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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為使經濟活動的發展與維護公共利益，尤其公共安全、

公共秩序及環境保護等方面得以平衡，1998 年的時候，曾經

制訂了十月二十六日第 47/98/M 號法令《行政條件制度》。  

該法令為特定經濟活動及項目訂定了兩種形式的行政

條件：“預先通知”及“准照”。預先通知是指，在開展特

定經濟活動或項目前，向主管實體申請給予許可；主管實體

在期限內不表示反對，即可開展該等活動或項目。准照是指，

在開展特定經濟活動或項目前，向主管實體申請發出准照；

申請獲批准後，即可開展該等活動或項目。  

《行政條件制度》自 1998 年 11 月 1 日起生效至今已逾

18 年，雖然曾經第 10/2003 號法律修改，將經營網吧的行政

條件納入規管，但隨著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發展狀況和營商

環境不斷變化，令現行制度的部分規定顯得不合時宜及有欠

全面。為此，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決定對《行政條件制度》

進行全面檢討，以完善現行法律制度，解決現存問題，期望

藉著修訂行政條件及要件，一方面能達致經濟活動的發展與

公共利益，尤其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及環境保護之間取得平



43 

衡，另一方面，通過簡化行政程序，提高處理申請的效率，

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達成便民利民的施政要求。  

經參考鄰近地區的立法經驗，將遵循以下方向修訂《行

政條件制度》：  

1. 檢討經濟活動所需的行政條件；  

2. 檢討申請及開展經濟活動的要件；  

3. 優化行政程序。  

現階段，我們擬備了《檢討行政條件制度》的諮詢文件，

希望透過公開諮詢，聽取社會各界的意見和建議。  

需要提出一點，由於《行政條件制度》規範的內容繁多，

如諮詢文件內對申請及開展經濟活動的要件未有特別說明，

即基本上維持現有規範，不再贅言。  

現誠邀各界人士於諮詢期內就諮詢文件的內容，以及諮

詢文件內未有列明，但與諮詢內容有關的其他內容，或其他

值得關注的問題，發表意見和提出建議。  

諮詢期結束後，我們會將收集到的意見和建議整理成總

結報告，並將之公開。意見發表人的身份或所提意見如須作

全部或部分保密處理，敬請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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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文件索取地點：  

法務局：水坑尾街 162 號公共行政大樓 1-3 樓  

政府資訊服務中心：水坑尾街 188-198 號方圓廣場  

政府綜合服務大樓：黑沙環新街 52 號  

民政總署：新馬路 163 號民政總署大樓  

民政總署綜合服務中心及中區服務站：南灣大馬路 762-

804 號中華廣場 2 樓  

民政總署離島區市民服務中心：氹仔黑橋街平民新村

75K 號  

民政總署下環服務站：李加祿街下環街市市政綜合大樓

4 樓  

民政總署台山服務站：巴波沙大馬路嘉翠麗大廈 B 座

地下  

 

諮詢文件查閱及下載網址：  

法務局：www.dsaj.gov.mo 

澳門法律網：www.macaolaw.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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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及建議發表方式：  

電郵地址： info@dsaj.gov.mo 

圖文傳真：（853）2871 0445 

郵寄地址：水坑尾街 162 號公共行政大樓 20 樓法務局  

 

諮詢期：  

2017 年 10 月 7 日至 2017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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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及建議發表方式：  

電郵地址： info@dsaj.gov.mo 

圖文傳真：（853）2871 0445 

郵寄地址：水坑尾街 162 號公共行政大樓 20 樓法務局  

 

諮詢期：  

2017 年 10 月 7 日至 2017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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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檢討經濟活動所需的行政條件  

1. 檢討經濟活動所需的行政條件的理由及目標  

《行政條件制度》設有兩種形式的行政條件：預先通知

及准照。  

按照現行《行政條件制度》，須作預先通知的經濟活動有

7 項：  

(1) 製作及導演以澳門特別行政區為主題或背景，以及

須在公共街道進行拍攝，又或使用爆炸物品或特別

效果及火器的影片、紀錄片或廣告片；  

(2) 非牟利的傳統舞蹈及中國戲劇的影演項目、慈善步

行、募捐及為籌集款項作援助用途而進行的文化或

康樂活動，以及由公共機關及公共機構推動的影演

項目；  

(3) 園遊會、市集及拍賣會；  

(4) 理髮店、髮型屋及美容院；  

(5) 向公眾開放的娛樂場所或中心經營的娛樂活動；  

(6) 健身院或健美院；  

(7) 獎券銷售、抽獎或同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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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按照現行《行政條件制度》，須申請准照的經濟活

