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容及保健服務
香港政治穩定、稅負低、營商便利，因此是個理想的營商地點。此外，每個開業程
序都十分清楚和有效率。我們希望以香港為樞紐，使亞洲成為全球美容中心。
蜜絲芭莉集團有限公司（Miss Paris Group Ltd） 
創辦人及執行董事 
下村朱美

“ ”

亞洲國際都會 除了擁有國際化大都會形象和崇尚健康的市民，香港也是亞

洲最受歡迎的旅遊城市之一。在2016年，訪港旅客達5,670

萬人次。 預料到2023年，全年旅客人數將會達到一億人次，

因此香港是開展美容及保健服務的最佳地點。而香港政府亦

於2016年推行「活出健康新方向」計劃，以宣傳運動與均衡

飲食之重要性。

近年，香港消費者愈來愈注重身心健康，帶動各類個人服務

的需求。本地生活步伐急促，不論是努力拼搏的香港人，還

是前來體驗香港城市活力的旅客，都喜愛尋求放鬆自我和調

理身心。此外，香港人追求時尚、緊貼潮流，對個人外觀和

美容方面也較為重視。

在香港開設美容及保健業務的優勢 近期發展和機遇
• 本地市場接受另類理療服務

• 集合高質素服務和創新概念的亞洲大都會 — 囊括2015 

AsiaSpa 亞洲水療大獎年度最佳醫療水療、綜合水療中

心大獎及2014年最佳都市水療中心大獎

• 企業經營稅率低，利得稅僅16.5%

• 僱傭法規簡明，有利商業運作 ; 知識產權保障制度完善 ; 

本地人才技能優秀、通曉多種語言

• 2016年，美容及個人護理服務企業有10,120家，從業人

數高達 38,770人

• 香港消費者對市場持開放態度；內地遊客亦對國際新產

品有高度認知

• 男士美容市場具備增長潛力，特別是專業人士及年輕消

費階層

• 健身中心及各類新式運動產業發展蓬勃，消費者更加積

極嘗試運動

• 體重管理及保健產業於2016年按當前價值計算增長了百

分之六，顯示大眾不但追求擁有健美體態，更希望能預

防疾病，例如心臟病、糖尿病及中風等

• 本地居民對快速個人服務需求增加，如美髮服務

• 隨著環保意識加強，有機美容產業逐漸流行

• 個人化及客制化成為趨勢 

行業現狀
機構單位數量 2013 2014 2015 2016
美髮服務 3,770 3,810 3,830 3,750

化妝、護膚及美顏服務 4,710 4,790 4,870 4,890

體重控制及纖體服務 350 410 420 420

其他美容美體護理服務 940 1,020 1,050 1,060

總數 9,770 10,030 10,170 10,12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6年機構單位數目、就業人數及職位空缺數目》表 E011 

行業現狀
就業人數 2013 2014 2015 2016
美髮服務 15,340 15,470 15,190 14,570

化妝、護膚及美顏服務 17,870 18,360 18,690 18,530

體重控制及纖體服務 2,040 2,410 2,580 2,490

其他美容美體護理服務 3,240 3,340 3,250 3,180

總數 38,490 39,580 39,710 38,77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6年機構單位數目、就業人數及職位空缺數目》表 E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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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辦公室大約月租（以港元為單位）

