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二）

工作坊活動二
短片文字稿

備註：有關健身中心職員在本陷阱片段中使用的常用對白以底線標示。

一些健身中心的不良銷售手法，通常是首先哄你前往健身中心，再閉門以威逼利誘的

方法，迫使你利用信用卡付款和簽約。我們現在一起拆解以下的銷售陷阱，個案的主角是

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他被誘騙到一間健身中心，簽署了一份根本沒有需要的健身合約。

大家謹記，在安全情況下「保護自己，堅決說不！」，不要隨便用信用卡付款和簽約。

健身中心銷售陷阱一：「免費參觀試玩 利誘上門硬銷」

畫面顯示： 男健身教練在街頭和當事人打招呼。

男健身教練： 喂！朋友，有沒有興趣健身和聽聽音樂？

現在到我們的健身中心，可以免費參觀

和試玩，還可以替你免費檢查！

當事人： （表情含蓄並喜出望外，略帶笑容）好啊！

畫面顯示： 男健身教練把當事人帶到健身中心，量度高度、

重量和進行檢查身體脂肪的測試。

男健身教練：你是否很少做運動？你有嚴重寒背問題和體脂過高，一定要盡快

健身改善，否則很麻煩的！這個一年健身會籍就最適合你了。

旁白︰ 如果遇到剛才的陷阱，你會怎樣做呢？

熒幕蓋字： 保護自己，堅決 Say NO！

旁白︰ 健身中心典型的銷售陷阱就是職員在街上以免費試玩、填寫問卷、

抽獎、送禮物等手法，哄你前往健身中心，所以第一步堅定拒絕，千

萬不要聽到免費二字，就單獨跟隨職員前往健身中心，要保護自己，

堅決S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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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中心銷售陷阱二：「強迫簽約合約魔鬼細節要看真」

畫面顯示： 一名健身中心的經理、男健身教練和當事人在房間。健身中心經理向

當事人遞上合約。

女經理︰ 請坐，試玩之前，幫我把這份合約簽好。

當事人： 合約？不是說免費試玩？我不會簽，我想離開！

畫面顯示： 當事人想離開，但被教練阻擋。

女經理︰ (態度兇惡和聲量大 ) 走？想走也得簽約才准走！

當事人 (感到被威脅 ) 好，我簽。

畫面顯示： 當事人不情願下簽名後，男健身教練向經理遞上合約，經理在合約上

填寫金額。

女經理： 簽了便好，拿 9,000元出來，不要想著不付錢，我會報警。

當事人： 但是現在我沒有 9,000元那麼多。

女經理： (態度惡劣和聲量大 ) 那麼用信用卡，要不然去櫃員機提取錢。

畫面顯示： 當事人看著對方不知如何是好。

旁白： 等一等！遇到這種情況，大家應該怎樣做？

熒幕蓋字： 保護自己，堅決 Say NO！

旁白： 遇到以上職員威迫你簽約、要求付款時，謹記冷靜，一定要看清楚合

約條款和價錢，不要隨便簽名，並在安全情況下，堅決 Say NO！需要

時通知家人或朋友，並盡快離開店舖或報警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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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中心銷售陷阱三：「買禮券支付會費付款形式要留神」

