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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火筒的大小
手提滅火筒是以它們可以處理的火警的大小
來評定功率的。這功率會標明在滅火筒的標
籤上 － 例如2A:10B:C。
功率的數字愈大，它能撲滅的火也愈大。在
滅火筒上尋找ULC標籤 (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of Canada)。在一般家庭使用
的，我們建議選用一隻多用途 
(multipurpose (ABC)) 滅火筒，功率是2-A 
10-B,C或3-A 40-B,C。

局限
重要的是要知道滅火筒原意不是用以對付大
型火警的。一隻滅火筒可以在六至十秒這樣
短的時間完全噴完。

安裝地點
把滅火筒安裝在當眼和容易取得的地點，接
近出口和不要和可能發生火警的點相距十呎
之內。不要把滅火筒收藏在貯物櫃或洗手盆
下。

保養
每月檢查你的滅火筒一次，看看有沒有損
壞，並確保它充滿了滅火劑。(詳情請查閱製
造商的說明書。) 在每次使用後，滅火筒應該
交由合資格的服務公司作跟進服務，即使滅
火劑還沒有完全噴完。(在黃頁 (yellow 
pages) 查閱“滅火筒 (Fire Extinguishers)”
一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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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說明標籤：發生緊急
事故時不是找出如何使用

滅火筒的時候。



只有在以下情況俱備時才可以試圖
滅火：

• 每一個人都已離開，或正在離開屋子，而
另外有人在打911給消防局。

• 火勢很小，沒有蔓延，而煙或熱力都不造
成威脅。

• 你的滅火筒和你想撲滅的火的種類相
同。

• 你有信心可以滅火，而你又熟悉如何使用
滅火筒。

記著：不要被火困住。時常把你的
背部向著沒有阻塞的出口。

如要操作你的滅火筒，記著 
“PASS”這英文字

P –拔出 (Pull)  
安全  

針，如有需要，將安

全針扭動，以打開

鎖著的手柄。

A –向下對準 
(Aim) 
把滅火器噴咀或喉

咀對準火源的底

部。(與火保持安全

距離。)

S –按壓 
(Squeeze)  
手柄，從上向下壓

盡以釋放滅火劑。

S –橫掃 (Sweep) 
把噴咀或喉咀從一

邊掃往另一邊，橫

掃火的底部。假若火

再次燃燒，再噴上

滅火劑。

永遠不可用背部向著火 － 即使
你以為它已熄滅，它可能再次燃
燒。

你的家中可能遇到三類典型的 
火警。
(確定你有適合的滅火筒去撲滅適合類型的
火。)

A類：普通可燃物品的火警， 
牽涉到木、布、紙和塑膠等。

B類：易燃液體和氣體的火警， 
牽涉到汽油、煮食油、丙烷等。

C類：帶電的電氣的火警， 
牽涉到生電電力，例如電動工具、線路、保險
絲箱、電視、電腦等。

一隻標籤為ABC的滅火筒是多用途
滅火筒 (multi-purpose 
extinguisher)，可以用於所有三種
類型的火警。

如果正確使用，手提滅火筒可
以挽救性命和財產 － 它可
以撲滅或控制火勢直至消防
及緊急服務處人員抵達 (Fire 

& Emergency Services)。

注意：在使用滅火筒後立即打電話給消防及緊急服務處報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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