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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巨額六
合彩橫財夢繼續。由於六合彩已多期沒有
人中頭獎，昨日舉行的攪珠共有4,330萬
元累積多寶，馬會預計如只有10元一注
獨中頭獎，彩金有機會高達5,300萬元。
昨日的六合彩攪珠亦吸引到逾8,300萬元
投注額，結果攪出號碼為1、16、17、
19、26、46，及特別號碼29，結果連續6
期沒有人中頭獎，二獎則有1.5注中，每
注派逾273萬元，逾5,500萬元多寶將帶
落明天舉行的攪珠。馬會預計，如明日的
六合彩只有10元一注獨中頭獎，彩金有
機會高達6,500萬元。
翻查過去10次六合彩攪珠記錄，3號及
34號各曾4次被攪出，堪稱最「旺門」號
碼，1、8、17、21及29號亦各曾出現3
次。然而，11、22、28、37、38及 42號
則在過去10次攪珠未曾出現過一次，可
謂最「盲門」號碼，市民購買彩票時若以
自選號碼方式，可作參考。

國泰明年加薪4.5%
工會收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國泰航空公司空
中服務員工會為爭取加薪，過去2星期與資方就年
終薪酬福利談判，並於昨日接受加薪4.5%的方
案。工會認為，公司指中期業績較去年理想，故
明年將加薪4.5%的幅度，雖與員工期望有落差，
但整體方案尚可接受。
工會又指，談判過程中與資方就其他福利達成
協議，包括在明年1月開始與工會研究「駐港外籍
空中服務員」房屋津貼的福利，另調升「月薪
制」空中服務員飛行津貼10%，及為飛行航程逾
10小時的航班依法提供休息時間等。
雖然工會對公司拒絕延長空中服務員退休年齡

至65歲表示遺憾，但仍認為有關新協議是勞資雙
方共同合作的成果，期盼公司繼續用真誠態度與
工會溝通、竭誠合作、互相信賴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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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開獎的六合彩昨晚開獎的六合彩
累積獎金高達累積獎金高達55,,300300
萬元萬元，，吸引眾多市民吸引眾多市民
到馬會投注站購買彩到馬會投注站購買彩
票票。。 中通社中通社

商品例推4個月 消委接逾千投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新修訂《商品及說明條例》實施4
個多月，海關最近已向一些違法的不良商人採取法律行動。消委會總
幹事黃鳳嫺昨日與傳媒飯聚時表示，消委會已接報逾1,000宗相關投
訴，當中以傢具店、健身中心及藥房的投訴佔大多數，並已轉交海關
調查。黃鳳嫺坦言，實施新修訂條例後，由於涉及不良營商的個案均
會交由執法機構調查，更可能會進入司法程序，故未能一如以往，及
早向消費者公開及批評不良商店的資料，呼籲消費者慎防不法商人。
另外，今年年頭至10月，消委會亦接到逾800宗消費者對美容
服務的投訴，當中約三分之一屬醫學美容服務，情況與前年相
若。黃鳳嫺透露，消委會將於未來一年集中於推廣《競爭法》及
爭取在產品中加入「冷靜期」的工作，以確保消費者的權益。她
又指，消委會「每周精明格價」調查將於本年底停止發放調查結
果。而市民點擊率越來越高的「網上價格一覽通」則會加強其提
供的資訊，透過新增2間超市，把調查範圍擴至5間超市一籃子貨
品。現時消委會網站共涵蓋約1,600多件貨品的網上購物價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來年電費加幅將於
下星期二公布，消息指中電加幅約4%，低於通脹，
而港燈的加幅更低。能源諮詢委員會委員余遠聘指
出，煤價跌超過10%至20%，所以令發電成本降低，
並推斷未來一年的電費加價壓力不大。

傳港燈加幅低於中電
以中電為例，燃料帳由去年年底的負3.37億
元，轉虧為盈至年中的7.11億元。據了解中電最
初開價要加5%左右，政府還價，壓低至低於通
脹率，按本港 10 月的通脹數據，即是低於
4.3%。消息指，最終加幅會低於通脹，而港燈
的加幅，消息指比中電更低。
政府與兩間電力公司的談判戰場，亦包括電力

