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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否处于火灾风险中?
不住在乡村地区也有火
灾风险。

火灾可能发生在市郊与
乡村交界地带，或是
城市地区有草地、树林
或绿地环绕的房屋的地
方。

火灾会发生在以下所有地区:
靠近或位于草地或
小牧场
靠近或位于茂密或
开阔的树林

城镇和草场的
交界地带

海边灌木丛
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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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郊与乡村或草场的
交界地带

今天的火灾风险有多大?
要了解您居住或正在访问的地区属于何种
火险气候。这非常重要 – 火灾危险等级和
全面禁火令是按地区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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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日常火灾危险等级

了解各种限制

CODE RED

TOTAL FIRE BAN
火灾危险等级（FDR）
告诉您如果发生一场火灾，其危险程度如何–
等级越高，情况越危险。

全面禁火令
告诉您可做和不可做的事情 ，以及在火灾
风险高的几个月的某些日子里禁止进行的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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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或不能做什么?
在火灾危险期和全面禁火日期间有地方法律限制。名为《防火期能做或不能做的事情》的小册子
（见下图）详细说明了防火期间户外您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请登入cfa.vic.gov/can浏览该重要小
册子。

Can I or can’t I?

To report a fire

DIAL 000

Updated August 2016

This guide gives you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what you can
and can’t do during declared Fire Danger Periods and on days
of Total Fire Ban, when fires in the open air are legally restricted.
CFA declares Fire Danger Periods by municipalities in the
country area of Victoria during periods of increased fire risk. Refer
to the CFA website cfa.vic.gov.au for further details about your
location. In state forests, national parks and on protected public
land, fire restrictions are in force all year round. See the back

Can I have a
barbecue, light a
camp fire or light a
fire for warmth or
comfort?

page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Land, Water and Planning’s (DELWP) role. Also, always check
with your municipality as some have restrictions in place all year
round.
Total Fire Bans are declared by CFA on days when fires are likely
to spread rapidly and be difficult to control. The penalties for
lighting fires illegally during the Fire Danger Period and on Total
Fire Ban Days include large fines and possible imprisonment.

During Fire Danger Period

On Total Fire Ban Days

No, unless:

All camp fires, fires for warmth or
personal comfort are banned during
Total Fire Ban Days. Solid and liquid fuel
barbecues and ovens (including hangis) are also
banned during Total Fire Ban Days.

• the wind is 10km/h or less (this can be observed if
leaves and small twigs are in constant motion)
• the fire is lit in a properly-constructed fireplace or
in a trench at least 30 centimetres deep
• the area within a distance of 3 metres from the outer
perimeter of the fire and the uppermost point of the
fire is clear of flammable material
• the fire does not occupy an area in excess of
1 square metre and the size and dimensions of
solid fuel used are the minimum necessary for
the purpose
• An adult is there at all times when the fire is alight who
has the capacity and means to extinguish the fire
• the fire is completely extinguished before the
person leaves
Note that according to the CFA Act, a properlyconstructed fireplace means a fireplace that is
constructed of stone, metal, concrete or any other
non-flammable material that contains the perimeter
of the fire. A commercially-produced barbecue is
considered a properly-constructed fireplace.

No, unless:
• the barbecue uses only gas or electricity and is a
permanently fixed structure built of stone, metal,
concrete or another non-flammable material designed
exclusively for meal preparation, or is designed and
commercially manufactured exclusively for meal
preparation (including portable barbecues), and when
alight is placed in a stable position
• the area within a distance of 3 metres from
the outer perimeter of the barbecue is clear of
flammable material
• you have either a hose connected to a water supply
or a container with at least 10 litres of water for
immediate use

我能否进行烧烤、
生篝火或生火取
暖？

我能否使用自驱农用机械、拖
拉机、断木机、热力机驱动的
运土机、挖掘机或筑路机？

• an adult is there at all times when a fire is alight who
has the capacity and means to extinguish the fire
• the fire is completely extinguished before the
adult leaves.

