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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提示

四大家居消防用品
選購及使用攻略
香港人煙稠密，居住環境一般十分擠迫，一旦發生火警，火勢及濃

煙容易迅速蔓延，可能造成嚴重後果。雖然住宅樓宇的公共地方通常

設有消防裝置如火警鐘、滅火喉等，但亦有住戶考慮在家中添置消防用

品，加強保障自己免受火災之害。本文介紹適合家居環境使用的煙霧警

報器、滅火筒、滅火氈、防煙頭罩及面罩，也提醒有意把廚房改建為開放

式的人士，有可能需要按法例要求，在單位內安裝煙霧警報器。

根據消防處的統計數字，在2010年

至2013年間，在屋邨及住宅大廈發生的火

警每年都逾2,600宗（見表一）；而不少火

警都是由煮食爐火引起（見表二）。為確保

生命及財物安全，市民應提高警惕，小心

防火，在家居環境中尤甚。

添置消防用品作額外保障
一般而言，除非住宅單位的間隔作出

改動而影響耐火結構，否則在單位落成後，

通常都沒有規定須在單位內加裝消防設備。

另一方面，若居住單位受法例規定而須在單

位內安裝消防裝置或設備，這些消防裝置

或設備必須由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安裝、保

養、檢查及維修，以符合法例要求。也有一

些住戶純為加強保障而考慮在家中添置消

防用品。本文提供4種適合家居環境使用的

消防用品的資訊，包括煙霧警報器、滅火筒、

滅火氈及逃生用的防煙頭罩及面罩，特別適

合打算自願添置消防裝置或設備的用戶。

主要在消防或安全設備店舖
出售

家居消防用品主要在專門售賣消防

或安全設備的店舖出售，一些消防工程公

司亦有零售這些產品供消費者購買，這些

店舖或公司部分設在工業大廈或商業大廈

內。部分電子器材店舖或五金行也有出售

煙霧警報器，亦有百貨公司出售滅火筒及

滅火氈，但牌子及型號的選擇可能較少。

煙霧警報器
一旦發生火警，煙霧往往迅速蔓延，

煙霧警報器能令住戶及早警覺發生火警，

盡快逃生或在安全情況下將火撲熄。或許

有人以為面積大或多層的居所才有需要

安裝煙霧警報器，然而，即使居住地方較

細，亦未必會很快察覺火警發生，例如睡眠

時，煙霧及室內氧氣減少都會令睡夢中的

人很難醒過來。

為減低家居火警引致的傷亡，部分

國家或地區規定住宅單位中須安裝煙霧警

報器，例如澳洲規定所有新建住宅都須安

裝煙霧警報器，部分省份如新南威爾斯於

2006年起更規定所有現有住宅內亦必須

安裝；美國部分州份例如麻省亦已實施類

似規定；法國則將於今年3月開始實施類

似規定。除外接電源使用的煙霧警報器以

外，上述國家或地區一般都容許住戶按規

例及產品說明自行安裝及檢查以電池供電

而毋須外接電源的煙霧警報器，毋須委託

專人進行。

按運作原理大致分為兩類

煙霧警報器按其運作原理，大致分為

光電式（optical / photoelectric type）及離

子式（ionization type）。光束的光度或方

向會受到煙的影響而變化，光電式煙霧警

報器利用此原理，觸發感應器發出警報；

離子式則利用警報器內的離子化電流會受

煙影響而產生電流變化的原理偵測煙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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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式煙霧警報器偵測悶燒而產生大量煙

