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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與戲院商香港政府與戲院商香港政府與戲院商香港政府與戲院商     

營商聯絡小組營商聯絡小組營商聯絡小組營商聯絡小組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九九九九次次次次會會會會議議議議紀要紀要紀要紀要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  2013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四)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  上午10時30分–12時10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 金鐘添美道二號新政府總部東座地下五號會議室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 陳華燦先生（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方便營商部主管）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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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者出席者出席者出席者﹕﹕﹕﹕ 

業界業界業界業界 

香港戲院商會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戲院商會) 

黃寶珠女士 理事長 

崔顯威先生 副理事長 

鮑文範先生 戲院商會副會長 

林曉凰女士 行政秘書 

  

百老匯戲院有限公司 

龍耀雄先生 營運經理 

  

橙天嘉禾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何雅麗女士 排片部經理 

  

娛藝院線有限公司 

李玉英女士 經理 

  

政府代表政府代表政府代表政府代表 

食物環境衞生署 (以下簡稱食環署) 

張國良先生 總監（牌照） 

  

屋宇署 

黃子康先生 屋宇測量師/牌照 

  

消防處 

朱錫源先生 署理高級消防區長，牌照及審批總區 - 防火分區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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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新界及九龍東) 

伍偉能先生 助理消防區長 - 消防處牌照及審批總區防火分區辦事

處 (新界及九龍東) 

  

環境局 

鍾福維先生 戶外燈光専責小組成員 

馬周佩芬女士 環境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能源) 

施惠敏女士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環境管理部高級顧問 

  

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楊曉冰女士  方便營商主任 

  

 

 
負責部門負責部門負責部門負責部門    

 

 主席歡迎業界及政府代表出席是次營商聯絡小組會議。主席

提醒各與會者，有關行業的成員均可報名參加和出席營商聯絡小

組會議，政府並沒有委任任何行業代表為營商聯絡小組成員。主

席重申營商聯絡小組的職權範圍如下﹕ 

a. 加強政府部門與業界在牌照申請和規管事宜上的溝通 

b. 就業界對發牌制度關注的事項進行探討，從而找出可改善

的地方 

c. 作為政府向業界介紹相關的規管要求和利便業界遵規措

施，及諮詢新規管建議的討論平台 

 

營商聯絡小組會議內不會討論個別個案。 

 

2. 主席表示，上次會議紀要已上載至營商聯絡小組的網頁

(http://www.gov.hk/tc/theme/bf/pdf/C_BLG_18_Notes.pdfhttp://www.gov.hk/tc/theme/bf/pdf/C_BLG_18_Notes.pdfhttp://www.gov.hk/tc/theme/bf/pdf/C_BLG_18_Notes.pdfhttp://www.gov.hk/tc/theme/bf/pdf/C_BLG_18_Notes.pdf    ))))，歡迎

業界參考。 

 

  

議程議程議程議程一一一一 部門部門部門部門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戶外燈光專責小組就擬議關燈規定實施事宜諮詢公眾戶外燈光專責小組就擬議關燈規定實施事宜諮詢公眾戶外燈光專責小組就擬議關燈規定實施事宜諮詢公眾戶外燈光專責小組就擬議關燈規定實施事宜諮詢公眾            

 

3. 環境局馬周佩芬女士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施惠敏女士向業界

分別簡介專責小組成立的目的及其擬議關燈規定事宜(詳見

附件一)，並諮詢業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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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業界詢問目前環境局怎樣處理關於光污染的投訴，當中有否