I run a meal
During Fire Danger Period
On Total Fire Ban Days
preparation business No, unless:
No, unless you have a written
permit issued by CFA, MFB or
(eg catering). Can I set • The wind is not more than 10km/h (this can
DELWP and you comply with the
be observed if leaves and small twigs are in
up and light a fire to
conditions of that permit.
constant motion)
operate a barbecue,
A community organisation, a charitable organisation
• The fire is lit in a properly-constructed fireplace or
cooker or hotplate at
or an organisation involved in fundraising (for
in a trench at least 30 centimetres deep
example, a school or sporting group) may apply
outdoor functions?
• The area within a distance of 3 metres from the
for permission to light a fire to prepare meals for
outer perimeter of the appliance (barbecue, cooker,
hotplate or spit) is clear of flammable material

• The fire does not occupy an area of more than
1 square metre and the size and dimensions of
solid fuel used are the minimum necessary for
the purpose
• A person is in attendance at all times while the fire is
alight and has the capacity and means to extinguish
the fire

other people in the course of their business. These
permits are issued by, and at the discretion of, local
CFA district offices, CFA headquarters, MFB district
offices, or the Chief Fire Officer of DELWP in Fire
Protected Areas.
Municipal Fire Prevention Officers cannot issue
these permits.

• The fire is completely extinguished before the
person leaves
If you cannot meet these conditions you will need to
apply for a permit from a CFA district office.

mfb.vic.gov.au

我能否使用链锯、
植物或草丛修剪机
或割草机？

cfa.vic.gov.au

烧除土地上的草木
一旦禁火限制在您所在郡或市实施，（称为”火灾
危险期” *），您就不能在户外生火，除非您有许
可证或者遵守某些限制条件。

您可以联系当地郡或市政厅申
请许可证。您还必须拨打1800
668 511通知紧急救援服务电信
管理局（ESTA）您要进行的烧
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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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告诉他们：
›› 地点
›› 日期
›› 预计起止时间
›› 您想烧除的东西
›› 预计烧除的规模

在火灾危险期间，需要
许可证才可进行草木烧
除工作。

* 火灾危险期在火灾季节前一
段时间开始，由乡村消防局
（CFA）代各郡及市发布通
告。请登入cfa.vic.gov.au或
当地郡或市政府的网站获得
最新信息。

重大决定
在火灾季节开始前，您至少应该和您的家人就以下十件事情进行讨
论并作出决定。 。
要与家人一起做的十个重要决
定
你们在哪一个火灾危险等

级撤离？ 到哪一个火灾危
险等级你们才会撤离？
你们在这天早晨一清早

撤离还是前一天晚上就撤
离？
你们要去什么地方？
 哪一条撤离路线–
走
如果火灾已经蔓延到您所
在区域，还有哪一条备用
撤离路线？
你们要带什么？

你们的宠物或牲畜怎么

办？

提早撤离– 这意味着什
么?
“提早撤离”的意思是：在有任
何火灾迹象之前远离火灾高危
地区，而不是等到接到警报或
听到警报器响，也不是等到看
见烟或闻到烟味， 当然更不是
等到有人敲门告诉您发生了火
灾。
火灾会迅速开始并蔓延。提早
撤离是丛林火灾高危地区每个
人最安全的选择。许多人是由
于试图在最后一刻才离开而死
亡的。
如果您照顾儿童、老年人或残
疾人，您必须尽早离开。

何时离开是您将做出的最重要
的决定。
在丛林大火中开车极端危险，
并且可能会致命。平时五分钟
的车程可能会因为道路封闭、
堵车、撞车、烟雾、 倒落的树
木和余烬等挡道而延长至两个
小时。
提前计划好，以便您知道如何
撤离。了解离开您所在地区的
不同路线 – 有些路线可能会
因为附近已经发生了火灾而封
闭。
决定在火灾高危日去何处取决
于您，不要持观望态度。