動有 12 項：  

(1) 影演項目；  

(2) 電影院及劇院；  

(3) 桌球室及保齡球室；  

(4) 遊戲機或電子遊戲中心；  

(5) 網吧；  

(6) 提供蒸汽浴及按摩的場所；  

(7) 屬健康俱樂部類型的場所；  

(8) “卡拉 OK”類型的場所；  

(9) 色情物品的銷售；  

(10) 儲存危險物品、引致不安的物品或不衛生物品的

場所；  

(11) 修理機動車輛的場所；  

(12) 洗衣店及漂染店。  

回歸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社會、經濟發展迅速，隨著

博彩業的開放，帶動了本地各行各業的發展，亦拉動了澳門

特別行政區本地生產總值大幅攀升。因此，現時的營商環境

與《行政條件制度》立法之時有明顯差別，這方面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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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統計數據可見一斑： 1998 年澳門的居住人口約 43 萬，至

2015 年，上升至約 65 萬，增幅約 50%；1998 年入境旅客約

7 百萬人次，2015 年上升至約 3 千萬人次，增幅約 4 倍；1998

年商舖及辦公室買賣交易 1210 個，交易金額約 16 億澳門

元，2015 年數目下降至 889 個，但交易金額卻上升至約 110

億澳門元，交易金額平均增幅約 9 倍； 1998 年勞動人口月

收入中位數約 5000 澳門元，至 2015 年，上升至約 15000 澳

門元，升幅約 3 倍。  

由此可見，在 18 年間，居住人口與旅客人數均迅速增

長，導致各方面需求都有所增加，帶動市場發展，但另一方

面，商舖、辦公室的價格及勞動人口的薪金上漲，導致了投

資成本大幅上升。  

經考慮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社會現狀，我們建議，對《行

政條件制度》所規範的特定經濟活動及項目的監管制度進行

檢討，以維護公共利益為前提，簡化行政條件，以達致優化

和營造投資和營商環境的目的。  

考慮到鄰近的內地、香港及台灣的立法經驗，對“娛樂

場所”，即俗稱的“夜場”或容易聚集人群，特別是聚集青

少年的場所，以及一些對公共利益，尤其公共安全可能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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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影響的經濟活動，一般都會進行嚴格監管，因此，在結

合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後，建議對於某些經濟活動，

仍須繼續以較嚴格的行政條件制度加以規範。  

為開展上述工作，對於由不同行政條件制度規範的經濟

活動及項目，我們進行了檢討，對於認為須規管的某些經濟

活動，我們建議將之納入《行政條件制度》的規管範圍內。  

 

2. 建議方案  

2.1 無須受任何行政條件約束的經濟活動及項目  

拍賣會  

90 年代，有部份拍賣會於公共地方舉行，為免影響

公共秩序，故將拍賣會納入十月二十六日第 47/98/M 號

法令以預先通知制度規管。現時，拍賣會已鮮有於公共地

方舉行，故建議將拍賣會從《行政條件制度》中剔除。  

理髮店及髮型屋 

按照現行規定，理髮店及髮型屋受預先通知制度規管。

理髮店及髮型屋禁止在上午八時前及晚上十時後營業。考慮

到有關經濟活動均在室內進行，對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不會

造成太大影響，而營業時間方面，則基於經濟的發展及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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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息方式的改變，適宜更貼近社會需求。因此，建議將有關

經濟活動從《行政條件制度》中剔除，以便其按照市場規律

發展。  

 

經濟活動  現行制度  建議方案  

拍賣會  
預先通知  

無須受任何行政

條件約束  理髮店及髮型屋  

 

