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拉 OK 場所、夜總會、酒吧及其他娛樂會所等經營者  
之營商聯絡小組第二十次會議紀要  

 
 

日期 :  2015 年 10 月 2 日 
時間 : 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地點 : 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 66 號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活動室 2 號 

 
主席 : 陳華燦先生  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方便營商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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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總署  (下稱民政總署 )  

 

王婉玲女士     屋宇測量師  (牌照 ) 

 

食物環境衞生署  (下稱食環署 )  

 

何婉雯女士      總監  (牌照 )2 (署任 )  

張偉文先生      衞生總督察 (食肆牌照 )總部  

 

環境保護署 (下稱環保署 )  

 

林國麟博士      首席環境保護主任  (廢物管理政策 )   

蕭智慧先生      高級環境保護主任  (廢物管理政策 )2 

 

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馮漢基先生      總管理參議主任  (秘書 )  

馮增韜先生      方便營商部方便營商主任 1 

 

 

 



主席引言 
 
 主席歡迎業界及政府代表出席是次營商聯絡小組會議。  

 

2. 主席表示，上次的會議紀要已上載於經濟分析及方便營商

處的網頁 (http://www.gov.hk/tc/theme/bf/communication/blg/entertainment.htm)，歡

迎業界朋友瀏覽。 

 

3. 主席提醒與會人士，有關出席營商聯絡小組會議的注意事

項，包括： (1)  有關行業的人士均可參加營商聯絡小組會議，政府沒有

委任任何業界人士為小組成員；(2)  會議上並不適合討論個別個案；(3)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轄下設立了營商聯絡小組工作小組專責監督各個

營商聯絡小組的工作。工作小組成員會以觀察員身分列席營商聯絡小

組會議；及 (4) 會議場地 (包括走廊及洗手間 )嚴禁吸煙。  

 

 

 跟進部門 

議程一  部門簡報  

 

議程 1.1 飲品玻璃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  

 

環保署之簡報：  

4.  環保署林國麟博士簡介飲品玻璃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及有

關最新發展。林博士表示，環保署將根據「污染者自付」的原則，落實

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的方向。實施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的目的是為

了推動香港的廢玻璃樽回收再造，將廢物轉化成有用資源，減少堆填區

的壓力。為了推行有關計劃，政府在過去數年已採取多項措施，包括積

極拓展回收玻璃物料的出路，以及透過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環保基

金」 )或其他資源，支援多個自願回收計劃，以累積玻璃樽回收方面的

實際經驗。政府希望透過加強宣傳和公眾教育，鼓勵業界參與玻璃樽源

頭分類回收，為 2017 年推行飲品玻璃樽生產者責任計劃作好準備，並

有利日後落實都巿固體廢物收費時可以做到「少垃圾，多省錢」。簡報

內容請參見附件一。  

 

http://www.gov.hk/tc/theme/bf/communication/blg/entertainme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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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之提問：  

5. 業界詢問，假若酒吧處所並未被現有玻璃樽回收網絡所覆

蓋，如何可以參加回收。另外，業界表示，酒吧業所產生的玻璃樽數量

相當多，清潔及儲存都有困難，加上人手有限，詢問該署會否考慮提供

補貼，以鼓勵回收。  

 

環保署之回應：  

6.   環保署林國麟博士表示，都市固體廢物按量收費是政府的政

策方向，收費將以「多棄多付」為原則，故源頭分類，將有助工商業減

少製造廢物，節省營運成本。然而，若回收承辦商因玻璃樽欠潔淨而拒

絕回收，最終損失的也是業界本身。事實上，環保署歡迎業界就處理及

儲存玻璃樽提供意見，並鼓勵業界積極參與現時各個由非政府機構推行

的自願性玻璃樽回收計劃，業界也可考慮向環保基金 (ECF)申請支援，

在行內自行推行試驗計劃，以建立玻璃樽回收的良好作業守則。倘業界

對該計劃有任何疑問，包括回收安排，可向環保署查詢。  

 

業界之提問：  

7. 業界詢問，政府會否就業界所能產生的龐大玻璃樽數量，提

供每天回收服務。另外，若該署所設的 1,200 多個回收點，未能全面覆

蓋現時的酒吧區域，詢問環保署會否考慮為回收玻璃樽設立一些臨時存

放地點，以方便業界。  

 