霧的火（smoldering fire）的反應較快，而

離子式則偵測發出火焰的火（flaming fire）

（例如燃燒易燃液體、報紙等的火）的反

應較快。較難及早察覺的家居火警往往由

悶燒的火開始，例如不慎讓煙頭燃點着梳

化、電器過熱燃燒等；此外，由發焰的火導

致的火警通常很快會燃點起周圍的物件而

出現悶燒，故光電式煙霧警報器通常也很

快偵測到由發焰的火開始的火警。因此，

在家居使用上，光電式會較離子式為佳。

用戶可一併安裝光電式及離子式煙霧警報

器，以達致較全面的保障。部分品牌推出

雙感應器式（dual-sensor type）的煙霧警

報器，即在同一警報器內配備了光電式及

離子式感應器，但產品在市面並不普遍。

澳洲消費者組織Choice曾就多款光

電式、離子式及雙感應器式的家用煙霧警

報器進行測試，結果顯示，光電式及雙感

應器式樣本的整體偵測表現較佳。全部測

試樣本對發焰的火的偵測反應都快；而在

偵測悶燒的火的測試中，光電式及雙感應

器式樣本的偵測反應較快，離子式樣本則

相對較慢。

電池供電式較普遍

市面售賣的家用煙霧警報器通常以

電池（例如9V電池或AA電池）供電，可

獨立運作而毋須外接電源；而需連接交流

電源的型號，部分會設有電池作後備。視

乎牌子、型號及零售商，煙霧警報器售價

介乎約$100至$700左右，其中以$200至

$300的電池供電式型號較常見。

型號須獲消防處接納

消防處表示，在本港，即使是消費

者自願添置、並非因法例規定而安裝的

煙霧警報器（指獨立使用而毋須接駁至

訊號系統，亦毋須外接電源的煙霧警報

器），其型號都須獲該處接納，該處網頁

（http://www.hkfsd.gov.hk/eng/source/

表一：在屋邨及住宅大廈發生的火警意外宗數及死亡人數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1月至10月

宗數 2909 2745 2623 2609 2135

死亡人數 7 12 10 11 15

表二：部分火警意外成因統計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1月至10月

煮食爐火 1794 1672 1697 1607 1317

不小心處理或棄置煙頭、火柴和
蠟燭等

1560 1674 1056 1043 814

電力故障 807 712 770 767 688

引擎、摩打、機器過熱 93 89 146 134 160

不小心棄置香燭、冥鏹和蠟燭等 183 229 222 126 142

兒童玩火 51 43 25 23 7

以上資料來源：消防處

開放式廚房的消防安全要求
 屋宇署發出的《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

就住用單位的開放式廚房設

計提供消防安全指引，以助

符合《建築物條例》的要

求。根據該守則，就消防裝

置而言，如住用單位只有單

一個出口，而開放式廚房鄰

近該出口，便須在單位內及

單位外的走廊安裝煙霧警報

器，及在廚房天花安裝消防

花灑頭，而且這些裝置須符

合有關要求，例如其警報訊

號須接駁到大廈的相關火警

警報系統等；此外，這些消

防裝置每年須由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進行檢查及發出證明書。屋宇署表示，不論使

用明火或無火煮食，住用單位的開放式廚房設計都須符合該守則訂明的要求。

 近年一些新落成的私人住宅單位採用開放式廚房設計，這些單位一般已符合

消防安全的法例要求。其他業主若打算將現有的廚房改建成開放式廚房，應徵詢專

業人士的意見，以確定會否涉及改動樓宇結構及影響單位內的耐火結構，及如何符

合上述守則中的有關要求。

licensing/approved_fsi.pdf）載列了獲接納的部分型號的資料。另該處指如型號已獲產品

認證機構列入認可名單及予以公布供公眾人士查閱，而有關煙霧警報器符合本港所有相

關的規定，亦獲該處接納；消費者可在該處網頁（http://www.hkfsd.gov.hk/chi/source/

licensing/product/fsi_check_listing_tc.pdf）瀏覽如何查核產品認證有效性的方法，亦可

向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產品供應商或生產商查詢有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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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須聘用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

