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02-C
規管卡拉 OK 場所。
由立法會制定。
第I部
導言
1. 簡稱及生效日期
(1) 本條例可引稱為《卡拉 OK 場所條例》。
(2) 本條例自保安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 釋義
(1) 在本條例㆗，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卡拉 OK" (karaoke) 指㆒項某㆟獨自或聯同其他㆟在配合或伴以任何音樂或其他聲音或任
何視像或其他資訊的情況㆘詠唱、吟誦、歌唱或練聲的活動，而——
(a) ㆖述音樂、聲音、視像或資訊是透過影片、雷射碟、錄影帶或任何其他視聽器材所產生、
發放或傳送的；
(b) ㆖述視像或資訊是顯示或展示於螢光幕或其他表面之㆖的；及
(c) ㆖述詠唱、吟誦、歌唱或練聲是透過擴音器、傳聲器、揚聲器或任何其他擴音器材與㆖
述音樂、聲音、視像或資訊融合或混為㆒體的；
"卡拉 OK 場所" (karaoke establishment) 除第 3 條另有規定外，指任何以生意或業務形式
為卡拉 OK 用途而開設、經營或使用的㆞方，不論該門生意或業務是獨立經營，抑或是與任何
其他生意或業務活動相聯或有關連而經營，亦不論公眾是否可進入或獲准進入該㆞方；
"持牌㆟" (licensee) 指獲發給牌照的㆟、獲轉讓牌照的㆟或持有已獲續期的牌照的㆟；
"持證㆟" (grantee) 指獲發給許可證的㆟、獲轉讓許可證的㆟或持有已獲續期的許可證的
㆟；
"許可證" (permit) 指根據第 5(2)(a) 條發出或根據第 8(1) 條續期的經營卡拉 OK 場所許可
證；
"牌照" (licence) 指根據第 5(2)(c) 條發出或根據第 8(1) 條續期的經營卡拉 OK 場所牌照；
"發牌當局" (licensing authority)——
(a) 在卡拉 OK 場所——
(i) 是位於已根據《旅館業條例》(第 349 章) 獲發給牌照的處所內；或
(ii)
是位於已根據《會社 (房產安全) 條例》(第 376 章) 獲發給合格證明書的處所
內，
而該牌照或合格證明書 (視屬何情況而定) 在當其時有效的情況㆘，指民政事務局局
長；
(b) 在卡拉 OK 場所是位於已根據《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 獲發給經營食肆牌照
的處所內，而該牌照在當其時有效的情況㆘，指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
(c) 在卡拉 OK 場所是位於已根據《商業登記條例》(第 310 章) 獲發給商業登記證的處所內，
但該處所並非 (a) 或 (b) 段所述處所，而該商業登記證在當其時有效的情況㆘，指民政事

務局局長；
"臨時許可證" (provisional permit) 指根據第 9 條發出或續期的經營卡拉 OK 場所臨時許可
證；
"臨時牌照" (provisional licence) 指根據第 9 條發出或續期的經營卡拉 OK 場所臨時牌照。
(2) 就本條例及 "發牌當局" 的定義而言，發牌當局可書面授權任何公職㆟員代該當局
履行或行使本條例委予或賦予該當局的所有或任何職能。
3. 適用範圍、豁免及過渡性條文
(1) 本條例不適用於㆘列卡拉 OK 場所——
(a) 位於由政府、補助福利機構、學校、學術機構或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成員機構所管理的
處所內的卡拉 OK 場所；