地區 租金（有效淨租金）
中環、金鐘 每平方英尺 117.9元

灣仔、銅鑼灣 每平方英尺 67.9元

尖沙咀 每平方英尺 53.8元

港島東 每平方英尺 49.1元

九龍東 每平方英尺 34.4元

資料來源：高力國際（Colliers International）2017年4月資料

香港舖位大約月租（以港元為單位，每平方英尺租金）

地區 商場舖 街舖
中環 150-1,100元或營業額13-20% 150-1,400元

銅鑼灣 150-700元或營業額10-15% 100-1,200元

尖沙咀 150-1,000元或營業額10-15% 140-1,900元

旺角 100-450元或營業額10-13% 150-950元

資料來源：仲量聯行（Jones Lang LaSalle）2017年7月資料

部分在香港設有業務的美容保健企業
• GuavaPass （新加坡）

• Hypoxi （奧地利）

• Miss Paris （日本）

• QB House （日本）

• Anytime Fitness （美國）

• F45 Training （澳洲）

• Gentlemen's Tonic （英國）

• Ginza Calla （日本）

• Strip: Ministry of Waxing （新加坡）

• Rizap （日本）

營業執照 

在美容服務中涉及使用藥物 
提供美容服務時，如涉及使用各類藥物，則經營者必須遵守

《藥劑業及毒藥條例》 （第138章）、《危險藥物條例》 （第134

章）、以及《抗生素條例》（第137章）的有關規定，詳情可參

閱衛生署藥劑事務部網站（www.psdh.gov.hk）。如美容服

務涉及使用傳統中醫藥，經營者或需根據《中醫藥條例》（第

549 章）向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申請註冊，並且需遵守有

關條例的規定。有關詳情，請參閱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網站

（www.cmchk.org.hk）。

在美容服務中涉及使用醫療儀器 
除使用放射性儀器受到衛生署監管，目前本港並無立例管制

醫療儀器的進口和銷售。在有關法例正式制定之前，應該向

醫療儀器管制辦公室查詢有關醫療儀器的進口和使用事宜，

詳情請參閱該辦公室網站（www.mdco.gov.hk）。 

在美容服務中涉及排放污水 
涉及排出污水的行業（如美髮店等）須根據《水污染管制 

條例》向環境保護署申領牌照，有關詳情可參看該署網站

（www.epd.gov.hk）。

按摩院牌照 
根據一般原則，為顧客提供肩部以下至膝部以上的身體部份

按摩、而按摩師與顧客屬不同性別的情況，提供服務的處所

必須向警務處申請按摩院牌照。有關詳情可參看相關網站

（www.police.gov.hk）。

會社牌照 
根據《會社（房產安全）條例》，出售「會籍」、並且只為會員

提供服務的處所被介定為「會社」，必須向民政事務總署申

領合格證明書方可經營。有關詳情，請參看相關網站（www.

ha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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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刊發日期：2015年7月

