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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處通函第 6/2020 號

在天台或地板上安裝消防泵或供水缸

本通函旨在取代消防處通函第 1/2012 號，以配合屋宇署擴大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的涵蓋範圍，並透過簡單和方便的程序利便小規模

建築工程的進行。

《 2020 年建築物（小型工程）（修訂）規例》於二零二零年九

月一日生效，修訂事項包括將以下有關安裝消防泵及供水缸的工程項

目納入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i) 豎設或改動玻璃強化聚酯水箱；以及

(ii) 豎設或改動用於支承屋宇裝備裝置的構築物或該等裝置

的金屬箱。

因此，如改動及加建工程涉及安裝消防泵及丨或供水缸及其相

關支架或其他建築工程並屬於上述的小型工程項目，可按照小型工程

監管制度訂明的簡化規定進行，並無須事先獲得屋宇署批准和同意。

相關例子載於附錄 A 以供參考。

就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的詳細要求及程序，請參照《 2020 年建築

物（小型工程）（修訂）規例》丶《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一般指引》、《小

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及屋宇署網站(www.bd.gov.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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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天台或地板上直接安裝消防泵而不涉及結構系統的建

造或任何其他建築工程，仍須遵從附錄 B 所列的現行遞交證明書和核

證程序。安裝工程須由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進行，並由認可人士或註

冊結構工程師核證，以確保結構安全。

如對上述安排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1709501 聯絡消防安全總

區消防區長（支援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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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附件

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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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在天台或地板上安裝消防泵／供水缸的小型工程項目例子

小型工程項目 小型工程項目的條件 工程的分
級分類

1. 於地面或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 (a) 該工程不涉及改動任何其他結構構件； 第 I 級別

板）上豎設玻璃強化聚酯水箱 (b) 該水缸的容量，不超過 4.5 立方米；及 小型工程

(i) , 或改動地面或平板（不包括懸 (c) 該工程不屬 《 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 》 第 2.3 項或附表 2 第 2 部第 3 項 (ii}所 項目 1.49

臂式平板）上的玻璃強化聚酯水箱 描述者。

2. 於地面、簷篷（不包括懸臂式平 (a) 該工程不涉及改動任何其他結構構件； 第 I 級別

板）或建築物屋頂（不包括懸臂式 (b) 如屬支承構築物，而該構築物經設計用作支承其他屋宇裝備裝置，該構築物 小型工程

平板）上，豎設用於支承屋宇裝備 的高度不超過 1.5 米；及 項目 1.50

裝置（如重量超過或等於 200 公斤 (c) 如屬金屬箱—

的消防泵）的構築物或該等裝置的 (i) 該金屬箱的重量，不超過該屋宇裝備裝置的重量的 10%; 及

金屬箱，或改動在豎設位置的支 (ii) 該裝置在所有方向，均與該金屬箱的內面相距不超過 200 毫米；及

承構築物或金屬箱 (d) 該工程不屬《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第 3 .50 項 (ii)所描述者。

3. 於地面或建築物屋頂（不包括懸臂 (a) 該工程不涉及改動任何其他結構構件； 第 III 級別

式平板及非開放屋頂），豎設用於 (b) 如屬支承構築物一 小型工程

支承屋宇裝備裝置（如重量不超過 (i) 該構築物經設計用作支承符合以下說明的屋宇裝備裝置一 項目 3.50

200 公斤的消防泵）的構築物或該 (A) 重量不超過 200 公斤；及

等裝置的金屬箱，或改動在豎設 (B) 平均重量（如該構築物位於地面上）不超過地面面積每平方米 100 公

位置的支承構築物或金屬箱 斤或（如該構築物位於屋頂上）不超過平板面積每平方米 100 公斤；

及

(ii) 如該構築物經設計用作支承其他屋宇裝備裝置，該構築物的高度不超過 1.5 米；及

(c) 如屬金屬箱—

(i) 該金屬箱的重量，不超過該屋宇裝備裝置的重量的 10%; 及

(ii) 該裝置在所有方向，均與該金屬箱的內面相距不超過 200 毫米 。

(i) 工程包括相關支架。

(ii) 就有關第 2.3 項、附表 2 第 2 部第 3 項及第 3 . 50 項的細節，請參照《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 O