你们还需把要去的地方告

诉谁？
在你们邻里之外的区域有

没有人是你们需要帮助或
检查的人？
你们将如何持续获得火灾

警报及更新信息？
如果你们所在地区发生火

灾而你们无法撤离，你们
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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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充分的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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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来临之前为物业做好准备，
可以降低火灾对住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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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来临之前
准备一个装有必需用品的

紧急套件箱，放在随手可
及的地方。

练习把行李放进车内，这

样您就能知道这需要多长
时间。

将重要文件和照片扫描后

存一个记忆棒内。

在纸质地图上标出您的主

要路线，包括备用路线以
及加油站。登入cfa.vic.
gov.au 查阅您所在的城镇
或地区是否有社区信息指
南地图。

买一个使用电池的收音

机、一个强力电筒以及备
用电池。
把重要的电话号码存在

手机里，包括家人、朋
友和VicEmergency热线
电话。准备一个充足电
的备用手机，用于紧急
情况。在智能手机上下载
VicEmergency应用程序。
 每个家庭成员准备好防
为
护衣服（用天然材料如棉
制的长袖衣服）。
在车里放上羊毛毯作为保

护，以防被堵在路上。

如果您提早撤离，和您打

算拜访或与之同住的人作
好安排。
与邻居或附近的朋友交

流，谈谈怎样互相帮助。
不要忘了宠物。确保将宠

物箱归入应急套件箱内或
放入车内。如果您有马
匹，若它们留在您家不安
全，确保将它们转移到其
他地方。

记得也要为宠物做准
备。确保您的宠物身上
带有身份标牌，并将以
下物品加入应急套件箱
内：
› 合适的运输箱笼或牵
狗皮带
› 任何药物
› 饮食补充剂
› 食物和饮用水
› 宠物熟悉的物品（玩
具、床、零食）来帮
助缓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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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应急套件箱
装有换洗衣物、洗漱
用品和化妆卫生用品
的旅行包。

重要物件
› 带照片的身份证明
› 护照
› 照片
› 遗嘱
› 珠宝
› 保险文件
› 处方药
›包
 含重要文件的U盘

充足的水和食物

毛毯

药品和急救箱

手机和充电器

使用电池的收音机、电筒和备
用电池

联系信息
› 医生
› 市政厅
› 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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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火灾风险的日子里
使用 一个以上的信息源来

保持信息更新，以便附近
发生火灾时您能知道。
将牲畜转移到安全的地

方，将您的宠物放在安全
的地方，准备装进车里。
把每个人的换洗衣物等个

人物品、孩子和宠物的玩
具打包，放入车内。
如果您的车停在电动车库

门后，应把车开出来，车
头朝外停在车道上或停在
路边。
将您房子周围、露台、凉

台上、走廊里以及花园藤
架区域内易燃烧的东西清
理掉，包括门垫、户外家
具和堆木。

撤离前最后要做的事：
在紧急套件箱内加入最

后的物品，如药品、处方
药、手机充电器、宠物食
品以及每个人的饮用水。
装车，记得带上最重要的

物品，如钱包、各种卡、
钥匙，银行、医疗和保险
文件（这些应该放在USB
盘或分类文件袋内并很容
易获取）。
关掉煤气。
如果有时间，堵住落水

管并在雨水槽内灌入部分
水。
 保每个人都穿上或可以
确
拿到防护衣物–长裤、长袖
衬衫、结实的鞋子如皮
（不要穿凉鞋或跑鞋）。
衣服要宽松，由天然织物
制成，如纯羊毛、重棉粗
斜纹布或牛仔布。不要穿
合成织物。
告诉别人你们准备撤离。
关闭所有门窗，锁好门。

将花园前门或通向花园的

大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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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持观望态度。
在林火发生时绝不要持
观望态度。
晚撤离意味着情况最危
险时您还在路上或者您
根本无法脱身。
撤离得越晚，对您的生
命就越危险。

