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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疫情期間安全使用帳篷和加熱器，包括西雅圖消防局提供的免費許可證選項 

 
帳篷著火或倒塌將可能帶來危險。  因此，防火與建築準則對大型帳篷的使用做出了相關規定。  加熱器也可能存

在風險，無論其熱源是丙烷/液化石油氣 (LPG)、柴油還是電力。  本文概述了準則要求，以及 2019 冠狀病毒病疫

情期間實施的特殊精簡許可程序和規則。  

帳篷  

西雅圖消防局 (SFD) 正在為轉向室外服務的商家和機構發放免費的臨時帳篷許可證（許可證編號 3201-CV）。 典型例子有戶外餐廳或學校教室。 
如果因室內空間公共健康使用限制而打算將生意或服務轉移到戶外，您將有資格獲得免費許可證。 

如果要使用臨時帳篷、挑篷或气承式結構，您需要獲得西雅圖消防局 (SFD) 的許可證： 

 結構面積超過 400 平方英呎，且有一個或多個圍墻； 或者，  

 結構面積超過 700 平方英呎，不帶圍墻（僅帶有頂篷的挑篷）。 

 兩個或兩個以上僅帶頂篷的小帳篷，並排放置，間距低於 12 英呎，且總面積超過 700 平方英呎。 

為符合防火準則中的安全規定，免費許可證中列有必須遵守的帳篷材料和安裝條件。  許可證有效期為 90 天。  如果帳篷在收到 SFD 臨時帳篷免費許可後使用時間超過 90 天，您可撥打 206-684-
8850 聯繫西雅圖建設和檢查局申請可選許可或行政審核，以獲得準則合規保證。  該步驟在西雅圖緊急行動期間為可選步驟。  遮篷也應獲得 SDCI 許可，SFD 不負責處理該事宜。   

如果 SFD 臨時許可證過期後（90 天）繼續使用帳篷，您仍需遵守防火準則條件。  

如果您從帳篷公司租用帳篷，請告知該公司自己是否有資格擁有免費許可證，並檢查發票，確保該公司沒有無意

間向您收取任何 SFD 許可費。  資格標準：  因室內空間公共健康使用限制而打算將生意或服務轉移到戶外  如果

此前收到過臨時帳篷或 LPG 許可證，且您有資格領取免費許可證，我們將退還全部所付款項，請發送郵件至 

permits@seattle.gov 聯繫我們。. 

確保您的帳篷可獲得消防局局長批准如果您準備購買的帳篷面積超過 400 平方英呎，請確保帳篷符合防火準則中

的阻燃標準（參見最後一頁許可條件 8）。  您應承擔根據行業標準和/或製造商安裝說明正確安裝帳篷的責任和

義務。  持續冰雪天氣期間不應使用臨時帳篷，除非帳篷設計滿足西雅圖建築準則規定的完全結構承載要求。 持

續冰雪天氣、大風天氣應撤除較小的帳篷。  透過信譽良好的帳篷出租公司租借的帳篷應符合防火準則標準，且

帳篷公司應承擔正確安裝的責任。   

我是否應選擇沒有圍墻的帳篷？出於通風原因，根據帳篷圍牆數量（沒有圍牆、一面圍牆、兩面圍牆或多面圍

牆）不同，州長的相應規定也有所不同。請仔細

https://www.governor.wa.gov/sites/default/files/COVID19%20Outdoor%20Open%20Air%20Seating%20Guidance.pdf。

此外，配有圍牆和未配有圍牆帳篷的選擇也會受到防火準則影響：如果帳篷沒有圍墻，則只需要一張 SFD 許可

證，條件是帳篷面積超過 700 平方英呎，或帳篷以小於 12 英呎的間距並排放置，且總面積超過 700 平方英呎。  

然而，如果您的帳篷加有圍墻，面積較小的帳篷也需要獲得 SFD 許可證。  如果帳篷有圍墻且面積在 400 平方英

呎以上，您需要獲得許可證。  

帳篷與建築物的間距最小是多少？  舉例而言，覆蓋路邊餐桌的帳篷 SFD 通常要求帳篷和建築物之間至少有 10 英

呎的間隔，主要是為了允許急救車通行。  然而，在冠狀病毒疫情緊急狀況下，SFD 將發放許可證，允許帳篷緊

靠建築物，中間沒有空隙。   

臨時帳篷的全部許可條件是什麼？ 請參見最後一頁。 

戶外供熱及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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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D 帳篷和加熱器許可證：  疫情資訊，2020 年 11 月 17 日，頁碼 2 
 

