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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arin

本手册详述了您在公告的Fire Danger Periods(火险期)和实施Total Fire Ban(全面禁火)的几天里可做与
不可做的事情，法律限制在此期间在户外用火。
国家消防局（Country Fire Authority，简称CFA）在温暖天气开始时逐个城市宣布Fire Danger
Periods(火险期)。除非被取消或更改，这些限制有效期至5月1日。在州立公园，国家、州和地区
公园以及受保护的公共用地，用火限制全年有效。联系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部（Department
of Sustainability and Environment，简称DSE）和Parks Victoria的办公室咨询这些区域的用火限制。
针对火会快速蔓延及难于控制的几天，由CFA宣布Total Fire Bans (全面禁火令）。在Fire Danger
Periods(火险期)和Total Fire Ban Days (全面禁火日) 对非法点火的惩罚包括巨额罚款，甚至可能监禁。

在Fire Danger Periods(火险期)
期间

预防火灾的行与
不行?
我能否举行烤肉野餐、
燃点营火、生火取暖或
因享受而生火？

我有一个备办食物的生
意（例如，承办酒席）
或者是一个社区/慈善/
募捐或类似组织。我能
否在户外聚会上安排点
火使用烤架或烤肉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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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可以

在 Total Fire Ban Days
(全面禁火日)

但仅限下列情况：
固定的烤架设备：
可以
风速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
	
使 用煤气或电，由石头、金属、混凝土或
其他专门设计用来准备食物的非易燃材料
在 建造得当的火炉或至少在一个30厘米
建成的永久性固定结构；
深的地沟里点火；
	
或 仅使用煤气或电，专门设计并进行商业
	
烧烤外围3米以内的区域无易燃材料；
生产用于准备食物（包括移动烤架），
	
火占据的面积不超过1平方米并且使用的
且在点燃时放置在稳定位置，且：
固体燃料的大小和尺寸为满足该目的的
	
烧烤外围3米以内的区域无易燃材料；
最小值；
	
您 有一根连接供水系统的水管，或者一
	
在 火燃烧期间始终有一个人在场，并且
个容量至少为10升的容器可供立即使
其有能力和工具灭火；
用；
	
在其离开前火已被完全扑灭。
在 火燃烧期间始终有一名具有能力和工
注意，根据CFA法案，“正确建造的壁炉”
具灭火的成人在场；
指的是由石头、金属、混凝土或其它非易燃
	
在该成人离开前火已被完全扑灭。
材料修建而成的壁炉，以便控制火的周界。
商业化生产的烤肉架也可算作是正确建造的 不可 在Total Fire Ban Days(全面禁火日)禁止营火
以
壁炉。
及为取暖或个人舒适生火。在Total Fire Ban
Days(全面禁火日)也禁止使用固体和液体燃料
的烤架和烤炉。
但仅限下列情况：
但您必须拥有CFA或MFB签发的书面许可，
可以
并遵守许可条款。
	
风速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
社区组织、慈善团体或进行募捐的组织
	
在 建造得当的火炉或至少在一个30厘米
（例如，进行募捐的学校或体育团体）可申请
深的地沟里点火；
许可在其事务开展期间生火准备食物。这些许
	
器具（烤架或烤肉串）外围3米以内的区
可由当地的CFA区域办公室、CFA总部或MFB
域无易燃材料；
区域办公室酌情签发。
	
火占据的面积不超过1平方米并且使用的
市政消防官不能签发这些许可。
固体燃料的大小和尺寸为满足该目的的
最小值；
	在火燃烧期间始终有一个人在场，并且
其有能力和工具灭火；
	
在其离开前火已被完全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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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火灾的行与
不行?

在Fire Danger Periods(火险期)
期间

我能否在野外燃火焚
但仅限下列情况：
可以
烧草地、残株、杂草、
	
您 持有由公共机关的消防官、市政消防
矮树丛或其它植被？
官或CFA区域办公室签发的书面许可；
	
遵守该许可证的条件；
	
在 火燃烧期间始终有一个人在场，并且
其有能力和工具灭火；
	
在其离开前火已被完全扑灭。
许多市议会禁止在烟雾警报日或在其辖区内
特定地点或时段进行烧化。请与市政消防官
核实。

在 Total Fire Ban Days
(全面禁火日)
不可
以

在Total Fire Ban Days (全面禁火日) 禁止所有
在户外点火烧化草、灌木丛、麦茬或垃圾等行
为。
在Total Fire Ban Days (全面禁火日) 期间暂停
由市政消防官签发的所有许可。

但是仅限于该机动车装配了有效的消声装置
但是仅限于该机动车装配了有效的消声装置
我能否驾驶机动车，
可以
（例如，消音器），所有来自发动机的废气 可以 （例如，消音器），所有来自发动机的废气均
途经那些会与车辆发
均要经过该消声装置。
要经过该消声装置。
生接触摩擦的庄稼、
由于炽热尾气系统造成的风险，即便不是
草地、残株、杂草、矮
应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因为干燥植被和极其烫
Total Fire Ban Days (全面禁火日)，在高温、
树丛或其它植被地带？
热的排气系统会带来严重的火灾隐患。
干燥天气时，您也应该避免驾驶机动车穿过
干燥植被。