2.2 轉由預先通知制度規範的經濟活動及項目  

在公共地方開展的活動  

在公共街道進行的拍攝、非牟利的傳統舞蹈及中國戲劇

的影演項目、慈善步行、募捐及為籌集款項作援助用途而進

行的文化或康樂活動、由公共機關及機構推動的影演項目、

園遊會及市集，現時由預先通知制度規範。考慮到隨著社會

發展，公共地方的活動漸趨多元，因此，為提高執法的靈活

性，建議將上述活動統整為一個較廣泛的項目，即“在公共

地方開展的活動”，不論是牟利或非牟利，是臨時或長期，

又或是影演或其他類型的活動，均須向主管實體提出預先

通知，但已有其他法例規管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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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地方以外的地方進行且開放予公眾參與的影演項目  

按照現行規定，不屬以上由預先通知制度規範的影演項

目，即由准照制度規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建議，在公共

地方開展的任何形式的活動，均由預先通知制度規範，因此，

對於現時由准照制度規範的、在公共地方進行的影演項目，

亦建議由預先通知制度規範。至於在公共地方以外的地方進

行且開放予公眾參與的影演項目，同樣建議進一步簡化申請

條件，轉為由預先通知制度規範。轉為由預先通知制度規範

後，主管實體仍可監管該等活動或項目，包括可通知消防部

門，由該部門考慮是否派出人員、車輛及裝備在場戒備及監

察。因此，亦不會因申請條件變得簡便而對公共安全或公共

秩序造成影響。  

洗衣及漂染工場  

現行制度中的“洗衣店及乾衣店”，實際上是指“洗衣

店及漂染店”。實務上，“洗衣店及漂染店”可有兩種經營

模式，一種是將接收到的顧客衣物轉交其他工場洗滌或漂

染，另一種是自行洗滌或漂染。現時無論是以何種模式經營，

都受《行政條件制度》的規管。考慮到前者實際上並不涉及

洗滌或漂染工作，不會對環境造成影響，故建議不規管該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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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滌或漂染工作，不會對環境造成影響，故建議不規管該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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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洗衣及漂染活動；因此，建議在法律中清楚定明“洗衣

店及漂染店”的定義並不適用於純用作接收及提取衣物的

場所，以更切合實際的規管內容。另一方面，考慮到洗衣及

漂染工場的經營，除須遵守《行政條件制度》外，亦須遵守

各項關於公共利益的法規的規定，例如經八月十九日第

46/96/M 號法令核准的《澳門供排水規章》，因此，建議將

“洗衣及漂染工場”轉由預先通知制度規管。  

非牟利獎券銷售  

按照現行規定，如屬非商業性質或進行屬於由特許合同

範圍內（博彩專營合同範圍）的獎券銷售、抽獎或同類活動，

並不受《行政條件制度》的約束。換言之，現行制度僅規範

商業性質但並非由特許合同規範的獎券銷售、抽獎或同類活

動。然而，考慮到不論是牟利還是非牟利團體進行的獎券銷

售，都涉及金錢利益，為免獎券銷售演變成另類博彩活動，

建議禁止以牟利為目的而進行的獎券銷售活動，且僅容許以

慈善為目的而進行獎券銷售。因此，建議將以慈善為目的而

舉辦的非牟利獎券銷售納入《行政條件制度》規範，並須作

出預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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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院及劇院、桌球室及保齡球室  

考慮到電影院及劇院、桌球室及保齡球室已經由其他關

於維護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及公共秩序的法規，例如經六月

九日第 24/95/M 號法令核准的《防火安全規章》、第 8/2014

號法律《預防和控制環境噪音》所規管，換言之，關於噪音、

地點是否合適的問題，已有現行法規加以規管，因此，我們

建議更改對該等活動或項目的行政條件，由准照制度規範轉

為由預先通知制度規範。  

 

經濟活動  現行制度  建議方案  

在公共地方開展的活動  預先通知及准照  

預先通知  

在公共地方以外的地方

進行且開放予公眾參與

的影演項目  

准照  

電影院及劇院 准照  

桌球室及保齡球室  准照  

洗衣及漂染工場  准照  

非牟利獎券銷售  新增規管活動  

 

 



1513 

電影院及劇院、桌球室及保齡球室  

考慮到電影院及劇院、桌球室及保齡球室已經由其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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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第 24/95/M 號法令核准的《防火安全規章》、第 8/2014

號法律《預防和控制環境噪音》所規管，換言之，關於噪音、

地點是否合適的問題，已有現行法規加以規管，因此，我們

建議更改對該等活動或項目的行政條件，由准照制度規範轉

為由預先通知制度規範。  

 