安裝

消防處又表示，如消費者自願添置、

並非因法例規定而安裝的煙霧警報器（一

般而言指獨立使用而毋須接駁至訊號系

統，亦毋須外接電源的煙霧警報器），消

費者可考慮自行安裝，亦可聘用第一級

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進行安裝；而須

外接電源的煙霧警報器，則須由第一

級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進行安裝。承

辦商名單可於消防處網頁查閱（http://

www.hkfsd.gov.hk/chi/source/FSIC_list_

chi.pdf），或向就近的消防局、消防處辦事

處或民政事務處查詢。

煙霧警報器選擇貼士

選購煙霧警報器，可留意以下幾點：

● 符合標準或產品認證：在產品或包裝上

標有所符合標準（例如歐洲EN 14604

標準、美國UL 217標準等）或有產品認

證標誌的型號，質素通常較好。

● 生產日期：一般有效期10年，生產日期

通常標示在警報器底部，由於偵測能力

會隨時間而慢慢下降，可以的話選擇生

產日期近的會較好。

● 測試按鈕：選擇設有測試按鈕的型號，

以便定期按下按鈕作測試，確保警報器

操作正常。

● 靜音按鈕（hush/si lence button）：

部分型號設有靜音按鈕，以便在警報

器發生誤鳴時將警報器短暫靜音數分

鐘，讓住戶清除引致誤鳴的原因，例如

因煮食油煙而引致誤鳴，應打開門窗

以散去油煙。

● 低電量警報：如選擇以電池供電的煙

霧警報器，應揀選具備低電量警報的型

號。當電池電量低時，警報器每隔數分

鐘便會發出聲響或其他提示，提醒更換

電池。

● 互連功能：部分型號設有互連功能，當

其中一個警報器被觸發時，所有互連的

警報器都會發出警報，尤其適合面積大

或多層的居所。這類警報器通常需以電

線互相連接，部分品牌亦有推出可無線

互連的型號。

不宜安裝在煮食爐或浴室附近

一般家居活動如煮食時的油煙及沐

浴時的蒸氣，都有機會令煙霧警報器誤

鳴。為減低誤鳴機會，煙霧警報器不宜安

裝在煮食爐或浴室附近。若打算安裝在廚

房，應選擇光電式煙霧警報器，因其誤鳴

機會較離子式低，並最好設有靜音按鈕。

吸煙時產生的煙霧亦可能引致誤鳴，吸煙

時應保持空氣流通。

定期清潔煙霧警報器

應按說明書指示保養煙霧警報器，

包括：

● 每月按下警報器上的測試按鈕，測試1

次，確保操作正常。切勿以明火測試警

報器。

● 每半年最少清潔警報器1次。可用吸塵

機清理警報器上的塵埃。

● 一般應每年更換電池1次。即使是連接

交流電源的警報器，亦應定期更換後

備電池。

● 煙霧警報器一般可重複使用。消防處建

議每當警報器偵測到煙霧及發出警報

後，應安排第一級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

進行檢查。

● 煙霧警報器的使用年期有限，應留意產

品說明指示，適當時予以更換。建議由

產品製造日期起計最長10年內更換，以

防因老化而影響偵測效能。煙霧警報器的生產日期通常標示在警報器底部。

定期更換煙霧警報器的電池。

需要外接電源（上）及

純以電池供電（下）的煙霧警報器。

部分新建村屋須在屋
內安裝消防裝置
 由地政總署、消防處等相關部門

及機構組成的小組，於2006年就新

界豁免管制屋宇（俗稱新界村屋）制

訂了《新界豁免管制屋宇消防安全規

定指引》。根據該指引，擬建屋宇如

需闢設緊急車輛通道，但受到地理環

境或土地業權等限制，以致未能提供

緊急車輛通道，在獲得地政總署信納

後，可採用其中一項指定的消防安全

措施以作替代，例如在屋內各層安裝

煙霧警報器及滅火筒。有關安裝這些

消防裝置的工作，須由註冊消防裝置

承辦商進行，並須在入伙前完成，及

由消防處檢查及驗收。有關屋宇的住

戶要留意，這些消防裝置每年須由註

冊消防裝置承辦商檢查最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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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適當的滅火劑量

