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宿的防火安全措施

为保证民宿投宿人员与周围居民的安全，
必须采取防火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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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的防火安全措施

为保证民宿投宿人员与周围居民的安全，
必须采取防火安全措施。

致民宿服务提供方
出于安全住宿的考量，请配备旨在确保安全的消防设备等。

将小区住宅的一部分用作民宿时

在独户住宅设置民宿时

需要重新设置在走廊、楼梯等公共区域。不过，如果满足一定条件，
有时也无需设置。

原则上需要。另外，民宿部分为普通住宅的一部分（不到一半）
且面积不超过 50 ㎡时，设置住宅用火灾报警装置即可。

原则上需要设置。但如果满足一定条件，也可免于设置。

民宿部分（超过建筑物的一半时，则相当于整个建筑物）的面积
超过 150 ㎡时，需要设置。

已在总建筑面积超过 150 ㎡的小区住宅中设置时，无需再设置。

民宿部分需要设置自动火灾报警装置。已在总建筑面积超过 500 ㎡
的小区住宅中设置时，无需再设置。
另外，民宿部分较小等满足一定条件时，如果在民宿部分与管理
室等，通过简单施工设置无线自动火灾报警设备，也基本能够满
足要求。

有些地方性条例可能会要求“张贴逃生路线图”或“常设手电筒”等。有关具体的消防法律法规的确认等详
细情况，请与附近的消防机关联系。

民宿部分使用窗帘、地毯等物时，请使用具有防火性能（防止火灾发生、
阻止火势蔓延等）的规格产品。

整栋建筑物的满员人数超过 30 人时，需要指定防火管理员，并使用本手册进
行提醒注意等宣传活动。另外，也可以外部委托。

※ 防火管理员的选择

※ 防火物品

自动火灾报警设备（旨在尽早发出火警）

引导灯（引导到逃生口）

灭火器材（用于初期灭火）

防火

自动火灾报警设备（旨在尽早发出火警）

引导灯（引导到逃生口）

灭火器材（用于初期灭火）消火器

誘導灯

自動火災報知設備

消火器

誘導灯

自動火災報知設備

窗帘

地毯
本手册编写内容涉及民宿服务提供方应向投宿人员传达的必要事项，以确保在民宿服务
提供方等相关人员经常不在的民宿中，投宿人员可以安全、放心地住宿。
本手册编写内容涉及民宿服务提供方应向投宿人员传达的必要事项，以确保在民宿服务
提供方等相关人员经常不在的民宿中，投宿人员可以安全、放心地住宿。

（注）在本手册中，“民宿服务”是指“利用住宅（独户住宅、小区住宅等）的部分或全部提供住宿服务”（与“民宿服务”
提供方有关的探讨会中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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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起火措施

致民宿服务提供方 致民宿服务投宿人员

防止起火是防火安全措施的根本。
请参考本页，根据设施的状况采取防止起火措施，与此同时，参考右页，编制投宿人
员住宿注意事项，张贴在房间内。

希望对防火措施给予有效帮助。

请针对导致建筑物火灾的主要起火原因的“炉灶”、“取暖器”、“香烟”，采取防止
起火措施。

导致建筑物火灾的主要起火原因

可能会因乱扔烟头而导致火灾。明示可否吸烟或吸烟规则等。
●室内禁烟、禁止阳台吸烟
●禁止床上吸烟
●烟灰缸添水使用

使用炉灶等烹饪器具或取暖器等制热器具类用
火器具时，如果使用处置不当，则可能会导致
火灾。
请根据配置的用火器具的特性，明示不当使用
处置事例以及注意事项，以提醒投宿人员注意。