「RIZAP與其他健身中心最大的分別是保證客人得到超越預

期的結果，其中包括按照我們的飲食方法達到減肥效果。」

為了向客人提供最好的服務並達至最佳效果，RIZAP 著重

選擇只符合最高標準的教練。瀬戶健說：「我們擁有具備
高技能的教練，並引以為傲，他們不但提供出色的優質服

務，而且力爭上游，積極滿足客人的需求。我們的教練擁

有多種技能組合，以滿足客人的需要。他們除了擁有培訓

知識和專業技能外，還向客人提供心理支援，這是令客人

成功維持健康飲食的關鍵因素。」

RIZAP 有志成為日本的全球頂級健身室品牌，並計劃在海

外增設10間分公司。瀬戶健說：「我們相信，香港分公司
取得成功將為業務發展開啟機會之門，有助我們把業務拓

展至其他國家。」

RIZAP 認識到亞洲國家的人關注個人形象，健康意識不斷

提高，對個人化健身服務有強大需求，因此致力把業務迅

速拓展至亞太區。RIZAP 以現代化、國際化的地方如新加

坡、台灣及香港作為目標市場，因為這些地方的人十分注

重健康和生活質素。香港擁有低稅率及簡單稅制、有利營

商的環境及優越的地理位置，對RIZAP 特別具有吸引力。

RIZAP 亦認為這些優勢會增強該公司在本地及國際市場的

競爭力。

RIZAP 自從於2012年2月在日本設立首間私人健身室以

來，一直致力為用戶提供優質的一對一健身訓練服務。傳

統的健身室通常在會員共享訓練設施的區域向客人提供健

身訓練服務。有別於這種傳統的服務，RIZAP 的所有健身

訓練都在獨立的健身房內進行，確保為客人提供私隱度高

的健身訓練服務。

RIZAP 行政總裁瀬戶健說：「為了達到最佳效果，我們根
據客人的體形、體重及身體結構設計個人化的健身計劃。」

RIZAP 的服務遠遠超越提供基本的訓練設施。該公司的健

身訓練服務建基於科學證據，根據客人的身體狀況及健康

指標，以及個別客人的獨特需要，提供高度個人化及靈活

的健身訓練方法。RIZAP 還根據營養科學的方法，向客人

建議切合個人需要的飲食計劃。

RIZAP 的經營理念是滿足客人的需要、欲望、目標和願

望，並超越他們的期望。換句話說，最終目標是成功實

現客人的個人願景。在為期兩個月的健身訓練課程中，

RIZAP擔當領導角色，致力引導客人達到目標。瀬戶健說：

RIZAP

‧  於2012年在日本成立
‧  於2015年6月在香港開設首間私人健身室
‧  專注於提供私隱度高的一對一健身訓練，並以科

學研究作為根基
‧  根據營養科學的方法，向客人建議切合個人需要

的飲食計劃

www.rizap.hk

RIZAP — 私人健身房，
個人化健身訓練服務 
進駐香港
以科學研究作為根基的日本健身公司
RIZAP把個人化健身訓練服務 
引進香港

“  香港分公司取得成功將為業務 
發展開啟機會之門，有助我們把 
業務拓展至其他國家。”

  RIZAP 
行政總裁 
瀬戶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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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髮美容訓練機構

職業訓練局
香港灣仔活道27號
職業訓練局大樓
電話：（852） 2836 1000 
傳真：（852） 2838 0667
電郵：vtcmailbox@vtc.edu.hk
www.vtc.edu.hk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香港新界將軍澳景嶺路3號
電話：（852） 3928 2900
傳真：（852） 3928 2988 
電郵：hkdi@vtc.edu.hk
www.hkdi.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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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開業和擴展業務，與客戶建立長遠的伙伴關係，在客戶來港發展的各個階段，免費提供專業 

支援服務。

香港中環紅棉路8號東昌大廈25樓

電話：（852） 3107 1000

電郵：enq@investhk.gov.hk

www.investhk.gov.hk

化妝髮型美容學府（Beauty Tech）
香港銅鑼灣羅素街2-4號 
二千年廣場15樓
電話：（852） 2574 4418 
傳真：（852） 2574 3418
www.beautytech.com.hk

相關機構

香港美容業總會
香港九龍荔枝角長裕街5號 
中國宏興大廈7字樓 C 室
電話：（852） 3579 2579  
電話：（852） 2171 4021
電郵：info@fbihk.org
www.fbihk.org

中國香港健美總會
香港銅鑼灣掃杆埔大球場徑1號 
奧運大樓1028室
電話：（852） 2504 8246
傳真：（852） 2576 9703 
電郵：info@hkbba.org
www.hkbba.org

香港美髮美容業商會
香港新界沙田小瀝源安麗街11號企業
中心12樓1212-1215室
電話：（852） 2389 3766 
傳真：（852） 2389 8529 
電郵：info@hkhbma.org.hk
www.hkhbma.org.hk

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
香港九龍尖沙咀山林道9-11號 
卓能中心17樓
電話：（852） 2838 9594
傳真：（852） 2575 8683 
電郵：info@hkpfa.org.hk
www.hkpfa.org.hk

香港化妝品同業協會
香港九龍山林道46-48號 
運通商業大廈308室
電話：（852） 2366 8801 
傳真：（852） 2312 0348  
電郵：info@cosmetic.org.hk 
www.cosmetic.org.hk

香港美容及保健業主要活動

活動 舉行月份 網站
亞洲天然及有機產品博覽 

(Natural & Organic Products Asia)
2017年8月30日 -9月1 日 www.hktdc.com/fair/hkbeautyexpo-tc/

美與健生活博覽 (Beauty & Wellness Expo) 2017年8月17-21日 www.naturalproducts.com.hk

亞太區美容展 (Cosmoprof Asia) 2017年11月14-17日 www.cosmoprof-asia.com

亞洲瑜伽大會 (Evolution Asia Yoga Conference) 6月 www.asiayogaconference.com

有關詳情 歡迎聯繫
旅遊及款待行業經理  王麗
香港中環紅棉路8號東昌大廈25樓

電話：（852） 3107 1037

傳真：（852） 3107 9007

電郵：lwang@investhk.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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