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防處第 41屆消防陸運會消防處第 41屆消防陸運會
2018年 1月 27日，消防處在灣仔運動場舉辦「第 41屆消防陸運會」。當日社區關係組同事先安排各區消防

安全大使參觀香港仔消防局，然後一起前往灣仔運動場為參賽健兒打氣；由於行程輕鬆有趣，反應相當踴躍。
消防安全大使在香港仔消防局集合後，互相交流對消防安全的心得。他們對局內各種消防車輛和裝備都深

感興趣。此外，香港仔消防局人員又為他們講解各種防火問題。
之後，大會更預備了豐富的午餐款待各位消防安全大使。大家興高采烈，熱切期待參加陸運會之際，突然

從即時新聞報道得悉灣仔區運動場附近發現戰前炸彈，而正在參與比賽的健兒和工作人員需應警方要求撤離運
動場。消防處基於安全理由，決定即時取消陸運會。

來自各區的消防安全大使對陸運會未能繼續舉行，難免感到失望，但大家能聚首一堂，歡度一個愉快而饒
有意義的上午，亦不失為一件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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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扶林消防局及救護站開放日已在 2018年 2月 4日順利舉行。

當日我以消防安全大使身分參加活動，並擔任義務工作人

員，向參觀者推廣防火訊息。

過往的開放日我雖曾參與，但今次跟以往有所不同，因為香

港電台《開心日報》的主持到現場作實地錄音製作。當日有不少

嘉賓明星到場，例如何守信、艾威、石詠莉等，他們的演出十分

精彩，令現場氣氛高漲。參觀者除可欣賞一連串表演外，亦可參

與由南區不同團體及學校設計和製作的攤位遊戲，當中一個正是

由我們南區消防安全大使負責。

除了負責攤位遊戲外，我亦參與推廣消防處的手機應用程

式，協助市民下載，並且教導一些長者如何使用程式。最後，我更欣賞到一班專業消防人員的實地示範，當中高空

拯救專隊的高空救援技術，令觀眾看得既緊張又興奮，贏得不少喝彩聲。

當天的活動非常豐富，加上天氣晴朗，估計高峰期有近千人參觀，而我亦盡興而歸。
南區消防安全大使
黃淑美 (A085031)

    2018年 1月 7日 (星期日 )早上，我們一班上環消防局的同事放工後，

便立即趕往添馬公園，為「中西區防火嘉年華」暨「防火奇兵 -城市定

向追蹤」活動擔任義工。活動由中西區區議會及中西區防火委員會主

辦，消防處及中西區民政事務處協辦，內容包括城市定向追蹤、防火嘉

年華及消防安全巴士展覽等。

    到達添馬公園時，已

經有不少義工正各自忙

於佈置攤位遊戲及展板。

場地負責人安排我們在

城市定向追蹤的活動中，為參賽者作記錄。當完成簡單介紹後，我們

就帶備所需物資前往各個定點站崗。各參加隊伍約於下午二時順利完

成活動。看到各位參加的同事完成一天的工作後，寧願放棄個人休假

時間，積極參與推動防火宣傳活動，真是令人鼓舞，我亦期望這份熱

情能薪火相傳，成為年青同袍的榜樣。
上環消防局

由灣仔區防火委員會、灣仔

民政事務處、灣仔區消防

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和消防處合辦的

「灣仔區消防安全嘉年華」已於今年 1

月 6日在灣仔修頓球場圓滿舉行。

當日雖然天色陰暗，但一早已有

市民來到修頓球場準備參與活動。活

動節目非常豐富，包括地區小學生、

魔術師及歌手魯振順傾力表演。壓軸

環節是由消防員合演的消防安全舞台

劇，吸引大批市民駐足欣賞，並報以

熱烈掌聲。

除表演外，大會亦設有多個攤位

遊戲讓市民和小朋友參與，旨在透過

遊戲加深他們的消防安全知識。看到市民大眾樂在其中，又能學到實用的家居防火知識，我頓覺之前為準備攤位遊

戲而付出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是次活動有賴多位灣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灣仔區消防安全大使管理委員會委

