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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娛樂中心營商聯絡小組 

第十五次會議紀要 

 

日期 : 二零一三年六月廿日(星期四)  

時間 : 上午十時三十分 

地點 : 香港金鐘添馬添美道二號政府總部東座地下四號會議室 

主席 : 陳華燦先生，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方便營商部主管 

秘書 : 林智萍女士，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方便營商部總管理參議主任 

 

業界出席者：  

 

快樂城遊樂有限公司  

劉子耀先生 

袁麗儀女士 

 

董事 

秘書 

美國冒險樂園有限公司  

鄧國倫先生 

梁凱怡女士 

丘珮琪女士 

黃潔妮女士 

副總裁 

高級經理 

行政主任 

行政主任 

 

真開心樂園 

陳培雲先生 

祝小華女士 

 

 
 
董事 

經理 

歡樂遊樂場 

李江鴻先生 

 

股東 

 

幸運樂園 

許錦華先生 

 

 

經理 

青春無限 

梁衛強先生 

 

開心城香港有限公司 

吳嘉華女士 

 
香港黃金樂園有限公司 
吳洪獅先生 

王朋枝先生 

 

董事總經理 

 

 

助理營運經理 

 

 

經理 

經理 



 
 

政府代表： 

民政事務總署 (以下簡稱「民政署」) 

李新富先生 高級牌照主任(遊戲機中心) 1 
 

李何嘉玲女士 

 

高級牌照主任(遊戲機中心) 2 

警務處 

黃耀森先生 總督察(牌照 1)(牌照課) 

雷慧懿女士 高級督察(牌照 4)(牌照課) 

 

消防處 

莫景華先生 

伍偉能先生 

馬信義先生 

葉亮明先生 

 

屋宇署 

黃子康先生 

 

勞工處 

蔡繼業先生 

 

 

高級消防區長/牌照及審批總區防火分區辦事處 

助理消防區長/牌照及審批總區防火分區辦事處 

機電工程師 /通風系統課 

高級屋宇裝備督察/ 消防處通風系統課 

 

 

屋宇測量師/牌照(SD)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行動科)(綜合服務辦事處) 

 

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轄下之方便營商部 

李子媞女士 方便營商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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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進 

主席歡迎業界和政府各部門代表出席會議。 

 

 

議程一  通過上次會議紀要 

 

2. 上次會議紀要

(http://www.gov.hk/tc/theme/bf/pdf/Notes_14th_FAC.pdf) 獲得一致通

過。 

 

 

 

 

議程二  前議事項 

 

業界於店舖內是否容許擺放於其他分店曾獲批的遊戲機 

3. 民政署表示，署方按照各營運者提交有關於個別處所內營運的有獎

娛樂遊戲機的資料(包括類形及數目)而簽發核准遊戲清單。業界如

欲於店鋪內擺放不在處所核准遊戲清單內但其他店舖曾獲批的遊

戲機，除需要關掉有關遊戲機的電源外，亦須在遊戲機標示有關的

告示。 

4. 一業界出席者表示，曾經試過在場所擺放正等待維修但已貼上清晰

告示的遊戲機，但警方在巡查時仍表示疑問甚或要求職員移走遊戲

機，業界認為雖然署方已有清晰指引，但執法機構卻未能配合。 

5. 警務處回應，由於同事於巡查之前會向民政署索取已獲批准的有獎

娛樂遊戲機名單，隨後會根據名單巡查場所內的遊戲機，若同事因

發現場所內有多出的遊戲機而作出口頭查詢，相信屬合理情況，有

關查詢亦能幫助溝通，希望業界可以理解。 

6. 民政署表示，若店舖職員能對情況作出合理解釋，相信警方會作出

適當處理。 

 

警務處人員於巡查時應否以場所遊戲機總數少過或多過批核遊戲機名單

總數作出口頭警告 

7. 一業界出席者表示，家庭娛樂中心場所內擺放的遊戲機有很多種

類，不一定全部遊戲機都必須申領有獎娛樂遊戲牌照，例如一些小

童機動遊戲及不出獎品的遊戲機。 

8. 業界亦指出在「遊戲區」的制度未推出前，食物及環境衛生署 (下

稱食環署) 會提供一份列出場所內所有遊戲機的名單，包括出獎

票、不出獎票及小童遊戲機。當「遊戲區」的制度推出後，食環署

已沒有再提供此名單。此後，警務處巡查人員只以民政署發出的有

獎娛樂遊戲名單作巡查，但此名單卻只包括場所內出獎票的遊戲

 

http://www.gov.hk/tc/theme/bf/pdf/Notes_14th_FA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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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此外，民政署是根據《賭博條例》(第 148 章)及《賭博規例》

