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煙霧警報器
法例規定的煙霧警報器 (按照安省建築條例 (Ontario
Building Code) 安裝的) 必須連接到家居的電路。額外
的煙霧警報器或按照安省防火條例而安裝的煙霧警報器
可以是連接到家居電路、以電池運作或兩者混合。煙霧
謷報器有兩種：電離 (快速焰火) 和電光 (慢速暗火)，它
們用兩種不同的原理運作。要正確地保護你的家人，你
應當把這兩種煙霧警報器都安裝在家中。這是有十分重
要的，原因有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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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的家人會受到保護，免受這兩種火警 (快速焰火和
慢速暗火) 的危害。
2. 在你家中每一區選擇正確的煙霧警報器，將會完全
免除或大大減少‘誤鳴’的次數。經常發生‘誤
鳴’，可以令你的家人在煙霧警報器響起而又真正
發生火警時，忽略了他們要面對可能變得致命的危
險情況。在真的火警中，當煙霧警報器響起時，你
的家人可能只有少於一份鐘的時間去安全地逃離。
下面的圖表比較這兩種煙霧警報器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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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你的家人提供最好的防火保障：
防止發生火警 － 方法是養成良好的防火安全習慣。

煙霧警報器：

電離

光電

以電池運作

3

3

以電流運作

3

3

最常安裝的
(價格平宜)

3

最擅長探測
快速焰火

3

最擅長探測
慢速暗火		

3

察覺火警 － 在最早期察覺火警，方法是正確地安裝
和保養煙霧警報器。
逃生 － 方法是製訂全家走火警計劃並且最少每年演
習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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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發生誤鳴
(接近廚房和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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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引致誤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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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霧警報器挽救生命

保養及測試煙霧警報器

大多數致命的家居火警是在晚上當人們在睡夢中發生的。
與一般人所信的相反，煙的氣味可能不會把睡著的人弄
醒。火警產生的有毒氣體和煙可以使感覺麻木而令你睡得
更沉，更會令你失去知覺。價格平宜的家用煙霧警報器發
出警報，警告你發生了火警。因為它給你一些時間逃生，
煙霧警報器減少了你在住宅火警中死亡的危險。
在真的發生火警時，當煙霧警報響起時你的家人可能只有
少於一分鐘的時間去安全地逃生。

• 只有運作正常的煙霧警報器才能保護你和你的家
人。

安裝煙霧警報器
這是法律規定的

• 每年至少一次裝入新電池。一個很好的提醒自己的
時機，是當你把時鐘撥快或撥慢時 (春天和秋天)，
順便更換電池。在煙霧警告器內只可使用製造商建
議的鹼性電池。

新法律規定你的居所每一樓層都要裝置一部“有效運作”
的煙霧警報器。
這會對你的家居有什麼影響?
對於從1990年起至目前建成的樓宇，每一樓層己經裝有電
路互相連接的煙霧警報器。只要它們是“有效運作”，你
無需採取任何行動，但建議你更換那些使用超過10年的煙
霧警報器。
對於從1975年至1990年建成的屋宇，在睡房區和房子其
他地方之間裝有一個用電力運作的煙霧警報器。那末便需
要在沒有受到保護的其他樓層裝上新的煙霧警報器。原來
安裝的電力煙霧警報器和電池煙霧警報器，假若已超過
10年的，建議也予以更換。
至於在1975年以前興建的房屋，很可能是沒有電力運作
的煙霧警報器的。法律規定每一樓層必須有一部“有效運
作”的煙霧警報器。任何現存的以電池運作的煙霧警報
器，假若已超過10年的，建議也予以更換。

更換煙霧警報器
假若你更換用電力運作的煙霧警報器，它們必須以另一電
力運作的煙霧警報器替代，而不是以電池警報器替代。如
果你因舊警報器為操作失靈而必須更換線路互相連接的電
力煙霧警報器，你必須用同一製造商和同一款式的作為替
代，才可以確保新舊警報器互相匹配。當更換舊煙霧警報
器時，考慮使用具有增強功能的，例如有電池作後備的 (
對電力運作煙霧警報器而言) 以及有“滅聲”按鈕的，以
便在誤鳴時關掉鳴聲。

• 永遠不要因為要“借用”電池作其他用途或因為誤
鳴而取走電池，從而使煙報警報器失效。
• 每個月都要用測試按鈕測試你的煙霧警報器。按照
製造商的指示定期用悶燒出煙的棉線或一炷香去測
試煙霧警報器，也是很好的主意。

• 每六個月一次，遵從製造商的指示把煙霧警報器的
塵埃輕輕吸走。
• 煙霧警報器不能永久耐用不衰。更換超過10年的煙
霧警報器。

注意：在本文中，“家居”
一詞是泛稱，包括任何種類
的住宅居所。

這是法律規定的
1.