經濟活動  現行制度  建議方案  

在公共地方開展的活動  預先通知及准照  

預先通知  

在公共地方以外的地方

進行且開放予公眾參與

的影演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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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院及劇院 准照  

桌球室及保齡球室  准照  

洗衣及漂染工場  准照  

非牟利獎券銷售  新增規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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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轉由准照制度規範的經濟活動及項目  

向公眾開放的遊樂場所或遊樂設施  

現時，向公眾開放的娛樂場所或中心經營的娛樂活動，

由預先通知制度規範。該項目內容廣泛，無論是經營簡單的

康樂活動或大型的主題公園，均屬該項目之內。近年，澳門

特別行政區的經濟及旅遊發展迅速，遊樂場所提供的遊樂設

施日新月異，亦有大型化和機械化的趨勢，對使用者和公眾

有一定的危險性。此外，供兒童遊樂的設施，在公共衛生方

面亦有強化監管的訴求。因此，建議將該經濟活動轉為由准

照制度規範。為了更切合該活動的規管內容和範圍，建議將

項目名稱更改為“向公眾開放的遊樂場所或遊樂設施”。  

迷你倉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一直關注“迷你倉”的經營。考慮

到“迷你倉”的間隔與布局複雜，且對儲存物品沒有限制，

如場所內不設置適當消防設備，會構成消防隱患，故建議將

該活動納入規管範圍，並以准照制度規範。  
 

經濟活動  現行制度  建議方案  

向公眾開放的遊樂

場所或遊樂設施  
預先通知  

准照  

迷你倉  新增規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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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檢討申請及開展經濟活動的要件  

 

1. 檢討要件的理由及目標  

《行政條件制度》就特定經濟活動或項目訂定申請資格

及開展活動的要件，是考慮到有關活動可能對公眾帶來不便

或存在一定危險性，因此，對於從事有關活動的資格、營業

及進行活動的時間及地點等事宜，須適當加以限制。  

《行政條件制度》自 1998 年生效至今，澳門特別行政區

政府制定了若干以保障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及環境為目的的

法規，例如《公共地方總規章》及《預防及控制環境噪音》

等，以保障居民的健康及生活安寧。因此，檢討《行政條件

制度》所規範的特定經濟活動及項目的要件時，會同時參考

現行相關法規，務求整個法律制度相互配合，避免造成混亂

或不協調的情況。  

此外，亦考慮到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營商環境已隨經濟發

展而有所改變，例如因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致力打造澳門

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近年已逐漸出現不同的、新穎的娛樂

設施，包括在大型娛樂博彩酒店或場所內設置大型機動遊戲

及大型兒童遊樂場。然而，該等設施在公共安全方面卻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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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檢討申請及開展經濟活動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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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有所改變，例如因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致力打造澳門

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近年已逐漸出現不同的、新穎的娛樂

設施，包括在大型娛樂博彩酒店或場所內設置大型機動遊戲

及大型兒童遊樂場。然而，該等設施在公共安全方面卻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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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風險。近年，時有引入涉及博彩元素的遊戲機或電子遊

戲，公眾接觸含賭博元素的遊戲有所增加。同時，籌款活動

及其他慈善活動的安排，尤其收益處理的透明度，亦開始

受到社會關注。因此，在檢討特定經濟活動及項目的申請

及開展要件時，會考慮實際情況及需要，建議適當調整有關

要件。  

為開展上述檢討工作，以下先歸納分析經濟活動及項目

的營業及進行地點並提出建議，隨後會再因應各活動及項目

的實際情況，就需要重點規範的內容作個別分析及提出

建議。  

 

2. 建議方案  

2.1 營業及活動進行地點的建議  

某些經濟活動的經營，會對公共秩序或公眾安寧造成影

響，因此，建議對其營業地點加以規範。須遵守有關要件的

經濟活動包括：  

(1) 電影院及劇院；  

(2) 洗衣及漂染工場；  

(3) 修理機動車輛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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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院及劇院，涉及噪音、防火安全、機電等多方面可

