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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 OK 場所、夜總會、酒吧及其他娛樂會所 

營商聯絡小組第二十一次會議紀要 

 

日期 : 2016 年 5 月 5 日 

時間 : 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地點 : 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政府總部西翼 5 樓培訓及演講室 

主席 : 陳華燦先生（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方便營商部主管）  

 

業界出席者﹕ 

 

Aux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td. 

 

Mr. Peter Lam 

 

Bar Pacific 

 

謝熒倩女士 

 

Joe’s Billiards & Bar 

 

倪震先生 

 

Mini Club 

 

 

李展同先生 

李沛林先生 

 

Neway Karaoke Box Limited 

 

 

Mr. Siu Kin Wai, William 

Mr. Wan Kwok Leung, Nicholas 

 

香港酒吧業協會 

 

錢雋永先生 

 

港九舞廳夜總會聯合總商會 

 

 

石健忠先生 

陳清先生 

 

娛樂界權益關注組 

 

 

陳潤蓮女士 

梁燁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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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代表﹕ 

屋宇署 

鄭恒安先生 高級屋宇測量師/新界西 2 

 

食物環境衞生署 (下稱食環署) 

黃二妹女士 總監(牌照)1 

何婉雯女士 總監(牌照)2 

 

民政事務總署(下稱民政署) 

王婉玲女士 屋宇測量師 (牌照) 

 

香港警務處(下稱警務處) 

高卓恒先生 總督察 (酒牌及雜項牌照) (牌照課) 

張倩敏女士 高級督察 (牌照 4) (牌照課) 

 

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馮漢基先生 總管理參議主任(方便營商)2 (秘書) 

李樂先生 管理參議主任(方便營商)2 

  

列席者﹕ 

梁啟誠先生 營商聯絡小組工作小組成員 

 

  



3 
 

     跟進部門 

 主席引言 

 

      主席歡迎業界、政府各部門代表及營商聯絡小組工作小組成員

梁啟誠先生出席是次營商聯絡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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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blg/entertainment.ht

m)，歡迎業界瀏覽。 

 

 

  

議程一  部門簡報 

 

 《2015 年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

（修訂）規例》實施後對業界的影響 (下稱《修訂規例》) 

 

 

 

 

 

 

3. 屋宇署鄭恒安先生向業界簡介《修訂規例》實施對業界的影響

(詳情見附件一)。屋宇署鄭先生表示，就新開食肆而言，《修

訂規例》提升了女性衞生設備的標準，男女顧客的比例由 1:1

提升至 1:1.5，當中為女顧客提供的水廁數目也有所提升。因

《修訂規例》已於 2015 年 12 月 14 日生效，所有新開業食肆

必須遵辦相關的要求。至於現有食肆，《修訂規例》只適用於

以下兩種情況﹕(1)當食肆擴建時(原有部分及擴建部分同時適

用)；或(2)當涉及改變現有用途時。 

4. 業界查詢，當一個食物業處所牌照進行轉名或涉及輕微建築改

動，如更改門的位置，該處所是否需要遵辦《修訂規例》的要

求。屋宇署鄭先生回應指，食物業處所牌照進行轉名或處所進

行輕微改動一般不會受到《修訂規例》影響，除非該改動涉及

擴建或改變現有用途時，才須遵辦新的要求。如業界就個別個

案有問題，歡迎業界聯絡屋宇署。 

 

 

  

議程二 新討論事項 

 

 議程 2.1 如何申請豁免卡拉 OK場所許可證  

 5. 秘書反映，酒吧業業界表示很多酒吧設有少量卡拉 OK 房間，

所以想了解豁免的準則及如何申請豁免卡拉 OK許可證。 

6. 食環署黃二妹女士向業界簡介各類卡拉 OK 場所許可證(包括食

 

 

 

 

 

http://www.gov.hk/tc/theme/bf/communication/blg/entertainment.htm
http://www.gov.hk/tc/theme/bf/communication/blg/entertainme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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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進部門 