屋主必須保持煙霧警報器正常運作。

2.

在出租的單位，業主須要把製造商的保養說明書
的一份拷貝（或由消防總長批准的其他形式）提
供給居住者。

3.

任何人士不得故意使一部煙霧警報器失去效用，
從而使它不能運作。

最後但同樣重要
計劃你的逃生路線
你必須準備一份火警逃生路線圖，裡面要顯示 所有可
能使用的出口。
如果你住在一座多層柏文大廈，畫出你的樓層內如何
走到出路樓梯的路線。
• 記著：永遠不可用升降機去走火。共同選定一處
在住所以外的集合地點，要家中所有成員在逃出
後在那裡集合。
• 每年最少演練你的逃生計劃兩次。作為火警演習
的起點，應當要每一個人在床上和把房門關上。
由其中一人發出火警警報，然後每一成員爬行或
俯下身子離開居所，並在集合地點會合。綁上或
閉上雙眼練習走火，以便更貼近真正火警的情
況，也是一個好主意。
記著在真正發生火警時，你一旦離開火場，就要
留在火場之外！永遠不可返回一座燃燒中的建築
物！

巡查違規和執法
火警保護及防火法案 (Fire Protection and Prevention
Act) 第四節授權城市防火督察進入及巡視家居以評估
防火安全。這些巡查可以包括評估是否有正確安裝及
保養煙霧警報器。
火警保護及防火法案第七節定下各種罰款，適用於違
反該法案及安省防火條例中(Ontario Fire Code)任何
條款的人，包括違反在住宅安裝及保養煙霧警報器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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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安全。這些巡查可以包括評估是否有正確安裝及
保養煙霧警報器。
火警保護及防火法案第七節定下各種罰款，適用於違
反該法案及安省防火條例中(Ontario Fire Code)任何
條款的人，包括違反在住宅安裝及保養煙霧警報器
者。

選擇煙霧警報器
法例規定的煙霧警報器 (按照安省建築條例 (Ontario
Building Code) 安裝的) 必須連接到家居的電路。額外
的煙霧警報器或按照安省防火條例而安裝的煙霧警報器
可以是連接到家居電路、以電池運作或兩者混合。煙霧
謷報器有兩種：電離 (快速焰火) 和電光 (慢速暗火)，它
們用兩種不同的原理運作。要正確地保護你的家人，你
應當把這兩種煙霧警報器都安裝在家中。這是有十分重
要的，原因有兩個。

ᕄ౿ⴧ͗

⩹ࢵި

1. 你的家人會受到保護，免受這兩種火警 (快速焰火和
慢速暗火) 的危害。
2. 在你家中每一區選擇正確的煙霧警報器，將會完全
免除或大大減少‘誤鳴’的次數。經常發生‘誤
鳴’，可以令你的家人在煙霧警報器響起而又真正
發生火警時，忽略了他們要面對可能變得致命的危
險情況。在真的火警中，當煙霧警報器響起時，你
的家人可能只有少於一份鐘的時間去安全地逃離。
下面的圖表比較這兩種煙霧警報器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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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你的家人提供最好的防火保障：
防止發生火警 － 方法是養成良好的防火安全習慣。

煙霧警報器：

電離

光電

以電池運作

3

3

以電流運作

3

3

最常安裝的
(價格平宜)

3

最擅長探測
快速焰火

3

最擅長探測
慢速暗火		

3

察覺火警 － 在最早期察覺火警，方法是正確地安裝
和保養煙霧警報器。
逃生 － 方法是製訂全家走火警計劃並且最少每年演
習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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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發生誤鳴
(接近廚房和浴室)

3

很少引致誤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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