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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否有火災風險？
火災風險並不僅限於鄉
村居民。

近郊區與叢林結合部或
房屋周圍有草地、林地
或公園綠地的城鎮區域
也會發生火災。

火災會在所有這些區域發生：
草地或牧場中或
附近
茂密或開放的叢林
中或附近

城市和城鎮與草原相連

海岸灌木叢
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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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郊區與叢林或草場
結合部

今天風險有多高？
了解你居住或前往的是哪個火災天氣區。
這至關重要——火險等級和全面禁火是按
區宣佈的。

Mallee

Wimmera

North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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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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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你的每日火險等級

了解對你的限制

CODE RED

TOTAL FIRE BAN
火險等級（FDR）
告知如果失火的危險程度——等級越高，情
況越危險。

全面禁火
告知在火災風險較高月份的特定日期可以或
不能做的事情，以及哪些活動遭到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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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否？』（Can I or can’t I?）
火險期和全面禁火日有法律限制。 『我能否？』 小冊子（下圖）詳細說明露天開放空間禁火時你可
以或不可以做的事情。請訪問網站 cfa.vic.gov.au/can 閱讀這本重要的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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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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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否燒烤、生篝
火或爲了取暖或舒
適而生火？

我能否使用熱力發動機推動的
自推式農場機械、拖拉機、莖
稈切碎機、土方搬運、挖掘或
築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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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否使用鏈鋸、
植物或草地修剪機
或割草機？

cfa.vic.gov.au

燒除草木
你所在郡或市議會一旦開始實行禁火限制（即火
險期*），你就不能在露天開放空間生火，除非你
有許可或遵守特定限制。

你可以聯繫本地郡或市議
會申請許可。你還必須致
電1800 668 511通知緊急服
務通信管理局（Emergency
Services Telecommunications
Authority，ESTA）你將燒除草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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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告訴他們：
›› 地點
›› 日期
›› 計劃開始和結束的時間
›› 你打算燒除什麽
›› 估計燒除草木的面積

火險期內需要有許可才
能燒除草木。

* 火險期在火災季節即將到來
時開始，由CFA爲每個郡或市
議會宣佈。請浏覽網站
cfa.vic.gov.au 或前往本地郡
或市議會了解最新資訊。

重大決定
在火災季節開始之前，你和家人至少應該討論和決定以下十件事。

和家人一起做10個重要決定
哪個火險等級下必須撤

離？
是在當天清早還是前晚撤

離？
去何處？
 哪條路線——如果該區
走
域已經失火，備用路線是
哪條？
撤離時帶什麽？

寵物或牲畜怎麽辦？

你還需要和誰討論你的去

向？
你的左鄰右舍以外有誰需

要你幫助或查看？

盡早撤離——這意味
著什麽？
“盡早撤離”意味著在任何火災
蹟象出現之前就遠離高風險區
域。這不是指等待警告或警
報。這不是指等到看見或聞到
煙霧。這當然也不是指等別人
來敲門通知。
大火會很快燃起並蔓延。對於
高風險叢林火災區內的任何
人，盡早撤離都是最安全的選
擇。很多人因爲在最後關頭才
設法撤離而喪生。
如果你是小孩、長者或殘疾人
士的照顧者，你就必須要盡早
撤離。

何時撤離是你需要做的最重要
的決定。
在叢林大火中駕車極度危險，
可能會致命。平常五分鍾的路
程會因爲道路關閉、交通堵
塞、撞車、煙霧、倒下的樹木
和路上有餘火而可能需要兩個
小時。
預先計劃，確定自己知道如何
撤離。了解離開區域的不同路
線——如果附近已經失火，有
些路線可能關閉。
高風險日期去何處完全由你決
定。不要等待觀望。

你如何隨時了解警告和最

新資訊？
如果所在區域失火卻無法

撤離，你該怎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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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完善的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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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前預備好你的房屋，減低家居受火災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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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前
準備一個裝有必需物品的

應急包，放在隨手可及的
地方。
把重要文件和照片掃描到

儲存卡裏。
購買使用電池的收音機、

強力手電筒和備用電池。
 重要的聯絡電話記存在
把
你的手機上， 包括家人、
朋友和VicEmergency資
訊專線。 準備另一個手
機，確保有充足電池，以
備在緊急情況時使用。如
果你有智能手機，請下載
VicEmergency應用程式。
 每個家庭成員專門留出
爲
防護服裝（長袖，使用天
然面料，如棉質）。
在車裏放一條羊毛毯，以

備在路上被堵住時防護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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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裝車，確定自己知道