肆，酒店、賓館及會所等)，申請的程序以及豁免的準則(詳情

見附件二)。食環署黃二妹女士表示根據《卡拉 OK 場所條例》

(第 573 章)，任何人意圖料理、管理、經營或以其他方式控制

一所卡拉 OK 場所，必須向發牌當局申領許可證或牌照，除非

是根據該條例可獲豁免的卡拉 OK 場所。就食肆而言，業界需

向食環署申領許可證或以“真正食肆＂申請豁免。其他卡拉 OK

處所則可向民政署申領。 

7. 食環署黃二妹女士表示，根據《卡拉 OK 場所條例》，某些卡拉

OK 場所可獲豁免申領許可證/牌照。就食肆而言，若食肆符合

“真正食肆＂的準則，則可獲豁免申領許可證(唯仍需向食環

署申請豁免)。“真正食肆＂ 是指持有食環署簽發的食肆牌

照、提供卡拉 OK 設施並符合下列準則的食肆：(1)分間作進行

卡拉 OK 活動的房間的總面積，不超過食肆座位間面積的

30% ；(2)分間作進行卡拉 OK 活動的房間數目，不超過座位間

總面積(以平方米計)除以 100 平方米所得的商數。 

8. 食環署黃二妹女士表示，若食肆希望以“真正食肆＂申請豁

免，需先填妥申請表(FEHB180)；連同一份持牌食肆的設計圖

則，顯示處所內擬用於卡拉 OK 活動的每一部分，以及示明所

有用於卡拉 OK 活動的器材及設備的位置，並遞交予所屬的食

環署分區辦事處。如該場所符合“真正食肆＂的豁免規定，食

環署會書面批准豁免該場所。 

9. 業界查詢，部分業界不清楚因應其牌照類型(如食肆牌照或會

所牌照)需要向不同的發牌當局申領許可證或豁免，希望政府

可以印製小冊子協助不同業界釐清相關規定，減少誤會。食環

署黃二妹女士回應，簡報中所附的網址(http://www.fehd.gov.hk/

tc_chi/howtoseries/index.html)已清楚列出有關資料及流程表，

希望各商會及組織可以代為通知相關業界。 

10. 有酒吧業商會代表表示，業界往往不察覺需要向食環署申領卡

拉 OK 許可證或豁免，因此建議食環署可以主動提醒業界需要

遵守相關法規。食環署黃二妹女士回應指相關法例及資料可於

網上查閱，並希望商會協助提醒其會員相關規定。 

11. 業界查詢，食環署可否提供已申領卡拉 OK 許可證或豁免的統

計數字，因為此類統計數字可以準確反映出業界是否知悉相關

規例。食環署黃二妹女士回應指有關統計數字可於會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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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進部門 

[會後補充資料： 截至 2016 年 4 月，分別有 81 間持牌食肆領

有卡拉 OK 場所許可證，以及 20 間持牌食肆獲得書面批准豁

免。] 

12. 業界查詢，如向食環署申領卡拉 OK 場所許可證時，有其他相

關部門有反對意見，申請人是否有機會就部門的反對提出回

應。食環署黃二妹女士回應，若收到相關部門反對申請個案，

食環署會書面通知申請人，並給予申請人時間解決。若申請人

對解決方法有問題，可以直接聯繫相關部門的個案主任跟進。 

13. 業界查詢，向食環署申領卡拉 OK 許可證或豁免的所需時間。

食環署黃二妹女士回應，如個案順利及沒有相關部門反對，食

環署可以於大約 35 個工作天發出發證條件通知書。若申請人

同時申領臨時許可證，食環署會在收到申請人遞交所需的符合

規定證明書後，一個工作天內簽發臨時許可證。當申請人通知

有關部門已遵辦所有許可證條件後，食環署／消防處會於 8 個

工作天內進行視察，在核證已遵辦所有規定後，會於 7 個工作

天內簽發卡拉 OK 場所許可證。至於申請豁免的所需時間，食

環署則沒有特別規定，但會盡快處理相關申請。 

 