公司未來5年的投資計劃。由於電力管制協議容

許電力公司有9.99%利潤，若電力公司投資越
多，市民就需繳交越多電費。消息指中電未來五
年投資額「縮水」，會少於前5年的400多億
元。
花旗銀行研究部董事總經理劉顯達指，原因是

過去5年，中電曾投資60億元加裝減排設施，並
已於2012年前安裝，未來5年不需要再投資此項
目，可減少固定資產的投資。撇除燃料費，他相
信未來5年的基本電價加幅都會低於4%。
雖然兩電未公布未來電費加幅，但已有劏房業

主率先加價。一家居於荃灣劏房的梁女士近日簽
新約，業主每度電由1.1元加至1.3元，加幅超過
18%。她引述業主稱，坊間劏房的電費都已加
價，「肉在砧板上，業主喜歡怎樣切就怎樣
切」。

兩電加價料低過通脹

California Fitness濫蒐20萬人私隱
公署批未從八達通事件汲教訓 促立即糾正

個人私隱專員公署在2011年接受兩
名市民投訴，指向California Fit-

ness申請入會和續會時，需要繳交完整
的出生日期、身份證號碼、身份證或回
鄉證副本。
公署介入調查後，發現情況涉及公司

中20多萬名會員。公署認為知道申請人
的身份證號碼，已能夠達到以上目標，
要求繳交身份證或回鄉證副本是超乎適
度收集個人資料，要求California Fitness
立即糾正。

健身中心上訴 料數月見分曉
California Fitness解釋，收集會員出生
年月日是為了向會員提供合適的健身課
程及生日月份優惠；身份證副本或回鄉
證副本則是為了核數、追討器材毀壞損

失，以及防止員工欺詐，捏造申請人騙
取佣金。California Fitness發言人強調，
對公署的調查報告有認同及不認同之
處，已向公署提出上訴，預計數個月才
有結果。

蔣任宏抨卸責 銷毀私隱太慢
蔣任宏批評California Fitness的做法是推

卸責任。他說，California Fitness今年1月
至6月自行銷毀了7%的身份證副本，顯示
他們都覺得收集身份證副本是不適當的做
法。他又指銷毀進度過於緩慢，不能接受。
蔣任宏更認為，California Fitness並無從3
年前令公眾譁然的八達通事件汲取教訓，
重犯八達通公司的錯誤，令人遺憾。
公署認為，本港機構在收集個人資料

一直奉行「寧濫莫缺」的原則，沒有認

真考慮收集個人資料的必要性。公署亦
批評，部分公司以行政為理由，在處理
顧客入會時，盲目追求最嚴謹的身份核
實，如身份證號碼、身份證副本等是矯

枉過正，有需要糾正過來。
公署提醒市民，提供身份證副本時，

有權向對方查詢目的和用途，不應該怕
麻煩或尷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發表調查報
告，指連鎖健身中心California Fitness違反個人私隱條例，過度收
集個人資料，持有逾20萬張會員身份證副本，已於上月21日發出執
行通知，要求健身中心馬上糾正。私隱專員蔣任宏批評，California
Fitness沒有從3年前的八達通事件上汲取教訓，重蹈覆轍，令人遺
憾。健身中心則表示會上訴。

■蔣任宏批評，California Fitness重犯八達通公司的錯誤，令人遺憾。 陳廣盛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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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錶
Freak Cruiser《奇想巡洋艦》陀飛輪
在 前 衛 世 界 海 洋 下 錨