及时了解情况
火灾多发季节您应设法
及时了解情况

养成以下习惯：
› 火灾多发季节每天
查看火灾危险等级
（FDR）
› 了解当天是否是全面
禁火（TFB）日
› 查看警报，尤其在炎
热、干燥、有风的日
子。

区别是什么？
火灾危险等级告诉您，如果发生，火灾的
危险程度。
CODE RED

全面禁火令告诉您，在火灾会迅速蔓延并无法
控制的日子里，您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
TOTAL FIRE BAN

警报告诉您已经发生了大火。

警报和更新信息

查看VicEmergency应用程
序，了解最新的火险等级
和全面禁火信息，以及关于
目前火灾的信息、警告和地
点。
免费下载支持苹果（Apple）
和安卓（Android）电信装置
的应用程序。

建议：一般信息，让您及时了解最新进展。

警报等级
有三个不同的警报等级–即建议、
观察与行动、以及紧急警报。警
报不会以特定次序发出。您第一
个听到的警报可能就是紧急警
报。

观察和行动：有紧急情况威胁着您。情况正在
变化，您需要立即开始采取行动，保护您的健
康、生命和家人。

紧急警报：您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需要立刻
行动。您将受到火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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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可以找到火灾警报
和更新信息？

本地新闻

1800 226 226

上网

收听ABC本地电台、商业台和
指定社区电台，收看天空新闻
电视（Sky News TV）。

 icEmergency热线是免费电
V
话。

 icEmergency网址：
V
emergency.vic.gov.au

社交媒体

1800 555 677

131 450

Twitter @CFA_Updates 和
facebook.com/cfavic

 聋、有听障或言语/沟通障碍
耳
的致电者可以通过全国中继服务
联系VicEmergency热线。

如果您不懂英语,请联络翻译及
传译服务处（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Service）以获取
经过翻译的信息。

在某些情況下
您会在手机上收到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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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会收到打到固定电话的来电

了解本地紧急电台
这包括:
›› ABC 本地电台

›› Stereo 974

›› 天空新闻电视 (SKY NEWS TV) ›› Plenty Valley FM
›› UGFM – Radio Murrindindi

›› 维多利亚州各商业电台

您可以在以下网站上找到完整的名录：emv.vic.gov.au

紧急警报（Emergency
Alert）是紧急服务使用
的一个系统，能把紧
急情况用语音讯息发送
到固定电话，并用短信
发送到手机。如欲了
解更多信息，请浏览
emergencyalert.gov.au

什麽时候要留意警报
您可能要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密切注意和查看火灾警报和更新。
在以下情况下

您应该做的事

炎热，干燥，刮风的日子

在夏天，定期查看更新。火灾可能随时突然发生。

这是个有火灾风险的日子。您
已经提早离开，或正在准备提
早离开。

确保您计划的路线是安全的。随时掌握您所在地区关于火灾的
最新资讯，了解什么时候可安全回去。

我能在空气中看到烟或闻到烟
味，我想去看看发生什么事。

查看VicEmergency网站或VicEmergency应用程序，了解您所在
地区是否有火灾迹象。

在有火灾风险的日子我要留下
来做防护。

能尽早知道在您所在地区有火灾发生是很重要的，这样您能够
实行您的计划。一旦您知道火灾发生，也要继续密切关注最新
消息。

不要依赖官方警告才离开。丛林大火可能很快发生，几分钟
内就可以对家庭与生命带来威胁。若您收到警告，一定要很
认真对待。不采取行动可能导致致命的后果。
密切注意外面的情况——您可能比紧急救援服务先发现火
灾。

若您看到火焰或一股
烟柱，应随时立刻打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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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发生时
丛林大火令人感到害怕和紧张。知
道会发生的事情并制定好计划，定
下您所要做的事情，这样做能帮助
您去应对。
预期会发生的事