市面上聲稱適合家居使用的滅火筒主

要為手提式的乾粉滅火筒，滅火劑（乾粉）

量一般約為1或2公斤，有效噴射時間約維

持8至十數秒，售價約$100至$700，其中約

2公斤型號的售價，通常較同牌子約1公斤型

號貴數十元至一百元左右。市面上亦有滅火

劑量高於2公斤的乾粉滅火筒，噴射時間較

長，然而自行添置在家居使用，建議選擇2

公斤或以下的型號，因為愈重會愈難提起使

用，而且若使用約2公斤的乾粉滅火筒仍不

足以滅火，表示火勢較大，應立即逃生。

部分家用乾粉滅火筒聲稱有效期為

生產日期起計3至5年。選購時留意滅火筒

上標示的生產日期或年份，可以的話選擇

日期近的會較好。

家居滅火筒租用服務

市面上有公司提供家居滅火筒租用服

務，並為住戶上門安裝及教導使用方法，每

年會上門檢驗或更換。視乎租用年期，每支

乾粉滅火筒的租用年費約$100至$300左

右。此外，市面上亦有以套裝形式出售的消

防及逃生用品，例如1個套件箱內有1支容量

400克的小型乾粉滅火筒、2個防煙面罩、2

個防煙眼罩及2支熒光棒，售價約$2,000。

留意滅火筒上標示適合撲滅的	

火警類別

國際間普遍按燃燒的物料或物件將

火警分類，並以英文字母表示，例如A類

火警一般為燃燒木材、紙張等所引起的火

滅火筒及滅火氈
手提滅火筒或滅火氈有助撲滅小型家

居火警，防止火勢蔓延。然而消費者應謹記，

只有小型火警及在安全、有把握的情況下，

才應嘗試自行撲救，切勿為撲救而延誤逃

生，並應在撲救前呼喚單位內所有人離開。

可交由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年檢

《消防（裝置及設備）規例》規定，所

有在本港供應或銷售的手提滅火筒及滅火

氈型號必須獲得消防處認可，已獲認可型號

的資料可瀏覽網頁http://www.hkfsd.gov.

hk/chi/accep_eq.html。若手提滅火筒及滅

火氈屬消費者自願添置而並非因法例規定

添置，消費者可毋須委託註冊承辦商而自行

滅火筒可交由第三級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 

每年檢查最少一次。

閱讀滅火筒的使用說明，以瞭解並熟悉

使用方法及適用的火警類別等。

安裝或存放，但手提滅火

筒及滅火氈（包括自願添

置的）可交由第三級註

冊消防裝置承辦商每

年檢查最少一次，其

中滅火筒的檢查包

括穩固性及氣壓是

否足夠等；而滅火筒則須每

5年交由第三級註冊消防裝

置承辦商進行水壓試驗一

次，以確保筒身結構良好。

消費者通常須自攜滅

火筒或滅火氈到承辦商檢

查，每件的檢查費一般為數

十元至百餘元。部分承辦商

提供上門檢查服務，但收

費較高。

滅火筒
乾粉滅火筒較適合

家居使用	

滅火筒種類繁多，例

如二氧化碳滅火筒、水劑滅

火筒、乾粉（又稱化學乾粉，dry 

powder / dry chemical）滅火筒、淨劑（clean 

agent）滅火筒及泡沫式滅火筒等，每種滅

火筒都有其適合撲滅的火警類別，例如燃

燒中的紙、布、木、塑膠、金屬品、易燃液

體、帶電的電掣及電器；其中以乾粉滅火筒

較適合家居使用，原因是其適用於撲滅大

多數家居火警類別，而其他種類的滅火筒則

不適合撲滅某些家居火警，例如水劑滅火筒

的清水及泡沫式滅火筒的

泡沫屬導電體，因此切勿用

以灌救燃燒中的電器，否則

會有觸電危險；二氧化碳滅

火筒較難完全撲滅燃燒中

的紙及布等。雖然乾粉滅火

筒用途較廣泛，但使用前亦

必須留意滅火筒上所標示

適合應付的火警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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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將手提滅火筒置於牆上，既方便提取，