員和消防安全大使鼎力襄助，才能順利舉行，而我亦獲益良多。期望來年的「灣仔區消防安全嘉年華」百尺竿頭，

繼續向市民推廣消防安全文化。
港灣消防局消防員 13846鄧永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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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月 17日是離島區消防安全大使參觀長洲消防局的大日

子。當日，我陪同一眾消防安全大使前往長洲消防局。到達長洲消

防局後，多名局內消防及救護同事分別向各大使講解消防和救護知

識，當中包括消防和救護工具介紹、火警逃生方法，以及處理傷病

者的方法，使他們明白遇到火警時應如何應付，並且怎樣正確照顧

傷病者。

之後，離島區署理消防區長何建豪親自帶領大使，到長洲長貴

邨實地講解消防喉轆和小型滅火器具的使用方法，使各人對滅火裝

置有更深入的認識。
南丫消防局消防員陳杰達

「中西區防火嘉年華」暨「防火奇兵-城市定向追蹤」

參觀長洲消防局
	 	 	 	 	 	 暨消防及救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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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秋二祭，都是

孝子賢孫慎終追

遠、登山掃墓的日子。東區

消防安全大使亦趁此機會，

向市民傳遞防火訊息，為此

安排在臨近清明節的日子，

到柴灣連城道一帶進行防止

山火宣傳活動，向掃墓人士

派發宣傳品和單張，藉以提

高市民的消防安全意識。

今 年 3 月 25 日（ 星 期

日），東區消防安全大使出席由東區防火委員會轄下東區防火宣傳工作小組主辦，東區民政事務處和消防處協辦的

「清明節防止山火宣傳活動」。當天風和日麗，掃墓人士眾多。一眾東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會長和消防安全大

使、銅鑼灣消防局和柴灣消防局同事，在東區分區指揮官呂秋明帶領下，分別從翡翠道、環翠道和華廈街轉入連城

道。經細心部署後，連城道兩旁站滿消防安全大使和消防人員；他們沿途向市民派發宣傳單張和宣傳品，呼籲掃墓

人士小心火種、防止山火。市民反應熱烈，除向消防安全大使問好，也向消防人員了解宣傳活動的內容，更有市民

接過宣傳單張和宣傳品後微笑點頭，示意明白「清明祭祖表孝心，燃點香燭要小心；星星火種齊弄熄，慎防山火意

外生」。
消防員楊穆明

油尖旺區防火嘉年華已於今年 2月 11日在旺

角麥花臣球場順利舉行。當日活動現場設

有各種遊戲攤位，還展出消防車輛和消防安全教育巴

士，又有舞蹈、樂隊和舞獅表演。此外，更有以家居

消防安全為題的話劇，通過日常生活情節，帶出應對

多種潛在家居隱患的方法，除可讓小朋友和大朋友深

入了解消防工作的獨特性質，亦增加他們的消防安全

知識和防火意識。

從嘉年華會場人山人海的情景和蒞臨主禮嘉賓臉

上流露的滿足笑容，就知道本年度的嘉年華再次取得

空前成功。我熱切期待來年再在油尖旺區防火嘉年華

與市民相聚。       

    消防員 15940 蔡曉憶

油尖旺區

	 	 防火嘉年華

西貢區消防安全大使活動

西貢區消防安全大使活動

過去三年，我均有機會協助籌辦消防安

全大使活動，透過每年舉辦兩次的參

觀和旅行活動，加上消防處水運會、陸運會、防

止山火宣傳活動和大小事故演練等活動，與區內

的消防安全大使合作。

由西貢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贊助的

參觀寶林消防局暨「南蓮園池及大美督十二生肖

家樂徑一天遊」已於 2018年 3月 18日，在一片

歡樂氣氛下圓滿結束。是次活動一行六十人，縱

使參加者眾，但每次集合至出發往其他景點時，

大家都彷彿充滿默契，令活動流程暢順。我亦能

夠與各位消防安全大使打成一片，享受歡欣充實的活動！

希望我們這份默契能夠在各種消防安全推廣活動延續下去。消

防處與消防安全大使合作無間，便能令區內防火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深水埗區消防安全大使活動

