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討論文件                              中西區環工會文件第 7/2018 號  

 

跟進中環選區酒吧食肆的衛生、噪音及治安問題  

 

背景 :  

 

 2015 年 7 月 18 日東方日報報導︰烏煙瘴氣蘭桂坊  人間妖域禍無窮  

警方數字顯示，蘭桂坊罪案尤其是毒品罪案急劇上升，今年上半年涉及毒品

的案件有五十七宗，遠遠高於去年同期的十三宗；在被捕的人士中，七成即

四十一宗是持酷刑聲請的所謂難民，比去年同期激增九倍，其中二十七人來

自非洲，其餘則來自南亞。除了毒品氾濫，蘭桂坊也成為鼠竊狗偷的樂園，

上半年盜竊案達六十五宗；而街頭打鬥更是家常便飯，上半年就有四十五宗

午夜暴力罪案。  

 2015 年 3 月 27 日，「犁庭掃穴」行動，搗破利源西街一間無牌樓上酒吧，撿

獲近 450 瓶總值約 1.3 萬元的酒類飲品，拘捕 6 名南亞裔男女。  

 2015 年 5 月 15 日，「犂庭掃穴」行動，搜查利源東街及利源西街，搗破兩間

無牌酒吧，共拘捕 34 人，撿獲約 2100 瓶值約 4.2 萬元的酒類飲品。  

 2015 年 05 月 22 日，利源西街輝文大廈一間運作 5 年的無牌酒吧，拘捕 3 男

女，包括 60 歲菲律賓籍女負責人，撿獲一批約值 1.5 萬元酒精飲品。  

 2015 年 08 月 21 日，「雷霆一五」 (THUNDERBOLT 15)的行動，搗破利源西

街 11 號一單位，拘捕男女負責人，撿獲約 1 千支啤酒，總值約 2 萬元。  

 2015 年 09 月 11 日，利源西街 5 至 7 號利源大廈無牌酒吧，撿獲約 600 支酒，

總值 2.4 萬元，拘捕一名 51 英籍男負責人。  

 2016 年 11 月 25 日中環一間樓上酒吧涉嫌無牌賣酒，警方檢獲一批酒精類飲

品、雪櫃及收銀機。行動中，警方拘捕 34 人。  

 2017 年 4 月 21 日警方在中環利源東街打擊無牌賣酒，拘捕 22 人，並檢獲一

批酒精類飲品。  

 2017 年 9 月 23 日警方於中環利源西街搗破一個懷疑無牌賣酒場所，共檢獲

700 支啤酒。  

 2017 年 4 月 18 日 ON.CC 報導︰無牌吧殺入民居  中環妖聲震天  

南亞裔熱捧無牌酒吧，殺入中環民居！有「人間妖域」之稱的中環蘭桂坊，

主打高消費娛樂場所，惟近期上址烏煙瘴氣的亂象更蔓延至民居。東網記者

追查發現，同區住宅舊樓出現專售平價啤酒的無牌樓上吧，大批南亞裔人士

前來消遣暢飲，並吸引多名菲籍性感少女在場內兜搭，令大廈住客飽受滋擾。 

 2017 年 7 月 23 日 ON.CC 報導︰ 3 尼籍漢老蘭打交襲警   警犬鎮壓擒人  

南亞幫「老蘭」鬧事，拒警盤查更襲警，警犬咬噬鎮壓，半百警員增援「平



亂」！ 3 名持有香港身份證、分別 17 歲、 18 歲及 19 歲的尼泊爾青年，昨 (7

月 22 日 )晚趁周末，到有「人間妖域」之稱的中環蘭桂坊的酒吧飲酒消遣，

至今晨 4 時許，酒吧內大部分酒客已離去，他們酩酊大醉，在酒吧內大吵大

鬧，突因小故與 2 名外籍男子爭執，繼而扭打起來，拳來腳往，職員上前勸

止不果，雙方其後由酒吧追逐互毆到街外，嚇煞途人，紛紛四散走避，以免

無辜被殃及。  

 2017 年 9 月 25 日東方日報報導︰人間妖域  酒吧開大片四傷  

有「人間妖域」之稱的中環蘭桂坊發生酒吧「開大片」，昨凌晨四時許，一批

為數約十五人的本地漢，在一間酒吧與鄰枱三名顧客，疑因醉酒引起爭吵，

雙方一言不合，在酒吧內爆發混戰，有人推跌枱櫈，亦有人「爆樽」，場面混

亂，期間一名廿歲尼泊爾籍男職員上前制止，反被打傷頭部，其他職員見難

以控制，於是報警。  

 

中環選區的噪音及治安問題令人十分擔憂，現要求各部門提交相關數據，供

大家就有關問題在會上進行討論，解決中環選區內的相關問題，改善選區內居民

的居住及生活環境。  

 

問題 :  

 

1.  請問食物環境衛生署，在過去 5 年，每年針對中環選區內各街道酒吧食肆的衛

生問題投訴、巡查、檢控及定罪數字分別為何？請在附表 1A 詳列相關數據。 

 

2.  請問警務處，在過去 5 年，每年針對中環選區內各街道酒吧食肆的治安、噪音

問題投訴、巡查、檢控及定罪數字分別為何？請在附表 2A 詳列相關數據。  

 

