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香港是澳洲第十大旅遊

市場，截至今年4月底的過去一年內，前往澳洲的香港旅

客超過23萬人次，按年增長15%。由昨天起，香港特區

電子護照持有人可毋須預先登記下免費使用澳洲的自助

出入境檢查服務，而澳洲護照持有人亦可免費登記使用

香港的「e-道」服務。澳洲駐港總領事館提醒香港市

民，前往澳洲前仍須申請電子旅遊簽證（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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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電子護照 澳洲自助過關
毋須預先登記 仍須申請ETA旅遊簽證

澳洲自助出入境過關程序
入境

1.持特區電子護照並持有有效澳洲簽證的人
在指定機場填妥旅客入境表格。

2.前往設置在入境大堂的「SmartGate」自
助服務站。

3.將特區電子護照放在證件閱讀器上，按照
輕觸式屏幕的指示操作。

4.服務站便列印一張「SmartGate」證。

5.使用者將「SmartGate」證插進入境閘機
內。

6.直望前方鏡頭，系統會透過容貌辨認技術
核實使用者身份。

7.系統完成辨認後取回「SmartGate」證，
護照毋須蓋章。

8.待閘門打開後，使用者將「SmartGate」
證及已填妥的旅客入境表格交予職員。

出境

1.將特區電子護照放在出境閘機前的證件閱
讀器上，選擇離境航班。

2.待閘門打開後進入閘機，直望前方鏡頭，
系統會透過容貌辨認技術核實身份。

3.待閘門打開後離開，並將已填妥的離境申
報表交到指定收集處。

註：上述資訊有任何更改或更新，

一概以澳洲當局官方公佈為準

資料來源：香港入境處 整理：莊禮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全港最大團購網站之一「蜂買
Beecrazy」網站昨日出現問題，有顧客購買團購優惠時發現不能選擇
付款方法及無法付款，而該公司的查詢熱線亦一直無人接聽。有報道
引述該公司女員工稱，昨晨其上司指即日起毋須上班，或因而令顧客
無法購物，但該員工稱公司沒有向外公佈是否停業。

目擊者：員工提行李箱離開
昨日有顧客於網上表示，到商店換領從Beecrazy購買的禮券，該店

指已與Beecrazy終止服務；也有顧客稱購買團購優惠時，無法完成付
款，而該公司的查詢熱線一直無人接聽，只是重複播放「線路繁忙」

的錄音。
有傳媒昨日下午4時抵達位於長沙灣的Beecrazy辦公室，但大門關

閉，漆黑一片，沒有人於辦公室內。鄰近商戶則指，該公司員工平日
約晚上8時下班，昨晨有人如常上班，但昨日下午有十多名員工提着
行李箱離開公司。昨日亦有一名顧客張小姐上門了解情況，她指今年3
月曾以低於市價500元團購一部iPhone，惟屏幕出現問題，上門要求
維修卻發現公司沒有營業。

消委籲負責人盡快交代
消委會表示，對事件高度關注，呼籲該團購網站的負責人盡快向公

眾交代業務狀況，履行他們作為交易平台對合作商戶，以及消費者的
商業責任。
另外，Beecrazy是Yahoo（雅虎）團購平台的其中一個團購優惠供
應商。Yahoo市場部發言人指，已將平台上所有Beecrazy的優惠下
架，並聯絡Beecrazy了解事件，但至今仍未能聯絡上有關負責人。
發言人又稱，Yahoo已提供24小時服務熱線及網上表格，讓受影
響的顧客查詢並安排退款，Beecrazy 有一筆「保障金」存放於
Yahoo，若網站真的出現問題致無法完成團購，雅虎會利用該保障
金，盡力安排透過Yahoo網站交易的受影響顧客作退款，並以全數退
款為目標。

團購網「蜂買」人去樓空疑停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尹妮) 截至今年3月31日，特區政府各政策局或
部門共聘用3,319名殘疾人士出任公務員，佔整體公務員份額近2%。為
推廣傷健共融及更了解他們的才幹與潛能，公務員事務局今年首推殘疾
學生實習計劃，首階段將於本月底展開，讓20名大專學生到特區政府部
門實習。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張雲正相信，計劃能讓他們有實際工作經
驗，有助他們在投入職場前增強競爭力。
張雲正昨日在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一個會議上表

示，計劃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以就讀本地大學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的
殘疾學生為對象，本月底開始實習；第二部分則為職業訓練局展亮技能
發展中心的學生而設，在今年第四季啟動，各部分均設20個名額。
他指出，學生在實習期間會被委派至不同政策局或部門工作，負責一

