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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落到實處 禁絕美容亂象
消委會檢視本港 30 多間有提供 「 水光槍 」
服務的美容中心網頁，發現有三分之二由非
註冊醫生主理，而且部分針劑的安全性成疑，
整個注射程序風險重重。本港的醫療美容服務
並非無條例監管，業界違規亂象屢禁不絕，歸
根結底還是因為相關政府部門的恒常監管工作
沒有落到實處，往往是在問題曝光之後，才後
知後覺地手整治。這種被動的執法監管，無
法令法例發揮預期的功效，無法保障廣大消費
者的切身權益和生命安全。有關部門必須消除
「懶政」習氣，對所有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
行業，依照既有法例，加大巡察和執法檢控力
度，對違規業者作出阻嚇性的處罰，讓他們自
覺遵守行業守則和相關法律，維護香港良好的

市場秩序。
「水光槍」是一種利用電腦操作儀器，以多
個微細的針頭，將透明質酸或其他針劑注射到
皮下真皮層，達至不同美容效果的美容程序，
近年受到不少愛美人士青睞。根據 2013 年政
府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出具的
「區分醫學程序及美容服務工作小組」報告，
類似「水光槍」這類涉及皮膚穿刺的高風險療
程，被納入了「醫療程序」範疇，必須由註冊
醫生執行，否則可被控無牌行醫。但消委會檢
視本港 30 多間有提供 「 水光槍 」 服務的美
容中心網頁，發現只有 10 間有清楚說明「水
光槍」程序會由註冊醫生負責，個別稱由「治
療師」主理，部分則未有具體說明。而且，不

同機構提供的「水光槍」針劑品質或有參差，
不僅胡亂混合成分，更有可能產生不良反應，
對消費者健康構成風險。
隨市場競爭加劇，業界為爭奪市場各出奇
謀，不良銷售手法也層出不窮。然而，政府相
關監管部門的恒常監察工作嚴重不到位，沒有
發揮監察機制防患於未然或查缺補漏的預期功
能，令相關條例淪為「無牙老虎」。相關部門
還常常是問題曝光後，才姍姍來遲地作出跟
進，這種「事後諸葛亮」式的做法，其實是一
種不盡職甚至失職，難免被公眾詬病。這種問
題，不僅存在於美容行業的監管，在零售、健
身、旅遊等多個行業的監管中也同樣存在。誠
然，負責執法監管的相關部門，可能受制於人

手和資源，無法面面俱到； 但作為監管執法
者，始終應該最大限度地利用既有資源，充分
發揮主觀能動性，盡一切努力把日常監管工作
做到位。
另外，自此前發生 DR 醫學美容集團死亡事
件後，2012 年政府雖然成立私營醫療機構規管
檢討督導委員會，研究區分醫療及美容，並呈
交報告，但至今仍缺乏專門規管醫學美容的法
例，《醫生註冊條例》及《牙醫註冊條例》只
是監管註冊醫生，在檢控時恐怕會引起法律上
的爭議。當局應參考外國經驗，及早完善規管
醫學美容的專門法例，實現立法與執法並重，
並加大對不良現象的檢控力度，以達到有效監
管的目標。
（相關新聞刊 A4 版）

港人「花得起」豪團「加得起」
暑假團費遊台北貴 154% 赴非洲價錢年升 8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

■旅展今年有展商主攻親子生態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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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打一家人感受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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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暑假是出境旅行社鬥法搶客

暑期團費（與去年比較）
天數

普通團

豪華團

泰國曼谷

5

$2,199（↓12%）

$7,099（↓42%）

新加坡

4

$4,499（↓10%）

$23,998（↑56%）

日本本州

5

$7,288（↓9%）

$19,999（↓59%）

日本北海道

5

$9,299（↑8%）

$44,399（↑10%）

台北

4

$2,288（↑4%） $18,795（↑154%）

華東

5

$1,299（0%）

$4,599（↓42%）

154%；8 天非洲豪華團收 58,998

非洲

8

$12,099（↓3%）

$58,998（↑83%）

元，按年增 83%。旅議會總幹事

資料來源：旅議會

之時，各式旅團湧現市面。香港
旅議會昨日公佈暑假綜合團費價
目表，普通團平均按年上升 4%；
豪華團則按年增 6%，算是淡市穩
步上升。不過部分線路的豪華團
價格升幅較為顯著，如4天台北豪
華 團 為 18,798 元 ， 按 年 暴 升