女經理： 一會帶你到連鎖店購買禮券，你聽我吩咐便可。

畫面顯示：當事人點頭表示答允，經理帶當事人到一間大型連鎖店。

女經理： 你一會進去購買 9,000元禮券。

當事人： 是否付款後便可離開？

女經理： 當然！

畫面顯示：當事人已經買完禮券，並將之遞給女經理。

女經理： 完成了？

當事人： 收據呢？

女經理： 返回健身中心便給你。

旁白： 明明是參加健身中心的會籍，為何要藉到連鎖店購買禮券來付款？有問題！

熒幕蓋字：保護自己，堅決 Say NO！

旁白： 健身中心職員帶你到大型連鎖店購買禮券，其實是用來繳付健身會籍的費用，
所以要堅決 Say NO！另外如果已經付款，謹記要求職員提供合約副本及收據作

為紀錄，以作日後追討時的憑證，同時立即找家人商討。

健身中心銷售陷阱四：「強迫櫃員機提款 財政狀況被看清」

畫面顯示：健身中心經理指示當事人在合約上簽名。

女經理： 你在這裡簽名。

畫面顯示：當事人在合約上簽名及健身中心經理撕毀當事人簽署的第一份合約。

女經理： 先解釋一下，剛才繳付的 9,000元是訂金，還需付 25,000元，之前你已簽
名作實。

當事人： 但我現在沒有那麼多錢，可否遲一點才付款。

女經理： 不可以，沒有錢的話，我一會和你去櫃員機提取錢。

畫面顯示：經理和當事人走到自動櫃員機附近。

當事人： 我不夠錢，可遲點付款嗎？

女經理： (態度兇惡和聲量大 ) 是否在玩弄我？浪費時間，我要報警。

旁白： 職員如此猖狂，如何是好？

熒幕蓋字：保護自己，堅決 Say NO！

旁白： 職員看見你能付錢，會隨即多加一份合約，又或者會陪伴你
去櫃員機，看看你銀行戶口有多少存款，再為你度身訂做新

的合約，所以堅決 Say NO！拒絕跟職員去提款。

附錄  | 47 


	Structure Bookmarks



Accessibility Report


		Filename: 

		Edu-prog-fitness_booklet_7_final-wcag-1-full_20201412-wcag-pass-20201228.pdf




		Report created by: 

		

		Organization: 

		




[Enter 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Preferences > Identity dialog.]


Summary


The checker found problems which may prevent the document from being fully accessible.


		Needs manual check: 2

		Passed manually: 0

		Failed manually: 0

		Skipped: 0

		Passed: 28

		Failed: 2




Detailed Report


		Document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Accessibility permission flag		Passed		Accessibility permission flag must be set

		Image-only PDF		Passed		Document is not image-only PDF

		Tagged PDF		Failed		Document is tagged PDF

		Logical Reading Order		Needs manual check		Document structure provides a logical reading order

		Primary language		Passed		Text language is specified

		Title		Passed		Document title is showing in title bar

		Bookmarks		Passed		Bookmarks are present in large documents

		Color contrast		Needs manual check		Document has appropriate color contrast

		Page Content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Tagged content		Passed		All page content is tagged

		Tagged annotations		Passed		All annotations are tagged

		Tab order		Passed		Tab order is consistent with structure order

		Character encoding		Passed		Reliable character encoding is provided

		Tagged multimedia		Passed		All multimedia objects are tagged

		Screen flicker		Passed		Page will not cause screen flicker

		Scripts		Passed		No inaccessible scripts

		Timed responses		Passed		Page does not require timed responses

		Navigation links		Passed		Navigation links are not repetitive

		Form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Tagged form fields		Passed		All form fields are tagged

		Field descriptions		Passed		All form fields have description

		Alternate Text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Figures alternate text		Failed		Figures require alternate text

		Nested alternate text		Passed		Alternate text that will never be read

		Associated with content		Passed		Alternate text must be associated with some content

		Hides annotation		Passed		Alternate text should not hide annotation

		Other elements alternate text		Passed		Other elements that require alternate text

		Table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Rows		Passed		TR must be a child of Table, THead, TBody, or TFoot

		TH and TD		Passed		TH and TD must be children of TR

		Headers		Passed		Tables should have headers

		Regularity		Passed		Tables must contain the same number of columns in each row and rows in each column

		Summary		Passed		Tables must have a summary

		List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List items		Passed		LI must be a child of L

		Lbl and LBody		Passed		Lbl and LBody must be children of LI

		Heading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Appropriate nesting		Passed		Appropriate nesting






Back to T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