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訴及仲裁委員會 

「關於 LCC 於 2020/09/03 被遊戲業務總監降職的上訴調查報告」 

案件編號：R-LCC-20200903 

負責人：Alex Liang (主席) 、Woody Sun，Tommy Lee 

(同時本委員會亦就事件成立附屬委員會進行調查) 

證人：Haxus Man (涉案人 - 遊戲業務總監) 、Issac Li (首席行政總監) 、Tsang 

Cheuk Him (首席營運總監) 、Lau Chi Ching (涉案人) 、Jimmy Yeung (組織總經

理) 、NoName (遊戲設計及支援部 翻譯組職員) 、Cake (UltraSky 玩家) ，Woody 

Sun (營運經理) 

調查展開日期：2020/09/03 – 2020/11/11 

綜合及報告日期：2020/11/12 – 2020/12/17 

 

#事件起因： 

上訴及調查委員會在 2020/09/03 接收到 LCC 的上訴申請，內容是關於遊戲業務

總監 Haxus Man 於 2020/09/01 把 HRL 伺服器主任 Lau Chi Ching 於 HRL 降職

並剝奪與營運部的職位。從而展開調查。 

 

#上訴原因： 

LCC 認為遊戲業務總監濫用職權，並未有尊重員工守則及職員手冊進行懲處，同時

LCC 表示他已經稍前通知遊戲業務總監關於他未能完成相關工作的理由是合理的，

因此決定提出上訴。 

 

#調查方向： 

本委員會聯同附屬委員會將以 1.LCC 是否有合理理由而未能完成工作，2.LCC 提

供的理由是否有證據支持或有證據推翻涉案人的內容陳述。 



*：當天凌晨 1 點的訊息 

理應於早上 9 點時仍能看到 

1. LCC 是否有合理理由而未能完成工作 

根據 LCC的陳述，LCC未能完成工作的原因是因為他在 2020/8/21-2020/8/31期間

需要完成大量的功課及準備考試，他亦表明他並觀看及瀏覽任何 HN / 非 HN的訊

息 (WhatsApp) 頻率降低。根據《員工守則及職員手冊》，只需要有提前預告之，

將不會違反 5(1) 。 

2. LCC 提供的理由是否有證據支持或有證據推翻涉案人的內容陳述 

根據本委員會及附屬委員會所收集的內容及證據顯示，LCC在陳述給本委員會時含

有虛假及欺騙成分，內容及證據如下： 

 

圖表 1 上訴及仲裁委員會所得出的時序表 

圖一顯示 LCC在不同時間都有閱讀及回覆訊息，並非頻率降低。 

詳細時序表如下： 

#### = Apple Lau 

#### = Haxus Man 

#### = Issac Li 

#### = Anson Tsang 

Monday 24/08/2020: 

 [10:36] [10:39] 首次要求劉姿呈填寫文件 (PM/CSCC) 

 [13:06] 以貼圖回覆 Haxus的要求 

 [23:36] Replied HRL message 

Tuesday 25/08/2020: 

  [03:21] 閲讀了 Ultra Sky的訊息 (Lauren) 

 [18:57] 閲讀了 HyperGroup的訊息 

Thursday 27/08/2020: 

* [01:39] 要求劉姿呈填寫文件 (Tagged) (CSCC) 

*  [01:54] 要求劉姿呈填寫文件 (Tagged) (CSCC) 



#：1136-1203 只相隔 30 分

鐘，理應能夠看到相關訊息 

@：1613-1822 只相隔 4 小

時多，理應能夠看到相關訊息 

!：當天凌晨 5 點的訊息理應於早

上 11 點時仍能看到 

^：2223-0048 只相隔 2 小時多， 
理應能夠看到相關訊息 

*  [09:56] 閲讀了 CSCC 的訊息 

  [15:10] 要求劉姿呈填寫文件 (Tagged) (CSCC) 

^ [22:23] 詢問文件填寫進度 (PM) 

 

Friday 28/08/2020: 

^  [00:48] 閲讀了 CSCC 的訊息 (Haxus) 

  [18:15] 閲讀了 Ultra Sky的訊息 (NN) 

  [21:45] 要求劉姿呈儘快遞交文件 (PM) 

 

Saturday 29/08/2020: 

#  [11:36] 警告劉姿呈在 31/8 或之前遞交文件 (PM) 

#  [12:03] 閲讀了 Ultra Sky 的訊息 (NN) 

  [18:26] 閱讀了 Ultra Sky的訊息 

Sunday 30/08/2020: 

@ [16:13] 詢問文件狀況 (CSCC) 

@  [18:22] 閲讀了 Ultra Sky 的訊息 (cake) 

  [20:27-29] 查詢文件狀況 (PM) 

 

Monday 31/08/2020: 

! [05:01] 在截止日期當天查詢文件進度 (PM) 

!  [11:07] 閲讀了全體委員會的訊息 

 [23:33] 在截止日期當天查詢文件進度 (PM) 

  [23:54] 以趕功課為由向 Issac解釋 

 

Tuesday 01/09/2020: 

  [00:25] 向 Issac查詢降職一事  

  [08:43-45] 向 Haxus解釋欠交文件 

但是 LCC表示在閲讀 Issac Li於 31/8 23：33 之後，才「清楚」得知要完成相關

文件。而在 1/9有人向她表示降職安排時，才閲讀了 Haxus Man的訊息，發現原來

要完成相關文件。 

證人 (涉案人) 表示在降職前，只看到了 Haxus Man一開始的訊息，以及 Issac 

Li 最後“final reminder” 的訊息，總共兩則訊息。 

降職後，才看到 Haxus Man早前不斷提醒的訊息 

直至 6/9，證人仍然表示它仍然有與 HyperNitePo.相關而未讀的訊息 



證人 (涉案人) 表示做功課期間一直有觀看 WhatsApp，不過頻率降低，並且沒有

向上下滑，翻看其他訊息（只看到最新的幾項訊息）。 

 

#判案結果： 

經過與附屬委員會及本委員會的討論後，一致認為 LCC並非符合《員工守則及職員

手冊》內的豁免標準，同時亦未有按照正常程序申請假期 (根據中央政策組的指

引，若有一段時間未能工作或需要處理其他事務，可以向人力資源部提出休假申

請，期間各部門將不會把工作交給該名職員處理) 。因此，本委員會及附屬委員會

裁定 LCC上訴失敗。並且維持原判，剝奪營運部門的所有職位，同時不設二次上

訴。 

 

如上訴人有任何不滿或疑問，請向上訴及仲裁委員會 Tommy Lee 提出查詢。 

 

最終文本：2020/12/16 

HYPERGROUP\上訴及仲裁委員會\「關於 LCC 於 2020/09/03 被遊戲業務總監降職的上訴調查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