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投資騙局

有僱主以高薪聘請文員、初級秘書、清

潔工等職位，待求職人士入職後，再向他

們介紹『可賺取極高回報的投資產品』，

邀請他們參與投資活動及轉職投資產品營業

員，繼而誘使他們投入家人朋友的積蓄投資，

最後以投資失利為名侵吞款項。

離港

離港

另外，初次投身職場的年青人，必須注意工作安全，避免從事涉及危險工序的工作（如建築工程、操作重型機器、處理化學品和腐蝕性物品、進行高溫處理等）。工作期間，應使用由僱主提供的安全設備和嚴格遵守工作場所的安全規定。

每年暑假，不少同學都希望利用假期

尋找暑期工以賺取零用和汲取工作經

驗。然而，求職心切又缺乏人生經驗

的同學，很容易成為騙徒的目標。面

對不同的招聘方式及陌生的招聘程序，

同學們必須冷靜謹慎，接受聘用前須

詳細了解工作性質，衡量自己能否勝

任，並提防網上虛假招聘資訊，切勿

因求職心切或貪圖高薪而讓不法之徒

有機可乘，招致損失或被騙徒利用以

致誤墮法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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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徵費騙局騙徒亦會假借招聘，向求職人士徵
收各種不合理費用，例如登記費、

資料處理費、行政費、制服清潔費、
工作證件費等。一旦遇到「未上工、

先收費」的要求，應三思及與家人朋友

商量。

1. 違法工作

販毒集團經常以金錢報酬或免費旅遊，誘

騙年青人販毒或偷運違禁品。販毒是嚴重罪

行，刑責非常嚴重，在部分國家甚至有機會被

判死刑，年青人絕不應以身試法，亦不應參與

其他違法活動，包括售賣冒牌貨、違法水貨販

運 、非法募捐、提供銀行戶口協助洗黑錢

等，以免惹上官非，留下案底，影響一

生前途。

2. 色情陷阱色情陷阱通常以聘請公關、侍應、模特

兒、網上交友等作招徠，標榜豐厚薪金、

外地出差、無須學歷等優厚條件，誘騙入

世未深的年青人。為免誤墮陷阱，大家應

先了解公司的背景、業務、工作性質，簽署

任何文件前應細閱所有條款，及避免被金錢

引誘而參與色情勾當。

4. 誘騙進修
騙徒通常會藉口求職人士缺乏相關資

歷、學歷或語文水平未達標，然後以高

壓手段誘使求職人士報讀昂貴的課程。

求職時，如被指未具備有關空缺的入職

條件，需自費報讀各種課程提升學歷或技

能才會獲聘，宜提高警覺。

借貸

購
物 3. 盜取資料

騙徒會以招聘為名，套取身份證、銀行

戶口及信用卡等個人資料進行不法活動，

包括偽造文書、誘騙或假冒求職人士申請

借貸、透過網上銀行盜取存款或到電訊公

司購買手提電話及流動服務等。求職過程

中，特別是透過網上渠道求職，如需提交

個人資料，請考慮要求是否合理及有否

過度收集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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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虛假招聘

騙徒會透過網上討論區、社交網站及流

動應用程式等，發佈虛假招聘訊息以騙

取金錢或個人資料。近期出現的「炒作

信用」陷阱，騙徒聲稱招聘「打手」為網

店「打正評」提高網店信用評分，要求「打

手」繳付入會費，其後卻逃之夭夭，或只

安排極少量工作，騙取款項。

6. 層壓銷售一些傳銷公司以高薪厚佣作招徠，在面試或

招聘講座中游說求職人士購買貨品加入傳銷

行列。這些公司以「每層分佣」方式運作，

要求『員工』不斷招攬「下線」（包括親友）

意圖層層向下搾取金錢，而非著重產品銷售。

部份人更被游說以信用卡透支或向財務公司

借貸買貨，最終因貨品滯銷而招致損失，更

隨時因無力償還借款及利息遭申請破產。

5. 騙財星探

騙徒會假扮經理人、模特兒或配音公司

代表，透過互聯網或在街上招攬年青人，

聲稱可代為安排演出工作，誘使對方自費

報讀訓練班、參加美容療程 / 健身課程、

繳交試鏡費、推薦金和保證金等。事主事後

卻不獲安排工作，支付的課程費用也不會

獲得退款。

尋找工作要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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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尋找暑期工作時，可能會遇到不同疑問，例如可供申請的職位空缺、勞工法例的

規定、職業安全問題等。以下是一些有用的查詢電話及地址：

勞工處

就業中心：
東港島就業中心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號稅務大樓 34 樓（港鐵灣仔站 A5出口）� 2591�1318