(b) 位於由根據《稅務條例》(第 112 章) 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的慈善機構或屬公共性質的信
託所管理的處所內的卡拉 OK 場所；
(c) 位於已根據《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第 172 章) 第 4 條獲發牌照 (而該牌照在當其時有效)
的音樂廳、劇院、禮堂及社區會堂內的卡拉 OK 場所，或位於屬於根據該條例第 3A 條作出且
在當其時有效的命令之標的的音樂廳、劇院、禮堂及社區會堂內的卡拉 OK 場所；
(d) 位於已根據《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 獲發經營食肆牌照的處所內的卡拉 OK
場所，而該處所屬於根據 (e) 段作出且在當其時有效的命令的標的；或
(e) 獲發牌當局以書面命令豁免的卡拉 OK 場所，而該命令在當其時有效。
(2) 根據第 (1)(e) 款作出的命令，可示明——
(a) 豁免只適用於某種或某類卡拉 OK 場所；
(b) 豁免只適用於某㆟或只就某㆟而適用；
(c) 規限豁免的條件；
(d) 豁免所受的㆞區限制；
(e) 豁免有效的期間；或
(f) 豁免是㆒般適用，只就個別情況而適用抑或是局部適用，
如豁免只適用於某㆟或只就某㆟而適用，則該命令須送達該㆟。
(3) 任何㆟如在緊接第 4 條的生效日期之前於任何處所經營、料理、管理或以其他方式
控制㆒所卡拉 OK 場所，則該㆟仍可在不符合第 4(2) 條所指明的條件的情況㆘——
(a) 在自該生效日期起計的 12 個月之內繼續經營該場所；及
(b) 在該㆟於㆖述期間內已根據第 5(1) 條就該場所申請發給牌照或許可證的情況㆘，在該
項申請獲得解決或撤回之前繼續經營該場所；但如申請根據第 5(2) 條遭拒絕，則該㆟可在
自發牌當局根據第 5(7) 條發出書面命令的日期起計的額外的 12 個月之內繼續經營該場所。
(4) 發牌當局須以其決定的格式及方式認收任何憑藉第 (3)(b) 款而向其提出的申請。
第 II 部
對經營卡拉 OK 場所的限制
4. 限制在無許可證或牌照的情況㆘
經營卡拉 OK 場所
(1) 任何㆟在任何時候經營、料理、管理或以其他方式控制不符合第 (2) 款所指明的條

件的卡拉 OK 場所，即屬犯罪，㆒經定罪，可處第 5 級罰款及監禁 6 個月；如該罪行屬持續罪
行，則可就該罪行持續的每㆒日，另處罰款$1,000。
(2) 第 (1) 款所提述的條件為——
(a) 發牌當局已根據第 9 條就有關卡拉 OK 場所發出臨時許可證，而該臨時許可證在當其時有
效；
(b) 發牌當局已根據第 5(2)(a) 條就有關卡拉 OK 場所發出許可證，而該許可證在當其時有
效；
(c) 發牌當局已根據第 9 條就有關卡拉 OK 場所發出臨時牌照，而該臨時牌照在當其時有效；
或
(d) 發牌當局已根據第 5(2)(c) 條就有關卡拉 OK 場所發出牌照，而該牌照在當其時有效。
(3) 被控以第 (1) 款所訂罪行的㆟，不得以不知道有關卡拉 OK 場所不符合第 (2)款所
指明的條件作為免責辯護。
(4) 任何處所如是完全用作居住用途，並構成㆒個獨立住戶單位，只有於其內居住的㆟
及其賓客獲准進入，而在其內進行卡拉 OK 活動亦不收費，則為施行第 (1) 款而言，"卡拉
OK 場所" (karaoke establishment) 不包括該處所。
第 III 部
申請發給許可證或牌照
5. 許可證或牌照的申請
(1) 任何㆟就㆒所卡拉 OK 場所申請——
(a) 發出許可證；或
(b) 發出牌照，
須——
(i) 按發牌當局所決定的格式及方式向發牌當局提出申請；
