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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女士：
《 2000 年賭博 ( 修訂 ) 條例草案》委員會
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日會議的跟進事宜
謝謝你本年六月二十日的來信。關於信中提出的事宜，現
回覆如下：
(a)項
(a) 項 ：阻止接達賭博網站／移除賭博網站
正如我們在本年六月十九日給法案委員會的信所述，我們
無意對 互聯網 服務供 應商施 加法律 責任， 規定他 們須阻 止用 戶
接達賭 博網站 ，因為 這樣做 會令人 憂慮資 訊自由 的問題 ，而 且
成效存 疑。事 實上， 互聯網 的通訊 量龐大 ，互聯 網服務 供應 商
通常不會監察網上的活動，所以對通過其網絡進行的活動(包括
與賭博有關的活動)並不知情
並不知情。在正常情況下，作為資訊的傳遞
並不知情
者，互聯網服務供應商不會觸犯第 16E 條下的任何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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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移除程序”(即由互聯網服務供應商移除賭博網站)
的方案 ，有關 的網站 必須是 由本地 互聯網 服務供 應商主 持或 提
供，方 案才會 有用。 不過， 目前所 有已知 的賭博 網站均 以香 港
境外為 基地， 本地互 聯網服 務供應 商不能 將之移 除。如 要打 擊
本地賭 博網站 ，警方 應可追 查經營 者，並 採取執 法行動 ，而 無
須要求 有關的 本地互 聯網服 務供應 商把網 站移除 。有委 員曾 建
議政府 與互聯 網服務 供應商 合作， 向市民 推廣過 濾軟件 ，我 們
同意這項建議。
(b)項
(b) 項：在經修訂的第 16E 條保留“推廣”和“便利”字眼的需
要
我們有需要使用這些字眼，訂明
訂明為哪些目的
訂明 哪些目的而作某項行為
哪些目的
(例如宣傳、提供服務等)會被視作違法。例如，根據我們擬訂
的全委會修正案第 8 條下的第 16E(3)條，如有關人士提供服務
是為了 收受賭 注、便 利收受 賭注或 便利其 他人向 收受賭 注者 投
注，方 屬違法 。由於 收受賭 注交易 中的一 些中介 人所提 供的 服
務，只 是為“ 便利收 受賭注 ”的目 的而不 是為“ 收受賭 注” 的
目的，因此，刪除“便利”一詞便會大為縮窄罪行的涵蓋範圍，
免卻這 些中介 人的刑 責。舉 例來說 ，假如 一間公 司為用 戶開 設
和維持 戶口， 而明知 該戶口 是用於 接受投 注存款 ，以進 行跨 境
賭博活 動，該 公司提 供的服 務便是 “為便 利收受 賭注的 目的 ”
而不是“為收受賭注的目的”。同樣地，假如我們從第 16E(1)
和(2)條中剔除“為推廣收受賭注的目的”的字眼，兩項條文的
涵蓋範圍也會大為縮窄。我們相信，經修訂的第 16E 條將可更
明確交待該條所指的行為和行為的目的。
(c)項
(c) 項 ：“收受賭注”的定義
在現行條例中，“收受賭注”的定義載有“以信件、電
話、電報……方法進行”的用語。誠然，較諸七十年代，現時的
賭博活 動較少 會通過 信件和 電報進 行；不 過，有 關條文 也涵 蓋
了“以其他方法進行”的活動，故已充分照顧現今社會的需
要。根 據我們 所得的 法律意 見，這 項條文 的涵蓋 範圍甚 至可 包
括網上 賭博活 動。因 此，保 留這些 用語並 不會限 制條文 的法 律
效力。 相反， 刪除有 關用語 ，會令 人以為 政府故 意豁免 以這 些
方法接 受賭注 的活動 ；即使 這些傳 送方式 的效率 較差， 非法 ／
未經認 可的收 受賭注 者也可 能因此 而在條 例草案 制定後 ，轉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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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方 式招攬 和接受 投注。 有見及 此，我 們不擬 在是次 修訂 中
建議更改上述的定義，但會進一步考慮有關事宜。
(d)項
(d) 項 ：在商業處所內社交性質的賭博活動
《賭博條例》旨在把所有未經認可的商營收受賭注活動刑
事化， 但容許 社交性 質而並 非以生 意或業 務形式 經營的 賭博 活
動進行。條例第 3 條下的多項條文已訂明這項豁免。條例第 3(2)
條訂明 ，如博 彩遊戲 乃在私 人處所 內的社 交場合 中進行 ，而 且
並非以 生意或 業務的 形式籌 辦或經 營，亦 非為任 何人的 私有 收
益而籌辦或經營，則該等博彩活動便可獲豁免規管。條例第 3(7)
條亦規 定，如 眾人之 間進行 打賭， 而其中 並無任 何人因 此而 觸
犯第 7 條所訂的罪行(即收受賭注，意指 以生意或業務的形式 ，
招攬、收取、商議或結清賭注)，則該等打賭活動便屬合法。這
些條文 應可為 朋友在 私人處 所或其 他地方 的社交 場合中 的賭 博
活動，提供足夠的保障。
(e)項
(e) 項 ：“以生意或業務的形式”的用語是否恰當的問題
“以生意或業務的形式”的用語，旨在訂明所招攬、商
議、收取或結清 的賭注的性質 ，藉此把條例規 管的 商 業 性 質 的
收受賭注活動，與條例豁免規管的社交性質的賭博活動
社交性質的賭博活動(即指不
收受賭注活動
社交性質的賭博活動
是以生意或業務形式進行的賭博活動)，加以區分。事實上，現
行的條例已於多處採用這些字眼。
(f)及
(f) 及 (g)項
(g) 項 ：第 16B 條
我們正研究是否需要把條文稍作修訂，以釋委員的疑慮。
我們會盡快把意見提交法案委員會審議。
(h)項
：“賭場”的定義中使用“為…的目的”和“與
的目的”和“與…有關”
有關”
(h) 項：“賭場”的定義中使用“為
的目的”和“與
的用語
“為…的目的”和“與…有關”的用語，在“賭場”的定
義中涵 蓋了 不 同 形式 的場所 。舉例 來說， 我們可 以把一 個非 法
賭場形 容作 為 非法賭 博 的目 的 而開 放或維 持運作 。另一 方面 ，
假若有 人開設 一所印 製非法 獎券的 工廠， 那麼， 這家工 廠的 營
運便可 說成 與 非法獎 券活動 有關 ， 但不是 為 非法 獎券活 動 的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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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而維持運作。
( i)項
i) 項 ：第 8 條
我們正在考慮委員就擬議第 8 條所提的建議，以及研究是
否需要諮詢有關團體(例如香港旅遊發展局)。我們會盡快把我
們的意見告知法案委員會。
煩把上述資料告知各委員。將會出席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
一日法案委員會會議的政府人員名單如下：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2)
律政司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
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5)
律政司刑事檢控科高級政府律師
律政司法律草擬科雙語草擬組政府律師
民政事務局助理局長(5)1

馮程淑儀女士
施格致先生
盧志偉先生
彭寶琴女士
張美寶女士
丘卓恒先生

民政事務局局長
(盧志偉代行)

副本送：律政司( 經辦人：黃繼兒先生
施格致先生
彭寶琴女士
梅基發先生
張美寶女士)

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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