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察覺火警

假若發生火警，必須盡早察覺以讓你

有時間逃生。

煙霧警報器挽救生命

假若即使你已盡力防火，仍然發生火

警，必須由煙霧警報器盡快察覺。及

早察覺可以挽救生命。每一所家居的

每一樓層必須裝置有效的煙霧警報

器。這是法律規定的！

你知否幾乎50%裝在家居的煙霧警報

器是失靈的?

你的又如何? 今天便測試它!

煙霧警報器的提示：

•	 每月測試煙霧警報器。

•	 每年更換電池  
(假如用電池操作)。

•	 每年替煙霧警報器吸除塵埃。

•	 更換使用已經超過10年的煙霧警

報器。

•	 假若遇到誤鳴 (假) 警報，不要把

電池拿掉。考慮使用具有“滅聲

作用”的警報器或另一類型的警

報器。參看www.makeitstop.ca
提供如何減少或消除誤鳴警報的

提示。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我們的增補小

冊子有效的煙霧警報器，這是法律規

定，這關乎你的生命 (Working Smoke 
Alarms, It’s the Law, It’s Your Life)

3. 逃生

假若發生火警你可能只得少於一分鐘

的時間逃生。

計劃你的逃生路線

你需要一份逃生計劃以讓每一個人知

道在發生火警時要怎樣做和逃到哪

裡。花點時間和你的家人一起繪劃一

份顯示所有房間和出路的樓面圖。如

果可以的話你應當在每一房間有兩個

出口。一旦離開了建築物，逃到安全

的集合地點和打911。	

不可再返回建築物內 － 不論任何

理由。

確保你的逃生計劃包括了兒童、傷殘

人士和老人家的特別需要。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我們的增補小

冊子家居火警逃生計劃 (Home Fire 
Escape Plan)

在安大略省每年因為火警而導致大約

100人死亡和數以千計的人受傷。這

些受害者都是因為一些本來可以防止

的火警而遇難。

這本小冊子內的資訊應當可以幫助你

了解怎樣可以保護你自己和你的家

人，但要做到這一點，你必須負上全

責。這會給你保障安全的最好機會，

和萬一發生火警時得以生存。

為什麼你要負全責? 其實這是很簡單

的事，因為無論消防局如何盡力，多

數死者在消防人員到達前已經遇難，

即使消防員能在少於5分鐘內回應及

抵達現場。

防火安全的鑰匙在於學習和練習三道

防線。	

1. 防火 

2. 察覺火警 

3. 逃生

如需更多資訊請致電密西沙加消防

及緊急服務處 (Mississauga Fire and 
Emergency Services) 的公共教育組  
電話905-896-5908，或瀏覽我們的網

址www.mississauga.ca

實行三條防線：  1. 防火  2. 察覺火警  3. 逃生

注意：假若你居住在柏文或共管屋，

從你的建築物走避火警的方法可能很

不同。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我們的增

補小冊子為住在多單位和多層柏文及

共管屋人士而製訂的防火安全措施 
(Fire Safety, for persons who live in 
multi-unit and multi-level Apartments 
and Condos)。

懷疑因為吸煙不
小心而引發火警

因為無人看管的蠟燭		
在可燃物品旁而引致家居火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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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防火