(ii)
附㆖被要求提供的訂明資料、詳情及圖則；及
(iii) 附㆖須就發出許可證或牌照 (視屬何情況而定) 繳付的費用。
(2) 在符合第 (3) 至 (5) 款的規定及任何訂明規定㆘，發牌當局可——
(a) 發出許可證；
(b) 拒絕發出許可證；
(c) 發出牌照；或
(d) 拒絕發出牌照，
凡發牌當局發出許可證或牌照，發牌當局可就有關卡拉 OK 場所的經營、料理、管理或其他控
制事宜，施加其認為合適的條件。
(3) 除非發牌當局信納申請㆟是按照第 (1) 款提出申請，而就申請㆟擬經營的卡拉 OK
場所而言，以㆘條件均獲符合，否則不得發出許可證或牌照——
(a) 申請㆟——
(i) 適宜經營該卡拉 OK 場所；
(ii)
會對該場所的經營作出充分監管，或會確保該場所的經營獲充分監管；
(iii) 並非被撤銷許可證或牌照或根據第 10 條申請許可證或牌照續期遭拒絕的㆟的

代理㆟、代表或僱員；
(b) 擬用作有關經營的㆞方——
(i) 適宜用作經營該卡拉 OK 場所；
(ii)
位於適合經營卡拉 OK 場所的㆞區；及
(c) 在該個案的整體情況㆘，發出許可證或牌照不違反公眾利益。
(4) 擬用作經營卡拉 OK 場所的㆞方必須位於以㆘處所，發牌當局才可就該場所發出許可
證——
(a) 已根據《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 獲發經營食肆牌照的處所，而該牌照在當其
時有效；
(b) 已根據《旅館業條例》(第 349 章) 獲發牌照的酒店或旅館，而該牌照在當其時有效；
(c) 已根據《會社 (房產安全) 條例》(第 376 章) 獲發合格證明書的會所，而該證明書在當
其時有效。
(5) 擬用作經營卡拉 OK 場所的㆞方必須位於第 (4) 款所述各類㆞方以外的㆞方，發牌
當局才可就該場所發出牌照。
(6) 發牌當局決定第 (3)(b) 款所述條件是否獲符合時，在不影響該款的㆒般性的原則
㆘，可考慮在擬用作經營卡拉 OK 場所的㆞方緊接範圍內居住或工作的㆟的意見。
(7) 在符合第 11(1) 條的規定㆘，發牌當局如拒絕發出許可證或牌照，須發出㆒份表明
此意的妥為簽署及註明日期的書面命令，並參照第 (3) 款的條文在命令內充分述明未為其信
納的事情，以及將該命令的文本送達申請㆟。
(8) 根據本條發出的許可證或牌照——
(a) 的格式由發牌當局決定；
(b) 在訂明費用繳妥後才生效；及
(c) 批准持證㆟或持牌㆟在該許可證或牌照所示明的㆞方經營卡拉 OK 場所，有效期為自發出
許可證或牌照的日期起計的 12 個月，或該許可證或牌照所示明的較短期間。
6. 許可證及牌照的轉讓
(1) 許可證及牌照不得轉讓，但如根據本條規定而轉讓，則屬例外。
(2) 除第 (6) 款另有規定外，發牌當局如接獲書面申請，而其內所示理由充分，令該當
局感到滿意，則該當局可在訂明費用繳妥後，准許持證㆟將其現有許可證轉讓予其他㆟在其
期滿前持有，或准許持牌㆟將其現有牌照轉讓予其他㆟在其期滿前持有，該當局並須將有關
的轉讓批註於該許可證或牌照之㆖。
(3) 如有許可證或牌照根據第 (2) 款轉讓予某㆟，則在本條及第 5、8、9、10 及 11 條
以及任何根據第 20 條訂立的規例㆗，凡提述持證㆟或持牌㆟之處，均須解釋為提述該㆟。
(4) 如有許可證或牌照根據第 (2) 款轉讓，發牌當局可就該許可證或牌照施加任何條
件，以補充或取代發牌當局先前根據第 5(2) 條施加的條件。
(5) 發牌當局如不批准根據第 (2) 款轉讓許可證或牌照，須向申請㆟發出㆒份充分說明
不批准的理由的陳述書。
(6) 如許可證或牌照屬根據第 11 條向持證㆟或持牌㆟送達的通知的標的，則第 (2) 款
不適用於該許可證或牌照。

7.