- 4 -

在天台或地板上直接安裝消防泵的

建築物結構安全證明書

附錄 B

假如直接把消防泵安裝在現有建築物的天台或地板上而不

涉及結構系統的建造（例如建造支撐架或混凝土基座／磚用以平均分

布消防泵的重量及／或固定消防泵，或任何其他建築工程），認可人

士或註冊結構工程師須核證建築物的結構安全，並擬備可資證明的計

算資料，在安裝工程完成後向消防處遞交結構證明書及相關文件，用

以證明建築物的結構安全。

A) 結構證明書必須載有下列資料：

1. 獲委任的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的資料；

2. 建築物的資料；

3.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的聲明，確證現有建築物的

結構安全，並有可資證明的計算資料；

4. 已安裝的消防泵的資料，包括每－消防泵的外殼；

5. 受影響的結構構件；以及

6. 在檢査程序中採用的設計守則。

B) 相關文件包括：

1. 標示消防泵位置、每－消防泵的外殼體積和受影響結構

構件的圖則；以及

2. 完工後拍下作紀錄的照片。

結構證明書格式樣本載於附件 I' 審閱結構證明書的流程圖

載於附件 II' 以供參考。

假如發現直接安裝於現有建築物天台或地板的消防泵，並未

經由認可人士或註冊結構工程師提供計算資料及核證，屋宇署可基於

安全理由，對有關消防泵採取適當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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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樣本

在天台或地板上直接安裝消防泵的

建築物結構安全證明書

附件 I

本人（認可人士或註冊結構工程師全名）特此證明，名為

（建築物地址）的建築物，在（安裝地點，例如天台層）的消防裝置

工程完成後，能夠承受可能有所增加或改變的任何負荷和壓力。

2. 本人已檢查現有建築物的結構是否安全，以及保存可資證

明的計算資料，並可應要求出示這些計算資料，以供查核。

3. 已完工的消防泵裝置的詳情以及受影響的結構構件如下：

日期：

(a) 消防泵—

泵的編號＃

泵（包括每－消防泵

外殼）的靜態重量

（公斤）

(b) 夾附圖則所示的受影響結構構件：

（例如核准框架圖則上的樑柱／地板標記）

(c) 在檢査程序中採用的設計守則：

（例如 LCC 、英國標準 BS8110)

(d) 拍下完竣工程的照片，以作記錄。

（簽署）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

註冊證明書編號：

註冊屆滿日期：

＃請參閱標示消防泵位置的夾附圖則

＊刪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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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在天台或地板上直接安裝消防泵的結構證明書的

處理流程圖

1: 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

計 劃在天台 ／地板上

直接安裝消防泵。

傳真日期··········--··--··--·· "'·"······· ············------·····--·····--······"··"' 

＊査核率設定為 100%,
並會不時檢討。

2: 委任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 。

註 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向認可人士或註冊結構

工程師提供包括消防泵外殻的消防泵資料 。

3: 認可人士或註冊結構工程師檢査建築物

的結構是否安全，以及核實安裝消防泵沒

有涉及建築工程。

4: 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在天台 ／

地板上安裝消防泵。

5: 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發出完工通知書，以及認可人士／註

冊結構工程師向消防處遞交結構證明書及相關文件。

消防處以傳真方式，要求屋宇署結構顧問小組提供協助，

並以一般派遞方式，把個案轉介該小組 。

6: 屋宇署結構顧問小組收到消防處的傳真。

否

8: 屋宇署結構顧問小組要求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提

供計算資料。屋宇署結構顧問小組檢索有關的正式記錄。

9: 屋宇署結構顧問小組查核結構證明書是否可以接受。

........................ ....................... ................ ..................................................... 1 10: 屋宇署結構顧問 4丶組回 覆消防處 。
由傳真日期起計

30 天內

11 : 消防處整理査核結果，一併回覆

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和認可人士

／註冊結構工程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