超過90%的住宅火警是可以預防的！

常理告訴你：保護自己免受火警危害

的最佳方法是首先不要發生火警。了

解火警的成因和實行良好的防火安全

措施可以大大地減少你遭遇火警的機

會。

住宅發生火警的首要原因是：

•	煮食爐具

•	取暖設備

•	傳送電流器材

•	吸煙者點著了的香煙物品

•	蠟燭

•	火柴或打火機

(請注意：發生火警的原因和防止措施

不能盡錄。大多數的時候，請讓常理

作為你的引導)。

要防止上述各類火警發生，以下是一

些防火策略：

煮食爐具

因煮食而引致火警的最常見原因是燒

著了留在爐頭沒人理會的食油或油

脂。

如要防止煮食引致的火警：

•	 留守在廚房和留意你正在烹調

的東西。

•	 如果你必須離開廚房，先把爐

具熄火，直至你返回廚房為

止。

•	 在近身的地方放一個大煲或平

底鍋，以便在發生小火時把火

頭蓋著直至熄滅。假若在煲裡

或鍋中起火，把蓋子平推過去

蓋著火頭並把爐頭關掉。不

要用水撲滅和不要把煲或鍋拿

開，因為它可能太熱。

•	 保持焗爐清潔。

•	 把多士爐、水煲以及其他小型

發熱電器保持清潔，以及在不

用時把插頭拔掉。

更多的煮食安全提示：

•	 把煲 / 煎鍋的手柄撥向裡面以

防兒童伸手觸及。

•	 不要把手伸越爐頭。

•	 在煮食爐附近工作時穿著較為

緊身衣服。

•	 把易燃物品遠離煮食爐面。

取暖設備

最常見的由取暖設備引發的火警牽涉

到壁爐、燒木的火爐和煙囪。

如要防止取暖設備引致的火警：

•	 在安裝保暖設備及保留其周遭

空間時遵守建築條例和製造商

的指示。

•	 定期檢查你的煙囪並且聘請

WETT持有執照技師清理煙囪。

瀏覽www.wettinc.ca以找尋一位

在你附近的技師。

	 安大略省消防條例 (Ontario Fire 
Code) 規定每年最少檢查一

次，並在有需要時進行清潔。

•	 確保火爐煙囪管道緊密接駁。

•	 檢查牆壁是否過熱，因為這顯

示周遭空間距離不正確。

•	 安裝火花屏幕以及在煙囪頂裝

置防雨罩。

•	 確保在壁爐 / 火爐前設置火花

屏幕。

•	 防止地板 / 牆壁受熱。

•	 易燃物品應當距離壁爐、燒木

火爐和取暖火爐等最少1.2公
尺。

•	 給予空間加熱器充足的空間。

易燃物品距離空間加熱器最少1
公尺，並且必須在外出或就寢

前拔除電源。

傳送電流器材

電氣火警最常見原因是與線路有關

的。

如要防止電氣火警：

•	 修理或添加你的電氣系統時應

請持有執照的電氣承辦商進

行。

•	 只可使用由認可的發照機關批

准可用的電氣設備和用品。

要找尋認可機構名單請瀏覽	

www.esasafe.com並在electrical 
product safety一欄下查看。

與吸煙有關的火警

與吸煙有關的火警最常見的原因是醉

了或睡著了而導致不小心犯錯。這些

火警多數發生在睡房或起坐間。

如要防止吸煙引發的火警：

•	 如果你因為酒精、藥物或毒品

致醉，不要吸煙。

•	 如果你有睡意，不要在床上吸

煙。

•	 點著了的吸煙物品絕對不可沒

人看管。

•	 使用容量較深和能穩固盛載香

煙的煙灰盅。

•	 永遠不可把燃著了的吸煙物品

或煙灰盅內的東西倒進垃圾

內，必須先用水把它們浸透和

留過一夜才棄置。

•	 不可在易燃液體、氣體或易燃

物品附近吸煙。

蠟燭引致的火警

蠟燭引致火警最常見的原因是因為燭

火掉下，蠟燭被打翻或太接近而燃著

了旁邊的可燃物品。

如要防止蠟燭引發的火警：

•	 使用品質好的蠟燭和不會燃燒

的燭罩。

•	 把蠟燭放置在穩固而不可燃的

燭台及安放在平面上。

•	 把蠟燭放在兒童及寵物不能接

觸到的地方。

•	 把蠟燭放在遠離可燃物品的地

方。

•	 在離開房間或房子時熄滅蠟

燭。

火柴和打火機引發的火警

火柴和打火機引致火警的最常見原因

是兒童玩火或故意放火。

要防止火柴和打火機引發的火警：

•	 把火柴和打火機放在兒童接觸

不到和看不見的地方 (最好是

在一個加鎖的容器內)。
•	 教導兒童火柴和打火機是“用

具”而不是玩具，是不可以接

觸的物件，並且要他們在找到

它們時要告訴成年人。

•	 永遠不可讓兒童玩火柴或打火

機。

•	 如果你是吸煙者，把火柴和打

火機放在一處假如它們不見了

時你會立即發覺的地方 (即如

衣袋)。
•	 如果你知道或懷疑你的子女

牽涉玩火事故，可以求助。

兒童和他們的父母可以用

TAPP-C教育計劃。詳情請聯

絡我們的公共教育組，電話

905-896-5908。

實行三條防線：  1. 防火  2. 察覺火警  3. 逃生

煮食時沒有人看管而引
致廚房火警。

玩火柴不是兒童應
玩的遊戲

完全失去家園和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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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因為酒精、藥物或毒品

