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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神秘捐款」疑雲未解，近日再有新料爆出，
港大收取「民主發展網絡」（「民網」）捐款高達 241
萬，「民網」的幕後金主更是「外國神秘人」。「民網」
是專為「佔中」籌錢的平台，又被爆出收受外國勢力金
援，港大對「民網」的捐款照收不誤，是把關不嚴，還是
甘願做「佔中大本營」，港大必須向公眾交代清楚。陳文
敏深陷「神秘捐款」事件，品格誠信存在明顯污點，絕對
無資格擔任港大副校長，否則誤人子弟，遺禍香港。

港大「捐款門」至今真相未明，有關捐款的黑幕亦越揭
越多，「佔中三丑」至今不肯全盤交代事件來龍去脈。連
「佔中」期間曾協助處理財務的知情者也看不過眼，忍不
住將港大「捐款門」的一些內情公諸於眾。「民網」可以
「見光」的 1,000 萬「佔中」開支中，捐了 200 多萬給港
大，城大和中大僅得幾千元場租，另外五大院校更一毫子
也沒有，「民網」對港大情有獨鍾，不是很耐人尋味？

朱耀明是「民網」的主席，陳健民是核心委員，「佔
中」與「民網」根本是一體二面。「佔中」啟動以來，有
關的捐款一直由「民網」代收。民網是通過社團註冊而非
有限公司註冊，所收取的資金來源不必對外公佈，變相為
不明來歷資金提供「保護罩」。

爆料者清楚列出，港大在 2013 年10 月7日至2014 年12
月16日期間，即「佔中」從醞釀到失敗的一年左右，共收
取「民網」開出的5張大額支票，合共2,413,665元。爆料
者還揭露，「民網」的幕後金主是「外國神秘人」，其中

有款項更由戴耀廷的太太經手。另外，3筆經朱耀明捐給
港大民研計劃、港大法律學院、港大文學院的匿名款項，
實際來自「黎先生」。這位「黎先生」相信大家亦了解其
與外國勢力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民網」、「佔中」、朱耀明、「黎先生」，與港大民
調、港大法學院扯上關係，有何目的，一目了然。港大的
管理層能對來路不明的捐款視而不見、來者不拒嗎？港大
校規、廉署指引，都對大學收取捐款有嚴格要求，「神秘
捐款」的發生，是港大把關不嚴之過，還是「隻眼開隻眼
閉」有意放縱，港大不能含糊其辭，蒙混過關。

戴耀廷為「佔中」提供理論，鍾庭耀捏造民意，再加上
有外國資金的「神秘捐款」作後盾，港大能不招徠「佔中
大本營」的嫌疑嗎？港大是全港歷史最悠久的高等學府，
絕對不能變成反中亂港的「顏色革命基地」，令港大百年
基業毁於一旦。

港大審核委員會已對「神秘捐款」進行調查並作出結
論，批評戴耀廷、陳文敏在此事件上，行為「不符預期標
準」及在處理程序上失責，但如何追究責任，卻沒了下文。
陳文敏縱容戴耀廷疏於教學，專事暴力違法的「佔中」；在
處理「神秘捐款」問題上知法犯法，掩飾卸責，暴露其個人
誠信、專業操守都存在嚴重缺失。如果讓這樣的人當港大副
校長，未來港大的管理會有多混亂，培養出多少暴力衝擊的
「黃衛兵」，這才是最令人擔憂的。為了港大、為了香港，
絕對不容陳文敏竊據港大要職。 （相關新聞刊A7版）

港大成「佔中大本營」「神秘捐款」須徹查
消委會昨日點名譴責7間針對內

地遊客，以不良手法經營的「黑
心」藥房。不法藥房公然「強賣」
天價藥物，又用「以両代斤」等手
段宰客，不僅罔顧商品交易的誠信
原則，而且嚴重損害本港享有的購
物天堂聲譽。消委會定期公佈黑店
名單，既可讓消費者有所警惕，又
有助遏止業內的不良經營歪風，挽
回旅客信心。不過，打擊「黑心」
藥房不能只靠公佈名單、公開譴
責，更要加強檢控並由法庭處以阻
嚇性的刑罰，讓所有商家都引以為
戒。

一直以來，香港的商品買賣都講
求明碼實價、公平誠信、童叟無
欺，因而備受讚譽。但近年來有少
數商家見利忘義，用不誠實的手法
經營。此次被消委會點名的7間藥
房，有的不明確標明貨品價錢，在
顧客以信用卡付賬時竟以十倍甚至
百倍價錢過數；有的則假意告知顧
客以「斤」作計算單位，哄騙客人
上鈎，等到將客人所挑選的藥材貨

品切片磨粉後，才改以「両」或
「錢」作單位，然後強迫顧客買
單。不良藥店殺雞取卵，為眼前利
益「斬客」自肥，這既與商品交易
市場公平誠信等原則背道而馳，更
嚴重影響香港購物天堂的聲譽，等
同「趕客」。不少內地旅客因本地
藥房貨品價廉物美，購物方便快捷
而專程來「幫襯」，但不法之徒宰
客騙財，令他們對香港大失所望。
一旦旅客對來港購物失去信心，轉
去其他地方消費，不僅零售業將雪
上加霜，而且還為社會帶來一系列
負面效應。