您可能会感到

›› 余烬和飞火会在大火之前到
达
›› 烟雾, 高温, 声响和黑暗
›› 能见度低，让人很难知道大
火的位置。出行会很危险。
›› 大火从四面八方逼近（或同
时在两个方向逼近）
›› 在主要的大火前沿经过之前
或之后的很多小时内，燃烧
着余烬会掉落在您家房子的
周围。
›› 道路被掉下来的树枝、电线
和紧急救助车辆堵塞。

›› 困惑
›› 失去方向感
(不知道您在哪里)
›› 不能正常呼吸
›› 害怕
›› 口渴和饥饿
›› 疲累

预期服务会中断
在大火发生期间或在火灾危险
度高的日子，电话服务、互联
网、电力和水的供应中断是正
常的。
不要依赖供电和供水。如果没
有电，您将不能够使用以下设
备：
›› 无线电话
›› 遥控车库门, 电动门或类似
装置
›› 电脑和互联网
›› 空调和冷却器
›› 电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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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心理准备的最好方
法是制定一个书面计划
并加以演习， 您家里
的每个成员都应了解和
同意这一计划。这样做
有助于减少混乱，也不
会浪费时间。 您的计
划必须包括万一计划失
败时的应急措施。

辐射热
辐射热是丛林大火发出的高强
度热量，就像您在篝火边上感
受到的热一样，但可能会比篝
火强五万倍。辐射热能导致物
体表面起火，使玻璃窗开裂或
破碎。
辐射热是火灾中最大的杀手，
人体根本无法吸收大量的辐射
热。

如果您在外面被大火困住，尝
试用以下方法保护您自己：
›› 遮住暴露的皮肤
›› 尽量远离大火——距离是针
对辐射热的最佳保护。
›› 躲到坚固物体的后面
›› 远离窗户，因为辐射热能穿
透玻璃。

在丛林大火中求生和避
开辐射热的唯一确定
无疑的办法就是提早离
开，远离威胁。

诸如混凝土墙或建筑物之类的
坚固物体能够阻隔辐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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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烬
›› 余烬是燃烧中的细树枝，树
叶和碎片。
›› 余烬随风散播，在大火来临
前落到未燃烧的区域或被吹
走，能引发新的火灾—它们
被称为飞火。
›› 细树枝和树叶随风散播，并
落在建筑物上或周围，就会
造成余烬引发的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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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烬能落在您家里屋檐雨水
槽内的垃圾碎屑上，使您的
房子着火。
›› 余烬引火是在丛林大火发生
时房子着火最常见原因。
›› 余烬引火可在丛林大火发生
之前、发生期间或之后发
生。

风

风向转变

风对以下的情况有显著的影
响：

风向的转变是火灾情况变化的
最危险影响之一。

›› 大火蔓延的速度
›› 大火移动的方向和大火前沿
的面积
›› 提供更多氧气，使大火加剧
›› 可能造成飞火。 燃烧的树
叶，细树枝和树皮（余烬）
在大火的前方由风散布，导
致新的大火的发生。它们被
称为飞火。