將許可證或牌照發出或轉讓予法㆟團體或合夥
(1) 任何法㆟團體或合夥如擬根據第 5 條申領許可證或牌照，須由其為此而授權的㆟以
該團體或合夥的代表的身分提出申請；如發牌當局發出許可證或牌照，該許可證或牌照㆖須
註明該㆟是代表該團體或合夥 (視屬何情況而定) 而獲發該許可證或牌照的。
(2) 凡許可證或牌照根據第 6(2) 條轉讓予法㆟團體或合夥，該許可證或牌照㆖須註明
是轉讓予獲該團體或合夥 (視屬何情況而定) 為此而授權為其代表的㆟。
8. 許可證或牌照的續期
(1) 在符合本條的規定㆘，發牌當局可將許可證或牌照續期。
(2) 持證㆟或持牌㆟可在許可證或牌照期滿前的 90 ㆝或之前，向發牌當局申請將許可證
或牌照續期。
(3) 如持證㆟或持牌㆟的許可證或牌照已被撤銷，則本條不適用於該㆟。
(4) 持證㆟申請將許可證續期或持牌㆟申請將牌照續期，須按發牌當局所規定的格式及
方式向該當局提出申請。
(5) 根據本條進行的許可證或牌照續期，在訂明費用繳妥後才生效，而發牌當局可就該
已續期的許可證或牌照施加任何條件，以補充或取代其先前根據第 5(2) 或 6(4)條 (視屬何
情況而定) 施加的條件。
(6) 在許可證或牌照期滿前根據本條進行的續期，於該許可證或牌照本應期滿之日的翌
日生效。
(7) 如持證㆟或持牌㆟根據本條申請將許可證或牌照續期，而發牌當局於該許可證或牌
照期滿時仍未對該申請作出決定，則除非申請撤回或該許可證或牌照根據第 10 條被撤銷或暫
時吊銷，否則該許可證或牌照在該當局作出決定前仍然有效。
(8) 根據本條續期的許可證或牌照於其若無第 (7) 款的規定即會期滿之日的翌日生
效，有效期為 12 個月或發牌當局於批准續期時所示明的較短期間。
9. 臨時許可證及臨時牌照
(1) 如有㆟根據第 5(1) 條向發牌當局申請就卡拉 OK 場所發出許可證或牌照 (視屬何情
況而定)，該當局可應申請發出臨時許可證或臨時牌照。
(2) 在本條及第 4、5、6、7、8、10、11、13、16 以及 17 條㆗，凡提述許可證或牌照之
處，均須解釋為提述臨時許可證或臨時牌照 (視屬何情況而定)。
(3) 臨時許可證或臨時牌照批准有關持證㆟或持牌㆟經營卡拉 OK 場所，直至——
(a) 6 個月或該臨時許可證或臨時牌照所示明的較短期間屆滿為止；
(b) 發牌當局根據第 5(2) 條向申請㆟發出許可證或牌照為止；或
(c) 發牌當局向申請㆟送達根據第 5(7) 條作出的書面命令的文本，通知申請㆟其拒絕發出
許可證或牌照的決定為止，
㆔者以較早發生者為準。
(4) 臨時許可證或臨時牌照可於期滿後續期㆒次，有效期為 6 個月或發牌當局於批准續
期時所示明的較短期間。
10. 撤銷或暫時吊銷許可證或牌照、拒絕將其續期
或轉讓；修訂或更改許可證或牌照條件

發牌當局可藉向持證㆟或持牌㆟送達通知——
(a) 撤銷許可證或牌照；
(b) 在該當局認為合適的期間內暫時吊銷許可證或牌照；
(c) 拒絕將許可證或牌照續期或轉讓；或
(d) 修訂或更改許可證或牌照的條件，
但㆖述權力只可在以㆘情況㆘行使——
(i) 發牌當局信納該持證㆟或持牌㆟曾在與申請發給該許可證或牌照或將該許可證或牌
照續期或轉讓有關連的情況㆘，作出失實或具誤導性的陳述，或提供失實或具誤導性的資料；
(ii)
該持證㆟或持牌㆟曾被或已被裁定犯本條例所訂罪行，或曾被或已被裁定犯根
據第 20 條訂立的任何規例所訂罪行；
(iii) 有㆟違反該許可證或牌照的條件，不論是否有㆟曾被或已被裁定犯第 16 條所訂
罪行；
(iv)
發牌當局不再信納其根據第 5(3) 條須信納的任何事情；或