消委會定期公佈黑店名單，對挽
回旅客信心亦有積極作用。針對有
部分黑店在通報後改頭換面繼續不
良經營的現象，海關等執法部門應
加強情報收集工作，可設立市民舉
報熱線，發揮群眾監督力量，監察
違法黑店。藥房業界亦有責任清掃
門戶，以杜絕行內害群之馬長期欺
客連累整個零售業的惡行，徹底肅
清行業內的宰客歪風。

譴責「黑心」藥房 維護購物天堂聲譽
A6 重要新聞

7藥房狂劏客遭開名譴責
圍攻逼碌卡首7個月呃逾150萬 僅27.5%達成和解

大多數使用不良營商手法的藥房，均
是以遊客為目標。曾有內地旅客到藥房
購買珍珠粉時，店員初時表明以「両」
計算，其後收費時竟改稱為以「錢」計

算，令原先價值約1.5萬元的珍珠粉，「升價十倍」至
15萬元，當向店員要求取消交易時卻遭拒絕退款。個
案後來經消委會介入調停後，店方願意退款10萬元作
和解。

刷卡沒顯示金額 催促簽名
7間被點名譴責的店舖，今年首7個月已涉及127宗

投訴，最大宗金額高達15萬元。今年5月，一名投訴
人到位於銅鑼灣的大藥坊購物，藥店店員指投訴人臉
色不好，因而介紹對方購買珍珠粉調理身體，並稱售
價為每「両」980元，投訴人答應購買1斤。當投訴人
以信用卡付款時，店員表明包裝了1斤的分量，再拿出

刷卡機，讓投訴人輸入密碼。
投訴人當時指，刷卡機沒有顯示金額，店員則用手

遮掩收據上的銀碼部分，並催促投訴人簽名。投訴人
回到酒店後，才發現被收取了15萬元，於是返回藥店
理論。店員卻指珍珠粉是以「錢」作單位，以一斤160
錢計算，總額約15萬元。

投訴人強烈要求取消交易，卻遭店員拒絕退款，只
以送花膠作「心意」。投訴人其後因不滿藥店刻意隱
瞞貨品售價，到消委會投訴，經介入調停後，藥店願
意退款10萬元和解。

切片拒退 被迫貴價買花膠
另一個案的投訴人到藥店購買元貝時，店員向她推

銷花膠，更表示如購買花膠可獲贈半斤元貝。投訴人
查詢花膠每斤的售價，店員表示「780元」，投訴人再
確認是否每斤780元時，店員則回應「香港的一斤等於

16両，價格已很便宜」，隨即拿一斤花膠去切片。
店員其後再向投訴人推銷鮑魚仔，投訴人查問每斤

售價時，店員稱「508元」，投訴人再確認是否以斤計
算時，店員沒有回應，只稱若買半斤鮑魚仔，可獲贈
半斤元貝，然後便把半斤鮑魚仔拿去切片。

投訴人結賬時，店員拿出單據，投訴人在沒為意
下，便以信用卡付款，但店員稱交易失敗，並向投訴
人拿取另一張信用卡，結果仍是失敗。

投訴人在細看賬單時，發現金額竟為1.7萬元，店員
便解釋貨品是以「両」計算。投訴人要求取消交易，
但店員拒絕並稱花膠及鮑魚仔已切片，不能退貨。投
訴人表示沒有足夠金錢支付，店員表示願以八折收
費，最終投訴人以兩張信用卡付賬，另加1,000元現
金，共付15,060元。投訴人其後亦因為不滿藥店的營
商手法，向消委會投訴。

■記者 葉佩妍

「升價十倍」變15萬 消委介入退10萬和解

涉銅鑼灣5店 旺角2家
7間被點名譴責的藥房，分別是位於銅鑼灣的聲

望藥房、龍城大藥坊、大藥坊、龍城中西大藥坊及
宗宏堂大藥坊，另外兩間則是位於旺角的恆大中西
藥房及龍城大藥房（見表）。消委會昨指出，在涉
及該7間藥房的127宗投訴中，包括售賣蔘茸海味及
中成藥，而其銷售手法嚴重損害消費者權益，更對
本港整體零售及旅遊業造成打擊。

分散注意力 碌百倍價錢
消委會主席黃玉山綜合7間商戶的不良營商手法
時指出，藥店未有清晰標明貨品的價錢，當消費者
向店員查問價錢時，店員則含糊地回答，但在消費
者以信用卡付款時，則會以10倍，甚至100倍的價
錢過數，其間亦會分散消費者的注意力。
他續說，有店員則稱海味或藥材以「斤」計算，但