能影響到公共利益的問題，因此，建議該類場所僅可在酒店

場所及純商業樓宇內經營。  

洗衣及漂染工場主要是將衣物去漬、清洗、風乾、壓平

及熨燙，過程中會使用化學物品，如洗衣粉、去油劑、乾洗

劑、漂白水等，亦涉及鍋鑪操作及用電安全等問題，整個運

作過程牽涉公共衛生、環保、機電、消防安全、場所結構、

職業安全等問題。此外，由於該等場所須儲存大量化學物品，

可能危害人體，在公眾安全方面存在風險，因此，建議該經

濟活動僅可在工業樓宇內經營。  

修理機動車輛的場所，屬於車輛機電設備維修的行業，

核心工作是保養及維修車輛的機電設備，涉及清潔、潤滑、

檢查、調整、維修、總成更換、校正及翻修業務，同時涉及

塗料、鍛造及焊接。考慮到部分工序中會產生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及氣味，有可能對人體及環境造成危害，因此，建議涉

及噴漆工序的場所，須設置噴漆房及有效去除噴漆塗料及氣

味的設備，涉及鍛造或焊接工序的場所，不得存放易燃物品

或須為易燃物品蓋上抗火物料，並須設有抽風系統，保持空



1917 

電影院及劇院，涉及噪音、防火安全、機電等多方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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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等問題。此外，由於該等場所須儲存大量化學物品，

可能危害人體，在公眾安全方面存在風險，因此，建議該經

濟活動僅可在工業樓宇內經營。  

修理機動車輛的場所，屬於車輛機電設備維修的行業，

核心工作是保養及維修車輛的機電設備，涉及清潔、潤滑、

檢查、調整、維修、總成更換、校正及翻修業務，同時涉及

塗料、鍛造及焊接。考慮到部分工序中會產生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及氣味，有可能對人體及環境造成危害，因此，建議涉

及噴漆工序的場所，須設置噴漆房及有效去除噴漆塗料及氣

味的設備，涉及鍛造或焊接工序的場所，不得存放易燃物品

或須為易燃物品蓋上抗火物料，並須設有抽風系統，保持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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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流通。此外，修理機動車輛的運作，須遵守環境方面的法

規，尤其是《澳門供排水規章》、《公共地方總規章》及《預

防和控制環境噪音》等法規。  

 

2.2 其他經營或進行活動要件的建議  

為進一步優化和完善現行制度中各項申請及開展活動

的要件，以下將根據不同經濟活動及項目的具體情況，就須

重點規範的內容提出優化或調整的建議。  

獎券銷售、抽獎或同類活動  

按照現行規定，商業性質的抽獎或同類活動，例如，百

貨公司購物滿指定金額可獲抽獎機會的活動，在進行抽獎

時，博彩監察協調局應派出一名代表在場，以監察活動的公

平、公正。然而，考慮到商業性質的抽獎或同類活動的目的，

是商業利益或宣傳，故該類抽獎的公平、公正應由活動負責

人確保。因此，建議改由舉辦抽獎活動的負責人或機構自行

指定一名機構以外的會計師或核數師，又或由社團或商會

的代表，負責監察抽獎，並將經監察人簽署的抽獎結果送交

博彩監察協調局。博彩監察協調局亦可決定是否派出代表監

察有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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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非牟利團體為慈善目的而進行的獎劵銷售，則為不

加重有關團體在開支上的負擔，建議由博彩監察協調局決定

是否派出代表監察有關活動。  

在公共地方開展的活動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建議，所有納入《行政條件制度》

規範的、在公共地方開展的活動，均須向主管實體提出預先

通知。另一方面，考慮到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近年大力推動

多元藝術及文化旅遊，特別是街頭表演，而該類表演的表演

者人數一般不多，對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不會造成嚴重影

響。因此建議，不多於兩名表演者的街頭表演，無須受《行

政條件制度》規範，但不影響其他法規的適用，例如《公共

地方總規章》及《預防和控制環境噪音》等。  

此外，按照現行規定，慈善步行、募捐及為籌集款項作

援助用途而進行的文化或康樂活動，由預先通知制度規範，

但並未要求申請人提交例如款項用途的資料，有可能引起

公眾質疑。  

為完善監管制度，如有關活動屬公益或慈善用途，建議

於申請人提出預先通知時同時提交活動資料，包括活動的目

的、進行的時間及籌得款項的用途等。活動結束後，主辦單

位須向公眾公佈籌得的數額及用於籌款目的的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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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非牟利團體為慈善目的而進行的獎劵銷售，則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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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用途而進行的文化或康樂活動，由預先通知制度規範，

