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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虢書報道：網上團購成為今
年流行的消費模式，消費者委員會提醒，團購美
容服務可能是 「引君入甕」。有投訴人團購透明
質酸注射療程，以期提升鼻樑，但注射後導致鼻
翼及上唇麻痹，變成 「硬膠面」，經診斷為神經
膜受損，鼻翼和面頰失去50%至70%感覺。

團購美容療程陷阱多
團購產品林林總總，價錢往往比市面便宜大

半。美容服務是近年新興的團購，消委會昨日公
布的其中一宗投訴個案，投訴人林小姐希望改變
鼻形，於今年8月以988元團購了一間公司的注射
透明質酸美容針優惠療程。進行療程當天，林小
姐被游說多買幾支美容針以改善面形。

該公司專屬醫生聲稱，以林的情況，單一支
針的劑量對她無補於事。林小姐於是答應多買三
支透明質酸美容針，費用合共港幣1.2萬元。

進行療程時，她感到鼻翼及上唇有麻痹的

感覺，主理醫生聲稱是正常現象，但這感覺於
療程後未有消退。一星期後，她依然覺得鼻翼
及面頰間歇性出現麻痹感覺，有時蔓延至牙齒
部分，兩邊面頰亦顯得不對稱，且乾硬。她其
後被轉介到腦神經科醫生，經診斷為神經膜受

損，鼻翼及面頰失去 50%至 70%感覺，需數個月
時間才可復元。

林小姐其後到消委會投訴，要求美容公司退
回美容針費用，並賠償醫療費與交通費。但該公
司只答允退回1萬元作和解，林小姐拒絕，決定自
行循法律途徑追討損失。

對於投訴人注射透明質酸美容針隆鼻出現鼻
翼及上唇麻痺，區分醫療程序和美容服務工作小
組成員兼整形外科專科醫生金永強指，注射透明
質酸或會令皮膚血液輸送出現問題，令神經腺受
損，嚴重可能會導致皮膚壞死，需接受重建或修
補。香港皮膚學院主席陳衍里也謂，出現短暫麻
痹應屬正常，稍後會康復，但過去亦有顧客由於
注射不當而致盲。

消委會總幹事劉燕卿指，團購這種新興方法
是導致美容服務投訴上升的原因之一， 「要特別
小心，呢啲（團購）等於係自動上釣、引君入甕
，去到有游說買更多療程」。

透明質酸隆鼻 女子變硬膠面
神經膜受損失70%感覺

消委會今年首十個月接獲有關激光及入侵式
美容的投訴個案，涉及總金額320萬元，單一個
案金額最高達58.6萬元。

入侵式美容投訴升37%
其中一宗投訴個案，投訴人梁小姐受A美容

公司推介，以八萬元購買十次 「血清幹細胞」注
射療程，期望改善肌質。醫生先用針筒替她抽血
，並把該筒血液從新注射入她的面部。在第四次
療程後，她的面部出現敏感徵狀，該美容公司的
醫生認為她無法繼續療程。梁小姐要求公司退回
4.8 萬元餘款不果，向消委會求助。經調解後，
雙方最終達成協議，並取得滿意賠償。

準新娘周小姐是B美容公司的長期顧客，在
公司簽下多種美容療程服務合約共 38 萬元。婚
禮前三天，她以 4,500 元進行美白針注射療程，
但療程後面頰皮膚又紅又痛，像被火燒一樣。她
其後被轉介美容公司專屬的診所求醫，醫生處方
一些無名藥物，着她按指示塗於面上，聲稱可於
一、兩天後回復正常。但直到婚禮前夕，她的面
部紅腫未有絲毫改善，令她極度沮喪。她其後聯
絡消委會，要求美容公司退回所有療程費用及賠
償醫藥費。經四個多月斡旋，公司同意退回 20
萬元及醫藥費約1,500元。

籲勿輕信銷售員吹噓
消委會宣傳及社區關係小組主席梁光漢指，

有消費者被美容公司游說參加昂貴的美容療程，
但公司卻未有或完全不提及風險及成效。進行注
射及療程的工作人員，是否具備足夠的訓練及資
格，顧客更一無所知。有公司在推銷時會提及某
些科學性論據，但可能未經長期證實有效，只是
在部分論文中提及過或一般臨床見到，消費者未
必能夠分辨。