環保署之回應：  

8. 環保署林國麟博士表示，該署一直希望將回收網絡延伸至相

關的工商業，例如該署已經與一些產生大量廢玻璃樽的大型商場合作，

推行玻璃樽回收計劃，該署亦希望能在其他產生大量玻璃樽的地方增設

回收試點，為 2017／ 18 年全面推行計劃作好準備。至於在簡介中提及

的 1,200 多個回收點，是設於住宅屋苑的玻璃樽回收點，主要是為了推

動及方便市民大眾參與玻璃樽回收。該署亦有考慮在商業區域設置加入

藝術元素的玻璃樽回收箱，及於酒吧區的合適地方 (例如垃圾收集站 )劃

出位置，供業界暫時存放待回收的玻璃樽。  

 



 跟進部門 
議程 1.2 申請食肆設置露天座位的方便營商措施  

 

食環署之簡報：  

9. 食環署張偉文先生透過附件二的投影片，簡述有關食肆申請

設置露天座位的方便營商措施。張先生表示， 2013 年政府成立了一個

跨部門工作小組
1
，檢討處理食肆申請設置露天座位許可的程序，在無

損公眾利益及符合相關食肆設置露天座位的發牌準則前提下，簡化處理

設置露天座位申請的程序，縮短處理申請的時間和提高申請程序透明度

和靈活性，以利便業界遵行規定。工作小組共提出十項建議，已分階段

全部落實並付諸實施。  

 

業界之提問：  

10. 業界表示，一般地舖背面天井範圍內皆存有沙井，詢問食環

署會否容許有沙井的天井範圍，申請設置露天座位。另外，申請於露天

座位售賣酒精類飲品，可否與申請食肆設置露天座位許可同時進行。  

 

食環署之回應：  

11. 食環署張偉文先生表示，基於衞生考慮，如擬設置露天座位

在天井，該天井範圍須沒有沙井、污水渠等設施，以免對衞生構成威脅。

食環署何婉雯女士表示，申請於露天座位售賣酒精類飲品，是可與食肆

設置露天座位批註申請同時進行，惟申請處所必先獲得設置露天座位許

可後，才會考慮批准於露天座位售賣酒精類飲品。  

 
業界之提問：  

12. 業界表示，若於獲批准設置露天座位的範圍內，被反對供應

酒精類飲品，詢問酒牌局有否設立上訴機制。另外，在新措施實施後，

最快可於遞交申請後多久獲得設置露天座位批准。在獲批供應酒精的露

天座位範圍內，是否同樣被室內的酒牌持牌條件所限制，如不准吸煙等。 

 

 
                                                 
1 露天座位工作小組成員包括食物環境衞生署、消防處、屋宇署、地政總署、規劃署、房  

屋署、運輸署、民政事務總署和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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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環署之回應：  

13. 食環署張偉文先生表示，食環署在接到食肆設置露天座位許

可申請後，會作出初步審議，如申請獲初步接納，會在 5 個工作天內作

出轉介，並要求相關部門於 20 個工作天回覆及就該申請進行公眾諮

詢，如沒有收到部門及公眾反對的情況下，便可於 6 個工作天內發出「發

牌條件通知書」；當確定申請人已履行相關的發牌條件後，便會准許有

關的持牌食肆設置露天座位。然而，若食環署在接到民政事務總署轉介

公眾反對露天座位申請的意見，會就該申請設置露天座位的食肆所涉投

訴及執法統計數字向相關部門徵詢意見，以衡量反對理據是否充分及考

慮會否繼續處理該露天座位的申請。在簡化申請程序實施後，食環署處

理一宗簡單直接的申請的標準處理時間可由 53 個工作天縮短至 46 個工

作天。食環署何婉雯女士表示，食肆牌照與酒牌，屬兩個不同牌照，售

賣酒精類飲品必須按照酒牌牌照列明的處所地址範圍內進行，若處所希

望於露天座位售賣酒精類飲品，可向酒牌局提出修訂申請，而獲批後亦

須遵守牌照所訂明的持牌條件。  

 
議程二  新討論事項  

 
議程 2.1 酒牌持有人突然永久離職  
 

14. 秘書反映，有業界詢問若有酒牌持有人突然永久離職，如轉

工或身故，如何可以儘快恢復售賣酒精類飲品。  

 