但並未要求申請人提交例如款項用途的資料，有可能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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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申請人提出預先通知時同時提交活動資料，包括活動的目

的、進行的時間及籌得款項的用途等。活動結束後，主辦單

位須向公眾公佈籌得的數額及用於籌款目的的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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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演項目、電影院及劇院  

按照現行規定，在電影院及劇院內演出，須視乎消防局

局長的決定而派出兩名或以上的消防員在場，否則不得進行

有關表演，但如演出的場所已預先獲證明符合有關用途所需

的安全條件，且無為此設定條件或限制時，則無需遵守有關

規定。此外，經考慮建築物所屬類型、電力裝置的一般狀況、

防火系統及疏散通道後，由消防局發出有效期為一年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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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眾開放的遊樂場所或遊樂設施  

向公眾開放的遊樂場所或遊樂設施人流密集，對於公共

秩序，尤其是走火安全，須加強監管。  

為了保障公眾安全，建議凡經營向公眾開放的遊樂場所

或遊樂設施，在提出准照申請時，須就設施及場所提交由已

依法註冊的、相關專業範疇的私人實體簽署的安全檢測證明

及消防安全證明。在發出准照前，主管實體會聯同工務部門

對設施進行驗收，以確認場所及設施的安全性。另外，建議

遊樂設施須進行季度檢查及維修，以確保設施的安全性。在

申請人獲發准照的隨後每一年（主要是續期時），均須向主

管實體提交上述安全檢測證明及消防安全證明。  

遊戲機及電子遊戲中心  

按照現行規定，遊戲機及電子遊戲為供人娛樂的機器及

遊戲，而該等機器或遊戲不會給予金錢或可轉換為金錢的獎

項，且遊戲成績純粹或主要取決於遊戲者的技巧。  

在執法實務上，上述定義存在爭議。經營有關活動的場

所，近年亦時有引入具博彩元素的遊戲品種。為避免公眾，

特別是青少年容易接觸具博彩元素的遊戲品種，建議明確遊

戲機及電子遊戲不得涉及博彩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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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進一步避免遊戲機中心成為另類色情場所及鼓

吹暴力的場所，因此，建議禁止提供涉及色情及過度暴力的

遊戲品種。為評估遊戲品種是否涉及色情、博彩及過度暴力，

建議由主管實體經聽取其他相關實體，包括文化局、教育暨

青年局及博彩監察協調局的意見後作出審批。  

在進入該等場所的年齡限制方面，按照現行規定，未滿

十六歲的人及穿著校服的學生，禁止進入被劃為供年滿十六

歲的人娛樂的區域，但由父母或行使親權者陪同除外。  

為避免進入供年滿十六歲者娛樂的區域的人年青化，建

議取消可由父母或行使親權者陪同進入的例外規定，即明確

只有年滿十六歲且沒有穿著校服方可進入該等區域。  

關於分隔供兒童娛樂與供年滿十六歲的人娛樂的區

域，按照現行規定，禁止在同一遊戲室內經營上述兩個組別

的遊戲。  

為進一步分隔供兒童娛樂與供年滿十六歲的人娛樂的

區域，建議同時設有上述兩個組別遊戲的場所，須以不透明

的設施加以分隔。  

此外，現行規定未有就供兒童娛樂組別的機種進行規

範，因此，建議供兒童娛樂組別的遊戲品種，須適合未滿十

六歲的人娛樂，至於是否適合，則由主管實體經聽取其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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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實體，包括文化局、教育暨青年局及博彩監察協調局的意

見後作出審批。  

網吧  

按照現行規定，禁止未滿十二歲的未成年人進入網吧，

同時，十二歲至十六歲的未成年人，或穿著校服的學生，僅

得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四時後，在星期六、星期日、公眾

假期及學校假期上午八時後進入網吧。在網吧的逗留時間，

在星期日至星期五限於晚上十時之前，在星期六、公眾假期

及學校假期，如翌日非為工作日，則限於晚上十二時之前，

但由父母或行使親權者陪同除外。  

由於學校假期不盡相同，分設不同年齡及時段進行限

制，在監察上存在困難，此外，只要父母或行使親權者陪同，

便無須遵守有關規定。然則，如父母習慣帶子女逗留網吧，

變相就鼓勵了兒童和青少年進入該等場所。  

為進一步限制進入網吧的要件，建議一律禁止未滿十六

歲的人及穿著校服的學生進入網吧，以及取消在父母或行使

親權者陪同下不受時間及年齡限制的規定。  

按照現行規定，如網吧為成年人設有分隔空間，阻止進

入具有色情內容、過度暴力遊戲及幸運互動博彩的網頁的過

濾軟件只需在供未成年人使用的電腦上安裝，否則，需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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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電腦上安裝過濾軟件。  