由深水埗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贊助的第一季活動，

已於 2018年 1月 14日順利舉行。當日，我們先參觀座落

於荔枝角山崗之上的饒宗頤文化館。此建築群曾經先後用作不同用

途，包括清朝關廠、華工屯舍、檢疫站、監獄、傳染病醫院和精神

病療養院等等。館址前身以所處的獨特位置和建築，在香港近代史

上擔當特別角色，配合當時社會需要。現在，該處經活化後，成為

一個地標性的文化平台，見證當今社會的文化發展。參觀期間，沿

途還可欣賞饒宗頤大師的墨寶，翠綠禪境，我頓覺祥和平靜。

接着，我們到石硤尾消防局參觀流動滅火支援車 (LUF60)，並觀看該車應對模擬隧道火警的表演。該局滅火和

救援設備一應俱全，讓各消防安全大使大開眼界，滿載而歸。其間，消防人

員還向我們講解遇上火警時應注意的事宜，實在令我獲益良多。

午餐後，我們遊覽馬灣公園金律廣場，以及附近的主題花園和鳥望台。

金律廣場建有一道彩虹牆，從不同角度觀看，可看到不同的圖畫。山上最高

處是鳥望台，其獨特設計加上青馬大橋的迷人景致，實在令人心曠神怡。

是次活動十分充實，盼望大家也能多加參與消防安全大使的活動。

深水埗區消防安全大使賴蓮英

清明節防止山火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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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林消防局消防員 B隊張家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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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山火宣傳活動和大小事故演練等活動，與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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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寶林消防局暨「南蓮園池及大美督十二生肖

家樂徑一天遊」已於 2018年 3月 18日，在一片

歡樂氣氛下圓滿結束。是次活動一行六十人，縱

使參加者眾，但每次集合至出發往其他景點時，

大家都彷彿充滿默契，令活動流程暢順。我亦能

夠與各位消防安全大使打成一片，享受歡欣充實的活動！

希望我們這份默契能夠在各種消防安全推廣活動延續下去。消

防處與消防安全大使合作無間，便能令區內防火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深水埗區消防安全大使活動

由深水埗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贊助的第一季活動，

已於 2018年 1月 14日順利舉行。當日，我們先參觀座落

於荔枝角山崗之上的饒宗頤文化館。此建築群曾經先後用作不同用

途，包括清朝關廠、華工屯舍、檢疫站、監獄、傳染病醫院和精神

病療養院等等。館址前身以所處的獨特位置和建築，在香港近代史

上擔當特別角色，配合當時社會需要。現在，該處經活化後，成為

一個地標性的文化平台，見證當今社會的文化發展。參觀期間，沿

途還可欣賞饒宗頤大師的墨寶，翠綠禪境，我頓覺祥和平靜。

接着，我們到石硤尾消防局參觀流動滅火支援車 (LUF60)，並觀看該車應對模擬隧道火警的表演。該局滅火和

救援設備一應俱全，讓各消防安全大使大開眼界，滿載而歸。其間，消防人

員還向我們講解遇上火警時應注意的事宜，實在令我獲益良多。

午餐後，我們遊覽馬灣公園金律廣場，以及附近的主題花園和鳥望台。

金律廣場建有一道彩虹牆，從不同角度觀看，可看到不同的圖畫。山上最高

處是鳥望台，其獨特設計加上青馬大橋的迷人景致，實在令人心曠神怡。

是次活動十分充實，盼望大家也能多加參與消防安全大使的活動。

深水埗區消防安全大使賴蓮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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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度元朗區防火安全
嘉年華暨元朗消防局及救護站開放日 在沙田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主席梁