這需要多長時間。
在紙本地圖上標出主要路

線，包括備用路線和加油
站。浏覽網站cfa.vic.gov.
au查看你所在鎮或區是否
有社區資訊指南地圖。
和你提早撤離時計劃造

訪或借住的任何人做好安
排。
和鄰居或附近的朋友商討

互相幫助的方式。
別忘了寵物。確保寵物籠

子裝在應急包裏或車裏。
如果你養馬，若把馬留在
物業中不安全，應確保能
把它們轉移到別處。

記得還要爲寵物做好準
備。確保寵物戴著身分
標牌，並在應急包裏添
加以下物品：
› 適合旅行的裝載籠子
或皮帶
› 任何藥物
› 營養片劑
› 食品和飲用水
› 熟悉的物品（玩具、
床、零食），幫助緩
解緊張。

應急包
過夜行李包，裝有換
洗衣服、盥洗物品和
衛生用品

重要物品
› 帶照片的身份證件
› 護照
› 照片
› 遺囑
› 首飾
› 保險文件
› 藥物處方
›儲
 存了重要檔案的
USB記憶棒

足量的水和食品

羊毛毯

藥物和急救包

手機和充電器

使用電池的收音機、手電筒和
備用電池

聯繫資訊
› 醫生
› 市議會
› 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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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風險日當天
使用多個資訊來源隨時了

解最新資訊，確保附近起
火時你能知道。
把牲畜轉移到安全的區

域，把寵物放在安全的地
方，隨時可以裝到車上。
包好個人物品，如每個人

的換洗衣服以及孩子和寵
物的玩具，然後放在車
裏。
如果你的車停在使用電動

門的車庫裏，把車開出來
朝向馬路停在車道上，或
停在路邊。
清除房屋周圍、平臺、遊

廊和涼亭區域的任何易燃
物品。這包括墊子、戶外
家具和木材堆。

撤離前最後要做的事情：
往應急包裏添加最後一些

物品，如藥物、處方、手
機充電器、寵物食品和每
個人的飲用水。
裝車，記得帶好最重要的

物品，如錢包、各種卡、
鑰匙，銀行、醫療和保險
文件（這些可以方便地存
在USB儲存卡中或放在一
個文檔袋裏）。
關閉煤氣總開關。
如果有時間，堵住落水

管，並在屋檐雨水槽裏倒
一些水。
 保每個人都穿著或有防
確
護服裝——長褲、長袖
襯衫和結實的鞋子，如皮
靴。衣服應該是寬松式
樣，使用天然面料，如純
羊毛、厚棉布或牛仔布。
不要穿合成面料服裝。
告訴別人你將撤離。
關閉所有門窗，把房門鎖

好。
將大門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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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等待觀望。叢林大
火期間，你絕對不能等
待觀望。
晚撤離意味著你將在火
情最危險的時候行駛在
路上，你還可能根本無
法撤離。
拖延撤離的時間越長，
你的生命危險就越高。

隨時了解情況
火災季節裏，確保隨時
了解情況是你的責任。

你應該養成習慣：
› 在火災季節裏每天核
實火險等級
› 了解當天是否全面禁
火
› 核實是否有警告，尤
其是炎熱、幹燥和刮
風的日子。

有何區別？
火險等級告知如果失火的危險程度。
CODE RED

全面禁火告知在火災風險較高月份的特定日期
可以或不能做的事情，以及哪些活動遭到禁
止。
警告告訴你火災已經開始。

警告和最新資訊

TOTAL FIRE BAN

查看VicEmergency應用程
式，了解最新的火險等級和
全面禁火資訊，以及關於目
前火災的資訊、警告和地
點。
免費下載蘋果版或安卓版的
應用程式。

建議讓你及時了解最新動態的資訊。

警告等級
警告分三個等級——建議、觀察
和行動，以及緊急警告。不要指
望警告會以任何特定順序發出。
你聽到的第一個警告甚至可能就
是緊急警告。

觀察和行動緊急情況現正威脅著你。情況不斷
變化，你需要立即開始採取行動保護自己的健
康、生命和家人。

緊急警告你面臨緊急危險，需要立即行動。你
將受到火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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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何處獲知警告和最新資訊

本地新聞

1800 226 226

网上

聽ABC本地電臺、商業電臺和
專門的社區電臺，看”天空新
聞”電視頻道。

 VicEmergency 資訊專線是免
費電話服務。

 icEmergency 網站：
V
emergency.vic.gov.au

社交媒體

1800 555 677

131 450

Twitter @CFA_Updates and
facebook.com/cfavic

耳聾、有聽障或言語/溝通障礙
的致電者可以通過全國中繼服務
聯繫 VicEmergency資訊專線。

如果你不懂英語，可以致電筆
譯和口譯服務處獲取翻譯資
訊。

在有些情況下
你可能會收到手機短信。

12  

你可能會收到座機來電。

了解本地的緊急情況廣播電臺
這包括：
›› ABC本地電臺
›› 天空新聞電視頻道
›› UGFM——Murrindindi電臺

›› 974立體聲
›› Plenty Valley調頻
›› 維多利亞州各地的各種商業
電臺

你可以在以下網站上找到完整的名單：emv.vic.gov.au

緊急警報（Emergency
Alert）是緊急服務機
構使用的一個緊急情
況通報系統，向座機
發送語音消息，向手
機發送短信。如需更
多資訊，請訪問網站
emergencyalert.gov.au