电锯、草木修剪机或割草机可不受限制在绿
我能否使用链锯、植物
在Fire Danger Periods(火险期)内。
可以
可以
色植被上使用。
或草地修剪器或割草
不过，由于起火危险极高，因此应尽可能推迟
但是，如用于非绿色植被，则电锯、草木修
机？
这项工作。火险期内应遵守所规定的防范措
剪机或割草机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施，并小心使用。
	
不存在可能引发火灾的故障及机械缺
陷；
	
装有有效火花熄灭器；
	
机械周围至少3米内没有易燃物质。
此外，该机械的操作员在使用该机械期间必
须始终在场并且必须携带以下一种火力抑制
装置：
至 少一台工作正常、装满水的背负式喷
雾泵，其容量不低于9升；
	至 少 一 台 工 作 正 常 、 装 满 水 且 压 力 维
持正常水平的清水（贮压式）灭火器，
其容量不低于9升。
注意以上提到的火花消除器、背负式喷雾泵
和清水灭火器必须符合相应的澳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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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Fire Danger Periods(火险期)
期间

预防火灾的行与
不行?
我是否可以从事以下活
动：
	
焊接、磨削、
炼焦、锡焊或气
割；
	
移动蜂房；
提取蜂蜜；
维护铁路；
	
加热沥青？

我能否使用焚化炉？

mfb.vic.gov.au

可以

可以

但仅限下列情况：
	
具 备耐火护罩或防火装置可以止住火中
产生的火花、铁水或渣滓；
	
距离操作区至少1.5米内的区域无易燃材
料或者充分润湿以防止火势蔓延；
您有一个至少装有9升水的网状供水系统
或喷水背包；
	
所 有操作中产生的边角料和热材料均要
放置在耐热容器中；
	
在 火燃烧期间始终有一个人在场，并且
其有能力和工具灭火；
	
在其离开前火已被完全扑灭。

前提如下：
1.	
与 您的市议会确认任何可能规定焚烧炉
使用条款，或限制或禁止其使用的地方
法律（例如，在烟雾警报日、特定地
区、特定时段）；
2. 并且满足以下条件：
炉火应有效控制在焚化炉内；
	
风速不超过10公里每小时；
	
焚烧炉外围3米以内的地面及地上区域无
易燃材料；
	
在火燃烧时始终有充足的供水用于灭
火；
	
在 火燃烧期间始终有一个人在场，并且
其有能力和工具灭火；
在其离开前火已被完全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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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otal Fire Ban Days
(全面禁火日)
不可
以

不可
以

以下活动：
焊接、磨削、炼焦、锡焊或气割；
	移动蜂房；
提取蜂蜜；
维护铁路；
	
加热沥青
如无特殊许可，禁止在Total Fire Ban Days (全
面禁火日) 进行。这些被称作Section 40 许可。
在少数情况下，CFA或MFB可能在Total Fire
Ban Days (全面禁火日) 签发许可给：
	
社区组织、慈善组织和募捐组织；
法定企业、市议会；
	
工业或贸易经营
以便其开展工作，或用于公共娱乐，或宗教、
文化之目的。
这些许可必须由CFA区域办公室、CFA总部
或MFB区域办公室签发，不能由市政消防官
签发。
在Total Fire Ban Days (全面禁火日)期间不得使
用焚化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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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火灾的行与
不行?

在Fire Danger Periods(火险期)
期间

在 Total Fire Ban Days
(全面禁火日)

我是否可以在任何农作
但仅限于该机械：
在Fire Danger Periods(火险期)内。
可以
可以
物、草坪、灌木丛、野
	
不存在可能引发火灾的故障及机械缺
不过，由于起火危险极高，因此应尽可能推迟
陷；
草、矮树丛或其他植被
这项工作。
9米以内使用机动式的
	
装配工作正常的火花消除器（除非装
配涡轮增压器或废气进气式空气过滤
农机或热机驱动的拖
器）；
拉机、断木机、运土、
	
携带火力抑制装置，包含其中之一：
挖掘或筑路机械？
	至少一台工作正常、装满水的背负式喷
雾泵，其容量不低于9升；
	至少一台工作正常、装满水且压力维持
正常水平的清水（贮压式）灭火器，
其容量不低于9升。
注意以上提到的火花消除器、背负式喷雾泵
和清水灭火器必须符合相应的澳洲标准。

如何申请许可？
您可以登陆cfa.vic.gov.au下载一份申请表格。您也可以联系您当地的CFA区域
总部要求给您邮寄一份。CFA区域总部的联系方式列表可在网站获取，或者您
也可以拨打(03) 9262 8444 索取。
如果您要申请在大都市消防区的用火许可，您可以拨打(03) 9662 2311或登录
mfb.vic.gov.au 联系MFB。
如何获取森林大火的信息或了解我所在地区预防性燃烧的情况？
直接或通过National Relay Service (全国中继服务)电话1800 555 677拨打
Victorian Bushfire Information Line的电话 1800 240 667。
我计划在我的物业上进行一次烧化（burn-off）。我该如何通知紧急服务？
如果您已收到CFA或市政消防官签发的烧化许可，您需要拨打1800 668 511
提前通知紧急服务电讯管理部门（Emergency Services Tele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如何报火警？
报火警请拨Triple Zero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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