致醉，不要吸煙。

•	 如果你有睡意，不要在床上吸

煙。

•	 點著了的吸煙物品絕對不可沒

人看管。

•	 使用容量較深和能穩固盛載香

煙的煙灰盅。

•	 永遠不可把燃著了的吸煙物品

或煙灰盅內的東西倒進垃圾

內，必須先用水把它們浸透和

留過一夜才棄置。

•	 不可在易燃液體、氣體或易燃

物品附近吸煙。

蠟燭引致的火警

蠟燭引致火警最常見的原因是因為燭

火掉下，蠟燭被打翻或太接近而燃著

了旁邊的可燃物品。

如要防止蠟燭引發的火警：

•	 使用品質好的蠟燭和不會燃燒

的燭罩。

•	 把蠟燭放置在穩固而不可燃的

燭台及安放在平面上。

•	 把蠟燭放在兒童及寵物不能接

觸到的地方。

•	 把蠟燭放在遠離可燃物品的地

方。

•	 在離開房間或房子時熄滅蠟

燭。

火柴和打火機引發的火警

火柴和打火機引致火警的最常見原因

是兒童玩火或故意放火。

要防止火柴和打火機引發的火警：

•	 把火柴和打火機放在兒童接觸

不到和看不見的地方 (最好是

在一個加鎖的容器內)。
•	 教導兒童火柴和打火機是“用

具”而不是玩具，是不可以接

觸的物件，並且要他們在找到

它們時要告訴成年人。

•	 永遠不可讓兒童玩火柴或打火

機。

•	 如果你是吸煙者，把火柴和打

火機放在一處假如它們不見了

時你會立即發覺的地方 (即如

衣袋)。
•	 如果你知道或懷疑你的子女

牽涉玩火事故，可以求助。

兒童和他們的父母可以用

TAPP-C教育計劃。詳情請聯

絡我們的公共教育組，電話

905-896-5908。

實行三條防線：  1. 防火  2. 察覺火警  3. 逃生

煮食時沒有人看管而引
致廚房火警。

玩火柴不是兒童應
玩的遊戲

完全失去家園和財物。



1. 防火

超過90%的住宅火警是可以預防的！

常理告訴你：保護自己免受火警危害

的最佳方法是首先不要發生火警。了

解火警的成因和實行良好的防火安全

措施可以大大地減少你遭遇火警的機

會。

住宅發生火警的首要原因是：

•	煮食爐具

•	取暖設備

•	傳送電流器材

•	吸煙者點著了的香煙物品

•	蠟燭

•	火柴或打火機

(請注意：發生火警的原因和防止措施

不能盡錄。大多數的時候，請讓常理

作為你的引導)。

要防止上述各類火警發生，以下是一

些防火策略：

煮食爐具

因煮食而引致火警的最常見原因是燒

著了留在爐頭沒人理會的食油或油

脂。

如要防止煮食引致的火警：

•	 留守在廚房和留意你正在烹調

的東西。

•	 如果你必須離開廚房，先把爐

具熄火，直至你返回廚房為

止。

•	 在近身的地方放一個大煲或平

底鍋，以便在發生小火時把火

頭蓋著直至熄滅。假若在煲裡

或鍋中起火，把蓋子平推過去

蓋著火頭並把爐頭關掉。不

要用水撲滅和不要把煲或鍋拿

開，因為它可能太熱。

•	 保持焗爐清潔。

•	 把多士爐、水煲以及其他小型

發熱電器保持清潔，以及在不

用時把插頭拔掉。

更多的煮食安全提示：

•	 把煲 / 煎鍋的手柄撥向裡面以

防兒童伸手觸及。

•	 不要把手伸越爐頭。

•	 在煮食爐附近工作時穿著較為

緊身衣服。

•	 把易燃物品遠離煮食爐面。

取暖設備

最常見的由取暖設備引發的火警牽涉

到壁爐、燒木的火爐和煙囪。

如要防止取暖設備引致的火警：

•	 在安裝保暖設備及保留其周遭

空間時遵守建築條例和製造商

的指示。

•	 定期檢查你的煙囪並且聘請

WETT持有執照技師清理煙囪。

瀏覽www.wettinc.ca以找尋一位

在你附近的技師。

	 安大略省消防條例 (Ontario Fire 
Code) 規定每年最少檢查一

次，並在有需要時進行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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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地板 / 牆壁受熱。

•	 易燃物品應當距離壁爐、燒木

火爐和取暖火爐等最少1.2公
尺。

•	 給予空間加熱器充足的空間。