《提醒注意事项示例》
●请勿将可燃物靠近用火器具
●烹饪期间请勿离开炉灶
●只能使用配置的锅等烹调用品

※请在民宿设置带安全装置的用火器具。

※请使用具有防火性能的床上用品等，以消除因烟头而导致火灾的风险。

提醒对用火器具加以注意
出处：2015年版消防白皮书（总务省消防厅）

提醒对用火器具加以注意1

炉灶与取暖器等的使用方法与使用注意事项炉灶与取暖器等的使用方法与使用注意事项1

请遵守吸烟规则请遵守吸烟规则2

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3

恪守吸烟规则恪守吸烟规则2

住宿注意事项

请将烟头放入添入水的烟
灰缸中，并将其熄灭。
请在指定的场所吸烟。

注意

经常会发生火灾。请勿采
取危险的使用处置方法。
使用方法不明时，请按紧
急联系方式进行确认。

注意

说明灭火器材等的设置场所与使用方法说明灭火器材等的设置场所与使用方法3

1 2 3

禁止在走廊与阳台吸烟 禁止床上吸烟

灭火器材的

使用方法

请确认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以便在
发生火灾时可立即进行初期灭火。火
焰够到天花板时，请放弃初期灭火，
立即撤离。

注意

火苗还没有够到天花板。
还可以灭火。

向火源喷射灭火剂。
火苗熄灭之后，关闭煤气总阀。

来到厨房时，烹饪器具旁边已经
发生火灾！

如果火灾较轻，那么利用灭火器材进行的初期灭火是有效的。住宿之前，请向民宿投宿人员进行说明，以使其理解灭火
器材的设置场所与使用方法。另外，设有室内消防栓设备时，也请说明使用方法。

请使用室内配置的器具与锅等烹调用品！

可吸烟时的示例

※请在民宿设置灭火器材等，以便发生火情时可立即进行初期灭火。

搬运时握住下面的把手 向上拔出黄色销子 将喷嘴朝向火源 握住把手，通过喷嘴喷射
灭火剂

4

·在烟灰缸中加水 ·烟蒂不要堆满
·不要将烟蒂扔在垃圾桶中
（请放入指定的烟灰缸）

·请勿将可燃物放在取暖
器附近
·需要加油时，请按紧急
联系方式进行联系

·请勿将可燃物靠近取暖器附近

·需要加油时，请按紧急联系方式进行联系

烹饪期间请勿离开炉灶

使用之前确认使用方法

烹饪期间请勿离开炉灶

请将烟蒂放入指定的烟蒂丢弃处。
（请勿将烟蒂丢入垃圾桶中，否则可能会导致火灾。）

OR

禁烟时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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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生楼梯

民宿部分

○○○号室
住户 住户 住户 住户住户

逃生楼梯

张贴逃生路线图

致民宿服务投宿人员

投宿人员在发生火灾时能够适当地行动，这一点是需要的。
请参考本页采取措施，与此同时，参考右页，编制投宿人员在发生火灾
时的应对方法，张贴在房间内。

请确认灭火器材等的位置、逃生路线与逃生方法，以便在遭遇火灾
时可采取适当的行动。

逃生路线图的制作示例逃生路线图的制作示例1

明确告知逃生方法明确告知逃生方法2

逃生路线图1

逃生路线图

注意
使用之前，请在逃生路线图上确认发生火灾时的逃生路线。

然后，亲自沿着该路线走一遍，以确认逃生路线。

除非发生火灾，否则请勿踢破阳台隔板。

制作逃生路线图，张贴在正门门口等显眼的场所，以免投宿
人员因不熟悉建筑物的结构或逃生路线而失去逃离火灾现场
的机会。
另外，也请填写消防设备或逃生器具的设置场所等。

或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说明，自动火灾报警设备在检测到火灾发生时的
烟或热之际会发出警报，以及火灾时的逃生路线与逃生方法等事宜。