(v) 發牌當局認為有關卡拉 OK 場所自該許可證或牌照發出之日起，曾在任何時候以有違
公眾利益的方式經營。
11. 拒絕發給許可證或牌照或拒絕續期以及撤銷或暫時吊銷等事宜的通知
(1) 發牌當局在根據第 5(7) 條拒絕許可證或牌照申請或根據第 10 條送達通知之前，須
將其有意如此行事的通知送達申請㆟、持證㆟或持牌㆟ (視屬何情況而定)，通知內須述明其
擬拒絕該項申請或根據第 10 條送達通知 (視屬何情況而定) 的理由，並須告知對方可向該當
局作出書面申述。
(2) 發牌當局如決定根據第 5(7) 條拒絕許可證或牌照申請或決定根據第 10 條送達通
知，須發出㆒份表明此意的妥為簽署及註明日期的書面命令，並須將該命令的文本送達申請
㆟、持證㆟或持牌㆟ (視屬何情況而定)。
12. ㆖訴
(1) 任何㆟如因發牌當局根據第 5、6、8、9 或 10 條就他所作的決定而感到受屈，可在
自接獲該決定的通知起計的 28 ㆝內，向行政㆖訴委員會提出㆖訴。
(2) 除非發牌當局認為如根據第 (1) 款提出的㆖訴所針對的決定暫緩生效，即會違反公
眾利益，而關於該決定的通知亦載有㆒項表明此意的陳述，否則該決定須自㆖訴提出之日起
暫緩生效，直至㆖訴獲得解決、撤回或放棄為止。
第 IV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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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視察卡拉 OK 場所
(1) 為本條的施行——
(a) 發牌當局為此目的而以書面授權的任何公職㆟員可在沒有手令的情況㆘並在有㆟提出要
求時於出示有關授權書及根據《㆟事登記條例》(第 177 章) 發給他的身分證後；或
(b) 警務處處長或他所授權的任何警務㆟員，可在沒有手令的情況㆘並於出示警務處處長發
給他的委任證後，
採取以㆘任何行動——

(i) 在任何合理時間進入及視察任何卡拉 OK 場所，或任何他有理由懷疑被用作卡拉 OK
場所或為卡拉 OK 場所的目的而使用的處所；
(ii)
要求任何參與經營或管理卡拉 OK 場所的㆟交出關於該場所的經營、管理或就該
場所進行的任何其他活動的簿冊、文件或其他物品，亦可要求㆖述㆟士提交任何關於㆖述經
營、管理或活動的資料；
(iii) 在他有理由懷疑任何簿冊、文件、器材、設備或其他物品是犯本條例所訂罪行
的證據，或是構成撤銷或暫時吊銷許可證或牌照的理由的證據的情況㆘，管有及帶走該簿冊、
文件、器材、設備或該物品，以作進㆒步查驗；
(iv)
作出為視察卡拉 OK 場所或檢查或測試為卡拉 OK 場所的經營、料理、管理或其
他方式的控制而使用的，或是在與此有關連的情況㆘使用的器材、設備或任何其他物品、工
程或系統而需作出的事情。
(2) 在不影響《警隊條例》(第 232 章) 第 50(7) 條就其適用於警務㆟員而言的適用範
圍的原則㆘，除非有關處所的成年佔用㆟同意，否則公職㆟員、警務處處長或警務處處長所
授權的警務㆟員均不得在行使第 (1) 款賦予他的權力時，進入任何完全用作居住用途並構成
㆒個獨立住戶單位的處所。
14. 發牌當局可指示進行糾正工程
(1) 發牌當局可藉書面通知就任何卡拉 OK 場所作出其覺得需要的指示，以確保——
(a) 用作該場所的處所內的㆟的安全以恰當的方式獲得保障；
(b) 該場所備有足夠的所需器材及設備，以應付火警或其他災患；及
(c) 本條例的條文獲得遵守。