當貨品磨粉或切片後，則改稱以「両」甚至「錢」計
算，有消費者因而被誤導以10倍的價錢，即15萬元
購物。若顧客要求退款，店員態度會變得惡劣，更與
其他店員包圍顧客，令對方在壓力下就範。
黃玉山表示，該百多宗投訴中，只有不足28%在
消委會介入調停後，成功達成不同程度的和解，遠
低於該會平均超過70%的成功調停比率。他說：
「消委會在接到投訴後，曾寫信予該些藥店邀請他
們會面，惟部分藥店並不合作，認為其銷售手法沒
問題及不需負上責任，因此我們決定點名譴責。」
他續說，過去數年消委會接獲的投訴，涉及購買
蔘茸海味、中藥、藥物及中成藥的個案持續上升，
去年總數達845宗，較2013年升22%；今年首7個
月相關的投訴達531宗，亦比去年同期的470宗升
13%。

4店名不同 實兩人登記
消委會又發現，部分被點名的藥店雖然名稱不
同，但董事卻為同一人，亦有被投訴的藥店在一兩
日內「改頭換面」，以另一個店舖名稱於原址重新
開店。其中兩間位於銅鑼灣怡和街的龍城大藥坊及
大藥坊的公司註冊處登記人均為吳志標，相信兩間
藥房是同一名負責人；而同樣位於旺角的恆大中西
藥房及龍城大藥房，其登記人均為楊啟鋒。
消委會建議，負責監管發牌的藥劑業及毒藥管理
局可研究把涉及不良營商手法的投訴，加入作為發
牌、續牌及吊銷牌照的考慮因素。同時，該局可引
入相關條件以作監管，有助行業健康發展。消委會
又提醒消費者購物前應先格價、清楚查詢貨品的價
錢，及使用信用卡付款時要留意金額等，以免墮入
陷阱。

旅客：損買藥信心
有被點名譴責藥店的職員昨日拒絕回應，亦有店
員指現時已改善銷售手法，貨品明碼實價。有旅客
表示，她相信香港的藥房，無試過受騙，但承認今
次事件影響了其來港買藥的信心。另一名旅客則指
出，看見藥店外貼着「政府註冊」標示，認為可信
所以內進，不知道店舖是否會騙人，但比較關注藥
品是否正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香港一

直有「購物天堂」的美譽，不應存在不良

營商手法的店舖，惟部分店舖經常「劏

客」卻是不爭的事實。針對早前多宗藥店

以惡劣銷售手法欺騙消費者的投訴，消委

會昨日公開點名嚴正譴責7間位於銅鑼灣

及旺角的藥店。消委會表示，今年首7個

月共接獲127宗針對該7間藥房的投訴，

大多數投訴人為遊客，總金額逾150萬

元，當中只有35宗或27.5%達成和解。

■■消委會建議消委會建議，，
可研究把涉及不可研究把涉及不
良營商手法的投良營商手法的投
訴訴，，加入作為發加入作為發
牌牌、、續牌及吊銷續牌及吊銷
牌 照 的 考 慮 因牌 照 的 考 慮 因
素素。。圖左為黃玉圖左為黃玉
山山。。 梁祖彝梁祖彝攝攝

▲消委會昨點名
譴責 7 藥店劏
客，圖為其中一
間宗宏堂大藥
坊。 梁祖彝攝

◀旺角及銅鑼
灣3間「龍城」
被消委會點名
譴責。

梁祖彝攝

■■有旅客稱有旅客稱，，今次事件影響了今次事件影響了
其來港買藥的信心其來港買藥的信心。。 梁祖彝梁祖彝攝攝

7間被譴責藥房投訴數字
藥房名稱 地址 2014年 2015年

首7個月
聲望藥房 銅鑼灣波斯富街70號地下 29宗 54宗
龍城大藥坊 銅鑼灣怡和街1A至1L地下G舖 14宗 14宗
大藥坊 銅鑼灣怡和街1至4A 0宗 9宗

香港大廈地下A舖
龍城中西大藥坊 銅鑼灣恩平道54號地下B舖 20宗 11宗
宗宏堂大藥坊 銅鑼灣駱克道522號地下 27宗 24宗
恆大中西藥房 旺角奶路臣街15B地下東1號舖 13宗 14宗
龍城大藥房 旺角奶路臣街15B地下東1號舖 0宗 1宗
資料來源：消委會 製表：記者 葉佩妍

7商戶常用3賤招
＊未有清晰標明貨品價錢：當消費者向店員查詢時，店員含糊地說出一個似乎
「合理」的價錢，惟收費時竟以10倍，甚至100倍的價錢過數，過程中更不
斷分散消費者的注意力，或遮掩銀碼，令他們未有發現不合理的金額。

＊偷換計算單位：當消費者向店員查詢海味或藥材售價時，店員表明以「斤」作
計算單位，但當店員把有關海味或藥材切片或磨粉後，則改稱以「両」，甚至
「錢」計算，同時以貨品已切片或磨粉為由，拒絕取消交易。

＊倚仗人多迫使顧客就範：店員在銷售時會表現殷切，令消費者不虞有詐，放下
戒心，但當消費者發現問題要求退款時，店員態度則變得非常惡劣及強硬，其
他店員更會包圍消費者，令對方在壓力下就範。

資料來源：消委會 製表：記者 葉佩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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