逃生路线图

逃生方法2 逃生方法

当前位置 灭火器材 消防栓 逃生器具 逃生路线 隔板隔板 当前位置 灭火器材 消防栓 逃生器具 逃生路线

发生灾害时，请通过逃生楼梯逃生。
■ 逃生楼梯

■ 阳台隔板

通过太平梯逃生到楼
下住户的阳台。

检 测 火 灾 时 的 烟 或
热，鸣响警报。

逃生路线应超过 2 条，
并且还要注明难以从正
门逃生时的逃生路线。

请确认设置的消防设备或
逃生器具等，使用颜色或
图形等进行通俗易懂地标
示。

■ 传感器

无法从正门逃生时，
请通过阳台逃生。

■ 传感器检测到火灾

无法进行初期
灭火时，
请赶快逃生

可确认疑似警报声音。
http://www.kaho.or.jp/alarmsound/

传感器检测到火灾时产生
的烟或热，通过声音或蜂
鸣器发出警报。

避難階段 避難階段

EV

UP UP

民宿部分

○○○号室
住户 住户 住户 住户住户

发生灾害时，电梯可能会停止运行，使用电梯很危险。
请明确告知发生灾害时不能使用电梯之事宜。

阳台

< 制作示例 > 火灾发生时禁止使用电梯

下楼 下楼

从正门穿过走廊，经由
逃生楼梯逃生到建筑物
外。

从正门逃生

可通过太平梯逃生到楼下住户的阳台。
■ 逃生器具（逃生口 + 太平梯）

■ 阳台隔板
如果踢破由薄板制成的隔
板，则可逃生到隔壁住户。

致民宿服务提供方

EVEV

着火啦
！！发生灾害时，请勿使用电梯。

■ 逃生器具
（逃生口 + 太平梯）

发生紧急状况时，可打
破隔板，逃生到隔壁住
户。
此处为紧急出口，请勿
放置物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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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踢破由薄板制成的隔
板，则可逃生到隔壁住户。

致民宿服务提供方

EVEV

着火啦
！！发生灾害时，请勿使用电梯。

■ 逃生器具
（逃生口 + 太平梯）

发生紧急状况时，可打
破隔板，逃生到隔壁住
户。
此处为紧急出口，请勿
放置物品等。



119报警

致民宿服务投宿人员

请参考本页，制作右页所示的119报警单并张贴在房间
内，以确保投宿人员在发生紧急状况时，可拨打119报警
电话。

建立发生紧急状况时请求周边居民协助的体制，也是
至关重要的。

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下，请立即拨打119报警电话。

119报警措施

119报警单

使用手机或房间里的固定电话拨打“119”。
请准备好报警事项，以确保可向 119 报警的接待人员传达所需事项；
而且，替投宿人员做好准备工作，以确保其可正确报警。

SOS SOS

119报警措施

火灾？·还是急救？

使用手机

用手机报警时，有时可能无法充分确认位
置信息。
拨打119报警电话时，请告知地址等（报
警位置）或标志性目标物。

●起火位置在哪里？

●什么东西着火了？

●您的姓名与电话号码？

所在地（必须告知）

火灾 急救

附近的消防局会出动消防车与急救车。

地址

建筑物名称与房间号

目标物

请在房间内的显眼位置张贴119报
警单。

使用固定电话

致民宿服务提供方

请回答对方的提问

烧起来啦！

着火啦～

请在电话机旁边张贴119报警单。

什么
～？

不知
道啊

哪个
街道
？什
么门
牌号
？哪
栋大
楼？



119报警

致民宿服务投宿人员

请参考本页，制作右页所示的119报警单并张贴在房间
内，以确保投宿人员在发生紧急状况时，可拨打119报警
电话。

建立发生紧急状况时请求周边居民协助的体制，也是
至关重要的。

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下，请立即拨打119报警电话。

119报警措施

119报警单

使用手机或房间里的固定电话拨打“119”。
请准备好报警事项，以确保可向 119 报警的接待人员传达所需事项；
而且，替投宿人员做好准备工作，以确保其可正确报警。

SOS SOS

119报警措施

火灾？·还是急救？

使用手机

用手机报警时，有时可能无法充分确认位
置信息。
拨打119报警电话时，请告知地址等（报
警位置）或标志性目标物。

●起火位置在哪里？

●什么东西着火了？

●您的姓名与电话号码？

所在地（必须告知）

火灾 急救

附近的消防局会出动消防车与急救车。

地址

建筑物名称与房间号

目标物

请在房间内的显眼位置张贴119报
警单。

使用固定电话

致民宿服务提供方

请回答对方的提问

烧起来啦！

着火啦～

请在电话机旁边张贴119报警单。

什么
～？

不知
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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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
？什
么门
牌号
？哪
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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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的防火安全措施