(2) 根據第 (1) 款發出的通知須——
(a) 送達該卡拉 OK 場所的經營者、料理者、管理者或以其他方式控制該場所的㆟；及
(b) 示明遵從有關指示的規定的限期。
15. 封閉令及停止將處所用作卡拉 OK 場所的命令
(1) 凡區域法院基於發牌當局經宣誓而作的告發，信納㆘述情況已獲證明——
(a) 發牌當局有意作出㆖述告發的書面通知，已於作出告發前 24 小時之前送達有關卡拉 OK
場所的經營者、料理者、管理者或以其他方式控制該場所的㆟；及
(b) 發牌當局覺得——
(i) 用作該場所的處所內的㆟有危險或可能會有危險；或
(ii)
根據第 14 條發出及送達的通知內的指示的規定，未有在該通知所示明的限期內
就該場所獲得遵從，
則區域法院須作出書面命令，指示該場所須予封閉及停止用作卡拉 OK 場所，直至發牌當局根
據第 (4) 款發出通知為止。
(2) 區域法院根據第 (1) 款就卡拉 OK 場所作出命令後——
(a) 任何警務㆟員或獲發牌當局以書面授權的任何公職㆟員，可將在該場所內發現的㆟或在
違反第 (3) 款的情況㆘在其內逗留的㆟逐離該場所；
(b) 發牌當局可進行或安排進行為執行根據第 (1) 款作出的命令而必需進行的任何工程，而
因工程所承擔的任何支出，則可作為拖欠政府的債項而由該當局在區域法院向該場所的經營

者、料理者、管理者或以其他方式控制該場所的㆟追討。
(3) 除以㆘㆟士外，任何㆟不得在根據第 (1) 款就卡拉 OK 場所作出的命令的有效期間
內，進入該場所或在其內逗留——
(a) 正在執行職務的警務㆟員或公職㆟員；或
(b) 任何獲發牌當局書面授權的㆟。
(4) 根據第 (1) 款就卡拉 OK 場所作出的命令持續有效，直至發牌當局藉——
(a) 送達該場所的經營者、料理者、管理者或以其他方式控制該場所的㆟的書面通知；或
(b) 張貼於該場所顯眼處的書面通知，
宣布該場所可重新開放及用作卡拉 OK 場所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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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於許可證及牌照的罪行
(1) 凡發牌當局已就卡拉 OK 場所發出許可證或牌照 (視屬何情況而定)，任何㆟在任何
時候——
(a) 在違反該許可證或牌照 (視屬何情況而定) 的條件的情況㆘；
(b) 在該許可證或牌照 (視屬何情況而定) 所示明的處所以外的處所內；或
(c) 以該許可證或牌照 (視屬何情況而定) 所示明的該場所名稱以外的名稱，經營、料理、
管理或以其他方式控制該場所，即屬犯罪。
(2) 如許可證或牌照 (視屬何情況而定) 的任何條件遭違反，則除非獲發該許可證或牌
照 (視屬何情況而定) 的㆟能援引證據以證明以㆘情況，否則即屬犯罪——
(a) 他既不知道亦無理由懷疑有導致有關違反事件的情況存在；及
(b) 他即使有作出合理監管及付出合理努力，亦不能避免該等情況出現。
(3) 凡有㆟被控犯第 (1) 款所訂罪行，如有證據證明該㆟作出與經營、料理、管理或以
其他方式控制㆒所卡拉 OK 場所有關連的作為，則除非相反證明成立，否則該等證據即為該㆟
經營、料理、管理或以其他方式控制該場所的證明。
(4) 任何㆟——
(a) 知道或理應知道陳述 (不論是口頭或書面) 或資料在要項㆖失實，但仍在根據本條例提
出申請的過程㆗，或在與該等申請有關連的情況㆘，作出或提交該等在要項㆖失實的陳述或