很多人之所以在丛林大火中丧
命是因为在风向转变时或风向
转变后被困。

在维多利亚州，炎热，干燥的
风一般来自于北方或西北方
向，接着通常会转吹西南风。
风向转变会改变大火前沿的面
积，所以在丛林大火中，风是
一个非常危险的因素。

起火点

起火点

N

风
向

向

风
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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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方法
若被困在建筑物内
丛林大火期间如果躲在建筑
中，应确保用作掩体的每一
个房间都有两个出口，其中
一个应直接通向户外。大多
数浴室不适合用作掩体。浴
室通常只有一个门，如果出
口被火焰和热量堵住，就不
可能逃脱。
大多数浴室还采用磨砂玻
璃，使您无法看到外面——
丛林大火期间，您应该能看
到外面，知道正在发生的情
况，这很重要。您和建筑里
的同伴必须穿防护服装、
长裤、长袖衬衫和牢固的鞋
子，例如皮靴（不要穿凉鞋
或跑鞋）。 衣服应该是宽松
式样，使用天然面料，如纯
羊毛、厚棉布或牛仔布。
如果房屋起火时您在室内，
您需要迅速采取行动。玻璃
破碎、室内有火焰或难以呼
吸都表明您需要迅速采取行
动。
›› 关闭着火房间的门。
›› 俯下身，尽量少吸入房屋
着火产生的有毒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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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房屋着火的区域，关
闭身后所有的门。
›› 不要被困在只有一个出口
的房间里。
›› 尽快到外面已经烧过的场
地上去。留在燃烧的房屋
里几乎肯定会丧命。

只能躲在有直接通向户
外的出口的房间里。
如果房屋着火，您需要
离开房屋，并在可能的
情况下前往户外已经烧
过的场地。

›› 如有可能，设法在您和大
火的辐射热之间放一个坚
固的物体。

2) 提高您的生存机率

›› 饮水以防脱水。

›› 留在车内，并紧闭门窗。

若您被困在车里

›› 用毛毯盖住自己，并把身
体降到窗户以下-您要保护
自己免受辐射热，因为辐
射热会穿过玻璃。

假如您遇到烟雾或火焰，但
又不能掉头开到安全的地方
去，请采取以下措施，
1) 停
 车的位置应该能将暴露
在辐射热下的面积降到最
低：
›› 把车子停泊在远离茂密的
丛林和草很长的地方-设法
找到空旷地

›› 喝水以防止脱水。
3) 一
 旦您发现大火前沿逼
近：
›› 关闭所有通风口，并把空
调关掉。
›› 关掉引擎

›› 可能的话，把车子停泊在
像墙壁或突出地面的岩石
之类的屏障后面。
›› 理想的做法是把车头面对
即将来临的大火前沿。
›› 把车子停泊在路边，并打
开危险警告灯。由于不能
够看清路面，在丛林大
火时，车祸的发生是常见
的。

躲在车里极其危险，
会导致严重受伤或死
亡。一定要计划尽早离
开，以避免这种情况。

提早离开
›› 当火灾危险等级为红色警报时，提早
离开总是最安全的选择。
›› 提早离开并前往的地点可以是居住在
危险地区以外的亲人和朋友家，邻近
的城镇或其他建筑物密集的地区。
始终是最安全的选择

作好充分准备

社区火灾避难
中心

假如不能离开高风险的地区，或许靠近
您所处的位置有可以保护您的地方
这包括:
›› 作好充分预备的住家（您或您邻居
的），可以在严重和极度火灾危险等
级的日子里用作积极防护。
›› 符合当前规定的私人丛林大火庇护处
（地下庇护所）
›› 指定的火灾避难中心
您的安全没有保证

作好充分预备的
邻居家

私人地下
庇护所

作好充分预备
的住家

万不得已的办法
邻里安全处
(Neighbourhood
Safer Place)（万不得
已逃往的地方）

在无法可施的情况下，选以下的地方作
庇护，这样可能保护您免受辐射热：

河流

犁过的土地和自然
保护地
小水库
静止的车辆

游泳池

›› 邻
 里安全处（Neighbourhood Safer
Place） （万不得已逃往的地方）
›› 在空旷地停泊的车子
›› 犁过的地块或保护区
›› 有
 大量水的地方（例如：海滩、游泳
池、小水库、河流等）。
心理创伤、受伤或死亡的风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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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看到烟，火焰或余烬，请拨打: 000
VicEmergency热线
可获取大火警告和更新: 1800 226 226
翻译及传译服务处（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Service）: 131 450
全国中继服务（National Relay Service）: 1800 555 677
cfa.vic.gov.au
delwp.vic.gov.au
emergency.vic.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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