为保证民宿投宿人员与周围居民的安全，
必须采取防火安全措施。

消防厅

消防厅

Fireand Disaster Management Agency

http://www.fdma.go.jp/

联系方式

民宿的防火安全措施

为保证民宿投宿人员与周围居民的安全，
必须采取防火安全措施。

致民宿服务提供方
出于安全住宿的考量，请配备旨在确保安全的消防设备等。

将小区住宅的一部分用作民宿时

在独户住宅设置民宿时

需要重新设置在走廊、楼梯等公共区域。不过，如果满足一定条件，
有时也无需设置。

原则上需要设置。另外，民宿部分为普通住宅的一部分（不到一半）
且面积不超过 50 ㎡时，设置住宅用火灾报警装置即可。

原则上需要设置。但如果满足一定条件，也可免于设置。

民宿部分（超过建筑物的一半时，则相当于整个建筑物）的面积
超过 150 ㎡时，需要设置。

已在总建筑面积超过 150 ㎡的小区住宅中设置时，无需再设置。

民宿部分需要设置自动火灾报警装置。已在总建筑面积超过 500 ㎡
的小区住宅中设置时，无需再设置。
另外，民宿部分较小等满足一定条件时，如果在民宿部分与管理
室等，通过简单施工设置无线自动火灾报警设备，也基本能够满
足要求。

有些地方性条例可能会要求“张贴逃生路线图”或“常设手电筒”等。有关具体的消防法律法规的确认等详
细情况，请与附近的消防机关联系。

民宿部分使用窗帘、地毯等物时，请使用具有防火性能（防止火灾发生、
阻止火势蔓延等）的规格产品。

整栋建筑物的满员人数超过 30 人时，需要指定防火管理员，并使用本手册进
行提醒注意等宣传活动。另外，也可以外部委托。

※ 防火管理员的选择

※ 防火物品

自动火灾报警设备（旨在尽早发出火警）

引导灯（引导到逃生口）

灭火器材（用于初期灭火）

防火

自动火灾报警设备（旨在尽早发出火警）

引导灯（引导到逃生口）

灭火器材（用于初期灭火）消火器

誘導灯

自動火災報知設備

消火器

誘導灯

自動火災報知設備

窗帘

地毯
本手册编写内容涉及民宿服务提供方应向投宿人员传达的必要事项，以确保在民宿服务
提供方等相关人员经常不在的民宿中，投宿人员可以安全、放心地住宿。
本手册编写内容涉及民宿服务提供方应向投宿人员传达的必要事项，以确保在民宿服务
提供方等相关人员经常不在的民宿中，投宿人员可以安全、放心地住宿。

（注）在本手册中，“民宿服务”是指“利用住宅（独户住宅、小区住宅等）的部分或全部提供住宿服务”（与“民宿服务”
提供方有关的探讨会中间整理）。

909291
テキストボックス
（２０１６年６月版）



민박 서비스를 이용하시는 분께

숙박 시 확인사항
아래 항목에 체크하여 주시기 바랍니다.

이 체크시트는 기입 후 방에 두고 가십시오.

가 스 레 인 지 / 인 덕 션 ,  난 로  사 용 방 법 ,  취 급  시  주 의 점 은  
이해되셨습니까?

흡연 규정은 이해되셨습니까?

소화기의 위치, 사용방법은 확인하셨습니까?

피난경로, 피난방법은 확인하셨습니까?

119 신고 시트는 확인하셨습니까?

서명

시설관리 담당자 주소 성명 전화번호
연락처

궁금하신 점은 아래 연락처로 문의하여 주십시오.

소방안전과 관련하여 건의사항이 있으시면 기입하여 주십시오.

致民宿服务投宿人员

希望对防火措施给予有效帮助。

炉灶与取暖器等的使用方法与使用注意事项炉灶与取暖器等的使用方法与使用注意事项1

请遵守吸烟规则请遵守吸烟规则2

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3

住宿注意事项

1 2 3
灭火器材的

使用方法

请确认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以便在
发生火灾时可立即进行初期灭火。火
焰够到天花板时，请放弃初期灭火，
立即撤离。