資料；
(b) 妨礙發牌當局、任何警務㆟員或任何公職㆟員行使其根據本條例具有的權力；
(c) 在有㆟根據第 13 條提出要求時，拒絕交出任何簿冊、文件或任何其他物品；或知道或理
應知道資料在要項㆖失實，但仍提交該等在要項㆖失實的資料；
(d) 沒有在根據第 14 條送達的通知所示明的限期內遵從根據該條作出的指示的規定；
(e) 違反第 15(3) 條，
即屬犯罪。
(5) 任何㆟犯本條所訂罪行，可處第 5 級罰款及監禁 6 個月；如該罪行屬持續罪行，則
可就該罪行持續的每㆒日，另處罰款$1,000。
17. 許可證或牌照的證明

就根據本條例進行的法律程序而言，任何文件如看來是許可證及規限許可證的條件的副
本，或看來是牌照及規限牌照的條件的副本，而且看來是由發牌當局為此目的而以書面委任
的公職㆟員所核證的真確副本，㆒經交出，即須接受為證據，而無須再加證明，此外——
(a) 該文件須推定為有關許可證或牌照的真確副本；
(b) 核證該文件的㆟須推定為該當局為該目的而以書面委任的公職㆟員；及
(c) 有關許可證或牌照須推定為是就該文件所述㆞方而發給該文件所述的㆟，並受該等條件
所規限。
18. 通知及命令的送達
根據本條例須予送達的通知或命令，可用以㆘方式送達——
(a) 面交送達；
(b) 以掛號郵遞寄往送達對象最後為㆟所知的業務或居住㆞址；或
(c) 在該通知或命令是關乎處所或其部分的情況㆘，將該通知或命令交給該處所或其部分的
成年佔用㆟，或將該通知或命令張貼於該處所的要衝位置或接近該處所的要衝位置，或張貼
於該處所或其部分的顯眼處。
19. 沒收作卡拉 OK 用途的器材及設備
凡任何㆟就卡拉 OK 場所被裁定犯第 4 或 16 條所訂罪行，法庭可㆘令沒收根據第
13(1)(iii) 條被管有及帶走以作進㆒步查驗的、曾為卡拉 OK 目的而放置在該場所內的器材、
設備或其他物品，與及有關或附屬部件，包括裝載㆖述器材、設備或物品的箱櫃或其他外殼
(如有的話)，除非該等器材、設備或物品的擁有㆟令法庭信納有特殊及不尋常的理由 (例如
該等器材、設備或物品曾被偷去而此事已在切實的可行範圍內盡快通知警方) 以致不應㆘令
沒收，但如理由為該等器材、設備或物品不屬於被定罪的㆟，或會使任何㆟有經濟困難，則
不屬特殊及不尋常的理由。
20. 規例
(1)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規例，對以㆘事項或就以㆘事項作出規定——
(a) 卡拉 OK 場所的器材或設備的充足程度、適合程度及使用情況；
(b) 須就卡拉 OK 場所而向發牌當局提交的報告及資料；
(c) 卡拉 OK 場所的設計、結構及 生情況；
(d) 就火警或其他相當可能危害在用作卡拉 OK 場所的處所內的㆟的性命的災患而須採取的
預防措施；
(e) 就本條例訂明或准許的任何事宜所收取的費用；
(f) 根據第 12 條提出㆖訴；
(g) 概括而言，本條例條文的施行。
(2) 根據本條訂立的規例可——
(a) 禁止在未獲發牌當局同意㆘作出某些作為；
(b) 授權發牌當局規定或禁止作出某些作為；及
(c) 規定作出某些作為而該等作為須達到令發牌當局滿意的程度。
(3) 如發牌當局信納使用卡拉 OK 場所的㆟的安全不會受到影響，可藉送達該場所的經營
者、料理者、管理者或以其他方式控制該場所的㆟書面通知，完全、局部或有條件㆞免除就

該場所施行任何規例的規定，並可修訂或撤銷該通知。
(4) 根據本條訂立的規例，可規定凡違反規例，即屬犯罪，可處第 5 級罰款及監禁不超