般行政或文書的工作，為期8周，全期津貼8,100元，待遇與健全人士相
同。
他續說，若實習生的值勤率符合要求，且品行與表現良好，完成實習

後將獲頒授實習證明書，以肯定他們在實習期間的努力。張雲正指出，
若計劃受歡迎，當局會再擴大計劃，並研究推展至不同公營機構。

殘疾生月底到政府部門實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扶貧委員會就香港退休保障未來
路向展開的公眾諮詢期今日結束，社會仍未尋得共識。一項調
查發現，67%受訪殘疾者、長期病患者及照顧者均贊成毋須入
息及資產審查的全民退保計劃。理工大學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
劍華稱，現時61.7%殘疾者及51.5%長期病患者均為65歲以上
長者，比例將隨人口老化而顯著上升，認為政府應重視團體的
退休保障訴求。
目前本港約有逾五十萬名殘疾者、以及約110萬名長期病患

者。殘疾人士退保聯席、香港復康會及香港理工大學於4月7日
至5月26日期間，成功訪問708名18歲以上殘疾者、長期病患
者及照顧者，其中45%受訪者沒有任何個人入息，其餘受訪者
的入息亦低於本港中位數。
一般認為殘疾者作為弱勢群體，若實施按需要分配的退保計

劃，比全民退保計劃能獲得更多資源，但調查結果卻出人意
表，約67%受訪者支持毋須入息及資產審查的全民退保計劃，
只僅19.4%受訪者持反對意見。
另外，77.9%受訪者認為「全民退保」是香港市民應有的權

利。整體受訪者對現有退保系統能解決退休生活需要的信心均
低於10%；當中對強積金有信心者為2.8%，對個人資產有信心
者為6.1%，對綜援有信心者為6.5%。

近八成盼政府額外注資
殘疾者及照顧者亦發表對融資方案方面的意見，認同僱主、

僱員需要額外供款（55.9%），也贊成政府額外注資（79%）、
徵收額外利得稅（71.1%）以及轉移部分強積金供款
（54.4%）。
柏金遜症患者陳燕表示，殘疾者並不想被標籤為弱勢人群，

他們都希望過有尊嚴的退休生活，不願意要政府來審查自己財況後才發
放退休金，因此哪怕會減少退休金補貼，她亦贊成實施毋須資產審查的
全民退保計劃。數名殘疾者代表昨日均稱，每月僅獲逾千元傷殘津貼，
根本無法維持生活，只能長期依靠家人生活，對老年後的生計十分擔
憂，因此強烈要求盡快實施全民退保。

67%
長
期
病
患
殘
疾
者
撐「
免
查
」退
保

食環署早前將部分垃圾
桶更換為桶口較細的新款
式，引起市民爭議，並質
疑會否浪費舊桶存貨。環

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出席一個活動時稱，為了
將來落實垃圾按量徵費的大方向，需要各方面
配套，日後會加強措施，並及早與社會討論。
黃錦星指出，漁護署早前減少遠足徑的垃圾
桶，得到社會正面反應，是次改用「細口」垃
圾桶是根據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與民共議得出的
方向，以配合未來實施垃圾按量徵費的時間
表，由於較直接影響市民日常生活，早已預期

會引起較大迴響，但冀社會提早商討，並理解
做法。

黃錦星：「存貨」換舊桶不浪費
他強調，落實都市固體廢物按量徵費需要公

平環境，家居及商戶垃圾應繳費處理，而路邊
垃圾桶僅用於丟棄細小垃圾，相關部門會加強
配套，包括檢控及宣傳等。
他表示，舊款垃圾桶存貨將用於更替受損耗

的現有垃圾桶，不會造成浪費。
有報道指有外國電子廢物進口香港，黃錦星

表示，當局已聯絡相關國家，重點從源頭減少

出口，並已取得立法會支持，落實「廢電器電
子產品生產者責任制」，將加強執法，同時規
管出入口及本地處理電子廢物的規範。
環境局昨日舉行「慳電熄一熄青年獎」頒獎

典禮，嘉許小學組、中學組及公開組各10隊
宣揚節能及環保的表現。
獲中學組最高「白金獎」的循道中學，代表

領獎的蔡同學指透過是次活動加深了其對環保
的熱誠，十分榮幸能獲獎；林同學則指本身不
知道什麼是碳排放，是活動啟發了她，日後亦
會做好垃圾分類、節能等，保護環境。

■實習記者 華鎧瑩

「細口」垃圾桶 鋪路廢物按量徵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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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虹）近年聲稱注射
後可令皮膚白滑水彈的「水光槍」成為一眾愛
美人士的「新寵」，惟注射程序風險成疑。有
美容業界指「水光槍」美容療程價值不菲，吸
引缺乏客源且每月需「跑數」的新晉美容師施
行。工聯會美容健體專業人員總會估計，現時
仍有約20%業界提供「水光槍」服務，擔心有
關名稱誤導公眾，以為只是一個普通美容儀器
療程，促請政府盡快區分美容儀器與醫療儀
器，以及對醫療儀器進行規管。

