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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牌局公開聆訊結果 

Liquor Licensing Board’s Decision on Open Hearing Cases 
 

個案 
Case 
 

 酒牌局的決定 
 Liquor Licensing Board’s Decision 

W52 
新酒牌申請  

同意簽發為期  6 個月的酒牌，並附加下列持牌條件：  

i)  在任何同一時間內，處所的總人數連同職員在內，在地下不得超過 49 人、在 1
樓不得超過 64 人、在 2 樓不得超過 64 人及在 3 樓不得超過 15 人；  

i i) 晚上 11 時後，處所的所有門窗必須保持關閉；  

i i i) 凌晨 2 時後，不得售賣或供應酒類飲品供顧客在處所內飲用；及  

iv) 晚上 11 時後，任何人均不得在露台逗留。  

（由於有關處所目前未獲簽發有效的食肆牌照，按現行政策，本局會待處所獲發有效食

肆牌照後，才安排簽發新的酒牌。倘若有關處所只獲發暫准普通食肆牌照，本局會先

行簽發一個與暫准普通食肆牌照相同有效期的酒牌。待處所再獲發有效食肆牌照後，

才安排簽發餘下期限的酒牌。）  

 

 

聆訊結果 



ASH 
Application for New Issue of 
Club Liquor Licence 
 

Subject to the grant of a licence by the Lands Department permitting the subject premises to be 
used for the trade or business of a Victualler or Tavern-keeper, the Board agreed to issue a 
12-month club liquor licence with the imposition of the following additional licensing conditions: 

i) No music or amplified sound shall be played at the balcony or outside area after 11:00 
p.m.; 

ii) All doors and windows of the premises shall be kept closed after 6:00 p.m.; and 

iii) No liquor shall be sold or supplied for consumption on the premises from 3:00 a.m. to 
11:00 a.m. in the morning. 

（The premises are currently applying for a 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 (CoC).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xisting policy, the club liquor licence will only be issued subject to the issue of a valid 
CoC with the imposition of an additional licensing condition specifying the capacity limit as 
stipulated by the CoC.）  

 

潮盛飯店  
Chiu Shing Restaurant 
考慮撤銷酒牌  

 

撤銷酒牌。  

Sky Bar & Cafe 
酒牌續期申請  

 

拒絕批准酒牌續期申請。  

 

聆訊結果 



Si lver  
新酒牌申請  

同意簽發為期  6 個月的酒牌，並附加下列持牌條件：  

i)  晚上 11 時後，處所的所有門窗必須保持關閉；  

i i) 凌晨 2 時後，不得售賣或供應酒類飲品供顧客在處所內飲用；  

i i i) 晚上 11 時後，不得在處所播放音樂；及  

iv) 晚上 11 時後，不得在處所使用擴音器或其他揚聲器。  

（由於有關處所目前未獲簽發有效的食肆牌照，按現行政策，本局會待處所獲發有效食

肆牌照後，才安排簽發新的酒牌。倘若有關處所只獲發暫准小食食肆牌照，本局會先

行簽發一個與暫准小食食肆牌照相同有效期的酒牌。待處所再獲發有效食肆牌照後，

才安排簽發餘下期限的酒牌。）  

 

無名島酒吧  
Unknown Island Pub 
酒牌續期申請  

 

同意續發為期  6 個月的酒牌，並附加下列持牌條件：  

i) 晚上 11 時後，處所的所有門窗必須保持關閉；  

i i) 凌晨 2 時後，不得售賣或供應酒類飲品供顧客在處所內飲用；  

i i i) 晚上 11 時後，不得在處所播放音樂；及  

iv) 晚上 11 時後，不得在處所使用擴音器或其他揚聲器。  

 

仕吧  
S Bar 
考慮撤銷酒牌  

 

撤銷酒牌。  

聆訊結果 



有福氣  
酒牌修訂（增加英文店

號、加簽酒吧批註、以及

將業務性質由「食肆」更

改為「食肆和酒吧」）申請  

 

同意批准酒牌修訂（增加英文店號、加簽酒吧批註、以及將業務性質由「食肆」更改為

「食肆和酒吧」）申請，並附加下列持牌條件：  

i) 晚上 11 時後，處所的所有門窗必須保持關閉；  

i i) 凌晨 3 時後，不得售賣或供應酒類飲品供顧客在處所內飲用；及  

i i i) 晚上 11 時後，不得在處所播放音樂。  

 

Here  
新酒牌申請  

同意簽發為期  6 個月的酒牌，並附加下列持牌條件：  

i)  不得容許 18 歲以下人士進入處所；   

i i) 晚上 11 時後，處所的所有門戶必須保持關閉；及  

i i i) 按屋宇署的評估在酒牌上附加持牌條件，限制處所可容納的人數上限。  

（由於有關處所目前未獲簽發有效的食肆牌照，按現行政策，本局會待處所獲發有效食

肆牌照後，才安排簽發新的酒牌。倘若有關處所只獲發暫准小食食肆牌照，本局會先

行簽發一個與暫准小食食肆牌照相同有效期的酒牌。待處所再獲發有效食肆牌照後，

才安排簽發餘下期限的酒牌。）  

 

註：有關上述酒牌局的決定及理據，本局會個別另函通知申請人。  
Note : Notice in writing of the Board’s decision above, together with reasons, will be given to individual applicants separately. 

聆訊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