亦避免兒童容易接觸。

撲滅小火時亦要準備隨時逃生

購買後應閱讀使用說明，以瞭解並

熟悉使用方法及適用的火警類別等，別待

發生火警時才查閱。乾粉滅火筒不應在密

閉的房間使用，以免吸入乾粉；此外，噴出

的乾粉會減低能見度，使用前應認清逃生

方向。使用時應與火保持安全距離，並處

於容易逃生的位置，例如背向大門，以便

及時逃生。手提滅火筒一般在操作桿附近

設有安全針，使用時先將安全針拉出，將

噴嘴指向火的底部，然後按下操作桿，噴

射滅火劑直至將火完全撲熄，並要留意有

否重燃。若未能將火撲熄，應立即逃生。

宜用滅火氈撲滅涉及滾油的火

煮食時發生的火警，往往是因燒着

鍋具中的油而引起，此情況切勿嘗試以水

灌救，因為會令火勢加劇。若鍋具中的油

量多，自行以滅火筒撲滅時，有機會在噴

射時令鍋具中的滾油濺出而發生危險；在

安全情況下，應先將爐熄掉，再小心地用

鍋蓋或最好以滅火氈將鍋具蓋住，直至火

完全熄滅及降溫為止。

另外，若電器着火，在安全情況下，

應先關掉供電總掣或拔去插頭；切勿嘗試

以水、水劑滅火筒或泡沫式滅火筒灌救，

應以適用於帶電設備火警的乾粉滅火筒或

二氧化碳滅火筒撲救。

適當保養

滅火筒

應按產品

說明指示，定期

檢查及保養滅火筒。就一般家用滅火筒，

應留意以下各項：

● 每月最少檢視滅火筒1次，確保沒有出

現金屬銹蝕、凹陷或損壞，並確保安全

針沒有被意外拔出、氣壓表指針位處正

常位置（通常指向綠色區域為正常）。

切勿自行打開頂蓋檢查。

● 定期清潔滅火筒，並檢視噴嘴以確保沒

有閉塞。

● 每隔半年將乾粉滅火筒倒置約10分鐘，

以防筒內乾粉凝固。

● 留意產品聲稱的有效期，適當時予以

更換。

● 使用後，滅火筒筒內壓力會下降，不宜再

用，因此在使用一次後，即使筒內還有滅

火劑，都應將滅火筒更換，或向供應商

或第三級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查詢有否

提供充裝滅火劑服務，充裝乾粉費用一

般大約$100至$250。切勿賞試自行充裝

滅火劑。

如何棄置滅火筒？	

滅火筒內可能存有壓力或剩餘的化

學物質，故不宜作普通家居廢物棄置或回

收。綜合消防處及環境保護署的意見，消

費者可向滅火筒的供應商或第三級註冊消

防裝置承辦商查詢，以安排妥善處理舊的

滅火筒。部分供應商或承辦商會免費代為

處理，但須用戶自攜舊的滅火筒到店舖，又

或須光顧購買新的滅火筒。

警。滅火筒上一般會以相應的英文字母及

圖示等標示其適用的火警類別。不過要留

意，不同國家的標準所採用的火警分類方

法可能稍有不同，例如在美國UL標準中，

B類火警為涉及易燃液體及氣體的火警， 

C類火警為涉及帶電設備的火警；然而在英

國BS標準及歐洲EN標準中，B類火警為涉

及易燃液體的火警，C類火警才是涉及易燃

氣體的火警，而由於電本身不能燃燒，所以

涉及電的火警並沒有獨立分類，但在適用

於此類火警的滅火筒上，通常都會有圖示

及文字說明其適用於此類火警。消費者選

擇家用滅火筒時，應選擇可應付A、B、C類

和涉及電的火警的乾粉滅火筒，此類滅火

筒一般適合撲滅大多數小型家居火警；消

費者辨別滅火筒適用的火警類別時，除了

察看滅火筒上標示的有關英文字母外，亦

必須留意其相應的圖示及文字說明。

應存放在當眼處

為方便及時提取，手提滅火筒應存

放在家中逃生路徑（例如大門附近）的當

眼處，但不可阻礙逃生。此外，應避免存

放在潮濕、接近熱源或陽光直接照射的地

方，以防金屬銹蝕及塑膠老化；不應倒置

或傾側存放，亦不應存放在兒童容易接觸

到的地方。部分型號附有掛牆架，方便用

部分滅火筒附有掛牆架，方便用戶將滅火筒

置於牆上。

定期檢視滅火筒的氣壓表，確保指針在正常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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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火氈未必可重複使用