消委公佈投訴「水光槍」未絕跡
消委會今年首5個月接獲9宗有關「水光
槍」或水光療程的投訴，數字已高於去年全年
合共5宗。消委會日前向公眾呼籲，有關注射
程序應由註冊醫護人員施行，否則可能涉及無
牌行醫。美容健體專業人員總會理事郭少卿昨
日指出，自消委會公佈投訴後，不少美容院對
「水光槍」已打退堂鼓，惟現時仍有數間連鎖
美容院提供「水光槍」服務。

新人「跑數」狂推「水光槍」

郭少卿表示說，現時不少資深美容師均清楚
明白具入侵性的美容項目需由註冊醫生施行，
因此當美容院提出注射要求時，大多數美容師
都會拒絕，相信消委會接獲的9宗有關「水光
槍」投訴或均由新晉美容師施行。她解釋，一
個「水光槍」美容療程價值3.8萬元至15萬元
不等，每周進行一次，對於缺乏客源且每月需
「跑22萬元數」的新人而言，推銷或施行
「水光槍」的誘因極大。
總會主席許慧鳳估計，現時仍有10%至
20%業界提供「水光槍」服務，強調相比聘請
註冊醫生施行入侵性美容程序，美容院要求旗

下美容師施行，可節省約大量人工開支，加上
醫生會評估個別客人情況，拒絕為其認為不可
施行的客人注射，但「員工卻無得揀，不肯做
（施行注射）就無得『做』（被辭退）」。
許慧鳳續說，「水光槍」的名稱有誤導公眾

成分，令大眾以為只是一個普通美容儀器療
程；業界亦可能會以為「只是使用機器而
已」，不滿政府至今尚未釐清及區分美容儀器
與醫療儀器，批評政府「拖得太耐」。
她又擔心現時美容及醫療界線混淆，不法商

人可利用該灰色地帶提供不當服務，危害消費
者權益甚至性命。

■美容業界促請
政府盡快區分美
容儀器及醫療儀
器 。 右 為 郭 少
卿，右三為許慧
鳳。 趙虹 攝

■ 蔡 同 學
（左）及林同
學指活動令她
們了解環保。

華鎧瑩 攝

■ 黃 錦 星
（前排中）
昨出席「慳
電熄一熄青
年獎」頒獎
禮。

繼與韓國、德國及新加坡後，澳洲是
第四個與香港合作推行互相使用自

助出入境檢查服務的國家。香港入境處
宣佈由昨天起，任何有效特區電子護照
持有人，只要年滿16歲、在澳洲沒有不
良記錄並持有有效澳洲簽證，即可於澳
洲位於悉尼、墨爾本、阿德萊德、布里
斯班、開恩茲、達爾文、黃金海岸及珀
斯的國際機場入境時使用當地自助出入
境檢查服務「SmartGate」。

護照「SmartGate」過關毋須蓋章
入境處表示，填妥旅客入境表格後，
合資格旅客前往機場入境大堂的
「SmartGate」自助服務站，只要將特區
電子護照放在自助服務站的證件閱讀器

上，完成程序後服務站便會列印
「SmartGate」證，旅客取回護照及持證
前往入境閘機核實身份。通過閘機後，
將「SmartGate」證及已填妥的入境表格
交予職員，即完成入境檢查，護照無需
蓋章。
而在出境時，所有特區護照（包括非

電子）持有人，只要身高超過 120厘
米，在悉尼、墨爾本、布里斯班、達爾
文、黃金海岸及珀斯的機場離境時亦可
使用「SmartGate」。

持澳洲護照用港「e-道」
另外，任何澳洲護照持有人，只要年

滿16歲及在香港沒有不良記錄，亦可於
來港旅遊時帶同有效期不少於6個月的

澳洲護照，於入境事務大樓、香港國際
機場或港澳碼頭的登記處辦理包括採集
指紋及拍照的登記手續後，可使用本地
「e-道」。
入境處助理處長（資訊系統）駱偉民

昨日表示，香港與澳洲兩地商貿及旅遊
頻繁，去年5月至今年4月間澳洲訪港人
次有59萬，合作計劃可減省過關時間。
他又透露，今年內會有其他國家加入

類似計劃。
■ 澳 洲 旅 客 入 境 表 格 （ 上 ） 及
「SmartGate」證。 莊禮傑 攝

■入境處介紹特區電子護照持有人使用澳洲自助出入境服務的程序。 莊禮傑 攝

美容業促速區分美容醫療儀器美容業促速區分美容醫療儀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