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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安全

世界各地每年均發生不少火警意外，造成大量的人命及財產損失。單在2015年，

香港消防處便接獲34,320宗火警召喚個案，造成23人不幸喪生、320人受

傷。當中，不小心處理燃着的物品和煮食時發生意外，是釀成火警的主要原

因，此類個案共有1,563宗。本文將介紹基本的防火安全知識，例如火警應

變措施、如何使用滅火筒及其他消防設備等，從而加強飲食業及旅遊業員工

對火警危害的警覺，改善職業安全。

大馬旅遊巴士着火  30名中國遊客逃生
台旅遊巴大火  26人罹難

尖沙咀酒店廚房二級火 
消防灌救  顧客職員疏散

爐頭搶火燒油煙槽  旺角餐廳火警

台美食街火警  燒七戶民宅  需暫停營業
美賭城酒店大火  數百遊客逃離

消防安全要求
建築物的消防安全通常由四個主要因素決定：(1)在火災情況下提供的「逃生途徑」(MOE)、

(2)使消防員能夠進行救援和撲救工作之「進出途徑」(MOA)、(3)建築物抵禦火勢影響和儘量

減少火勢和煙霧擴散能力之「耐火結構」(FRC)和 (4)「消防裝置及設備」(FSI)。

在本港，屋宇署及消防處等政府部門，根據法例的要求為上述四點制訂各種規則及指引，例

如《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及《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與裝置及設備之檢查、測試及保

養》等，配合定期巡查及在有需要時採取執法行動，以保障市民的生命及財產安全。



消防裝置
常見的消防裝置及設備包括：

•	 滅火器具，例如手提滅火筒、滅火氈、 •	 應急照明系統及出口指示牌

沙桶、消防栓╱喉轆系統等
•	 通風╱空氣調節控制系統

•	 火警警報系統，包括火警鐘掣、火警偵測
•	 消防員升降機

系統等
•	 排煙系統

•	 灑水系統

手提滅火筒
手提滅火筒根據滅火物料分類為水劑、泡劑、乾粉及二氧化碳。就每個處所的滅火器具需

求，請向適當級別的註冊消防裝置為承辦商或有關部門查詢。舉例來說，根據前述的守則，

每100平方米樓面面積，應有一個滅火筒。至於面積超過230平方米的處所或位於地庫而面

積超過126平方米的處所則應設有花灑系統。另一方面，火爐及平底鑊等煮食設備的形狀和

運作原理也會影響所需的滅火器具。

使用滅火筒時，請參照筒上的說明及使用指示。

手提滅火筒的種類

類型 大約射程 大約噴射時間 適用火警

水劑 6米 60秒

普通火源
（例如紙張、布塊、木材、塑膠、垃圾、
雜物等）

*切勿用於電火或油火

泡劑 4至6米 50秒

普通火源和油火
(易燃液體或油類物質，如火水、電油、
酒精、動植物的油脂等)	