購買後，應閱讀使用說明，以瞭解並

熟悉使用方法。使用時，在安全情況下，如

火警涉及煮食爐應先將其關掉，如涉及電

器則應先關掉供電總掣或拔去插頭，然後

小心地將滅火氈覆蓋於火上以隔絕空氣，

待火完全熄滅及降溫後，才可將滅火氈移

去。一般家用滅火氈屬較輕型的滅火氈，

除非產品說明可重複使用，否則應於使用

一次後更換。消防處表示，即使可重複使

用，滅火氈使用後亦可交由第三級註冊消

防裝置承辦商檢查。

定期取出並攤開檢查

用戶每年應將滅火氈最少攤開檢查

一次，以確保無破損可使用。檢查後，將滅

火氈放回袋內或

盒內時，要確保

其帶子從袋或盒

的底部伸出，以

便有需要時可迅

速拉出滅火氈。

切 勿 以 洗 衣 機

清洗滅火氈。

滅火氈
滅火氈以防火物料（例如玻璃纖維

織布）製造，尤其適合撲滅煮食時燒着鍋

具中的油而引起的小火，若身上衣服着火，

可用滅火氈緊包着身體以撲熄，亦可在有

需要時用以包裹身體，逃離火場。市面出

售的滅火氈，有正方形或長方形，尺寸一般

介乎約1至1.8平方米，售價普遍約$150至

$600。

建議掛在廚房出入口附近的牆上

滅火氈應存放在其原廠的保護膠袋

或膠盒內備用。為方便就近取用，建議將

滅火氈掛在廚房出入口附近的牆上當眼

處，下方留有足夠空間以拉出滅火氈；但

不宜太近煮食爐，否則一旦煮食爐位置起

火，未必可安全拿取。

防煙頭罩及面罩
火災中除了火會造成人命傷亡外，濃

煙及有毒氣體亦是可怕的殺手。濃煙會使能

見度變差，而且會刺激眼睛令人睜不開眼，

亦會影響呼吸，一旦吸入大量濃煙，會被

濃煙的熱力及有害物質損害呼吸道及肺部

等，影響呼吸功能。火災亦往往產生有毒氣

體，例如一氧化碳，人體吸入大量一氧化碳

後，會出現暈厥甚至窒息。有些火災死傷者

是因為吸入大量濃煙或有毒氣體後昏倒或

失去知覺，才被燒傷甚或導致死亡，火災時

佩戴適當的防煙保護裝備，有助安全逃生。

市面上適合火災逃生用的個人防煙

保護裝備，主要有防煙頭罩（又稱防煙面

具，smoke hood/escape hood）及防煙面罩

（smoke mask/escape mask），聲稱可過濾

火災中常見的部分有毒氣體如一氧化碳等，

其中聲稱以阻燃或抗高溫物料製造的防煙

頭罩售價普遍介乎約$300至$1,000，使用

時罩着整個頭部，一般可佩戴着眼鏡使用，

前面有罐型的呼吸過濾器，聲稱可提供約

30至60分鐘的保護。防煙面罩的設計則較

簡單，亦較細小，用以覆蓋面部、鼻及口等，

通常以套裝出售，售價約$1,000，包括防煙

面罩、防煙眼罩、熒光棒及掛繩口哨。防煙

頭罩或面罩通常只可使用一次，不能重複使

用；備用時保存在「真空」袋內，待使用時

才可打開「真空」袋，否則會影響防煙頭罩

或面罩的過濾效能而不能發揮作用。

選購時留意有否標示符合標準

選購防煙頭罩或面罩時，應選擇有標

示符合標準（例如歐洲EN 403標準、中國

公共安全行業標準GA 209等）或有產品認

