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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手」迎腦節 暑假生意插水
展覽年年搞市民慣等執平貨 商戶：唔搞好過搞

香港電腦業協會今年繼續聯合5大電腦商場，舉辦香港腦場電腦節，
在兩日展期內推出逾百項購物優惠，務求吸引消費者到場購物。

展期生意增 當拉上補下
電腦節原意本為廣納客源，不過卻為商戶帶來額外的煩惱。在黃金電

腦商場推出半價手機的「正都」負責人表示，估計今次電腦節的生意額
及人流，均可較平日及去年同期高出逾30%，但早前因不少顧客得知電
腦節將至，「寧願等多幾個月」，令店舖生意很差，今次額外的收入亦
只當作拉上補下，彌補生意額的不足。

貨品平20% 每日補貨不斷貨
另外，位於新高登電腦廣場的201號舖，一如往年繼續在電腦節中憑平

貨吸引大批市民輪候購物。負責人表示，商舖今次準備了逾50款平貨供
市民選購，當中包括原價399元，現售89元的7吋平板電腦，另外原價
99元但現售價1元的風扇，負責人指亦相當受歡迎。
問及電腦節提供的優惠較平日有何分別，負責人指所有貨品平均便宜
近20%，同時不會有斷貨的情況，因每日都會從供應商補足貨，希望可
以在展期內薄利多銷。
但負責人透露，早前不少顧客因電腦節臨近，刻意忍手不消費，令商

戶減少近20%生意額，今次電腦節亦僅能賺回差額，直言電腦節要特地
提供優惠，又會令生意一度下滑，真是「唔搞好過搞」。

學生儲足一年銀彈掃貨
有在場購物的學生5人小組表示，每年都會在暑假期間到腦場「執平
貨」，主要購買顯示卡及平板電腦等，是次亦是陪同同學到場。當中有
人指，由於電腦節有優惠，會儲足一年銀彈一次過買齊所需，雖然當中
金額只涉及數百元，但總比平日沒有優惠來得划算。
此外，陳氏兄弟今次亦已非首次在電腦節期間購物，二人手持戰利品

笑得「見牙不見眼」，陳大哥指除手上的1元風扇外，亦買了16GB的無
線記憶卡，及電腦用的無線接達點USB手指。他續稱，昨日同樣在場消
費數百元，雖然金額不多，卻是特地忍手數個月的成果，認為電腦節應
繼續「長搞長有」，因方便市民集中購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每年臨近暑假尾聲都是兩

大電腦節「爭妍鬥麗」之時，多個商會合辦活動本為推廣兼

助商戶吸客，可惜今年好心做壞事，有商戶直言「唔搞好過

搞」。有商戶稱，市民得知展覽年年搞，暑假期間例必「忍

手不消費」，等待電腦節有優惠才買，導致近期生意較平日

差；儘管電腦節生意額有望按年增30%，亦只能彌補倒蝕

部分。有市民承認，昨日是專程到電腦節「執平貨」，直言

毋須急於消費，「反正每年都有平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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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電腦業協會主辦的香港
腦場電腦節由昨日起至本月22日，在深水埗及旺角5個電
腦商場舉行。協會昨日表示，今年特設100元、40元及20
元的現金回贈，不怕被電腦商會主辦的香港電腦通訊節搶
客，估計小店生意額可按年增長近6倍，大店則按年增長
約1倍。
每年一度的香港腦場電腦節再臨深水埗，市民由昨日起

至本月22日，將可在電腦業協會轄下5個電腦商場，以優
惠價購買心水產品。早於開幕前一晚的10時半，已有數
十名市民在場輪候，至早上11時更有328名市民排隊。
電腦業協會主席葉景祺昨日表示，今年特設100元、40
元及20元的現金回贈，市民只須在指定腦場內的任何兩
間不同商戶購買指定產品，合共消費100元或以上就可憑
發票，換取購物現金券，在場內消費使用。他續指，今年
優惠合共價值逾80萬元，連同其他購物優惠，相信涉及
優惠金額更高。

