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屆屆屆屆大埔大埔大埔大埔區區區區消防安全大使消防安全大使消防安全大使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名譽會長會名譽會長會名譽會長會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次次次次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記錄記錄記錄記錄 

 
 

日期   :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九日  

時間   :  下午一時正 

地點   :  大埔翠樂街 8 號富萊花園稻香酒樓 

 

 出席者 : 夏家興 先生 (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主席) 

 胡健民 先生 

曾漢文 先生 

蘇偉昇 先生 

(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副主席) 

(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副主席) 

(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副主席) 

 陳佩添 先生 (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 

 呂興揚 先生 (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 

   

 洪重穆 先生 (消防處新界東區副指揮官   名譽會長會秘書) 

 胡永聰 先生 (大埔消防局消防隊長  名譽會長會助理秘書) 

 蔣政洭 先生 (大埔消防局見習消防隊長   名譽會長會助理秘書) 

   

缺席者 : 陳炳才 先生 (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副主席) 

 余智榮 先生 (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司庫) 

 林泉   先生 (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顧問) 

 黃碧嬌 女士 JP (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顧問) 

 陳漢明 先生 (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 

 鄧龍   博士 (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 

 郭凌雲 女士 (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 

 黃以諾 先生 (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 

 黃振宇 先生 (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 

 周婉琴 女士 (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 

 何萬傑 先生 (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 

 黃顯舜 先生 (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 

 盧家禮 先生 (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 

 張志偉 先生 (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 

 梁東璧 女士 (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 

 吳家偉 先生 (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 
 



 

1. 確認上次會議記錄 

 

主席宣讀上次會議記錄，無須修改，確認上次會議記錄為正式記錄。 

 

2.  防火宣傳活動報告 

由名譽會長會助理秘書蔣政洭先生報告各項已經舉辦及即將舉辦的防火宣傳活動，

詳情如下： 

 

1. 大埔區防火安全嘉年華暨大埔消防局及救護站開放日 (已於 2018 年 1

月 7 日舉行) 

2. 消防處陸運會 (已於 2018 年 1 月 27 日舉行) 

3. 春季防火宣傳暨旅行 (已於 2018 年 3 月 4 日舉行) 

4. 清明節防火宣傳活動 (已於 2018 年 4 月 5 日舉行) 

5. 消防水運會(已於 2018 年 8 月 19 日舉行) 

6. 重陽節防止山火宣傳活動 (將於 2018 年 10 月 17 日舉行) (確實地點待定) 

7 春季防火宣傳暨旅行 (暫定於於 2019 年 3 月舉行) (確實日期地點待定) 

 

各項活動獲得各會長及區內的消防安全大使踴躍支持及參與，主席感謝各位的積極

參與及各委員的努力，希望大家繼續努力宣揚防火工作。 

 

3. 香港消防處一百五十週年晚宴 

由名譽會長會助理秘書蔣政洭先生報告有關香港消防處一百五十週年晚宴的詳細資

料。 

 

晚宴將於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六)晚上在香港灣仔港灣道會議展覽中心 1 樓展覽廳

舉行，而晚宴的席劵費用如下。 

         

          席券費用                       座席人數 

          32,000 元                      餐劵包 1 席 12 人 

          16,800 元                       餐劵包 6 人 

          5,600 元                        餐劵包 2 人 

          2,800 元                        餐劵包 1 人 

 

 

 



4. 香港消防處一百五十週年家庭同樂日 

由名譽會長會助理秘書蔣政洭先生報告有關香港消防處一百五十週年家庭同樂日的

資料。 

 

家庭同樂日暫定將於 2018 年 12 月 15 日於消防及救護學院舉行，時間為上午十時至

下午四時正。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屆時將於活動中設置一個遊戲攤位，

主席呼籲各會長及區內的消防安全大使踴躍支持及參與。 

 

5. 《火速救兵 IV》啓播禮暨消防及救護服務推廣日 

由名譽會長會助理秘書蔣政洭先生報告： 

 

火速救兵 IV 啓播禮暨消防及救護服務推廣日將於十月六日(星期六)下午二時三十分

在消防及救護學院舉行，主席呼籲各會長及區內的消防安全大使踴躍支持及參與。 

 

6. 財政狀況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九日) 

 

由名譽會長會助理秘書胡永聰先生報告第六屆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的財

政狀况。 

 

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銀行結餘 

 
承上結餘 

(10.5.2018) 
$354,036.50 

開支/收入 

(10.5.2018 – 19.9.2018) 
-$55,000.00 

 

 

現有結餘： $299,036.50 

 

 

7. 第六屆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禮品訂造 

 

由名譽會長會助理秘書胡永聰先生向各會長報告：早前已經訂購的紀念品之報價及

訂購進度（詳情請參見附件一）。主席提出項目 7 –風褸可沿用現時風褸的橙紅色(見

附件二)，各會長亦表示贊成。 

 
此外，主席提出把訂購項目 8 (防火宣傳紀念品)的費用上限定於 $50,000，各會長亦

表示贊成。主席及各會長初步定出七款希望訂購的防火宣傳紀念品(見附件三)，包括



三色原子筆、縮骨遮、文件套(喉轆)、文件套(家居)、壓縮毛巾、山火圓扇及行李牌，

名譽會長會助理秘書胡永聰表示將於下次會議中向各會長報告以上七個項目之報價

資料。 

 

8. 第六屆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會費 

 

跟進上次會議之事項三，名譽會長張志偉先生之會費已於會上由名譽會長陳佩添先

生以支票方式代為繳交。 

 