易燃物品距離空間加熱器最少1
公尺，並且必須在外出或就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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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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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時遵守建築條例和製造商

的指示。

•	 定期檢查你的煙囪並且聘請

WETT持有執照技師清理煙囪。

瀏覽www.wettinc.ca以找尋一位

在你附近的技師。

	 安大略省消防條例 (Ontario Fire 
Code) 規定每年最少檢查一

次，並在有需要時進行清潔。

•	 確保火爐煙囪管道緊密接駁。

•	 檢查牆壁是否過熱，因為這顯

示周遭空間距離不正確。

•	 安裝火花屏幕以及在煙囪頂裝

置防雨罩。

•	 確保在壁爐 / 火爐前設置火花

屏幕。

•	 防止地板 / 牆壁受熱。

•	 易燃物品應當距離壁爐、燒木

火爐和取暖火爐等最少1.2公
尺。

•	 給予空間加熱器充足的空間。

易燃物品距離空間加熱器最少1
公尺，並且必須在外出或就寢

前拔除電源。

傳送電流器材

電氣火警最常見原因是與線路有關

的。

如要防止電氣火警：

•	 修理或添加你的電氣系統時應

請持有執照的電氣承辦商進

行。

•	 只可使用由認可的發照機關批

准可用的電氣設備和用品。

要找尋認可機構名單請瀏覽	

www.esasafe.com並在electrical 
product safety一欄下查看。

與吸煙有關的火警

與吸煙有關的火警最常見的原因是醉

了或睡著了而導致不小心犯錯。這些

火警多數發生在睡房或起坐間。

如要防止吸煙引發的火警：

•	 如果你因為酒精、藥物或毒品

致醉，不要吸煙。

•	 如果你有睡意，不要在床上吸

煙。

•	 點著了的吸煙物品絕對不可沒

人看管。

•	 使用容量較深和能穩固盛載香

煙的煙灰盅。

•	 永遠不可把燃著了的吸煙物品

或煙灰盅內的東西倒進垃圾

內，必須先用水把它們浸透和

留過一夜才棄置。

•	 不可在易燃液體、氣體或易燃

物品附近吸煙。

蠟燭引致的火警

蠟燭引致火警最常見的原因是因為燭

火掉下，蠟燭被打翻或太接近而燃著

了旁邊的可燃物品。

如要防止蠟燭引發的火警：

•	 使用品質好的蠟燭和不會燃燒

的燭罩。

•	 把蠟燭放置在穩固而不可燃的

燭台及安放在平面上。

•	 把蠟燭放在兒童及寵物不能接

觸到的地方。

•	 把蠟燭放在遠離可燃物品的地

方。

•	 在離開房間或房子時熄滅蠟

燭。

火柴和打火機引發的火警

火柴和打火機引致火警的最常見原因

是兒童玩火或故意放火。

要防止火柴和打火機引發的火警：

•	 把火柴和打火機放在兒童接觸

不到和看不見的地方 (最好是

在一個加鎖的容器內)。
•	 教導兒童火柴和打火機是“用

具”而不是玩具，是不可以接

觸的物件，並且要他們在找到

它們時要告訴成年人。

•	 永遠不可讓兒童玩火柴或打火

機。

•	 如果你是吸煙者，把火柴和打

火機放在一處假如它們不見了

時你會立即發覺的地方 (即如

衣袋)。
•	 如果你知道或懷疑你的子女

牽涉玩火事故，可以求助。

兒童和他們的父母可以用

TAPP-C教育計劃。詳情請聯

絡我們的公共教育組，電話

905-896-5908。

實行三條防線：  1. 防火  2. 察覺火警  3. 逃生

煮食時沒有人看管而引
致廚房火警。

玩火柴不是兒童應
玩的遊戲

完全失去家園和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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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察覺火警