的規定，發出有獎娛樂遊戲牌照給家庭娛樂中心經營者，為何執法

機構於巡查時卻經常以《遊戲機中心條例》規管經營者。 

9. 警務處表示，警察牌照課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六日舉行了一次週年

研討會，很多負責巡查牌照處所的同事均有出席。研討會同時邀請

了民政署代表出席，講解巡查遊戲機中心的相關法例及須注意事

項。現時指引已經對同事提供適當的指示，警方亦會不時提醒前線

同事有關的指引內容。至於同事於巡查期間發現場所內的遊戲機多

於或少於批核名單的數目，若果同事未能即時作出判斷，會於現場

搜集資料，例如口頭查問及拍攝照片等，稍後轉交民政署給予意見

後，才會決定是否採取執法行動。 

10. 民政署表示，警方曾就巡查時發現一些遊戲機向署方提出需否申領

牌照的查詢，例如純機械式及設有屏幕的遊戲機，署方會根據警方

提供的資料，按個別個案的情況，向律政司徵詢法律意見後才回覆

警方。至於業界在前幾次會議中表達對規管及法例上的關注，署方

亦已將有關意見向民政事務局(下稱民政局) 轉達。署方會繼續與民

政局溝通及跟進進展。 

11. 主席提醒業界，有關過往於會議中曾討論過關於規管方面的指引，

已 記 錄 於 過 往 會 議 紀 要 中 ， 業 界 可 瀏 覽 本 處 網 頁

(http://www.gov.hk/tc/theme/bf/communication/blg/family.htm)並下載

以供參閱。 

 

議程三  新討論事項  

 

附設顯示屏的有獎娛樂遊戲機在屏幕關閉後或其屏幕只用作顯示分數的

情況下可否在場所內營運 

 

12. 一業界出席者表示此問題源於規管法例對於遊戲機定義上的不清

晰。如在之前幾次會議所提及，現今科技發達，很多設備都設有屏

幕，例如飛鏢機，有娛樂性質、可以計分、有顯示動畫的屏幕、需

要收費等，其他例子如貼紙相機及網吧情況也一樣，為何局方及署

方容許有關營運，但家庭娛樂中心的遊戲機卻不可營運設有屏幕的

遊戲機。雖然民政署於過去會議中曾表示遊戲機屏幕關閉後或其屏

幕只用作顯示分數的情況下便可使用，但業界曾有場所收到警務處

巡查人員的警告，遊戲機在屏幕關閉後或其屏幕只用作顯示分數的

情況下不准在場所內營運。 

13. 另一業界出席者表示，由於市場必須與時並進，現時很少供應商願

意製造不設屏幕的遊戲機。業界一方面難以購買新機，另一方面要

http://www.gov.hk/tc/theme/bf/communication/blg/famil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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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舊機損耗的問題，有關規管不合時宜之餘亦令業界難有生存空

間。 

14. 民政署表示，按照現行安排，若個別附設屏幕的遊戲機的屏幕已關

閉或屏幕只用作顯示分數用途而非用作互動性質，例如一些設有顯

示分數屏幕的推銀機，署方會考慮批准使用。就業界在上述所提出

的其他意見，由於有關的意見亦曾在過往會議中提出過，署方早前

已將有關的意見於會後即時向民政局轉達。如有進展，署方會向業

界報告。 

 

澄清勞工處及屋宇署對場所內逃生途徑的不同要求 

15. 業界出席者表示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人員曾於去年巡查業界一

個處所，並指出處所內其中一個逃生途徑被一部遊戲機阻塞，會影

響店舖內員工的逃生安全，勞工處當時要求店舖職員即時搬走該遊

戲機。由於遊戲機有一定重量，店舖內的職員只是一些年青人或主

婦而非搬運工人，要立即搬走遊戲機是非常困難及容易發生危險，

但職員最後都跟從了有關指示搬走遊戲機。 

16. 業界表示他們於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時，已由屋宇署核對場所設

計圖則中所列明的逃生途徑位置及數目。根據屋宇署批准的建築圖

則，該出口不是指定逃生出口，業界才會在該位置擺放遊戲機。業

界就此事件於 2012年 5月去信勞工處表達對以上事件的關注，勞工

處於 2012 年 9 月回覆有關要求是根據 509A 章《職業安全及健康規

例》執行，但業界對屋宇署及勞工處在逃生途徑上的不同要求仍存

疑問。另外，個案中牽涉的出口是沒有出口標誌的，但勞工處職員

卻要求店舖職員於該出口加回出口標誌，希望有關部門澄清。 

17. 勞工處回應，不同的法例有不同的立法目的，而符合屋宇署法例，

未必等同符合勞工處法例。有關於業界提到加回出口標誌的問題，

勞工處向屋宇署溝通後，已回信業界該要求並非必須的要求。日後

於巡查時，若勞工處職員懷疑場所負責人違反《職業安全及健康規

例》，在作出檢控前，會先向有關部門索取場所圖則，審視後才考慮

如何跟進或決定是否作出檢控。 

18. 屋宇署表示，屋宇署是根據有關牌照處所的面積，設計和用途及考

慮牌照處所位於建築物內的相關逃生通道的位置和數目，按照現行

守則計算相關處所的人數，以確定有關處所是否適合經營公眾娛樂

場所。此外，所有逃生通道必須設有出口標誌，屋宇署要求有關牌

照處所的設計圖則清楚地標明所有指定的出口標誌，以顯示處所設

置足夠數目的逃生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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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業界有進行更換消防裝置的情況下，消防處是否仍要求業界必須填

