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遊樂場所的消防規定 

 

桌球室 

保齡球室 

溜冰場 

 

1. 須提供下列手提滅火筒 : 

 

9 公升裝水式滅火筒 _____________ 具 

2.5 千克/4.5 千克二氧化碳滅火筒或 1 千克/2 千克/4.5 千克亁粉式滅火筒

________ 具 

 

2. 所有通風系統必須符合香港法例第 123J 章建築物(通風系統)規例的規定。 

 

3. 樓宇內所有電掣均須以中英文標明其作用。應在安娤電掣的房間、櫃或箱的

門外以 25 毫米大中英文將該等電掣一一列明。 

 

4. 所有出路均須以燈牌指明，其上的中英文 “出路” 字樣必須在 7.5 米距離

內清晰可見。 

 

5. 如須關閉任何副出路門，則該門必須裝有認可的安全門栓，並在門閂上方髹

上 100 毫米大中英文 “托閂開門” 字様。 

 

6. 樓宇內有市民時，所有出路門不得上鎖。 

 

7. 所有出路門須向外開，且在開啓時不致阻塞樓梯或走廊。 

 

8. 所有通往樓梯的門須為自掩門，並有半小時抗火時效。若要在不需絶縁的門

上裝上非絶緣玻璃，其面積最大不得超過門面積的 25%。 

 

9. 樓梯兩邊應有扶手，營業時間內應有充份照明。 

 

10. 應有足夠的通道，所有出路及樓梯必須經常暢通無阻。 

 



11. 除廚房外，不得在樓宇內其他地方煮食，並應以具有 1 小時抗火時效的抗火

牆把廚房與樓宇內其他地方完全隔開，而且任何門口均須以具有半小時抗火

時效的自掩門保護。 

 

12. 廚房內只可使用煤氣或電力煮食。在廚房以外的地方只可用電力把食物加熱

/ 燒水。 

 

13. 不得有易燃裝飾。如使用易燃牆壁及天花隔板，則該等牆壁及天花隔板的表

面火熖蔓延率須符合英國標準 476 第七部第一級或第二級的規定。或用認可

的防火漆 / 溶液加以處理，使其符合該規定。若採用以認可防火漆 / 溶液

處理的方法，則工程須由第二級註册消防装置承辦商進行，並由承辦商發出

證明書，送交本處以資證明。 

 

14. 所有裝飾，包括窗簾、帷幕及其他紡織品掛飾等，其所用的物料均須為防火

纖維，而且在按照英國標準 5438 的規定測試時，須符合英國標準 5867 第二

部 B 類纖維的規定，或利用經第二級註冊消防装置承辦商證明的認可防火漆

/溶液加以處理，使符合該標準。同時須由承辦商發出證明書，送交消防處處

長以資證明。 

 

15. 樓宇不得作住宅用途，但為了保安理由，可容許一名看更在樓宇內過夜。 

 

16. 任何保齡球瓶噴漆，髹光油或類似工作(在保齡球道上的固定物件進行這頪工

作除外)必須在空曠地方或另外一間特別用抗火材料建造的房間或建築物內

進行。如屬後者，所有照明設備均須為防火類型，同時電掣須装置在該房間

/ 建築物外面。 

 

17. 建築物內的所有消防装置及設備，均須妥善保存，並維持良好的操作效能。

若需要更改及添置，工程須由註册消防装置承辦商進行，並發出證明書予消

防装置持有人，同時在 14 日內把證明書副本送交消防處處長。 

 

18. 附加規定： 

 

如果處所內採用了聚氨酯泡膠床褥和軟墊家具，它們都必須分別符合英國標

準 BS 7177 (1996) 和英國標準 BS 7176(1995) 所訂的可燃性標準(適用於中度

危險的處所／樓宇)，或得到消防處處長認可的標準。詳情請看附錄。 

 

 

 

 

 

 

 

 

 



Annex
附錄

 

 
Details of the Fire Services Requirement 

for PU Foam Filled Mattress and Upholstered Furniture 

聚氨酯乳膠床褥及襯墊傢具之消防安全規定標準詳情 

 
(a) All PU foam filled mattresses shall conform to British Standard 7177:1996 (for use in 

medium hazards premises/building) or its international equivalent standard acceptable by the 

Director of Fire Services. 

 

(甲) 所有含有聚氨酯乳膠之床褥須符合英國標準 7177(一九九六年版)(適用於中度

危險的處所／樓宇)或消防處處長接受的同等國際標準。 

 

(b) All PU foam filled upholstered furniture shall conform to British Standard 7176:1995 (for 

use in medium hazards premises/building) or its international equivalent standard acceptable 

by the Director of Fire Services. 

 

(乙) 所有含有聚氨酯乳膠的襯墊傢具須符合英國標準 7176(一九九五年版)(適用於

中度危險的處所／樓宇)或消防處處長接受的同等國際標準。 

 

(c) The PU foam filled mattresses and upholstered furniture meeting the specified standards 

shall bear an appropriate label as listed overleaf.  Invoices from manufacturers/suppliers 

and test certificates from a testing laboratory both indicating that the PU foam filled mattress 

and/or furniture items comply with the specified standards shall be produced for verification.  

The test certificates shall be issued by a testing laboratory accredited to conduct test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standards, and be authenticated by the company’s stamp of 

manufacturers/suppliers. 

 

(丙) 符合指定標準的聚氨酯乳膠床褥及襯墊傢具須附有適當的標籤(標籤樣本載

於本附件背頁)。此外亦須出示製造商/供應商的發票和測試實驗所的測試證

明書供查核，以證明有關的聚氨酯乳膠床褥及/或襯墊傢具符合指定標準。

測試證明書必須獲授權進行有關測試的認可實驗所發出。測試證明書上亦須

蓋上製造商/供應商的公司印章，以供核證之用。 



Sample of Label (標籤樣本) 
 
 
Sample I (樣本 I) 
 
 
NOTICE 
 
THIS ARTICLE IS MANUFACTURED FOR USE IN 
PUBLIC OCCUPANCIES AND MEETS THE 
FLAMMABILITY REQUIREMENTS OF CALFORNIA 
BUREAR OF HOME FURNISHINGS TECHNICAL 
BULLETIN 133”/129”/121”.  CARE SHOULD BE 
EXERCISED NEAR OPEN FLAME OR WITH BURNING 
CIGARETTES. 
 
告示  
 
此家具為供公眾使用而製造，符合加利褔尼亞州家具局

技術報告 (TB) 第 133”/129”/121” 的可燃性規定，請勿將
此家具放近明火或有香煙的地方。  
 
 
*Delete wherever inapplicable/請刪去不適用者  
 
Note  :  The minimum size of the label shall be 5 x 7.5 cm and the minimum size of the type shall be 3 mm in height.  All 

type shall be in capital letters. 
  
註     :  標籤面積最小須為 5 x 7.5 厘米，字體高度最小須為 3 毫米。  

(英文版告示的所有字體必須為大楷) 
 
 
 

Sample II (樣本 II)          Sample III (樣本 III) 
 
                                                
                                       

 

 

Complies with BS 

7176 : 1995 

direct test/predictive 

test* 

for medium hazard 

*Delete whichever is 

inappropriate 

符合英國標準 7176 

(1995) 

適用於中度危險的 

直接測試/預報測試

標準* 

*刪去不適用者 

 

 

Complies with BS 

7177 : 1996 

for medium hazard 

 

符合英國標準 7177 

(1996) 

適用於中度危險的

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