瑞士著名鐘錶製造商雅典錶，全新的《奇想巡洋艦》(Freak

Crusier)搭載卡羅素陀飛輪，跟《Freak奇想》同樣壯觀，揚帆出

海、乘風破浪，駛向雅典錶大自然的家。自2001年面世，由最

先進頭腦構思出來的《Freak奇想》陀飛輪在尖端技術的海洋航

行後，重返母港。整枚腕錶經過重新設計，配上一個凹凸波浪紋

錶圈和浮動船錨型移動橋板，象徵在前衛的世界海洋下錨！

■Freak Cruiser

陀飛輪玫瑰金款

腕錶的設計概念和技術在鐘錶界是史無前

例，至今仍然是一個無與倫比的壯舉。沒

有錶盤和指針，《奇想巡洋艦》陀飛輪以機芯運

轉的方式顯示時間，下層橋板連接 腕錶中心，

作為小時顯示，而上層橋板包含一組齒輪、游絲

和雅典獨有雙向矽晶體擒縱裝置顯示分鐘。

突破想像自由飄浮
腕錶名為卡羅素陀飛輪，顧名思義此系統完全

突破想像自由飄浮，因為腕錶不再像上一代般需

要機芯中心軸，由錶面藍寶石水晶玻璃上貫穿機

芯來支撐整個結構。

雙向矽晶體擒縱裝置也將製錶帶到革命性新視

野，其結構摒棄了傳統的錨型擒縱叉和擒縱輪，

在中間改用兩個矽製擒縱輪取替，每個擺輪的齒

輪數目各為18齒，輪流啟動alternator將動力直

接傳送至擺輪──先以順時鐘，再以逆時鐘方向

轉動，交互配合。此系統無需上油，確保能量經

常向擺輪轉動方向傳送，減少磨擦。

此外，矽1.1.1游絲發條以每小時28,800次（4

赫茲）的高頻率振動，其固有振頻只受到非常輕

微干擾。然而，平衡擺輪與擒縱之間的振動幅度

為32度，有別於傳統槓桿擒縱的48度振動幅

度，將能量消耗的影響減至最低。但這些都不是

UN-205手動上鍊機芯唯一的秘密，透視藍寶石

後底蓋大方揭示所有秘密。

設置方式與別不同
《奇想巡洋艦》沒有錶冠，設置方式也是與別

不同。6點鐘位置錶耳之間設有一鎖定裝置可將

錶圈鎖定或鬆開，可以雙向轉動設定小時和分

鐘。至於機芯上鍊，腕錶後底蓋裝有軸承，旋轉

即可為主發條上鍊，提供七天動力儲存，錶面與

後底蓋兩個錶圈是機芯不可或缺的部分。錶殼直

徑45毫米，配以鱷魚皮真皮錶帶連摺疊錶扣。

《奇想巡洋艦》像深海珍寶般令人驚嘆不已，備

有18K玫瑰金及18K白金兩種材質。在腕上佩戴

時，彷彿走進夢想海洋。

雅典錶全新成員《奇想幽靈》通過廣泛使用矽材質，
藉以表揚《奇想》之創新精神，並將其陀飛輪帶到新高
峰。腕錶外觀上十分隱蔽，然而《奇想幽靈》陀飛輪是
一項真發明。限量發行99枚，腕錶選用矽作為其專利游
絲的材質(Si 1.1.1.) ；此外，腕錶大部分的擒縱裝置都是
以矽製成。整個《奇想幽靈》機芯包括震盪器，都是由
雅典錶廠自製研發，提供長達8天的動力儲存。

陀飛輪內兩個滾珠軸承系統以及慣性擺輪的構思和設
計，均採用了先進科技，進一步提升腕錶性能。其卡羅
素陀飛輪每60分鐘圍繞中心旋轉1圈，成為飛行陀飛輪的
分鐘顯示。在《奇想幽靈》陀飛輪籠外，加裝一個箭頭
秒鐘指示和透明的半圓刻度，秒鐘指示每分鐘自轉一
次，而位置零則固定在分鐘指示軸上。另外，兩個特別
構思的滾珠軸承裝置容許分鐘機芯與秒鐘指示陀飛輪在
無需橋板支撐的情況下，進行「飛行」功能。《奇想幽

靈》陀飛輪操作簡單易用，以錶底蓋代替錶冠上鍊，轉
動上層錶圈可以調校時間；齒輪連接軸直接貫穿機芯，
固定3支「指針」，或避免在調校時間時出現「指針」移
位。

《奇想幽靈》陀飛輪功能超卓，展現自信風格，讓佩
戴者凸顯大膽陽剛之氣。其機芯在黑色背景襯托下，傳
達 一種無聲力量的身份象徵，而其18K玫瑰金錶殼展
現其最優雅的一面。《奇想幽靈》陀飛輪獨創性與美感
並重，延續《奇想》腕錶系列令人意想不到的特徵。

Freak Phantom《奇想幽靈》陀飛輪

展示其創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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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錶盤和指針，Freak Cruiser陀飛輪以機芯

運轉的方式顯示時間。

■Freak Cruiser

陀飛輪白金款

■藍寶石後底蓋旋轉即可為腕錶上鍊■機芯無需要中心軸支撐，達至飄浮效果。 查詢：2957 0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