假若發生火警，必須盡早察覺以讓你

有時間逃生。

煙霧警報器挽救生命

假若即使你已盡力防火，仍然發生火

警，必須由煙霧警報器盡快察覺。及

早察覺可以挽救生命。每一所家居的

每一樓層必須裝置有效的煙霧警報

器。這是法律規定的！

你知否幾乎50%裝在家居的煙霧警報

器是失靈的?

你的又如何? 今天便測試它!

煙霧警報器的提示：

•	 每月測試煙霧警報器。

•	 每年更換電池  
(假如用電池操作)。

•	 每年替煙霧警報器吸除塵埃。

•	 更換使用已經超過10年的煙霧警

報器。

•	 假若遇到誤鳴 (假) 警報，不要把

電池拿掉。考慮使用具有“滅聲

作用”的警報器或另一類型的警

報器。參看www.makeitstop.ca
提供如何減少或消除誤鳴警報的

提示。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我們的增補小

冊子有效的煙霧警報器，這是法律規

定，這關乎你的生命 (Working Smoke 
Alarms, It’s the Law, It’s Your Life)

3. 逃生

假若發生火警你可能只得少於一分鐘

的時間逃生。

計劃你的逃生路線

你需要一份逃生計劃以讓每一個人知

道在發生火警時要怎樣做和逃到哪

裡。花點時間和你的家人一起繪劃一

份顯示所有房間和出路的樓面圖。如

果可以的話你應當在每一房間有兩個

出口。一旦離開了建築物，逃到安全

的集合地點和打911。	

不可再返回建築物內 － 不論任何

理由。

確保你的逃生計劃包括了兒童、傷殘

人士和老人家的特別需要。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我們的增補小

冊子家居火警逃生計劃 (Home Fire 
Escape Plan)

在安大略省每年因為火警而導致大約

100人死亡和數以千計的人受傷。這

些受害者都是因為一些本來可以防止

的火警而遇難。

這本小冊子內的資訊應當可以幫助你

了解怎樣可以保護你自己和你的家

人，但要做到這一點，你必須負上全

責。這會給你保障安全的最好機會，

和萬一發生火警時得以生存。

為什麼你要負全責? 其實這是很簡單

的事，因為無論消防局如何盡力，多

數死者在消防人員到達前已經遇難，

即使消防員能在少於5分鐘內回應及

抵達現場。

防火安全的鑰匙在於學習和練習三道

防線。	

1. 防火 

2. 察覺火警 

3. 逃生

如需更多資訊請致電密西沙加消防

及緊急服務處 (Mississauga Fire and 
Emergency Services) 的公共教育組  
電話905-896-5908，或瀏覽我們的網

址www.mississauga.ca

實行三條防線：  1. 防火  2. 察覺火警  3. 逃生

注意：假若你居住在柏文或共管屋，

從你的建築物走避火警的方法可能很

不同。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我們的增

補小冊子為住在多單位和多層柏文及

共管屋人士而製訂的防火安全措施 
(Fire Safety, for persons who live in 
multi-unit and multi-level Apartments 
and Condos)。

懷疑因為吸煙不
小心而引發火警

因為無人看管的蠟燭		
在可燃物品旁而引致家居火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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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假若你居住在柏文或共管屋，

從你的建築物走避火警的方法可能很

不同。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我們的增

補小冊子為住在多單位和多層柏文及

共管屋人士而製訂的防火安全措施 
(Fire Safety, for persons who live in 
multi-unit and multi-level Apartments 
and Condos)。

懷疑因為吸煙不
小心而引發火警

因為無人看管的蠟燭		
在可燃物品旁而引致家居火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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