他建議消費者在進行任何入侵性美容療程之
前，應慎重評估療程的安全性及風險。政府應及
早制定標準及措施，監管美容服務及相關療程。

梁光漢表示，部分營商者於合約或單據上加
上免責條款，意圖撇除因疏忽導致顧客受傷或死
亡的責任，但根據《管制免責條款條例》，營商
者不能以免責條款逃避有關責任。他提醒消費者
，切勿誤以為這些免責條款可令他們不受法律保
障，導致權益受損。消委會嚴正呼籲，不要輕信
銷售員或廣告吹噓，消費者不值得付出巨款去做
一些有危險的療程。

（尚有消委會相關消息見B12版）

醫療美容
事故近日引起

高度關注，愛美不成可能反留
下永久疤痕，甚至危害生命。消費者委
員會今年首十個月收到851宗美容服務
投訴，當中144宗涉及激光及注射、整
形等入侵式美容，按年升37%，其中
49人在療程後出現不適。有投訴人接
受血清幹細胞注射後，面部敏感；有準
新娘結婚前三日注射美白針，面頰皮膚
紅腫，結婚前亦無好轉，幾乎精神崩潰
。消委會提醒，消費者應審慎考慮風險
。而所謂免責條款，商家亦不能逃避疏
忽責任。 本報記者 虢 書

消費者委員會前總幹事劉
燕卿昨日退休前最後一天上班
，也是最後一次以總幹事身份

主持《選擇》月刊記者會。在消委會走過38個年頭，
她說唯一風雨不改的是，必定在《選擇》出版當天舉
行記者會。她特別感謝傳媒支持，讓《選擇》受到大
眾歡迎，更讓消委會得到社會廣泛認同。她勉勵市民
，做一個精明消費者。

昨日嚴肅完成兩小時的記者會後，緊接換上是輕
鬆溫馨的歡送會時間，由消委會副主席何沛謙向劉燕
卿送上鮮花，並一同切 「散水」蛋糕。何沛謙讚揚劉
燕卿是消委會的標誌，為保障香港市民消費權益作出
貢獻，感謝她的熱忱將消委會帶到另一個層次。

劉燕卿就開心地向記者展示同事親手製作的送別
小禮物─ Q版Connie（劉燕卿英文名）和 「兔仔一
家」，象徵她與飼養的兔子開心生活。她透露，小休
數日後，會北上探望女兒。其後將出任聯合國轄下貿
發會議新成立的消費者保障國際顧問專家小組主席，
協助發展中國家制訂消費者保障政策。

消委會新任總幹事黃鳳嫻今日履新。消委會昨日
宣布，委任該會法律事務部主管徐振景為署理副總幹
事，同日履新，為期半年。徐振景 1991 年取得港大法
律學士學位，97 年加入消委會前為執業大律師。是次
委任通過內部晉升程序，經專責晉升小組遴選及全體
委員確認。

【本報記者虢書】

劉燕卿別消委會
轉任聯合國顧問

特稿

進行注射療程前
應確認醫生身份

【本報訊】記者鄧如菁、虢書報道
：消費者委員會昨日公布的四宗入侵性
美容療程投訴中，三宗經由醫生注射，
香港皮膚學院主席陳衍里認為，在體內
注射物質均存風險，一定屬醫療行為，
醫療程序是禁止在美容院發生，提醒消
費者接受任何注射美容療程時，應取得
負責醫生名片，確認其註冊醫生身份。

政府因應 DR 靜脈輸液療程致一死
三傷事故，成立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檢討
督導委員會，轄下的區分醫療程序和美
容服務工作小組成員兼皮膚學院主席陳
衍里稱，工作小組仍需討論注射應屬於
醫療抑或美容行為，但個人立場認為一
定是醫療行為，不應在美容院發生，
「任何打針到體內都會有風險，輕則可

能會受感染，重則以 DR 事件為例，出
現致命事件。」

他說，即使美容機構向顧客聲稱療
程是由醫生進行，但顧客仍有責任向該
醫生索取卡片，以免過程中不幸發生意
外，亦有機會追討。

區分醫療程序和美容服務工作小組
成員兼整形外科專科醫生金永強也認為
，注射療程應屬醫療行為，但過程中若
發生意外，顧客未必可向醫務委員會投
訴，須視乎醫生事前有否清楚向顧客解
釋風險。