3.  請問環境保護署，在過去 5 年，每年針對中環選區內各街道酒吧食肆的噪音問

題投訴、巡查、檢控及定罪數字分別為何？請在附表 3A 詳列相關數據。  

 

4.  請問民政事務處，在過去 5 年，每年針對中環選區內各街道酒吧食肆的酒牌申

請 (包括續牌申請 )的數字分別為何﹖諮詢當區區議員的次數分別為何﹖當區

區議員回覆情況分別為何﹖請在附表 4A 詳列相關數據。  

 

文件提交人  

陳學鋒  

 

附表  

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七日  

(秘書處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八日收到 )  



附表 1A 
 (1a) 過去 5 年每年針對中環選區各街酒吧食肆衛生問題的 

投訴、巡查、檢控及定罪數字 
 

街道 
投訴數量 (宗) 巡查數量(宗) 檢控數量(宗) 定罪數量(宗)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萬茂里                     
蘭桂芳                     
威靈頓街                     
德己立街                     
懷德里                     
仁壽里                     
安蘭街                     
美臣里                     
榮華里                     
和安里                     
德輔道中                     
利源西街                     
利源東街                     
昭隆街                     
堅尼地道                     
麥當勞道                     
花園道                     
下亞里畢道                     
雲咸街                     
亞畢諾道                     
贊善里                     
奧卑利街                     



伊利近街                     
卑利街                     
士丹頓街                     
鴨巴甸街                     
荷李活道                     
樓梯街                     
皇后大道中                     
急庇利街                     
干諾道中                     
中港道                     
域多利皇后

街 
                    

祖庇利街                     
文華里                     
林士街                     
其他                     

 
 
 
 
 
 
 
 
 
 
 
 
 



附表 2A 
 (2a) 過去 5 年每年針對中環選區各街酒吧食肆治安、噪音問題的 

投訴、巡查、檢控及定罪數字 (根據警務處紀錄) 

街道 
投訴數量 (宗) 巡查數量(宗) 檢控數量(宗) 定罪數量(宗)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萬茂里                     
蘭桂芳                     
威靈頓街                     
德己立街                     
懷德里                     
仁壽里                     
安蘭街                     
美臣里                     
榮華里                     
和安里                     
德輔道中                     
利源西街                     
利源東街                     
昭隆街                     
堅尼地道                     
麥當勞道                     
花園道                     
下亞里畢道                     
雲咸街                     
亞畢諾道                     
贊善里                     
奧卑利街                     
伊利近街                     



卑利街                     
士丹頓街                     
鴨巴甸街                     
荷李活道                     
樓梯街                     
皇后大道中                     
急庇利街                     
干諾道中                     
中港道                     
域多利皇后

街 
                    

祖庇利街                     
文華里                     
林士街                     
其他                     

 
 
 
 
 
 
 
 
 
 
 
 
 

 



附表 3A 
 

(3a) 過去 5 年每年針對中環選區各街酒吧食肆噪音問題的 
投訴、巡查、檢控及定罪數字 (根據環境保護署紀錄) 

街道 
投訴數量 (宗) 巡查數量(宗) 檢控數量(宗) 定罪數量(宗)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萬茂里                     
蘭桂芳                     
威靈頓街                     
德己立街                     
懷德里                     
仁壽里                     
安蘭街                     
美臣里                     
榮華里                     
和安里                     
德輔道中                     
利源西街                     
利源東街                     
昭隆街                     
堅尼地道                     
麥當勞道                     
花園道                     
下亞里畢道                     
雲咸街                     
亞畢諾道                     
贊善里                     
奧卑利街                     



伊利近街                     
卑利街                     
士丹頓街                     
鴨巴甸街                     
荷李活道                     
樓梯街                     
皇后大道中                     
急庇利街                     
干諾道中                     
中港道                     
域多利皇后

街 
                    

祖庇利街                     
文華里                     
林士街                     
其他                     

 
 
 
 
 
 
 
 
 
 
 
 

 



附表 4A 
(4a) 過去 5 年每年針對中環選區內各街道酒吧食肆的酒牌申請(包括續牌申請) 

的數字，諮詢當區區議員的次數，當區區議員回覆情況(根據民政處紀錄) 

街道 
申請及續牌數量 (宗) 諮詢當區議員次數(宗) 當區議員回覆次數(宗) 成功批牌數量(宗)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萬茂里                     
蘭桂芳                     
威靈頓街                     
德己立街                     
懷德里                     
仁壽里                     
安蘭街                     
美臣里                     
榮華里                     
和安里                     
德輔道中                     
利源西街                     
利源東街                     
昭隆街                     
堅尼地道                     
麥當勞道                     
花園道                     
下亞里畢道                     
雲咸街                     
亞畢諾道                     
贊善里                     
奧卑利街                     
伊利近街                     



卑利街                     
士丹頓街                     
鴨巴甸街                     
荷李活道                     
樓梯街                     
皇后大道中                     
急庇利街                     
干諾道中                     
中港道                     
域多利皇后

街 
                    

祖庇利街                     
文華里                     
林士街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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