 

 議程 2.2 申請酒牌續期被拒時業界希望儘快知悉拒絕理由作上 

  訴考慮 

 

 14. 秘書反映，不少酒吧業業界表示當申請酒牌續期被拒時，業界

希望可儘快收到酒牌局的書面通知及拒絕理由，但不少業界表

示未能於酒牌局承諾的 17 個工作天內收到書面通知，業界認

為這樣會延誤他們作上訴的考慮。 

15. 食環署何婉雯女士回應，一般情況下酒牌局秘書處可於 17 個

工作天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酒牌局對該申請的決定及其理由。

若該申請涉及大量的反對者或需要將文件翻譯，所需的文書整

理時間可能會較長。現時酒牌局會將當日公開聆訊的個案於即

日的下午在酒牌局網頁登出，申請人若不滿意酒牌局所作出的

決定，可以即時填寫上訴申請表格連同酒牌局網頁登出該個案

的結果向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就酒牌局當日的決定提出上訴。

屆時酒牌局秘書處亦會儘快發出通知書予申請人。根據應課稅

品(酒類)條例, 酒牌局秘書須將酒牌局對該宗申請的決定及作

出該決定的理由，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其他曾對申請表示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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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進部門 

的人或團體。 

16. 業界查詢，雖然在收到酒牌局拒絕該宗申請的通知書前，申請

人便可以作出上訴，但由於申請人未能知悉拒絕理由，根本沒

法填寫上訴理由。食環署何婉雯女士回應，申請人填寫上訴理

由時，只需簡述其理由。申請人可於收到酒牌局拒絕該宗申請

的通知書後，因應其情況向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再提交補充資

料。 

17. 業界認為在上訴書再次陳述已被酒牌局拒絕的理由，成功機會

應該很低。食環署何婉雯女士回應，雖然該等理據不被酒牌局

所接納，但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並非酒牌局轄下機構，該委員

會會獨立審視該上訴理據。 

 

 議程 2.3 警方前缐人員進行相關牌照執法工作時如何增強與業 

  界溝通以利便遵規 

 

 18. 秘書反映，不少業界表示希望警方可加強雙方溝通及增加互

信。 

19. 警務處高卓恒先生回應，希望先了解業界對加強雙方溝通上有

什麼意見或提議。 

20. 有業界反映，業界接受現有酒牌局及警方監管模式，但有些時

候警方巡查時，酒牌持牌人可能因突發事件(如生病)而不在處

所內，該持牌人即使於過去多次警方巡查時皆在處所內，持牌

人仍可能會因單一事件而被檢控。警務處高卓恒先生回應，一

般情況下，警方較少因為單單一次持牌人不在場即作出檢控，

若持牌人因病未能在場，如能提供醫生證明書，警方一般亦不

會作出檢控。 

21. 業界反映，業界與警方都缺乏溝通會產生很多問題，業界指出

尖沙咀警區曾跟酒吧業界舉行座談會，並發現進行座談會後，

該區酒吧業界反映在警方巡查時遇到的問題大幅減少，並讚賞

該警區的警員在巡查時的表現，業界希望警方可以在適合的地

區多舉辦類似的座談會，促進業界與警方溝通。警務處高卓恒

先生回應，感謝業界肯定座談會的正面作用，並指出警方十分

樂意與業界溝通，如業界與警方找到合適的地區，警方會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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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進部門 

出席類似的座談會以促進雙方交流。 

22. 業界一致表示，歡迎警方繼續出席小組會議，以利便業界遵規

及警方執法工作。  

 

  

議程三 下次會議日期 

 

 23. 主席表示，下次會期確定後，秘書處會通知業界，歡迎業界向

方便營商部建議討論事項。 

 

 

 

  

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2016年 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