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135-C
2000 年第 135 號法律公告
《2000 年保安及護 服務 (發牌) (修訂) 規例》
(根據《保安及護 服務條例》(第 460 章) 第 30(2) 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保安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 取代條文
《保安及護 服務 (發牌) 規例》(第 460 章，附屬法例) 第 2 條現予廢除而代以——
"2. 訂明表格
(1) 許可證須採用附表 1 訂明的表格。
(2) 牌照須採用附表 2 訂明的表格。"。
3. 撤銷牌照
第 3 條現予修訂——
(a) 在第 (1) 款㆗——
(i) 在 "發給" 之後加入 "或續期"；
(ii)
在 (a) 段㆗，廢除 "須繳付的牌照費用" 而代以 "根據本條例第 21A(b) 或
23(5A)(b) (視屬何情況而定) 條須繳付的年費"；
(iii)
在 (b) 段㆗，廢除 "費用" 而代以 "年費"；
(b) 在第 (2) 及 (3) 款㆗——
(i) 廢除 "牌照費用" 而代以 "年費"；
(ii)
廢除 "費用" 而代以 "年費"。
4. 加入條文
現加入——
"4. 保留及過渡性條文
《2000 年保安及護 服務 (發牌) (修訂) 規例》(2000 年第 135 號法律公告) 作出的
任何修訂——
(a) 於在緊接該項修訂生效日期前有效的許可證或牌照在發給時所定的有效期屆滿前，不適
用於該許可證或牌照；但
(b) 適用於該許可證或牌照的其後續期。"。
5. 取代附表 1
附表 1 現予廢除，代以——
"附表 1
[第 2(1)條]
許可證表格
正面
Security Work Category Codes
保安工作類別代號
A = Guarding work restricted to a "single private residential building", the

performance of which does not require the carrying of arms and ammunitions
㆙ 只限 "單幢式私㆟住宅建築物" 而無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 工作
B = Guarding work in respect of any persons, premises or properties, the performance
of which does not require the carrying of arms and ammunitions and which does not
fall within Category A
㆚ 就任何㆟、處所或財產提供的、無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 工作 (但並非包括在㆙類
之內者)
C = Guarding work, the performance of which requires the carrying of arms and
ammunitions
㆛ 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 工作
D = Installation, maintenance and/or repairing of a security device and/or designing
(for any particular premises or place) a system incorporating a security device
㆜ 安裝、保養及／或修理保安裝置及／或 (為個別處所或㆞方) 設計附有保安裝置的系統
Conditions
條件
SECURITY AND GUARDING SERVICES ORDINANCE
(Chapter 460)
《保安及護 服務條例》
(第 460 章)
SECURITY PERSONNEL PERMIT
PERMIT NO.
保安㆟員許可證 許可證編號
Name
(in English)
姓名
(英文)
(in Chinese)
(㆗文)
HK Identity Card No.
香港身分證號碼
is hereby permitted to carry out the following category/categories
of security work
獲准執行㆘列類別的保安工作
A
㆙ □ from
to
由 至
B
㆚ □ from
to
由 至
C
㆛ □ from
to
由 至
D
㆜ □ from
to
由 至

inclusive.
首尾兩㆝包在內。
背面
Details of Employment in Security Work*
保安工作的僱用細節
Name of Present Employer
From
Signature of Employer
To Signature of
Employer
現時僱主姓名或名稱 由 僱主簽署
至 僱主簽署
(with company chop)
(with company chop)
(連同公司圖章)
(連同公司圖章)
* 由持證㆟的僱主／僱用公司填寫"。
6. 修訂附表 2
附表 2 現予修訂——
(a) 在方括號內，在 "2" 之後加入 "(2)"；
(b) 在牌照表格正面——
(i) 在列表第 1 欄內，廢除 "Licence Fee" 及 "牌照費用" 而分別代以 "Annual Fee" 及
"年費"；
(ii)
在標示 "*" 的註釋㆗，廢除 "licence fee" 及 "牌照費用" 而分別代以"annual
fee" 及 "年費"。
保安局局長
葉劉淑儀
2000 年 5 月 2 日
註 釋
本規例修訂《保安及護 服務 (發牌) 規例》(第 460 章，附屬法例) ——
(a) 使目前適用於首次發給的許可證及牌照的表格，亦適用於續期的許可證及牌照；(第 2
條)
(b) 以 "年費" 的提述取代 "牌照費用" 的提述 (這是因應《2000 年保安及護 服務 (修訂)
條例》(2000 年第 25 號) ("《修訂條例》") 對《保安及護 服務條例》(第 460 章) 作出的
修訂，有關修訂以新的年費取代過往可分期每年繳付的牌照費用)；(第 3 及 6 條)
(c) 修訂許可證表格列明的保安工作類別，以反映《修訂條例》對 "保安工作" 的定義作出
的修訂。(第 5 條)
2. 作為過渡性安排，在現有許可證及牌照的有效期屆滿前，㆖述修訂不適用於該等許可證
及牌照。(第 4 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