使用丙烷 (LPG) 和柴油加熱器需要獲得許可證，不可在帳篷內使用油箱。  這意味著可以在距離帳篷 10 英呎的地

方使用「蘑菇」加熱器，但帳篷內禁止使用。  在帳篷下方從外至內吹送空氣的「火蜥蜴」式加熱器可以使用，

帳篷出租公司通常可提供此類加熱器。 油箱必須距離帳篷和出口至少 10 英呎，且必須配備 3A 40BC 滅火器。  

如果您透過帳篷出租公司租用 LPG/丙烷或柴油加熱器，此類公司通常持有所需的 SFD 丙烷/柴油加熱器許可證，

您無需額外申請許可證。  帳篷出租公司還會提供所需的滅火器。 如果您要自行購買 LPG/丙烷或柴油加熱器，需

要申請 SFD 許可證。   

SFD 正在向因室內空間公共健康使用限制規定而打算將服務轉移到室外的商家和機構發放免費的臨時丙烷/LPG 

加熱器許可證（許可證編號 8207-CV）和柴油許可證（許可證編號 1102-CV）。  典型例子有戶外餐廳或學校教

室。 該免費許可證包括必須遵守的條件，涉及丙烷或柴油的安全放置、存儲和使用。  許可證有效期持續到 

2021 年 10 月或本城結束冠狀病毒緊急行動狀態為止，以二者中先發生的為準。  如果您正在申請與帳篷無關的

加熱器許可證，您還應提供意向位置的草圖或示意圖，標明出口、挑篷和防止加熱器的桌子。  如果此前收到過

臨時帳篷、丙烷/LPG、柴油許可證，且您有資格領取免費許可證，我們將退還全部所付款項，請發送郵件至 

permits@seattle.gov 聯繫我們。 

電加熱器和電子照明設施在帳篷內外均可使用，無需向 SFD 申請單獨許可證。  然而，使用延長線纜必須採取一

些預防措施。必須對電線進行保護，防止磨損和損壞，並避免絆倒風險。   如果您的加熱器需使用延長線纜，考

慮到加熱器的用電量，必須確保線規最小為 12（或，如果製造商有推薦，線規可大於 12）。   延長線纜不可互

相連接，也不可穿過墻上的孔。  任何重要的電子接口均需加以遮蓋。 該規定適用於接線盒、線路斷流板及任何

類型的接口盒。  

如需瞭解更多資訊，請發送郵件至 permits@seattle.gov 聯絡 SFD 許可部。  可提供口譯服務。  您可提出請求，與

和您語言相通的人員通話——只需告知我們所需的語言和您的電話。   

 

 

 

請參見下頁，瞭解臨時帳篷的全部 SFD 許可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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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D 帳篷和加熱器許可證：  疫情資訊，2020 年 11 月 17 日，頁碼 3 
 

許可條件：SFD 臨時帳篷許可 

注：這些條件適用於冠狀病毒緊急行動期間發放的臨時帳篷許可證，一旦冠狀病毒緊急行動不再生效，可隨時更
改。  

1. 出口的最小數量和最小寬度應符合下表所列要求：  帳篷內通往出口的最大行程為 100 英呎。 （’15 SFC 條款 

3103.12） 

使用承載量 出口最小數量 每個出口的最小寬度 

10 到 199 2 72 

200 到 499 3 72 

500 到 999 4 96 

1,000 到 1,999 5 120 

2,000 到 2,999 6 120 

大於 3,000 7 120 

 
2. 每個出口均需配有點亮的「出口」標誌，字體高度至少為 5 英吋。 （’15 SFC 條款 3103.12.6）  

3. 每 2,000 平方英呎的帳篷面積需配有一個 2A 或以上級別的滅火器。  每個滅火器的位置均需用標誌進行標示，

標誌應清晰可見。  帳篷內通往任何一個滅火器的最大行程應為 50 英呎。 （’15 SFC 條款 3104.12）  

4. 帳篷內的任何車輛均需將油箱放空，將電池線斷連。 （’15 SFC 條款 3104.18） 
5. 張貼「禁止吸煙」標誌，標誌應在整個帳篷/挑篷區域易於看到，並強制執行禁煙政策。 （’15 SFC 條款 3104.6） 

6. 內外場地不應出現可燃垃圾。  任何垃圾均應妥善清理和存放。 （’15 SFC 條款 3104.21 和 3104.22） 

7. 未經消防局事先批准，帳篷內不可使用明火設備，不可出現明火實例。 （’15 SFC 條款 3104.7） 

8. 帳篷側墻垂幕和頂篷應使用阻燃材料。 （’15 SFC 條款 3104.2） 

9. 本許可未能涵蓋的任何意外狀況，若可能構成火災風險，或可能促使火災迅速蔓延，或可能延誤、干擾人群

迅速從帳篷中撤離，均應馬上終止或糾正。 （’15 SFC 條款 105.3） 

10. 只有電動加熱設備可以在帳篷內使用。  所有其他加熱設備（例如，以丙烷、柴油、煤油為燃料的設備）均需

在帳篷外使用，且需獲得西雅圖消防局發放的單獨許可證。 （’15 SFC 條款 3104.7、3104.15、3104.16、

3104.17、105.3 和 105.6） 

11. 電加熱器和其他電器應進行登記，且經由 UL、FM 或其他經認可的檢測機構批准。 （’15 SFC 條款 605.7）電

加熱器線纜線規最小為 12（或，如果製造商有推薦，線規可大於 12）。線纜不可「附加」或續接以形成較

長的線纜。 

12. 應清晰標明線路，避免線纜造成絆倒危險（’15 SFC 條款 105.3） 

13. 為確保證件合法有效，該許可證和附件須張貼在佔用場地/活動場地附近。（’15 SFC 條款 105.3.5）  

14. 零散座椅、折疊椅或類似座椅，數量超過 200 個的，應分組綁在一起，每組座椅數量不少於 3 個。 （’15 SFC 

條款 1029.14） 

15. 申請本許可證時應提供以下名為《結構穩定性證明 (LOSS)》的文件。（’15 SFC 條款 3103.9） 

16. 持續冰雪天氣期間不應使用臨時帳篷，除非帳篷設計滿足西雅圖建築準則規定的完全結構承載要求。 （’15 

SFC 條款 105.3） 

 

注：這些條件適用於冠狀病毒緊急行動期間發放的臨時帳篷許可證，一旦新冠緊疫情急行動不再生效，
可隨時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