢查套餐的推銷員一般並非專業醫護

人員，在電話中更難以評估消費者的身體

狀況，由他們來為消費者策劃身體檢查計

劃，消費者接受前必須審慎思量。以下簡列

一些常見問題及注意事項予消費者參考︰

1. 虛假及不實陳述，例如聲稱政府

資助或與大型醫療機構合作提供優惠，又

或稱消費者中獎，可以優惠價購買身體檢

查套餐等。

2. 千方百計套取消費者的信用卡資

料，例如稱需要確認身份或開戶登記，然

後未經同意便在消費者的信用卡戶口支取

費用，造成既定事實。

3. 推銷內容失實，前言不對後語，

例如任意加減檢查項目或更改價錢等。

4. 購買檢查套餐後預約困難，可供

預約的時段不足夠或不合適。

5. 檢查套餐可能有期限，過期可能

作廢。

6. 購買檢查套餐後，一般不能退款

及不能轉換他人使用。

7. 消費者應留意個人資料可能被用

作其他用途。

消費者不應輕易將信用卡資料及個

人資料提供予推銷員，在未核實推銷員提

供的資料，或未明瞭交易的合約內容前，不

宜答應購買該些身體檢查項目。遇到受騙

或未經同意支取費用，不應輕易就範，應立

刻與相關機構交涉，或與本會聯絡。消費

者需知道身體檢查牽涉風險，事前應瞭解

責任誰屬，遇有事故時應向推銷公司還是

化驗所追討賠償。與推銷身體檢查套餐的

公司合作的化驗所質素各有不同，消費者

參與前應詳細查詢，以免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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