涉及戲院的投訴。馬女士回應指出，就光污染的投訴，投訴

人通常是居民，至於被投訴的對象，有關部門並沒有記錄被

投訴對象所屬的行業，但大部份投訴涉及廣告宣傳招牌。在

接到投訴後，環保署會找有關燈光的擁有人或業主，勸籲他

們根據政府在 2012 年 1月向業界提供的指引，把光線調暗或

關掉 

5. 業界詢問，與建築工程相關的專業人士例如認可人士

(Authorized Person)，是否都已知悉該份指引的內容，有關

當局是否有向這些人士宣傳及派發該指引。馬女士指出，該

份指引供有關人士參考，並沒有法律效力。在出版該指引後，

環境局於 2012 年 1月曾安排講座，向有關人士宣傳戶外燈光

裝置應注意之處，並向有關人士，包括一些相關的學會及製

造燈箱的組織等，派發該指引。另外，每當處理有關光污染

的投訴時，環保署也會把該指引派給被投訴燈飾的擁有人或

業主。戶外燈光専責小組成員鍾福維先生補充，該指引已上

載 至 環 境 局 的 網 頁 

(http://www.enb.gov.hk/tc/resources_publications/guidelines/files/guidel

ines_ex_lighting_install_chi.pdf )，供任何公眾人士參考及下載。 

6. 業界表示，目前比較少戲院是獨立建築物或擁有大形戶外招

牌，大部份的戲院位於商場內，戶外招牌不屬戲院商的管理

範圍，因此戲院大多數不會管理這些招牌的開燈或關燈時

間。業界建議戶外燈光專責小組諮詢商場經營者的意見。另

外，業界認為有關方面在提出規管時需平衡各方面的需要，

例如有些行業或商鋪需要在深夜營業，不宜太早關燈；有些

商鋪雖不在深夜營業，但卻以燈飾使人知道它們的存在。戶

外燈光専責小組成員鍾福維先生回應指，諮詢文件內也把燈

光分類，不是每一種燈光都必須在指定的時間內關掉。例如

24 小時營業的街鋪，可不須在指定的時間後關燈，但某些位

於高處，影響範圍較多的宣傳裝飾燈，就須在晚上指定時間

後關掉，當然，如果街鋪在關門後就應關掉所有的宣傳及裝

飾燈。 

7. 業界建議政府由源頭開始管理光污染，監管裝置戶外宣傳廣

告牌或視頻牆的申請，在裝置前給予遵辦條件，例如規定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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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時間及安裝的地點等。另外，有關當局應給予充足的彈

性，例如容許某些地區或深夜後商業活動仍頻繁的商業區，

只須調暗光度而不須關燈；而有些靠近民居的地區則必須在

某指定時間後關燈。 

  

議程議程議程議程二二二二  新討論事項新討論事項新討論事項新討論事項    

    

利便業界申請在戲院內安裝數碼投影機利便業界申請在戲院內安裝數碼投影機利便業界申請在戲院內安裝數碼投影機利便業界申請在戲院內安裝數碼投影機的的的的注意點列表注意點列表注意點列表注意點列表        

 

8. 屋宇署黃子康先生指出，屋宇署為業界制定了一份注意點列

表，說明屋宇署在審批業界申請改建現有戲院或計劃在新建

戲院中安裝不會釋出有害氣體、塵埃或輻射的數碼投影機以

申請豁免遵從《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C18.1(d)

條關於放映室的消防安全規定時，業界和發展商應注意的事

項 (詳見附件二)。屋宇署黃先生表示，該份列表是一份供有

關人士作一般參考的指引。他建議業界提出一個真實個案，

按該列表的指引向屋宇署提出申請，以便更切實掌握署方對

這類申請的審批要求。 

9. 業界同意會按該列表的指引向屋宇署提出申請，進一步了解

及掌握安裝數碼投影機的要求，並詢問屋宇署可否就這類申

請提供一個更快捷的處理時間。屋宇署黃先生回應，屋宇署

提供了審批圖則的服務承諾，即在首次入則後的 60 天內作出

批准或拒批的回覆，而其後重新提交的圖則，屋宇署會於 30

天內審批及回覆，及在申請者呈交施工同意書(俗稱「開工

紙」)後 28 天內回覆。 

10. 業界詢問屋宇署就列表上(a)(i)有關結構的考慮因素，有否

基本的要求。屋宇署黃先生回應指，就該些考慮因素，屋宇

署並沒有指定的要求，但業界所聘用的認可人士，在向屋宇

署提出申請安裝數碼投影機時，應提供有關結構詳情供屋宇

署考慮。 

11. 業界表示，他們預見戲院將來會全面數碼化，當屋宇署豁免

放映室的規定後，戲院就不須再設立投影室，因此將來可以

有更多選擇點(例如地鋪)設立戲院。就此，發展商也應知道

該列表的內容，供他們在設立新戲院時作參考之用。業界表

示，他們下一步會和認可人士及發展商溝通這份列表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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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戲院商會同意考慮主席的建議，上載列表至商會的網頁，利

便會員參考。 

 

澄清及檢討消防處對戲院座椅防火標籤的要求澄清及檢討消防處對戲院座椅防火標籤的要求澄清及檢討消防處對戲院座椅防火標籤的要求澄清及檢討消防處對戲院座椅防火標籤的要求                     

13. 業界表示，某戲院申請改則以更換座椅，在完成工程後把這

些座椅的測試證書呈交消防處，以證明製造這些座椅所用的

物料符合消防處的標準，即英國標準 BS7176:(1995)。業界

詢問，即使業界已完成了上述程序，消防處是否仍會要求戲

院商在每一張座椅上貼上防火標籤。業界認為由於座椅數目

眾多，而且座椅的物料也未必適合貼上防火標籤，因此難以

滿足這項要求。另外，防火標籤有時會遭電影觀眾蓄意破壞，

影響座椅的外觀。 

14. 消防處伍偉能先生指出，當戲院更換座椅時，戲院商必須提

供有關座椅的防火標準資料及認可測試實驗所發出的測試證

明書給消防處查核，有關物料也必須附有適當標籤供消防處

驗收，而張貼標籤的位置不限。若消防處接受這批新座椅的

物料，日後續牌時戲院不須重新提交座椅的防火標準資料及

測試證明書。若場內座椅的標籤在使用一段日子後缺失，消

防處也會酌情處理。如業界在申請過程中遇上困難，可直接

聯絡個案主任商討解決方法。 

 

 

 

 

要求降低消防處通函要求降低消防處通函要求降低消防處通函要求降低消防處通函 2000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1 號附錄號附錄號附錄號附錄 II 對戲院的分類級別對戲院的分類級別對戲院的分類級別對戲院的分類級別  