食環署之回應：  

15. 食環署何婉雯女士表示，根據《應課稅品 (酒類 )規例》(第 109B

章 )規定，酒牌只可簽發給〝自然人〞，目的是確保有關酒牌處所得到有

效的管理。假若持牌人去世，根據 «應課稅品 (酒類 )規例 »(第 109B 章 )  第

54 條，其遺囑執行人或遺產管理人可自動在持酒牌處所繼續營業，直至

牌照有效期為止。酒牌局不可撤銷處所的酒牌，但可處理處所的新酒牌

申請。酒牌局須召開公開聆訊審議處所的新酒牌申請，邀請新申請人出

席陳述，新申請人 /僱主須呈交誓章 (使酒牌局可信納去世的持牌人不是

處所的經營者而是僱員的身份 )及有關資料 (如原酒牌持牌人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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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供酒牌局考慮；若原酒牌持牌人有繼承人，亦須呈交繼承人同意放

棄酒牌繼承權的資料。明白業界所面對的困擾，但該署需按個別情況，

協助業界儘快獲取酒牌。  

 

業界之提問：   

16.  業界表示，酒牌理應屬於持牌處所資產，倘酒牌持有人突

然無故曠職，不知所終，或工作表現欠佳，但又拒絕簽署酒牌轉讓，詢

問該怎樣處理，政府可否制定相關機制，避免該持牌處所蒙受損失。  

 

食環署之回應：  

17. 食環署何婉雯女士表示，得悉一些酒牌持牌處所會在委任

員工為酒牌持牌人時，會同時要求僱員簽署酒牌轉讓申請表格，但此做

法屬於勞資雙方協議，該署並沒有相關要求，也不能就此提供意見。惟

在無法聯絡原有酒牌持有人時，食環署建議處所負責人可考慮遞交新申

請時，提供處所租約的資料，讓酒牌局儘快審理該申請。至於僱員工作

表現，屬於勞資雙方之間事宜，業界可向勞工處，或專業人士尋求協助。

就業界的關注，政府正在研究「後備持牌人」機制，食環署將適時匯報。 

 

業界之提問：  

18. 業界表示，假若該署已推出新的酒牌轉讓申請表格，詢問

該署會否仍然接受舊有的申請表格。  

 

食環署之回應：  

19. 食環署何婉雯女士表示，表格更改可由於政策或所需資料的

改變。事實上，表格並不會經常作出更改，而更改背後，定必有其充足

的理據，建議業界可定期瀏覽酒牌局網頁，掌握最新的牌照資訊，及使

用最新版本的表格。  

 

議程 2.2 以傳真形式通知酒牌持有人有關增加或修訂的附加持牌條件  

 

20.  秘書反映，有業界表示酒牌局就續期申請所發出的考慮修

訂附加持牌條件通知書的實際接收日期與須回覆酒牌局日期十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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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加上現時只以郵遞形式傳送，令業界有時沒有足夠合理時間作回

應，詢問酒牌辦事處，可否同時以傳真形式通知業界。  

 

食環署之回應：  

21. 食環署何婉雯女士表示，在審理酒牌申請時，酒牌局會考

慮有關政府部門的建議，擬訂及∕或擬修改附加的持牌條件，並以書面

郵遞形式詢問申請人及於 14 天內回覆酒牌辦事處是否同意有關的附加

持牌條件。為了加速處理有關續期申請，酒牌辦事處已採取較彈性方

式，按個別情況，以傳真形式先通知業界，及後再以郵遞方式發出正本。

事實上，除以郵遞之外，申請人也可透過傳真方式，把覆函傳送致酒牌

辦事處處理。  

 

議程 2.3 酒牌處所房間內安裝閉路電視的附加持牌條件  

 

22. 秘書表示，有酒吧業界反映在卡拉 OK 場所許可證續期時，

被額外要求裝設附錄影設施的閉路電視系統於處所房間內作為附加持

牌條件，詢問施加該附加持牌條件的準則，及是否已成為其中一項恆常

的附加持牌條件。  

 

食環署之回應：  

23. 食環署何婉雯女士表示，每個持牌處所均有其獨特性，故

並不會有恆常化的附加持牌條件。在審理酒牌申請時，酒牌局會根據每

宗個案的實際情况，考慮有關部門的意見，包括建議附加持牌條件的理

由，以决定是否施加有關的持牌條件。如果申請人不同意酒牌局擬訂的

持牌條件，酒牌局會就有關申請舉行公開聆訊，邀請申請人出席陳述其

理據。酒牌局會充份考慮申請人的申述後，就是否施加持牌條件作出決

定。  

 