西港島就業中心

香港西營盤薄扶林道 2號 A西區裁判署 4樓（近西區警署）� 2552�0131

北角就業中心

香港北角渣華道 333 號北角政府合署 12 樓（港鐵鰂魚涌站C出口）� 2114�6868

東九龍就業中心

九龍協調道 3號工業貿易大樓 1樓（Mikiki 商場及文理書院對面）� 2338�9787

西九龍就業中心

九龍長沙灣道 303 號長沙灣政府合署 9樓（港鐵深水埗站C1出口）� 2150�6397

觀塘就業中心

九龍觀塘鯉魚門道 12號東九龍政府合署 10樓（港鐵觀塘站D4出口）� 2342�0486���

沙田就業中心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 1號沙田政府合署 2樓（港鐵沙田站 B出口）� 2158�5553

大埔就業中心

新界大埔汀角路 1號大埔政府合署 3樓（港鐵太和站 B出口）� 2654�1429

上水就業中心

新界上水龍琛路39號上水廣場20樓 2001-2006室（港鐵上水站A4出口）� 3692�4532

荃灣就業中心

新界荃灣西樓角路 38號荃灣政府合署 2樓（港鐵荃灣站 A出口）� 2417�6197

屯門就業中心

新界屯門青棉徑 3號好勝大廈地下 ( 近輕鐵景峰站 )� ��2463�9967

東涌就業中心

新界大嶼山東涌逸東邨逸東商場 2樓 A號舖�( 近逸東邨巴士總站 )��� ��3428�2943

就業一站

新界天水圍天晴邨天晴社區綜合服務大樓 4樓 401 室（近輕鐵天悅站）� 3692�5750

招聘中心：
飲食業招聘中心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號稅務大樓地下（港鐵灣仔站A5出口）� �2594�7800����������������������

零售業招聘中心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號稅務大樓地下（港鐵灣仔站A5出口）� �2594�7833����������������������

建造業招聘中心

九龍九龍灣大業街 44 號香港建造學院 – 九龍灣院校1樓

（港鐵九龍灣站 A 出口）� 3428�3303

職業安全及健康部 (職業安全 )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號海港政府大樓 14 樓� 2559�2297

職業安全及健康部 (職業健康 )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號海港政府大樓 15 樓� 2852�4041

僱員補償科及勞資關係科� 查詢熱線 :�2717�1771*
* ( 熱線由「1823」接聽 )

其他有關政府部門或非政府機構
香港警務處

商業及電腦罪案熱線� 2860�5012

消費者委員會

消費者投訴及諮詢熱線� 2929�2222

社會福利署

查詢獲發公開籌款許可證團體� 2832�4311

教育局

升學就業輔導服務 ( 包括海外升學資料 )� 3698�4126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2671�1722

This leaflet provides general information on detecting employment traps and advice 

to students on seeking summer jobs. If you wish to obtain the English text of this 

leaflet, please visit www.labour.gov.hk/eng/public/ or contact the Employment 

Information and Promotion Programme Office at 2153 3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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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工作要留神

高薪陷阱要小心

小心謹慎選擇工作，不要因工作

期短暫而草率行事。切勿為「搵

快錢」而接受工作輕巧簡單卻

薪酬偏高，或者應徵過程

「兒戲」的工作。

錦囊 2
私隱財物保管妥
事事小心免出錯盡量避免在辦公室以外地點面試。前赴

面試時，緊記人身安全並小心保管財物
（如手提電話及錢包），切勿輕率把個
人資料和文件（如身份證號碼及提款

卡密碼）交予他人。前往陌生或偏僻的地點面試，可邀請親友陪同。

錦囊 3
公司背景要留心
合約內容要看真接受聘用前應先了解公司的背景和業務，亦

應對《僱傭條例》授予僱員的權益有基本認

識，簽約前清楚了解僱傭合約內容和聘用條

款。請留意，倘若以自僱人士或非僱員身
份與公司訂立服務合約，雙方不存在僱

傭關係，獲聘人士將不受《僱傭條例》保障。錦囊 4
緊記原先的職責
免被游說好辦法留意職責與招聘廣告或面試內容是否相同，

不要輕易被游說擔任與招聘職位不符而自
己又未能勝任的工作。一般來說，僱員無
須向僱主繳交款項以賺取薪酬。如被游

說自費報讀課程或參加療程，便須
提高警覺。

錦囊 5

新聞時事多留意

尋求協助莫遲疑

多留意新聞時事，認識騙徒行

騙手法。如懷疑或發現被騙，

應盡快向家人、老師或有

關政府部門求助。

地址及諮詢電話

提防求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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