*切勿用於電火

乾粉 1.5至4米 8至	20秒 大部份火警



類型 大約射程 大約噴射時間 適用火警

二氧	
化碳

1至2米 8至	20秒

油火及電火
•	 使用時，要握着指定的地方，以免
凍傷雙手

•	 二氧化碳可以令人窒息，故不應在密
閉空間使用及使用後應走往空曠地方

•	 並非最適合於普通火源，因為強烈氣
流可能導致灰燼擴散且難以防止火種
重燃

記住PASS，學識使用滅火筒

手提式滅火筒的作用，是當火警發生初

段，讓現場人士可儘快在安全的情況及

距離下嘗試撲滅小火。使用滅火筒前，

應評估火勢及自身安全。

滅火筒使用口訣：

1. P- Pull the pin : 拔出安全鎖針

2. A- Aim :對準火源底部

3. S- Squeeze :按下操作桿

4. S- Sweep :來回掃向火源底部

注意：本圖以使用乾粉滅火筒為例子，

乾粉滅火筒適用於大多數火警，包括火

源為紙張、木材、電器或燃燒中之易燃

液體。

留意，噴出的乾粉會減低能見度，使用

前應計劃好逃生路線。若發現火勢不受

控制，應立即逃生到安全地點及報警。

消防栓╱喉轆系統 
消防栓 

消防出水口，通常安裝於靠近樓梯的門廊或梯間供消防員使用。

消防喉轆 

消防喉轆可以獨立式與消防栓一起連接安裝於近樓梯門廊、梯間或工作間近出口處。在本

港，喉轆櫃門上須以50毫米高的字體寫上「FIRE	HOSE	REEL消防喉轆」。消防喉轆喉咀可

達樓宇所有部份，而喉管長度不超於30米，裝上喉咀的喉轆膠喉須可噴出最少6米長的水

柱。在毗鄰消防喉轆的牆上當眼處貼上告示，說明使用消防喉轆的方法。在喉轆附近應設

置長度約300毫米的金屬或塑料槌子，以便在發生緊急情況時打破玻璃板，以啓動火警鐘

及消防泵。



正確使用喉轆方法

1.	打破火警鐘玻璃

（啟動火警鐘及

消防泵）。

2.	開啟來水掣。

3.	 打 破 喉 咀 箱 玻

璃，拉出膠喉管。

4.	 開啟喉咀掣，射

向火源底部。

註：　本文資料只供參考，消防設備會因當地法例及實際情況而有所出入。

緊急應變
除了日常的火警預防措施外，飲食業及旅遊業的僱

主或管理人，要事先制訂緊急應變計劃，加上適當

的演習和訓練，以便能在火警發生時發揮領導職

能，帶領其他員工安全逃離火場。應變計劃的內容

應包括走火通道及出入口位置、救火設備、火警應

急組及安全集合地點等。同時應將內容告知員工，

並張貼有關告示在當眼處以作提醒。

如員工要在不熟悉的環境下工作，例如導遊身處外

地酒店，應在抵達後預留時間以熟悉四周環境及逃

生路線，並向同事及團友說明火警措施及集合地點

等事宜。

發現火警的處理

當發現火警，應保持鎮定。若受過訓練及在安全的情況下，可嘗試利用附近的滅火設備救

火；若火勢不受控制或對自身安全有威脅時，須按照應變計劃內容向有關火警應急組報告，

包括按動警鐘或報警等。

www.oshc.org.hk



在撤離火警現場時，應注意以下重點：

•	 確定火源位置，向火源的相反方向逃走，並關上起火房間的門，儘快離開大廈；

•	 以濕毛巾掩着口鼻，儘量貼近地面或牆壁以爬行方式逃離現場，可避免吸入過量濃煙及

有毒氣體；

•	 若門外火勢猛烈，或逃生通道全部受阻，可嘗試返回面向馬路的房間，並將門關上，拿

地氈或毛巾將門底部的空隙塞住，以阻止濃煙滲入，然後在窗前呼救，切勿從窗口躍下；

•	 如果逃生途徑須通過大廈的其他地方，則每當走過一道防煙門時，應隨即將門關上，這

樣可局限煙火的蔓延及減少造成的損失；及

•	 在逃到集合地點後，應向火警應急組報到，以便點算人數。

車廂逃生小貼士

敲爛玻璃手錘（Break	Glass	Hammer）是一件重要的安全設備，方便乘客在緊急時，可以敲

爛車窗玻璃逃生。當遇到緊急情況時，乘客可從窗邊取下手錘，利用尖端部份敲擊汽車側窗

的邊角，便可將玻璃窗敲爛，除去窗框上的玻璃後便可以經窗戶逃生。部份手錘尾部更設有

安全刀片供割斷卡住的布料，例如安全帶或領呔之用。

總結
總結而言，防火安全對飲食業及旅遊業員工都十分重要，充足的訓練加上正確運用各防火安全

設備，積極參與政府有關部門及機構所安排的職安健活動，如職業安全健康局所舉辦的防火課

程，一定可以大大增加大家的防火知識，提高飲食業及旅遊業的職安健水平。

職安健訓練課程推介
飲食業工作安全 (CA) 防火安全 (商業 )(FP(COMM)) 