9. 感謝各消防人員於風災時的付出 

各會長希望藉此感謝各區的消防人員於颱風山竹襲港其間及風災過後的工作及付

出。 

 

10. 會議結束 

 

會議於中午一時四十五分結束 

 

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 

名譽會長會秘書 

洪重穆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附件一 

 

第六屆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紀念品 
 

訂購項

目 

項目名稱 

 

數量 單價 總數 狀態 

1. T-Shirt 

(用料: 全棉單紗針織珠地) 

白色 (一般

會員) 

S: 50 

M: 60 

L: 40 

藍色 (工作

人員) 

M: 20 

L: 40 

XL: 40 

紅色 (會長) 

S: 30 

M: 30 

Total: 310 

HKD $70 HKD 

$21,700 

製作中 

2. 運動冷凍毛巾 1000 HKD $12.5 HKD 

$12,500 

已完成 

3. 硅膠多功能計步器  1000 HKD $12.8 HKD 

$12,800 

已完成 

4. 多功能夜光運動腰包 200 HKD $38.5 HKD 

$7,700 

已完成 

5. 商務傘 300 HKD $66.5 HKD 

$19,950 

已完成 

6. 行山帽 500 HKD $33 HKD 

$16,500 

製作中 

7. 風褸 100 

 

HKD $145 HKD 

$14,500 

報價中 

(見附件

二) 

8. 防火宣傳紀念品  (見附件

三) 

 



附件二 

 

 T E H Textiles co 報價單 

Room 1903, 19/F., Bonsun Industrial Builing, 
364-366 Sha Tsui Road, Tsuen Wan, Hong Kong 

Order no:  T-18-0604 

Tel : 2741 8380 Fax : 27418029 Date: 18-Sep-18 

Messer:  大埔消防局-卓先生 

Address 

TEL : FAX: 2909-1111 2909 3951 

Description of Goods :  

連帽風褸 

面料: 100% Polyester 洗水處理 

附加要求: 前後印雙色字樣 

單價: HKD145/件/HKD140/件 數量:100-200件 

DELIVERY Total delivery with 30 days after customer’s approval of the mockup sample. 

 

PAYMENT Total Price (100 pcs)  HK$ 14,500.00 

    (200 pcs)  HK$ 28,000.00 
 

  



附件三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圖圖圖圖    供應商供應商供應商供應商    

1111    三色原子筆三色原子筆三色原子筆三色原子筆    

 
  
 

Ultimax Product Associates (MR SAMUEL CHUI) 

電話:+852 23802368 

Fax:23971455 

電郵:samuel@ultimax.com.hk 

website: http://www.ultimax.com.hk/home.html 

2222    縮骨遮縮骨遮縮骨遮縮骨遮((((家居家居家居家居))))    

 

Ultimax Product Associates (MR SAMUEL CHUI) 

電話:+852 23802368 

Fax:23971455 

電郵:samuel@ultimax.com.hk 

website: http://www.ultimax.com.hk/home.html 

3333    
縮骨遮縮骨遮縮骨遮縮骨遮    

((((緊急車輛緊急車輛緊急車輛緊急車輛))))    

 

Ultimax Product Associates (MR SAMUEL CHUI) 

電話:+852 23802368 

Fax:23971455 

電郵:samuel@ultimax.com.hk 

website: http://www.ultimax.com.hk/home.html 

4444    文件套文件套文件套文件套((((喉轆喉轆喉轆喉轆))))    

 
  
 

Innovative Gift & Premium (HK) Ltd. 

電話:+852 8112 0000 

Fax:8109 4388 

電郵:sales@igp.com.hk 

website: http://www.igp.com.hk/ 

5555    文件套文件套文件套文件套((((家居家居家居家居))))    

 
  
 

Innovative Gift & Premium (HK) Ltd. 

電話:+852 8112 0000 

Fax:8109 4388 

電郵:sales@igp.com.hk 

website: http://www.igp.com.hk/ 



6666    
壓縮毛巾壓縮毛巾壓縮毛巾壓縮毛巾    

((((家居家居家居家居))))    

 
  
 

Ultimax Product Associates (MR SAMUEL CHUI) 

電話:+852 23802368 

Fax:23971455 

電郵:samuel@ultimax.com.hk 

website: http://www.ultimax.com.hk/home.html 

7777    山火圓扇山火圓扇山火圓扇山火圓扇    

 

Ultimax Product Associates (MR SAMUEL CHUI) 

電話:+852 23802368Fax:23971455 

電郵:samuel@ultimax.com.hk 

website: http://www.ultimax.com.hk/home.html 

8888    安安行李牌安安行李牌安安行李牌安安行李牌    

 

Ultimax Product Associates (MR SAMUEL CHUI) 

電話:+852 23802368 

Fax:23971455 

電郵:samuel@ultimax.com.hk 

website: http://www.ultimax.com.hk/home.html 

9999    康康行李牌康康行李牌康康行李牌康康行李牌    

 

Ultimax Product Associates (MR SAMUEL CHUI) 

電話:+852 23802368 

Fax:23971455 

電郵:samuel@ultimax.com.hk 

website: http://www.ultimax.com.hk/home.html 

10101010    樂樂行李牌樂樂行李牌樂樂行李牌樂樂行李牌    

 

Ultimax Product Associates (MR SAMUEL CHUI) 

電話:+852 23802368 

Fax:23971455 

電郵:samuel@ultimax.com.hk 

website: http://www.ultimax.com.hk/home.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