過 6 個月；如該罪行屬持續罪行，則可就該罪行持續的每㆒日，另處罰款不超過$1,000。
(5) 根據第 (1)(e) 款訂立的規例可規定視乎以㆘因素而須繳付不同的費用——
(a) 卡拉 OK 場所的種類；
(b) 卡拉 OK 場所能容納的㆟數；
(c) 卡拉 OK 場所的總樓面面積；
(d) 會否就㆒所卡拉 OK 場所發出許可證或牌照與及該等許可證或牌照是否屬臨時性質 (視
屬何情況而定)，
而如此訂定的收費款額，無須因發牌當局在根據本條例執行其職能時所招致或相當可能在如
此執行職能時招致的行政費或其他費用的款額而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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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修訂
《行政㆖訴委員會條例》
21. 修訂附表
《行政㆖訴委員會條例》(第 442 章) 的附表現予修訂，加入——
"47.
《卡拉 OK 場所條例》 民政事務局局長或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 (視(2001 年第
號)屬何情況而定) 根據第 5、6、8、9 或 10 條所作的決定。"。
摘要說明
本條例草案旨在訂定規管卡拉 OK 場所的制度。
2. 草案第 3 條規定本條例草案不適用於某些特定卡拉 OK 場所，並就豁免若干卡拉 OK 場所
受本條例草案規管㆒事，訂定條文。
3. 草案第 4 條禁止任何㆟在未獲發許可證或牌照的情況㆘經營或協助經營卡拉 OK 場所。
4. 草案第 5 條就許可證及牌照的申請及發出等事宜作出規定。發牌當局獲賦權發出許可證
及牌照。發牌當局除非對卡拉 OK 場所的經營計劃、申請㆟的品格及卡拉 OK 場所的選址等有
關事宜感到滿意，否則不會發給許可證及牌照。許可證或牌照批准持證㆟或持牌㆟經營卡拉
OK 場所，為期不超過 12 個月。
5. 草案第 6、7 及 8 條就許可證及牌照的轉讓和續期作出規定。草案第 6 條准許在有限情況
㆘轉讓許可證及牌照。草案第 7 條訂定凡將許可證或牌照發給或轉讓予法㆟團體或合夥，須
說明是發給或轉讓予法㆟團體或合夥的代表。草案第 8 條處理許可證或牌照的續期事宜。
6. 草案第 9 條就發出臨時許可證或臨時牌照訂定條文；該等許可證或牌照批准持證㆟或持
牌㆟經營卡拉 OK 場所，為期不超過 6 個月。
7. 草案第 10 及 11 條處理撤銷或暫時吊銷許可證或牌照以及拒絕將許可證或牌照續期或轉
讓等事宜。
8. 草案第 12 條訂定向行政㆖訴委員會提出㆖訴的條文。
9. 草案第 13 條處理視察卡拉 OK 場所的事宜。
10. 草案第 14 條賦權發牌當局指示進行糾正工程。
11. 草案第 15 條使發牌當局可向區域法院取得命令，以封閉卡拉 OK 場所及停止將處所用作

卡拉 OK 場所。
12. 草案第 16 條處理有關罪行。
13. 草案第 17 條就輔助證明事宜作出規定。
14. 草案第 18 條訂定各種不同的送達通知及命令的方式。
15. 草案第 19 條訂明法院可㆘令沒收卡拉 OK 場所內的器材及設備。
16. 草案第 20 條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訂立規例。
17. 草案第 21 條是相應修訂條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