為進一步規範網吧內提供的網頁資訊，以免成為傳播色

情、暴力及幸運博彩的場所，建議禁止在網吧內瀏覽含有色

情、博彩及過度暴力元素的網頁。為此，建議網吧須在提供

給顧客使用的所有電腦上安裝過濾軟件，並必須確保有關軟

件正常運作。  

卡拉 OK 類型的場所  

按照現行規定，卡拉 OK 類型的場所僅可在酒店場所、

純商業樓宇或非純商業樓宇內具獨立出入口的商用部分內

經營，但未有對在經營過程中所可能出現的噪音問題進行規

管。考慮到即使該類場所設於酒店場所或商業樓宇內亦有可

能因音響設備聲浪過大而對他人造成滋擾，因此，建議加強

對噪音的規管，有關場所必須設有合適的隔音設備，並須遵

守《預防和控制環境噪音》法律的規定。  

按摩場所  

《行政條件制度》規管按摩場所的立法原意，是規管

身體按摩及限制未成年人進入有關的按摩場所。然而，近

年旅遊休閒事業發展迅速，社會上出現不同類型的按摩場

所，例如足底按摩，或者提供某類局部按摩服務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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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局部按摩並非監管對象，故建議將以下按摩場所從

《行政條件制度》中剔除：  

(1) 由衛生局監管、屬醫療服務類別的按摩場所；  

(2) 沒有提供頭部、頸肩部、手部或足部（膝部以下）

以外按摩的場所。  

修理機動車輛的場所  

修理機動車輛的場所，一直在噪音、交通及安全問題等

多個方面受到投訴。  

在噪音方面，按照現行規定，禁止場所在晚上八時後至

上午八時前營業。考慮到《預防和控制環境噪音》的法律已

規範了工業、商業及服務業所產生的噪音，因此，建議明確

除遵守營業時間的限制外，亦須遵守《預防和控制環境噪音》

法律的規定。  

在交通方面，為免修理工作在公共街道上進行，尤其在

公共道路泊車位進行，導致阻塞交通及長期佔用泊車位，因

此，建議禁止在修理場所以外進行維修工作，但屬可容易及

迅速修妥故障使車輛繼續行進的必要修理除外。  

在安全方面，建議規定申請人須遵守消防局關於儲存

危險物品，尤其易燃物品的指引及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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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倉  

迷你倉作為倉庫的一種，必須遵照十二月十七日第

6/99/M 號法律《都市房地產的使用規範》的規定，設置於

工業用途的建築物內。  

此外，考慮到迷你倉的間隔與布局複雜，倉庫的設計在

消防安全方面已構成一大隱患，如儲存爆炸物品、易燃物品

或其他危險物品，發生火警時更會大大提高滅火困難，況且，

迷你倉的原意就是儲存家居及辦公室物品，而非危險物品，

因此，建議禁止迷你倉存放爆炸物品、易燃物品或其他危險

物品，此外，建議迷你倉的消防安全系統必須遵守消防局的

具約束力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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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優化行政程序  
 

關於程序的規定，按照現行《行政條件制度》，主管實

體收到申請後，會根據經濟活動所涉及的業務及項目，通知

其他相關實體，以便跟進或在期限內發出意見。  

在准照制度下，主管實體收到申請後，須於 3 個工作日

內請求其他相關實體，特別是土地工務運輸局及消防局發出

意見，而有關實體收到請求後，須於 15 個工作日內發出意

見，否則，視為不反對發給准照。主管實體如收到有關意見，

須於 10 個工作日內作出決定。  

現行《行政條件制度》已就各預先通知和准照的申請時

間作出明確規定和時間限制，一般情況下不會導致申請時間

過度延長。現時導致開業時間不確定，主要在於營業場所的

裝修工程須申請工程准照，工程竣工後要等候發出使用准

照，以致整體申請時間延長。  

此外，有的申請人在未獲得土地工務運輸局發出的工程

准照前就進行裝修工程，一旦該場所不具備開業條件，又或

工程不合符要求，除了不獲土地工務運輸局發出工程准照及

使用准照外，亦會阻礙《行政條件制度》所規定的審批工作

及時間，以及增加申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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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按照《行政條件制度》的規定，作出預先通