消委會總幹事兼私營醫療機構規管
檢討督導委員會成員劉燕卿稱，療程由
醫生進行是否屬於醫療行為，應先由委
員會定義，消委會現時難作分辨。

【本報訊】記者虢書報道：消費者委
員會昨日公布，國際消費者研究及試驗組
織的IPL（強烈脈衝光）脫毛機試用結果，
在31名試用者中，約兩成人的皮膚出現不
同程度的紅斑，多數人試用時調校至最高
能量有關。若眼睛長期不當接觸較強光波
，可造成青光眼甚至即時致盲。消委會提
醒，IPL脫毛機並非所有人適用，購買前應
先諮詢醫護人員意見。

測試涵蓋七款家用 IPL 脫毛機，當中
兩款在港有售，售價約港幣四、五千元。
另外五款售價約 2,200 元至 1.4 萬元不等。
該脫毛機是利用強烈脈衝光源，發出高能
量的閃光，投射在皮膚組織，達到脫毛效
果。

測試邀請31名女士試用，結果九人在
使用五次後並無出現任何不良反應。有試
用者於使用這些脫毛機後皮膚出現紅斑、
脫皮，或感到被灼、痕癢。六人的皮膚出
現不同程度紅斑，當中有人的不良反應持
續24小時以上。

測試結果反映，儀器的光輸出能量調
校得愈高，皮膚出現問題的機會愈大。若
不當使用 IPL 機，眼睛可能會接觸儀器發
出的較強光波，造成一定程度風險，如眼
內植晶片可能產生白內障；若虹膜吸收光
波，長期可能增加眼壓，造成青光眼。皮
膚專科醫生陳厚毅提醒，如將 IPL 脫毛機
用於面部，必須非常小心。

該脫毛機並非所有人都適合使用，例
如膚色較深、有疤痕、紋身、皮膚曬傷人
士、糖尿病患者、紅斑狼瘡患者或孕婦等
，均不宜使用。消委會提醒，購買前慎重
考慮是否適合，以及自己能否掌握如何使
用這些自助式的IPL脫毛器。

香港皮膚科醫學院主席陳衍里表示，
家用彩光機不能永久脫毛，由於彩光太強
，若使用不當會即時致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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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服務投訴數字

年份

美容服務投訴
（宗）

激光及入侵式
美容投訴
（宗）

資料來源：消費者委員會

2009

1,480

-

2010

791

-

2011

886

-

2011年
1-10月

710

103

2012年
1-10月

851

141

四宗醫療美容投訴個案內容

投訴人

梁小姐

周小姐

林小姐

趙小姐

資料來源：消費者委員會

投訴內容

以8萬元在A美容公司
購買十次血清幹細胞注
射療程，第四次時面部
敏感

以38萬元在B美容公司
簽下多種美容療程服務
合約，婚禮前三天以
4500元注射美白針後，
面頰皮膚紅痛像被火燒
，塗藥膏後無好轉

以988元團購C公司注
射透明質酸美容針療程
，再花 1.2 萬元多買三
針。注射時鼻翼及上唇
麻痹，一星期後蔓延至
牙齒。腦神經科醫生診
斷為神經膜受損，鼻翼
、面頰失去50%至70%
感覺

花費 1.1 萬元於D美容
公司購入八次脫毛服務
，第三次後小腿嚴重燒
傷，診斷為二級燒傷

跟進結果

消委會協助下
取回3.2萬元及
1.6萬元購物券

消委會斡旋下
取回未用療程
費 20萬元及醫
藥費1,500元

調解失敗，事
主自行興訟追
討損失

D公司答應退回
7,000元及負責
治療費

▲消委會提醒消費者，小心團購美容服務陷阱

▲消費者委員會今年首十個月收到851宗美容服務投訴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消委會劉燕卿榮休後將出任聯合國轄下貿發會議
新成立的消費者保障國際顧問專家小組主席。圖左
為梁光漢、右為何沛謙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消委會首十月接851美容投訴

準新娘打美白針
致面頰紅腫灼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