料小店生意年增近6倍
葉景祺又指，今年共有5個電腦商場合辦，包括黃金電

腦商場、高登電腦中心、新高登電腦廣場、高登電腦商場
新翼及旺角電腦中心。問及會否與即將在會展舉行，由電
腦商會主辦的香港電腦通訊節「打對台」，葉景祺指電腦
節已舉辨多年，相信會與電腦通訊節產生協同效應，加上
電腦通訊節主要在街頭、會展及運動場舉行，兩者性質不
同，不怕會被對方搶客，直言每年生意額都有增長，其中
小店料按年增長近6倍，大店則按年增長約1倍。
他又指，從事電腦銷售的毛利不高，去年電腦節錄得逾
100萬人次入場，相信今年生意可有進一步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人口日趨老
化，醫療需求亦愈見增加。根據資料顯示，新界東醫
院聯網於2012年至2013年共服務58.8萬病人人次，
婦科門診的新症輪候時間更由去年6月的127星期增
至目前的138星期，冠絕全港。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
家彪昨日聯同多名北區議員、社區幹事及投訴個案家
屬約見新界東醫院聯網總監熊志添，促請醫管局盡快
改善輪候問題，並早日落實威爾斯親王醫院的第二期
重建工程計劃。

婦科新症輪候期「冠絕全港」
鄧家彪指出，當局公布的最新資料顯示，新界東

醫院聯網婦科門診的新症輪候時間長達138星期，遠
遠拋離以81星期居次的港島西聯網，兒科及骨科的
輪候時間同樣冠絕全港，「醫管局現時於網上公開的
專科輪候時間(穩定新症)，新界東聯網每一個專科都
比全港平均輪候時間為高，希望當局可正視問題，縮
短輪候時間。」
鄧家彪又謂，不少新界東居民均反映現時普通科

門診電話預約時常滿額，建議醫管局將普通科門診公
私營協作計劃擴展至新界東地區，令公營醫院的服務
得以紓緩及更優質。
他表示，過去半年共收到數宗患者在急症室觀察

區昏迷而無人知曉，至翌日才被醫護人員發現中風，
以致延誤救援的個案，要求院方加強監察急症室的分
流安排，以防止其他求診者交叉感染。他又批評威爾
斯親王醫院的第二期重建工程計劃遲遲未能動工，但
區內市民對重建工程需求卻甚為急切，認為工程必須
早日上馬。

威院：推措施縮短輪候時間
威爾斯親王醫院發言人回應指出，新界東聯網各專科門診第

一優先類別及第二優先類別的輪候時間中位數，一直以來均符
合醫院管理局服務承諾，分別維持在2星期與8星期之內，聯
網一直致力縮短專科門診輪候時間，並推出多項改善措施。
至於急症室服務方面，2013年至2014年度數字顯示，新界
東聯網3間急症室所有危殆病人均可即時獲得診治，96%危急
病人亦可在承諾的15分鐘內接受治理。發言人又指，因應聯
網最新人口增長估算及預計人口結構變化，院方與醫管局正
從聯網整體角度出發，重新檢視第二期重建計劃內容，期望
盡快展開有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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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家彪鄧家彪（（左三左三））昨日聯同多名北區議員昨日聯同多名北區議員、、社區社區
幹事及投訴個案家屬約見新界東醫院聯網總監幹事及投訴個案家屬約見新界東醫院聯網總監
熊志添熊志添，，促請醫管局盡快改善輪候問題促請醫管局盡快改善輪候問題。。

電腦節優惠產品簡表
優惠限量產品 原價 優惠價 數量
三星Galaxy Note III手機 5,198元 2,500元 1
16GB SDHC Mirco SD卡 59元 1元 50
小米盒子3高清網絡機頂盒 680元 450元 20
小米移動電源10,400mAh 149元 50元 15
BMORN K12 10.1吋四核平板電腦 1,699元 888元 10
資料來源：香港電腦業協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兆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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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可產生協同效
應。