寫書面確認表(聲明沒有為場所進行任何改裝或加建工程)才接受其續

牌申請 

 

19. 一業界出席者表示， 為一場所申請續牌時，消防處要求業界填寫一

份書面確認表聲明自上次牌照續期後至今並沒有為場所進行任何改

裝或加建工程，才會處理業界的續牌申請。業界已向該消防處人員

表示曾更換過場所內的滅火器裝置，根據他了解，場所內若就消防

裝置作過任何改動，亦會向消防處遞交「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

(FS251)或「符合安全證書」(FSI/314A)。在這些情況下，理應不需

填寫該確認表。 

20. 消防處表示，有關表格是於去年推出的，所有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持

有人於續牌時均須填寫，若確定在續牌時場所內沒有就確認書內的

五個範疇進行過任何加建或改裝工程，便可加快處理其續牌申請。 

21. 若果業界曾就場所內的消防裝置進行加建或改裝，例如遷移、加裝

或拆除花灑頭／消防喉轆等消防裝置，並已遞交「消防裝置及設備

證書」(FS251)或「符合安全證明書」(FSI/314A)，持牌人便不應填

選確認書第五項有關「就處所內所提供的消防裝置及設備進行加裝

或改裝工程」的欄目。但是，若果業界所提出的是因損壞或其他原

因而更換場所內提供的個別消防裝置及設備，例如手提滅火裝備、

出口指示牌或應急照明裝置，有關的「更換」便不屬於表格第五項，

在此情況下業界便須要選上這項。如果持牌人對有關聲明書的內容

有不了解的地方，歡迎他們直接聯絡相關的個案主任查詢。 

 

於申請新的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時，業界是否可提交防火閘的年檢證書以

證明防火閘的防火安全標準 

 

22. 業界出席者表示於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時，必須向消防處提交設

於通風系統的防火閘的資料。若場所使用根據外國標準製造的防火

閘，負責人必須提交文件證明該防火閘屬消防處批准使用的型號。 

23. 業界表示，其場所內的防火閘屬根據外國標準製造的的型號，由於

物業內所有防火閘均由業主管理，業界向業主索取有關文件，由於

業主未能提供有關文件，只能提供年檢證書，業界因此將年檢證書

轉交消防處，但不被消防處接受。根據業界理解，年檢證書已能證

明該防火閘能在火警情況下正常運作，為何消防處不接受年檢證

書，而一定要業界提供其他文件證明該防火閘的防火安全標準。 

24. 消防處表示，根據外國標準製造的防火閘因有不同設計及安裝方

法，當消防處對有關防火閘在設計或安裝方面有疑問時，便會向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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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要求有關資料以確定防火閘的設計和安裝方法是否合乎消防處

的消防安全標準。而年檢證書是證明防火閘是處於於安全和有效的

操作狀態所以不能作為替代文件。另外，消防處澄清當消防處人員

於巡視場所時發現有關防火閘未必符合消防處的相關消防安全標準

時，才會要求申請者提交有關資料，因此並非每個新申請都必須遞

交。 

25. 業界表示希望消防處提供清晰的指引，於什麼情況下防火閘是不符

合設計及安裝方面的標準，因為業界沒有相關的專業知識判斷有關

情況，如果要等消防處人員巡查場所時才知道防火閘有問題並準備

證明文件，會影響申請牌照進度。消防處表示，業界應聘請註冊通

風系統承建商進行有關通風系統工程，建議業界向承建商徵詢專業

意見。 

 

其他事項 

26. 一業界出席者表示近數月來警務處人員曾多次前往多間家庭娛樂中

心進行巡查，其高調手法如封鎖整個場所、用膠帶欄阻場所的出入

口等等，令顧客受驚，亦影響店舖形象。業界表示其店舖並無違反

發牌條件或發生嚴重事故，為何受到如此高調的巡查，希望警方能

以合理的形式及原因進行巡查，並減低對業界及顧客所造成的影響。 

27. 警務處表示不會於會上討論個別事件，一般來說，巡查時所採取的

行動會視乎當時指揮官的判斷及所掌握的資料。 

28. 主席多謝業界及各部門代表撥冗出席是次會議，秘書處將會公佈下

一次會議的日期。 

 

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二零一三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