注意

搬运时握住下面的把手 向上拔出黄色销子 将喷嘴朝向火源 握住把手，通过喷嘴喷射
灭火剂

4



< 灭火器材等的位置、逃生路线 >

致民宿服务投宿人员

请确认灭火器材等的位置、逃生路线与逃生方法，以便在遭遇火灾
时可采取适当的行动。

逃生路线图1

逃生路线图

注意
使用之前，请在逃生路线图上确认发生火灾时的逃生路线。

然后，亲自沿着该路线走一遍，以确认逃生路线。

除非发生火灾，否则请勿踢破阳台隔板。
逃生路线图

逃生方法2 逃生方法

无法从正门逃生时，
请通过阳台逃生。

■ 传感器检测到火灾

无法进行初期
灭火时，
请赶快逃生

可确认疑似警报声音。
http://www.kaho.or.jp/alarmsound/

传感器检测到火灾时产生
的烟或热，通过声音或蜂
鸣器发出警报。

从正门穿过走廊，经由
逃生楼梯逃生到建筑物
外。

从正门逃生

可通过太平梯逃生到楼下住户的阳台。
■ 逃生器具（逃生口 + 太平梯）

■ 阳台隔板
如果踢破由薄板制成的隔
板，则可逃生到隔壁住户。

着火啦
！！

隔板当前位置 灭火器材 消防栓 逃生器具 逃生路线

致民宿服务投宿人员

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下，请立即拨打119报警电话。

119报警单
SOS

火灾？·还是急救？

●起火位置在哪里？

●什么东西着火了？

●您的姓名与电话号码？

所在地（必须告知）

火灾 急救

附近的消防局会出动消防车与急救车。

地址

建筑物名称与房间号

目标物

请回答对方的提问



< 灭火器材等的位置、逃生路线 >

致民宿服务投宿人员

请确认灭火器材等的位置、逃生路线与逃生方法，以便在遭遇火灾
时可采取适当的行动。

逃生路线图1

逃生路线图

注意
使用之前，请在逃生路线图上确认发生火灾时的逃生路线。

然后，亲自沿着该路线走一遍，以确认逃生路线。

除非发生火灾，否则请勿踢破阳台隔板。
逃生路线图

逃生方法2 逃生方法

无法从正门逃生时，
请通过阳台逃生。

■ 传感器检测到火灾

无法进行初期
灭火时，
请赶快逃生

可确认疑似警报声音。
http://www.kaho.or.jp/alarmsound/

传感器检测到火灾时产生
的烟或热，通过声音或蜂
鸣器发出警报。

从正门穿过走廊，经由
逃生楼梯逃生到建筑物
外。

从正门逃生

可通过太平梯逃生到楼下住户的阳台。
■ 逃生器具（逃生口 + 太平梯）

■ 阳台隔板
如果踢破由薄板制成的隔
板，则可逃生到隔壁住户。

着火啦
！！

隔板当前位置 灭火器材 消防栓 逃生器具 逃生路线

致民宿服务投宿人员

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下，请立即拨打119报警电话。

119报警单
SOS

火灾？·还是急救？

●起火位置在哪里？

●什么东西着火了？

●您的姓名与电话号码？

所在地（必须告知）

火灾 急救

附近的消防局会出动消防车与急救车。

地址

建筑物名称与房间号

目标物

请回答对方的提问



其他注意事项

致民宿服务投宿人员 致民宿服务投宿人员

住宿时的确认事项
请勾选下述项目。

离开之前，请填写该表，放在房间内。

是否理解炉灶与取暖器等的使用方法与使用注意事项？

是否理解吸烟规则？

是否确认了灭火器材的位置与使用方法？

是否确认了逃生路线与逃生方法？

是否确认了 119 报警单？

署名

设施管理负责人地址 姓名 电话
联系方式

如有不明之处，请按下述联系方式进行联系。

如有其他与防火有关的注意事项，请填写。



其他注意事项

致民宿服务投宿人员 致民宿服务投宿人员

住宿时的确认事项
请勾选下述项目。

离开之前，请填写该表，放在房间内。

是否理解炉灶与取暖器等的使用方法与使用注意事项？

是否理解吸烟规则？

是否确认了灭火器材的位置与使用方法？

是否确认了逃生路线与逃生方法？

是否确认了 119 报警单？

署名

设施管理负责人地址 姓名 电话
联系方式

如有不明之处，请按下述联系方式进行联系。

如有其他与防火有关的注意事项，请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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