路線

製表：記者 楊佩韻

董耀中分析，團費增加反映市場
需求，認為港人近年願花錢於外
遊消費，「他們要求住得豪、食得
豪」
，直言豪華團有價有市。

下跌，普通團收費為2,199元，按年下跌12%；豪華團
則為7,099元，按年下跌42%。
不過，馬來西亞及台北旅行團均錄得升幅，當中馬
來西亞 5 天的豪華團由去年的 25,888 元增至今年的
39,800 元，按年增長 54%。董耀中解釋，這與旅行社
與美食家蔡瀾合作推出美食導賞團有關。

■有旅社擬推廣日本主題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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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麗娜 攝

日韓台續受市民歡迎
至於台北旅行團豪華團則按年暴升154%，由去年的
7,399 元增至今年的18,798 元，東瀛遊執行董事禤國全
相信，此為部分旅行團推出特色旅遊有關，屬個別例
子，平均價格約7,000多元左右。
被問到今年日本本洲普通團及豪華團分別錄得9%及59%
的下跌，而北海道卻反增8%及10%，是否港人轉向北海
道旅遊？禤國全回應指，旅行社只是去年推出九州豪華團，
今年轉推北海道，認為有關統計只能作參考。
禤國全續稱，北海道最貴的5天旅團（44,399元）是
出自東瀛遊，因旅客乘坐商務客位、入住溫泉酒店及享
用和牛鐵板燒、高級懷石料理等，故費用相對高昂，認
為是市場有需求。但他指，今年繼續以日韓台較受港人
歡迎，各式旅團報名率已有60%，而上述線路的團費整
體變幅「只有正負5%左右，沒有太大差別」。

料滬迪園助華東團吸客
不過價目表數據反映，華東豪華團價格錄得跌幅，
由去年的 7,998 元，跌至 4,599 元，按年下跌 42%，或
與今日啟幕的上海迪士尼預料掀起的熱潮有所差別。
永安旅遊中國線高級經理冼佩芳相信，去年有旅行社
推出豪華團，而今年受惠於上海迪士尼啟幕，華東各
式旅團均有上升，平均約為4,000多元一團。
中旅社副總經理吳熹安指，昨日已有兩個旅行團出
發至上海迪士尼，合共 30 人，5 天團每人收費約 3,299
元，預料本月底將陸續有旅行團到上海，帶動華東旅
行團走勢。
長線旅行團方面，美國及歐洲的普通團分別錄得
24%及 17%的升幅；非洲的豪華團則錄得 83%的升
幅，由去年的32,298元升至今年的58,998元。
董耀中稱，此豪華團因乘坐商務客位且入住較獨特
的酒店，形容「好
少組成呢類超級豪
華團」，相信亦是
因應市場需求推
出；推出此團的勝
景遊在截稿前未有
回覆，但其網站顯
示多個非洲旅行團
與生態旅遊有關，
如11天到東非肯尼
亞、坦桑尼亞觀賞
野生動物遷徙、8
■度假村提供各式設備吸納家庭 天到肯尼亞進行原
與高消費客群。
與高消費客群
。 旅展展商供圖 野觀獸攝影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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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社辦遊日運動團吸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日本向來是港人
旅遊熱點，有本地旅行社為搶佔客源，近年推出馬
拉松及高爾夫球等特色運動旅行團，下月更率領瑜
伽團前往本州中部三重縣，以「療癒身心之旅」為
招徠。另外，星晨旅遊旅行團業務部助理總經理張
永生表示，目前 7 月的日本報團人數約 60%，與去
年同期相若，認為待學校考試過後會有明顯增幅。

馬拉松瑜伽 暑假試水溫
根據日本政府觀光局數字，去年香港訪日人次逾
150 萬，較前年約 93 萬超出三分之一，足見港人熱
愛遊日。張永生表示，日本四季分明，由春天至秋
天均可賞花，冬天亦可賞雪，「港人一年去一次都
不夠。」不過遊日港人雖多，但同行競爭大，張永
生指需另覓新意才可突圍而出。
張永生說，港人近年着重健康，因此推出沖繩馬
拉松團、三重縣高爾夫球團及北海道釣魚團，滿足

喜歡挑戰新玩意、不只追求飲飲食食的港人。至於
下月成行的瑜伽團，預計約廿多人一團，他希望藉
着今個暑假試水溫，若然反應良好，將會成為常規
團。
今年市道吹淡風，不過日本團費較去年上升約一
成。張永生表示，面對營運成本上漲及日圓匯率上
升，難免要調整價格，但他認為加幅屬於市場接受
範圍之內，最重要反而是能否掌握市場的口味，
「始終顧客去旅行的都會繼續去。」因應日本團相
當受歡迎，星晨旅遊於銅鑼灣的分行已改為特色日
本主題店，並加設日本達人專櫃，為顧客提供遊日
意見，之後會在其餘十多間分店加設同樣的專櫃。
曾經到日本留學的麥伙權擔任導遊十多年，每月
平均帶兩三團日本團，笑言在日本時間多過逗留香
港，有信心為客人提供實用的資訊。他指由於日本
自然生態很好、空氣亦相當清新，因此近年多了不
少港人去行山欣賞自然風光。