15. 業界表示，由於戲院大部份已數碼化，加上戲院場內已全面

實施禁煙，戲院內已沒有任何火源，因此詢問消防處可否檢

討消防處通函 2000 年第 1號「在持牌處所和公眾地方的聚氨

酯乳膠床褥和襯墊傢具的可燃性標準」，把戲院由“中度危

險”降到“輕微危險”級別。業界認為其他“輕微危險”級

別的處所例如學校、博物館、展覽場地等的人流和戲院的相

若。 

16. 消防處伍偉能先生回應，消防處通函 2000 年第 1號闡釋在持

牌處所和公眾地方的聚氨酯乳膠床褥和襯墊傢具的可燃性標

準，只是對整個戲院的消防安全要求的其中一部分。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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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戲院是人多聚集及封閉式的公眾娛樂場所，戲院觀眾

更有可能是首次入場而對環境完全陌生。雖然戲院數碼化及

場內全面實施禁煙有助減少火源，但是不可預計的火警危機

依然存在，因此這類持牌處所的級別不適宜由“中度危險”

降到 “輕微危險”。而就業界遵規成本而言，與“輕微危

險”級別的處所比較，“中度危險”級別處所提供的物料須

進行多一項易燃性測試，相信該項測試不會對業界構成很大

的遵規成本。 

17. 業界詢問，可否使用其他標準測試襯墊傢具。消防處伍先生

表示，消防處樂意接受達到同等要求的其它標準，戲院商可

提供有關標準的資料及由認可及獲認證的測試實驗所發出的

測試報告給消防處查核，若消防處接受有關標準，場內便可

使用符合這標準的座椅。早前消防處也曾依照上述的機制，

接納了一些內地生產的物料。業界詢問消防處可否提供相關

供應商的資料供他們參考，另外，有關的測試是否必須在香

港的實驗所進行。伍先生表示未能向業界提供個別供應商的

資料，以避免造成利益衝突；至於業界想知道某測試實驗所

是否獲得本港消防處的認可，，可以寫信給消防處牌照及審

批總區查詢。伍先生表示，有關的測試必須在認可及獲認證

的測試實驗所進行，但卻沒有硬性規定必須在本港進行，例

如消防處會接受經“中國合格評定國家認可委員會”認可的

內地實驗所簽發的測試報告。 

 

要求消防處考慮放寬對電影院布簾及牆面的消防安全規定要求消防處考慮放寬對電影院布簾及牆面的消防安全規定要求消防處考慮放寬對電影院布簾及牆面的消防安全規定要求消防處考慮放寬對電影院布簾及牆面的消防安全規定     

18. 業界表示，每當他們為戲院申請牌照續期時，消防裝置承辦

商都會要求業界要以防火溶液處理處所內的布簾及牆面。業

界認為在戲院數碼化及戲院場內全面實施禁煙後，處所內已

沒有火源，所以要求消防處考慮放寬電影院布簾及牆面的防

火安全規定。 

19. 消防處伍偉能先生澄清，消防處並沒有要求戲院商每年續牌

時重新以防火漆/溶液處理處所內的布簾、牆面或其上的易燃

裝飾物品等。消防處就續牌申請會檢查有關戲院內的消防規

定，並要求院方提交為處所內消防設備及裝置進行周年檢查

的消防安全證書(FS251)。如果業界沒有更換處所內的布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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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面或其上的易燃裝飾物品，在續牌申請時無需要求消防裝

置承辦商重新以防火漆/溶液處理處所內的布簾、牆面或其上

的易燃裝飾物品等。 

20. 業界表示，每年續牌時都會向食環署遞交消防安全證書

(FS251)，雖然消防署現澄清不須要求戲院商每年續牌時重新

以防火溶液處理處所內的布簾、牆面或其上的易燃裝飾物品

等，但是食環署的前線工作人員會否在續牌巡查時，要求業

界重新以防火溶液處理處所內的布簾，牆面或其上的易燃裝

飾物品。食環署張國良先生回應指，食環署只會把上述證書

轉交消防處處理，食環署並不會在業界申請續期時主動要求

業界重新以防火溶液處理處所內的布簾，牆面或其上的易燃

裝飾物品。 

 

議程三議程三議程三議程三  其他討論事項其他討論事項其他討論事項其他討論事項 

 

 

「「「「營商諮詢電子平台營商諮詢電子平台營商諮詢電子平台營商諮詢電子平台」」」」手機應用程式手機應用程式手機應用程式手機應用程式     

21. 小組秘書林智萍女士向業界簡介「營商諮詢電子平台」手機

應用程式，商界現可隨時隨地透過政府在 iOS 和 Android 平

台推出的應用程式，取得政府就規管建議諮詢業界的資料，

並提供意見。如果想免費下載這個應用程式的業界朋友，可

以在 i-phone 手機輸入  “consultation” 或「諮詢」，或在

Android 手機輸入 “eabfu” 或「營商諮詢」。 

 

 

 

下次下次下次下次會會會會議議議議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2. 主席多謝各部門及業界撥冗出席是次會議。下次會期確定

後，會通知業界，歡迎業界隨時向方便營商部建議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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