議程 2.4 新申請酒牌但處所原有持牌人未有註銷原有酒牌  

 

24. 秘書表示，有酒吧業界反映曾有已結業酒牌處所因原有持牌

人未有註銷原有的酒牌，而令新商戶無法作出酒牌申請，令申請時間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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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詢問該怎樣處理。  

 

食環署之回應：  

25. 食環署何婉雯女士表示，酒牌局如接獲領有酒牌處所同一

地址的新酒牌申請，會安排公開聆訊，考慮根據《應課稅品 (酒類 ) 規

例》 (第 109B 章 ) 的規定撤銷該處所原有的酒牌。新申請人須提交文

件，證明其公司於該處所經營業務，包括處所的商業登記證副本及有關

租約副本，證明新申請人的公司已租用該處所。在文件齊備下，酒牌辦

事處可同步向酒牌局申請撤銷該處所原有的酒牌及處理新酒牌申請。  

 
議程 2.5 增加酒牌持有人每週例假的彈性  

 

26. 秘書表示，有酒吧業界詢問酒牌局可否准予酒牌持有人的

例假由每星期 1 天的固定日子，增加至每月 6 天，並以浮動形式由持牌

人因應業務需要而訂定例假日子，以增加經營彈性。  

 

食環署之回應：  

27. 食環署何婉雯女士表示，每週例假並不需安排於固定日

子。至於酒牌持有人希望每星期放取超過 1 天的假期，申請人可向酒牌

局提出申請，要求豁免該牌照持有人每星期不應放取超過 1 天假期的規

定，惟申請必須使酒牌局信納該酒牌管理將不被影響，故酒牌局需按個

別情況作出考慮。  

 

業界之提問：  

28. 業界表示，因病告假通常出於突發，在手續上未能趕及遞

交申請予酒牌辦事處，導致警方巡查時可能產生的違規問題，詢問該怎

樣處理。  

 

食環署之回應：  

29. 食環署何婉雯女士表示，在因病缺勤遇上警方巡查時，業

界可向警方提供缺勤證明，如醫生證明書，但根據法例，當酒牌持有人

未能理行職責時，必須按規定提出申請，盡量避免產生負面效果。  



 跟進部門 

業界之提問：  

30. 業界表示，前線警務人員巡查酒吧時，有時有溝通上的問

題，但警務處代表卻經常不出席小組會議，希望警方可多出席日後會議。 

 

秘書處之回應：  

31. 秘書表示，警務處代表因事務煩忙，未能出席今次會議。

翻查過往紀錄，警方有出席大部分會議。  

 

議程 2.6 酒牌轉讓時酒牌持有人放假日子的計算方式  

 

32. 秘書表示，有酒吧業界反映，有持牌人放假由他人代行持

牌人職責，後來酒牌轉讓予該人成為持牌人，該新的持牌人因可用離職

期已耗盡，而被拒絕暫離職守申請，詢問不同酒牌持有人在同一酒牌處

所及有效期內，其休假時段是否應按不同的 "自然人 "計算，還是以相同

處所持牌人身分衡量。  

 

食環署之回應：  

33. 食環署何婉雯女士表示，根據《應課稅品 (酒類 )規例》 (第

109B 章 )第 24 條的規定，酒牌局秘書可授權某人於酒牌局秘書認為適合

的期間內，管理該領有牌照處所，其總長度不得超過該牌照的有效期的

日數的 25%，而並非以 "自然人 "作計算。建議業界找他人代行酒牌持有

人職責時要考慮清楚。  

 

業界之提問：  

34. 業界表示，假若因突發事件，而需申請暫離職守超過該牌

照的有效期的日數的 25%，詢問該怎樣處理。  

 

食環署之回應：  

35. 食環署何婉雯女士表示，該牌照的有效期的日數的 25%，

屬法例規定，酒牌局秘書並未被賦予權力批准超越所容許的上限。  

 

議程三  下次會議日期：  



 跟進部門 

36. 主席表示，下次會議日期確定後，秘書處會通知業界。歡

迎業界向秘書處建議討論事項。  

 

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二零一五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