梁祖彝 攝

港鐵紅磡站擴建 南大堂商舖「遷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為配合港鐵沙中
線工程，港鐵耗資50億元展開紅磡站擴建工程，下
月起分階段圍封大堂範圍作工地，部分商舖和食肆
需要遷出。港鐵預計首3階段車站大堂工程可於
2018年落成，屆時紅磡站將成為「貫通東西南北」
的交通樞紐，對鐵路過海線和路面交通有紓緩作
用。
港鐵昨日公布，會分階段開展車站大堂改建工
程，其中南面大堂將於9月起圍封作工地，涉及的
15間商舖及食肆已於今年初獲港鐵通知，並於本月
開始陸續關閉。C3出入口將會臨時關閉，並會遷移
部分自動售票機、自動增值機、自動櫃員機及旅客
服務站等設施。

中國鐵路售票處下月遷新址
昨日現場所見，部分連鎖藥房和電器店已結束營
業，並正收拾貨品準備遷往北面大堂新址。中國鐵
路售票處亦貼出告示，指將於下月遷往新址。同受
首階段工程影響的快餐店麥當勞亦會於下月搬移，
麥當勞指會因應情況及僱員需要安排他們到其他分
店工作。
而工程期間，位於南面部分車站大堂外圍的行人

通道將會收窄，乘坐直通車抵港的乘客需要先行出
車站繞路，方可返回車站大堂乘搭本地線列車，港

鐵會在站外興建有蓋行人通道方便乘客。首階段工
程預計於2016年第一季尾完成，期後會再分階段圍
封北面大堂和中庭進行工程，預計工程為期各需1
年時間，首3年階段工程可於2018年完成。

2.4米高圍板減工程擾民
港鐵建造經理（沙中線木土工程）鄭啟聖表示，

工程期間會確保車站和附近建築物如香港體育館等
的結構安全，以及列車日常運作，不受挖掘及地基
改動工程影響。工地會有2.4米高實心圍板，以及2
層含防火花和隔音功能的物料圍封，而部分特別大
噪音和塵埃的工序會在收車後進行，以減少工程對
乘客的滋擾。

車站「變身」後售票機增至12部
港鐵車務營運主管(東面網絡)李聖基則指，紅磡站

「變身」後將設兩層全新的沙中線月台，分別供東
西走廊及南北走廊使用。車站大堂的主色將由現時
的綠色轉為白色，閣樓樓層則為波浪型設計。而中
層行人通道將新增連接口，設有扶手電梯及升降機
直通車站大堂，方便市民由紅磡、隧道和尖東市民
通往車站大堂，售票機數量會由現時4部增至12
部，出入閘機亦會由12部增至22部。
港鐵亦會重新調配商舖位置，令商舖分布更集

中，部分商舖亦會面向站外，方便區內市民。而商
舖樓面面積會由現時的1,625平方米，減至1,514平
方米，但商舖數量則與現時約30間相若。
鄭啟聖指，現時紅磡站每日乘客流量為38萬人

流，預計2021年紅磡站受惠新線分流作用，每日可
接待32萬人次，當中轉乘有22萬人次。而沙中線
啟用後，紅磡到金鐘車程會由現時約18分鐘縮短至
約5分鐘，紅磡到鑽石山會由18分鐘減至10分鐘，
相信可對現時荃灣線過海段和九龍塘轉車站，以及
路面交通起一定分流作用。

■港鐵將於下月起分階段開展車站大堂改建工程，
其中南面大堂將於9月起圍封作工地。 羅繼盛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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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
有謂「貪靚」是女士的天性，不少
女士均願意大灑金錢，以保養容顏
嫩膚。一項調查發現，本港女性每
年平均花費6,800元於購買護膚產
品上，但仍有超過一半受訪者對自
己的皮膚質素未感滿意，最普遍認
為自己的皮膚出現缺水、色斑及暗
瘡粉刺等。營養師指出，皮膚質素
欠佳可能反映「皮膚免疫力」響起
警號，若不保持均衡飲食及改善生
活習慣，再多的護膚品也無補於
事。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早前透
過電話訪問513名年齡介乎20歲
至49歲的本港女性。結果發現近
四成受訪者每年花費逾6,000元在
購買護膚品上，不過仍有27%人
認為自己的皮膚「未老先衰」，
61%的受訪者坦言從不或視乎天
氣才進行防曬工作，忽視紫外線
對皮膚的傷害。