知及提出准照的申請，均須以親身遞交及繳納申請費用的方

式為之。如須開展多項經濟活動或項目，則須進行多次申請。

如經濟活動或項目的主管實體分屬不同部門，則須向不同主

管實體提出申請。隨著社會的發展，對於申請的提出、審批

的時間及程序的透明度，申請人的要求越來越高。為此，我

們建議進一步優化及完善相關行政程序，為提升申請程序的

效率，設立更為簡便的申請途徑和方式。  

為解決上述問題，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1. 設立一站式服務制度  

參照第 16/2003 號行政法規《修改飲食及飲料場所發牌

程序》的一站式發牌程序，以及參考內地自由貿易試驗區在

處理行政手續時的單一窗口的做法後，為盡量方便投資者

辦理行政手續，簡化申請程序，我們建議，統一由相關經濟

活動的主管實體負責接收申請，提供代辦服務，代申請人辦

理其他所需申請及提交必要的文件。提供代辦服務時，尤其

涉及土地工務運輸局時，申請人提交必要文件後，主管實體

可代辦工程准照，省卻申請人為同一申請走訪多個部門的

時間。同時建議，由涉及發出預先通知許可或准照，以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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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許可或准照發出意見的主管實體組成聯合工作小組，

就申請及續期進行會議，以加快審批時間。  

此外，建議如申請人有意在同一地點經營多於一種的經

濟活動或項目，例如在美容院內提供按摩服務，亦可透過一

站式服務，統一由主要業務的主管實體負責接收申請，以及

提供代辦服務，代申請人辦理其他所需的預先通知或准照的

申請，以及提交必要的文件。 

 

2. 設立申請的前提條件  

如申請人不使用一站式服務，而有關經濟活動或項目又

涉及工程准照，則建議設立申請的前提條件，規定申請人先

辦理工程准照並獲驗收後，才向主管實體提出申請，否則，

主管實體可拒絕接受申請。  

另一方面，為避免申請人在辦妥工程准照並獲批准後方

知悉場所或地點不符合《行政條件制度》的審批條件，建議

當土地工務運輸局收到工程准照申請後，先就是否具備條件

獲發許可或准照徵詢主管實體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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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許可或准照發出意見的主管實體組成聯合工作小組，

就申請及續期進行會議，以加快審批時間。  

此外，建議如申請人有意在同一地點經營多於一種的經

濟活動或項目，例如在美容院內提供按摩服務，亦可透過一

站式服務，統一由主要業務的主管實體負責接收申請，以及

提供代辦服務，代申請人辦理其他所需的預先通知或准照的

申請，以及提交必要的文件。 

 

2. 設立申請的前提條件  

如申請人不使用一站式服務，而有關經濟活動或項目又

涉及工程准照，則建議設立申請的前提條件，規定申請人先

辦理工程准照並獲驗收後，才向主管實體提出申請，否則，

主管實體可拒絕接受申請。  

另一方面，為避免申請人在辦妥工程准照並獲批准後方

知悉場所或地點不符合《行政條件制度》的審批條件，建議

當土地工務運輸局收到工程准照申請後，先就是否具備條件

獲發許可或准照徵詢主管實體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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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立網上申請及查詢服務  

為進一步優化行政程序，建議為預先通知及准照增設

網上申請及查詢服務，以法律規範網上申請的條件及效力，

讓申請人除親身遞交外，尚可選用另一更簡便的申請途徑。

此外，建議讓申請人透過網上支付平台，例如銀行戶口、信

用卡等方式繳費，以及透過網上查詢系統了解申請的進度，

為申請人提供既方便又快捷的服務。  

 

 

 

 

謹此對撥冗閱覽本諮詢文件的讀者，以及提供寶

貴意見的人士，致以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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