何時應注意警告
在不同的情況下，你都有可能需要關注和查詢火災警告和最新資訊。
何時

做什麽

炎熱、幹燥、刮風的日子。

夏季期間，經常查詢最新資訊。火災隨時可能突然發生。

火災風險日。你已經盡早撤
離，或正在準備這麽做。

確保你計劃的路線安全。了解所在地區火情的最新資訊。知道
何時能安全返回。

我能看見或聞到空氣中的煙
霧，我想要查詢發生了什麽
事。

查看VicEmergency網站或VicEmergency應用程式，了解你所在
區域是否有火災跡象。

我留下不走，在火災風險日保
護家園。

如果你所在地區有火情，你需要在儘可能早的階段就知道，以
便能實施你的計劃，這非常重要。一旦知曉火情後，繼續關注
最新資訊。

不要等到正式警告後才撤離。叢林大火會迅速發生，在幾分
鍾內就危及房屋和生命。如果你收到警告，你必須嚴肅對
待。不採取行動可能會致命。
留意外面的情況 - 你可能會比緊急支援服務先發現火災情
況。

如果你看見火焰或一
股濃煙，一定要立即
撥打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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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期間
叢林大火令人害怕和緊張。了解預
料會出現的情況並計劃好自己將怎
麼做，可幫助你從容應對。
預料會發生什麽情況

你可能會有的感受

›› 餘火和飛火會飛竄於大火主
體之前
›› 煙霧、高溫、噪聲和黑暗
›› 能見度低，因此很難知道大
火在何處。行路會很危險
›› 大火會從任何方向襲來（或
同時從兩個方向）
›› 大火主體前沿通過之前或之
後，燃燒的餘火會在你的物
業周圍停留好幾小時
›› 道路會被掉下的樹枝、輸電
線和緊急車輛堵住

›› 困惑
›› 失去方向感（不知道你在何
處）
›› 無法正常呼吸
›› 害怕
›› 饑渴交加
›› 疲勞

各種服務預計會中斷
火災期間或火災風險日，電話
服務、互聯網以及總線供電和
主水管供水中斷是常見的。
不要依賴總線供電和主水管供
水。如果停電，你將無法使
用：
›› 無繩電話
›› 遙控車庫門、電動大門或類
似裝置
›› 電腦和互聯網
›› 空調和冷卻裝置
›› 電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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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思想準備的最佳方
式是制定一個家中每一
個人都理解並同意的書
面計劃並進行演練。這
有助於減少困惑和浪費
的時間。
你的逃生計劃必須包括
在你計劃失敗時的應變
計劃。

輻射熱
輻射熱是叢林大火散發出來的
強熱。這就像你從篝火感覺到
的熱，但強度可達5萬倍。輻射
熱可造成各種表面起火，玻璃
窗開裂或破碎。
輻射熱是火災中最大的致命因
素。人體根本無法吸收大量的
輻射熱。
實心物體，如混凝土牆或建
築，可以擋住輻射熱。

如果你在戶外遭遇火災，應設
法採用以下方式保護自己：
›› 遮住裸露的皮膚
›› 盡量遠離 – 保持距離是免
受輻射熱影響的最佳保護方
法。
›› 躲到實心物體後面
›› 遠離玻璃窗，因爲輻射熱能
穿過玻璃

在叢林大火中生存和避
免輻射熱的唯一確定方
法就是盡早撤離，遠離
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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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火
›› 餘火是燃燒的小樹枝、葉子
和碎屑。
›› 餘火被風勢帶動，落到大火
主體前方或遠處的未燃燒區
域，會引發新的大火——這
稱爲飛火。
›› 小樹枝和葉子被風勢帶動，
落到建築上或周圍，就會形
成餘火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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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火會落到屋檐雨水槽裏的
碎屑上，使房屋起火。
›› 餘火襲擊是叢林大火期間房
屋失火的最常見原因。
›› 餘火襲擊可發生在叢林大火
之前、期間和之後。