證標誌的型號，質素通常較好。此外，應留

意產品標示的生產日期及備用期，部分防

一般家用滅火氈屬較輕型的滅火氈，

使用一次後應予更換。

滅火氈應存放在其原廠的保護膠袋或膠

盒內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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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容易接觸到的地方。日常保養方面，

應定期檢視「真空」袋等，確保沒有破損，

並留意備用期，適當時予以更換。

消防處表示，由於防煙頭罩及

面罩並非消防裝置及設備，故該處

沒有就此類產品作出規管。如市民

決定購買此類產品備用，應瞭解清

楚安全的使用方法及用途限制。由

於使用防煙頭罩及面罩的目的只是

希望暫時減低使用者吸入大量濃煙

的機會，使用者亦應盡快逃生或按

照情況停留在處所中等待救援。消

防處建議使用者應該接受適當的訓

練才可使用防煙頭罩及面罩。市面

上的防煙頭罩及面罩按照不同標準

而進行測試，有些更只適合成人使

用，使用者必須瞭解產品的類別及

說明書內容才可使用。 

煙頭罩的聲稱備用期為生產日期起計3至5

年，部分防煙面罩則為5年。防煙頭罩或面

罩通常沒有尺碼選擇，但一般都適合大部

分成人的頭型。購買後應閱讀使用說明，以

瞭解並熟悉佩戴及除下的方法。

雖然防煙頭罩及面罩產品應可過濾

火警產生的部分有毒氣體，但不能提供氧

氣，故使用時須留意缺氧的風險。此外，防

煙頭罩的佩戴步驟較多，例如要拔去過濾

器的膠塞及拉緊頭帶，但其「真空」袋只可

在使用時才打開，否則過濾器便失效，故購

買後不能嘗試或練習佩戴；即使熟悉佩戴

方法，仍可能在危急時因緊張而未能及時

佩戴妥當。防煙面罩相對較容易佩戴。

定期檢視並留意備用期

為方便逃生時拿取，防煙頭罩或面罩

應存放在家中逃生路徑（例如大門附近）

的當眼處，但不可阻礙逃生。此外，應避免

存放在潮濕、接近熱源、陽光直接照射或

防煙頭罩使用時罩着整個頭部，前面有

罐型的呼吸過濾器。

留意防煙頭罩或面罩標示的生產日期及

備用期，適時更換。

防煙頭罩備用時保存在「真空」袋內，

應只在使用時才打開。

防煙面罩通常以套裝出售，包括的逃生裝備有防煙面罩、防煙眼罩、熒光棒及掛繩口哨。

逃生三寶
 火警發生時，防煙頭罩或面罩僅

屬額外保護，不要因尋找或佩戴而延誤

逃生，或誤以為戴上後便安全，最重要

還是盡快逃生，如情況許可，逃生時首

要帶備「逃生三寶」：手機、毛巾及門

匙；手機可用作求救，毛巾可掩蓋口

鼻，減少氣道受濃煙刺激，而門匙則在

必要時用以返回屋內暫避。

如情況許可，逃生時首要帶備「逃生三寶」：

手機、毛巾及門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