本局職安健訓練中心為飲食業及旅遊業從業員提供一系列職安健訓練課程。其中飲食業工作安

全(CA)課程，讓學員認識飲食業內的多種危害(包括防火安全)及其預防方法。而防火安全(商

業)(FP(COMM))課程為一天的短期課程，讓學員透過理論及實習，了解火警的原因、防火設施

及結構的要求，如何使用滅火筒及相關的應變計劃等。

如欲索取更多有關職安健課程資料，請致電2311	3322或3106	2000與本局訓練中心聯絡。

有獎問答遊戲抽獎結果：

第59 期飲食業及旅遊業安全健康通訊

答案：1A. 負荷物的形狀  2C. 善用機械輔助設備  3A. 重新設計工序
得獎者：李淑英、梁永成、麥釗、楊偉倫及霍育安

恭喜以上各得獎者，得獎者已獲專函通知領獎事宜。

職安熱線 OSH Hotline：2739 9000



1. 以下哪一項並非本文提到的建築物消防安全因素？
 A. 在火災情況下提供的逃生途徑 (MOE) 
 B. 消防裝置及設備 (FSI) 
 C. 紅色安全建築 (RED) 

2. 以下哪一項是乾粉滅火筒常見的顏色？
 A. 紅色 
 B. 綠色 
 C. 銀色 

3. 以下哪一項是正確使用消防喉轆的方法？
 A. 使用時應打破火警鐘玻璃，以啟動火警鐘及消防泵 
 B. 使用時無須打破火警鐘玻璃，以免發出噪音騷擾他人或被玻璃碎片割傷 
 C. 消防喉轆平日可用作洗車及灌溉，物盡其用 

請3出正確答案及填妥下列表格，郵寄或傳真回2739 9779本局總辦事處，信封面請註明「飲食業及旅遊業安
全健康通訊問答遊戲」。截止日期：2017年5月19日。

中文姓名

必須與香港身份證姓名相同

香港身份證號碼

只須填寫首四個號碼，例如：A123XXX(X)

地址

聯絡電話 

  所有資料將於活動結束後銷毀。

參加細則
1.	歡迎年滿15	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參加，每人只限參加一次。 5.	得獎結果以主辦機構的決定為準，各得獎者將獲專函個別通知。

2.	得獎者的姓名必須與香港身份證上的姓名相同，否則將被取消得獎資格。 6.	主辦機構保留更改有關是項活動事宜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3.	參加者有機會贏得價值$150	超市禮券。 7.	倘有任何爭議，一切以主辦機構的決定為最終決定。

4.	主辦機構之員工及其直系家屬均一律不得參加。 8.	歡迎複印參加表格。

免費訂閱表格 本人對飲食業及旅遊業安全健康通訊感興趣，並希望以電子郵件索取：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

填妥後請將表格傳真至  2739 9779 職業安全健康局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你向職業安全健康局〔「本局」〕所提供的資料，包括《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指的個人資料，只會用於相關活動。 
2. 為讓你得知最新的本局活動，本局將使用你的個人資料，包括你的姓名、電話號碼、郵寄和電郵地址，將有關職業
安全健康訓練課程、活動、服務及資訊提供給你。你的個人資料亦可能被用作本局之研究及統計用途。 

3. 你可選擇是否同意接收上述資訊。若不同意的話，請於下列拒收資訊一欄之空格內加上「3」號*。 
4. 你有權要求查閱及修正你的個人資料。有關申請須以書面向本局提出，地址為香港北角馬寶道28號華滙中心19樓。 

□ * 本人不同意日後接收由職業安全健康局發出其活動和相關的資訊。  

簽署 日期 

2017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Council 職業安全健康局3/2017(1)

地址：香港北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19樓
電話 ：2739 9377
傳真 ：2739 9779
電郵 ：oshc@oshc.org.hk
網址 ：www.osh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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