港採主題種植 賞花迎特色遊
昨日立法
會上有議員
查詢本港能
否發展特色
旅遊產品吸客，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局長蘇錦樑回應指，康文署在
一些新建的公園或路旁種植區會
採用主題種植設計，如香港單車
館公園的宮粉羊蹄甲及南昌公園
的黃鐘木等，吸引市民及旅客到
場賞花。他續稱，藝術推廣辦事
處多年來亦委約本地藝術家，以
不同創作媒介美化公共環境，更
有助吸引遊客訪港。
蘇錦樑表示，特區政府去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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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發局額外撥款8,000萬元，加強
海外宣傳推廣工作，及後再撥款
1,000 萬元設立一次性的配對基
金，鼓勵本港各旅遊景點夥拍酒
店、旅行社、零售業界等推出特
色旅遊產品等。
他說，經過政府和業界的努
力，今年首４個月非內地訪港旅
客數字有所回升，按年錄得 4.9%
的增長。

蘇錦樑：委約本地藝術家美化社區
他續稱，當局有留意到藝術組
織在 2014 年起，每年均在港舉辦
「香港街頭藝術節」，包括展示

壁畫。該組織曾於上環、赤柱及
深水埗區舉辦此類活動，而旅發
局亦從中協助，向旅客宣傳「香
港街頭藝術節」。
蘇錦樑稱，康文署亦透過不同
計劃將公共藝術帶到社區各階
層。旅發局在推廣各區的特色景
點時，亦會考慮將區內具特色的
壁畫包括在內。
他補充，當局為配合市民及旅客
賞花的興趣，一直尋找更多合適地
點，在可行情況下種植合適的植物，
如大欖郊野公園內栽種大棠楓香樹
及大帽山郊野公園內扶輪公園的櫻
花，供遊人觀賞。 ■記者 尹妮

旅展推生態遊攻家庭客

目表統計今年 7 月 8 日至 8 月 24 日外遊團價格收
價費，當中
5 天泰國曼谷的普通團及豪華團均錄得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李慧
宜）暑假將至，港人除了願意花費
於旅行團「豪食豪玩」外，更致力
尋找特色旅遊，以期學習新知識及
體驗人生。第三十屆香港國際旅遊
展暨第十一屆商務會獎旅遊展今日
起，一連四日於灣仔會展舉行，多
間旅行社不約而同以特色旅遊作主
題，專攻家庭客或高消費人士。有
旅行社推出親子生態遊，安排旅客
入住澳洲的海洋博物館，觀賞魚類
噴出泡沫睡覺。
展覽從今日起一連四日舉行，首
兩天只限業界進場，6 月 18 日起接
受公眾入場。場內有不少國家及地
區展示旅遊產品，部分以特色、深
度旅遊作主打。
生態遊蹤主任黃沛聰表示，港人
對旅遊產品的接受程度很高，近期
亦對特色旅遊感興趣，如單車、潛
水及生態旅遊，而他們更主打特色
的生態遊，讓旅客理解和感受大自
然。
他舉例指旅客到緬甸的紅酒酒
莊遊覽，不但品嚐紅酒，更最重
要是有專家講解當地氣候、土壤
及地下水與酒的關係，讓旅客可
寓學習於旅遊。

讓客了解生態聯繫「港情」

黃沛聰續稱，「生態遊不一定要
去非常獨特的國家，反而着重用另
一個方式演繹旅遊。」如親子生態
遊安排旅客入住澳洲某海洋博物
館，了解入夜後的海洋生態；旅客
還可於生態遊當中，找到當地與香
港的關係。
他指澳洲有一種名為尤加利樹的
樹木，該樹亦可在香港的大澳找
到。
台灣桃園亦推出山野探險活動，
如拉拉山巴陵吊橋高空彈跳及小烏
來部落獵人學校等，桃園市政府觀
光旅遊局發言人指，2016 北橫十
大山野探險即將來臨，料有港人到
場挑戰高空彈跳、狩獵及攀山等冒
險活動。
除了生態遊，度假村的各式設
備亦吸納家庭客及高消費客群，
如 位 於 日 本 北 海 道 的 星 野 TOMAMU 度假村內有高爾夫球場、
風呂湯、漂流及室內泳灘等。太
平洋航空拓展有限公司營銷主管
羅渝羚指，前往度假的多為家庭
客及情侶，當中港人佔整體旅客
的 30% ， 每 位 每 晚 收 費 由 3,000
元到 10,000 元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