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火季節將至
請即為您的家庭作好準備

山火 
安全



我們為您的安全許下承諾

100 220

455,000 633

26,000
台攝影機監察天氣	
及火災。

超過 超過

棵位於 SDG&E 電纜附近的
樹木已經過檢驗及修剪。

架直升機協助維持山火	
安全及巡視電纜。

台航拍機於全年不同時	
間對電纜及燃氣管道進	
行空中檢驗。

個氣象站提供風速、	
濕度及氣溫等讀數。

木製電線桿已升級為	
防火鋼桿。

措施不只於此。 若出現危險情況，我們或會中斷電源，以確保您和社群的安全。這個做法稱為公共安全斷電 
(Public Safety Power Shutoff, PSPS)。亦有其他旨在減低顧客影響及潛在山火點燃的山火安全提升措拖。

近年，加州經歷了多次極具破壞力的山火，程度前所未見。SDG&E® 竭盡所能，協助保護這個區域抵禦山火的威
脅。我們將顧客、員工及社群的安全視為首要，因此我們持續改進及加強我們現有的裝備和設施結構。



何謂公共安全斷電？

若出現危險情況，在不
得已的情況下我們或會
中斷電源，以確保您和
社群的安全。

SDG&E 會監察高危火災狀況。 
當中包括但不限於：

狂風
（包括紅旗警報）

火災威脅
針對電力基礎設施

公共安全風險地面觀察

乾燥植物
有成為燃料的可能性

低濕度

如欲進一步了解公共安全斷電，	
請瀏覽 sdge.com/wildfire-safety。



如何確定要執行公共安全斷電？

若我們預計斷電會延長一段時間，我們或會開放受影響地區的
社群資源中心及／或資訊中心。

斷電前 
約 48 小時

斷電前 
約 24 小時

斷電前 
約 12 小時 

斷電前 
約 1-4 小時

公共安全 
斷電開始時

若有任何社群 
資源中心開放時

現場檢驗 
開始時

恢復電源時

7 至 10 天前 3 至 6 天前 2 天前 1 天前 斷電當日 電源恢復

當預報顯示有出現危險

狀況的潛在可能性時，

SDG&E 會監察火災風險及

潛在影響。

SDG&E 會對天氣預報及

山火潛在可能性作出相應

整理推敲。

SDG&E 會繼續監察天氣狀

況、與受影響社群溝通，並

與應急人員及公共安全機構

協調。

S D G & E  會通知受影響社

群，以及政府及公共安全機

構已中斷電源。

SDG&E 會開始通知有可能

受到潛在公共安全斷電影響

的顧客，包括關鍵設施及醫

療基線顧客，以及州、縣及

市政府機關。

當天氣情況變得安全，	

SDG&E 會開始恢復電源。	

現場工作人員及空中資源將

檢驗高架電纜，確保狂風未

有造成破壞，及電纜可空全

操作。

通知發出的時間線（在可行情況下） 

公共安全斷電程序



掌握延長斷電時的去處

我們或會開放受影響地區的任何社群資源中心。

這些設施是受影響居民能夠前往索取應急物

資、冰塊、水、小食、汽車電源換流器、小型

太陽能電池及收音機，並取得有關斷電最新資

訊的地點。

公共安全斷電有可能會維持至火災風險
狀況不再構成威脅時。

沃爾納泉  
(Warner Springs)

朱利安 
(Julian)

拉莫納 
(Ramona)

瓦利森特  
(Valley Center)

松谷  
(Pine Valley)

莫蕾娜湖  
(Lake Morena) 

杜爾蘇拉 
(Dulzura) 

哈昆巴 
(Jacumba)波特雷羅 

(Potrero)

社群資源中心

火災高威脅地區

如需索取社群資源中心的完整清單，包括設施名稱及地址，

請瀏覽 sdge.com/resource-centers 。

福爾布魯克 
(Fallbrook)

德斯坎蘇 
(Descanso) 



注意安全——採取行動

下載我們的 PSPS 應用程式 
「Alerts by SDG&E」
在公共安全斷電 (PSPS) 發生之前、期間及之後
取得最新資訊。請瀏覽 sdge.com/pspsapp 以下
載應用程式及了解更多。

想清楚。保障安全不能靠運氣。請即採取行動，為緊急情況作好準備。

訂立應急計劃
確定一個與家人會合的地點，安全路線及庇護

所，以及您會採取甚麼行動。與家人包括小孩一

起商討計劃及進行練習。

準備應急工具包
將必要用品放在易取處。確保您的工具包備有您

和家人所需的物品，包括寵物、長者及殘疾人士

的所需品。將物品存放在易於攜帶的容器中，例

如背包或膠箱。請查看隨附的檢查清單。

不論情況如何，我們都會竭盡所能和您溝通。

更新聯絡資訊
前往 sdge.com/MyAccount。點擊「Manage Your 
Contact Info（管理您的聯絡資訊）」並更新您的聯絡
資訊，包括電郵地址。

註冊以取得斷電通知
繼續留意資訊，讓我們能夠保障您的安全。這個程序

亦適用於 PSPS，不只限於山火。第一步是確保聯絡
資訊為最新。請瀏覽 sdge.com/notifications 。

參與我們的恢復力調查 (Resiliency Survey) 
並取得小提示
我們設立了一個簡短的問題系列，為您和您的摯親提

供量身訂造的推薦。完成調查後，您可以選擇一個社

群組織，SDG&E 會以您的名義捐出 20 美元。請於 

sdge.com/prepared 了解更多。



作好準備——營造一個可防禦空間
透過更改家居周圍的植被空間抵禦山火，以將其曝露於風險下的情況減至最低。

California requires 100 feet of defensible 
space around your property

San Diego County requires 50 
feet of clearance in Zone 1

Undisturbed vegetation

The area nearest your home 
should be well spaced and 
contain low-growing and 
fire-resistent plants such as 
turf grass, vegetable 
gardens, flower beds or 
ones recommended by your 
local nursery.

Low-growing ground covers 
that support fire resilience 
and are low in fuel volume 
are recommended in this 
zone. Talk to a grower about 
which plants will work for 
your defensible space.

Check with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agencies before 
modifying native vegetation 
that might include endangered 
species and habitats.

第 1 區 第 2 區 第 3 區

30 至 50 呎 100 呎 100 呎以外

最靠近您家的區域應有充足

空間及種有矮生植物及防

火植物，例如草地用草、菜

園、花圃，或您當地的育苗

場所推薦的品種。

聖地牙哥縣要求第  1  區有 

50 呎淨空。

加州要求您的物業周圍有 100 呎可防禦空間。 未受干擾的植被

建議在這個區域種植有助

火災恢復和燃燒量低的矮

生地被植物。與種植業者

商討哪種植物適合您的可

防禦空間。

在變更有可能含有瀕危物種

及棲息地的原生植被前，請

諮詢環境監管當局。



有助建立社群安全的補助金

P.O. Box 129831  |  San Diego, CA 92112-9831  |  800-411-7343

過去十多年來，SDG&E 的聖地牙哥慈善捐獻倡議曾提供補助金，透過與美

國紅十字會 (American Red Cross)、211 San Diego、211 Orange County、

San Diego Regional Fire Foundation、San Diego Fire Rescue Foundation、

Burn Institute、Inter Tribal Long Term Recovery Foundation、Community 

Emergency Response Teams (CERTs)、Tribal Emergency Response 

Teams、Fire Safe Councils 及其他非牟利機構的社群合作，為應急人員、

應急物資、可防禦空間及山火安全教育作出支援。請於 sdge.com/safe 了

解更多。

追蹤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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