風

風向變化

風會嚴重影響：

風向變化是影響火勢最危險的
因素之一。
叢林大火中喪生的很多人是在
風向變化之時或之後陷落在大
火中的。

風向變化會改變大火前沿火團
的大小。這使風成爲叢林大火
中一個非常危險的因素。

起火點

起火點

N

向

風向
風

›› 火勢蔓延的速度
›› 大火行進方向和大火前沿火
團的大小
›› 大火的強烈程度（通過提供
更多氧氣）
›› 飛火的可能性。風會將燃燒
的葉子、小樹枝和樹皮
（餘火）帶到大火前方，遭
致新的大火生起。這被稱爲
飛火。

在維多利亞州，炙熱幹燥的大
風通常來自北方或西北方向，
而且此後經常會轉爲西南風。

SW

  17

生存選擇
如果陷於建築內
叢林大火期間如果躲在建築物
內，應確保用作避難的每一個
房間都有兩個出入口，其中一
個必須能直接通往屋外。大多
數浴室都不合適用作避難。浴
室通常只有一個門，如果出入
口被火焰和熱氣堵住，就不可
能逃脫。
大多數浴室採用磨砂玻璃，使
你無法看到外面 - 叢林大火期
間，能看到外面，知道正在發
生的情況是很重要的。你自己
和其他人在建築物內，應該穿
著防護服裝，長褲、長袖襯衫
和結實的鞋子，如皮靴（不包
括涼鞋或運動鞋）。衣服應該
是寬鬆的，使用天然質料，如
純羊毛、厚棉布或牛仔布。
如果你的房屋起火時你在室
內，你需要迅速行動。如出現
玻璃破裂、室內有火焰或呼吸
困難等跡象時，你便需要迅速
採取行動。
›› 關閉失火房間的門。
›› 盡量伏低身體，這樣可減少
吸入家中大火有毒的煙霧。

›› 遠離家中大火的位置，關閉
身後所有的門。
›› 不要被困在只有一個出入口
的房間裡。
›› 盡快到已被大火燒過的戶外
場地。留在燃燒著的房屋裡
極可能必死無疑。
›› 如果可以，設法在你和大火
輻射熱之間放一個實心物
體。
›› 飲水以防脫水。

如果陷於車內
如果你遭遇煙霧或火焰，而且
無法掉頭駛向安全地點，應採
取以下行動。
1) 調
 整車輛位置，盡可能減少
對輻射熱的暴露程度：
›› 把車停在遠離密林和長草的
地方——設法找一片空地。
›› 如有可能，把車停在牆體或
露出地面的岩層等障礙物後
面。
›› 最好將車頭對著迎面來的大
火前沿。
›› 把車駛離道路停車，打開應
急燈。由於無法看清道路，
叢林大火中撞車很常見。

只能在可直接通往屋外
的房間內躲避。如果你
的房子著火，你必須要
撤離，如果可能的話，
到戶外已被大火燒過的
場地。

2) 爲提高生存幾率：
›› 待在車裏，關緊門窗。
›› 用羊毛毯裹住身體，躲在低
於車窗的位置——你需要保
護自己免遭會穿過玻璃的輻
射熱的傷害。
›› 飲水以防脫水。
3) 一旦知道大火前沿逼近：
›› 關閉所有通風口，關掉空
調。
›› 熄滅引擎。

在車內躲避是極度危險
的，會導致嚴重的傷
亡。應該計劃提早離開
以避免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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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早撤離
›› 當火險等級爲紅色警報時，盡早撤離
總是最安全的選擇。
›› 盡早撤離前往的目的地可包括住在危
險區以外的親友的家、附近的鎮或其
它建築物密集的區域。
總是最安全的選擇

防備完善

社區火災避難處

如果已經無法撤離高風險區，你附近可
能有其它選擇可以保護你。
這包括：
›› 只能在嚴重和極端火險等級日進行主
動防衛的防備完善的自家或鄰居住房
›› 滿足目前法規要求的叢林大火隱蔽
掩體
›› ›專用社區火災避難所
你的安全沒有保證

防備完善的鄰居
住房

隱蔽地下
掩體

防備完善的自
家住房

最後的選擇
鄰裏地區較安全的地
方（最後的選擇）

在沒有任何其它選擇的情況下，在以下
地方藏身可能可以保護你免遭輻射熱的
傷害：

河流

犁過的牧場和保留地
水庫
停著的汽
車中

遊泳池

›› 鄰
 裏地區較安全的地方（最後的選
擇）
›› 空地上停著的汽車中
›› 犁過的牧場或保留地
›› 水
 體（例如海灘、遊泳池、水庫、河
流等）
高度的創傷、受傷或死亡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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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打：000，如果你看見煙霧、火焰或餘火
VicEmergency 資訊專線
了解火災警報和最新資訊：1800 226 226
筆譯和口譯服務處：131 450
全國中繼服務：1800 555 677
cfa.vic.gov.au
delwp.vic.gov.au
emergency.vic.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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