專家促改善不良生活習慣
高級註冊營養師林思為指出，
皮膚本身分為3層結構，是人體免

疫系統的第一道防線，皮膚本身
也有一套免疫機制，透過不同細
胞的協作，保持皮膚狀態穩定。
但如果皮膚出現感染、發炎、變
得粗糙、出暗瘡等，表示「皮膚
免疫力」有問題，除了外在的護
膚程序，改善不良生活習慣、多
做運動及均衡飲食同樣重要，以
便攝取足夠營養修復受損的細
胞，「其實男士也可以遵從以上
方法改善皮膚質素。」
她續指，部分人可能因減肥、

或皮膚有濕疹等原因抗拒食用某
些食物，例如牛奶、雞蛋、牛
肉、海鮮等，她認為，除非求醫
經皮膚測試尋得致敏源，否則市
民應盡量避免自行戒掉某些食物
導致營養失衡，「譬如有人飲杏
仁奶代替牛奶，但杏仁奶只有很
低的蛋白質，市面卻高價售出，
事實上其營養價值不可與牛奶同
日而語。」她建議，一般人要均
衡攝取營養，包括蛋白質、奧米
加脂肪酸及適當份量的油等，才
足以令細胞抗衰老，從根源改善
「皮膚免疫力」令皮膚質素提升。

「灰甲」5年升30% 美甲水療易中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外
出按摩、到健身中心或是接受美甲服
務可能為指甲和趾甲招來「殺身之
禍」。一項調查發現，本港灰甲個案
於5年間上升30%，於按摩、水療、
美甲服務場所受感染的個案亦同時上
升。有醫生指，若不正確處理灰甲，
有可能令其他部位受感染，帶來生命
危險。
俗稱「灰甲」的甲癬，由真菌感染

引起，影響腳趾甲及手指甲。患者的
指/趾甲可能變成黃色、褐色或出現
細小的白色碎屑，最常見是從手指/
腳趾甲末端開始，再向甲板擴展。甲
板因而開始變厚或變形，令患者穿鞋

或走路時感到不適。
皮膚科專科醫生盧景勳表示，該調

查於今年3月16日至23日進行，以問
卷調查訪問114名香港皮膚科醫生、
家庭醫學及普通科醫生，結果發現
61%醫生認為現時的灰甲個案較5年
前上升。他又稱，「58%受訪醫生表
示患者在接受按摩、水療或美容療程
時感染、56%醫生指患者因接受美甲
服務而感染，亦有52%醫生指患者是
在健身室淋浴間感染。」
現時，主要治療灰甲的藥物可分為

外用及口服。外用藥物適用於輕度至
中度的灰甲，能抑制真菌的生長，而
口服藥物的治癒率可高達80%，但會
有較多的副作用，例如腸胃不適及肝
功能受影響。
盧景勳指，坊間有部分聲稱能治療
灰甲的產品並未向當局註冊，療效及
副作用都未經當局驗證，市民要小心
購買。他建議，市民若患有灰甲應立
即求醫，如出入公共浴室，應避免赤
腳行走，而接受美甲服務時，可自備
工具予店員使用，減低感染的風險。

■「正都」出售的三星Galaxy Note III手機每日限量1部，由原價5,198元減至
2,500元，估計此優惠會大受歡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祖彝 攝

■陳氏兄弟今次已非首次在電腦節期間購物，兩人手持戰利
品笑得「見牙不見眼」。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位於新高登電腦廣場的201號舖，一如往年繼續在電腦節中憑
平貨吸引大批市民輪候購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祖彝 攝

■■坊間有部分治療灰甲的產品並未坊間有部分治療灰甲的產品並未
向當局註冊向當局註冊。。 葉佩妍葉佩妍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