振邦先生安排下，沙田區消防安全大使

於今年 4月 10日到沙田區乙明邨派發宣傳單張，提

醒市民注意家居消防安全。

今次活動的主要對象包括乙明邨長者宿舍的

居民和管理公司職員，旨在提高他們的防火意識，

並且教導他們火警逃生時應有的知識。各大使更鼓

勵居民如發現火警危險，應立即向消防處舉報。消

防安全大使探訪邨內長者時，再三提醒他們逃生時

應帶備 「逃生三寶」，即毛巾、 鎖匙和手提電話。

當日，小瀝源消防局的同事亦為長者和居民

舉辦防火講座，期望能夠提高居民的防火意識，藉

此減低火警發生的機會。

小瀝源消防員 14624黃斫諵

元朗區防火安全嘉年華暨元朗消防局及救護站開放

日已於今年 1月 28日順利舉行。當日天公作美，

加上宣傳攻勢奏效，吸引不少市民蒞臨參觀，參觀人次為歷

年之冠。消防局及救護站內人頭湧湧，市民觀賞和參與多項

活動，包括消防及救護車輛展覽、攤位遊戲、消防及救護示

範表演等等。當中由元朗區消防安全大使負責的消防安全大

使招募攤位和兒童「黃金戰衣照相館」攝影攤位，深受市民

歡迎。是次開放日得以圓滿舉行，實有賴元朗區消防安全大

使全力襄助。

深信元朗區消防安全大使定能繼往開來，與消防處合作

無間，凝聚區內各階層力量，致力推動防火活動和宣傳防火

知識，提高市民的消防安全意識。

元朗消防局消防隊目 14071 張景匡

元朗消防局消防隊目 12725湯錫聰

葵青區防止山火活動2018

青衣區的山徑上有不少墓地，存在山火風險。雖然該區多條鄉村已參加消防處

的「零山火計劃」，但我們絕不鬆懈，不時會邀請葵青區消防安全大使參與防止

山火宣傳活動。今年清明節，多位葵青區消防安全大使踴躍參與這項活動，跟我們一起前往不同的山火黑點，向市

民宣傳防止山火訊息。

前往掃墓的市民，不少是一家大小，扶老攜幼，帶着祭品拜祭先人。縱使天氣炎熱，加上山路崎嶇令他們揮汗

如雨，但當接到我們的宣傳單張時，他們總會駐足聆聽我們講解山火的危險和防止山火的重要。

這項活動有助加深市民大眾了解山火的成因，並且提醒他們必須小心處理火種。在此，實在要感謝每位消防安

全大使和工作人員的支持和參與，使活動得以順利完成。
消防員鄭嘉勇

荃
灣
區
防
火
嘉
年
華

#Happy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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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防火講座，期望能夠提高居民的防火意識，藉

此減低火警發生的機會。

小瀝源消防員 14624黃斫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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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下午在荃灣沙咀道遊樂場順利舉

行。除了舞台表演及攤位遊戲，場內亦展出不同

裝備的消防車及

救護車，並有消

防車及滅火輪造

型的彈床供小朋

友玩樂。今年更

有消防處的「高

空拯救專隊」在

現場示範高空拯

救技術，大家都

看得目不轉睛。

當天雖然等候時間比較長，天氣比較熱，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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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區消防安全大使管理委員會委員 鍾展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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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通訊資料
Change of Correspondence Particulars

本處會將各大使的通訊資料輸入電腦，以便保存和查閱。若通訊
地址有所更改，請在下面填寫更新資料，或登入香港政府一站通
網站 (www.gov.hk)，在「房屋及社會服務」一欄選擇「使用地址
更改服務」，或登入消防安全大使網頁 (www.fsaclub.org.hk)，
選擇「更改個人資料」，提交更改申請。
The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will computerize the correspondence 
particulars of Fire Safety Ambassadors for record and access. Please 
update any change of correspondence address below or at “Access 
Change of Address Service” under “Housing & Social Services” at www.
gov.hk or at “Change of Personal Data” at www.fsaclub.org.hk.

姓名  大使證編號
Name：  Ambassador No.： 
地址
Address： 
電話 (住宅 )   (辦事處 ) 
Telephone No.： Home    Office        
電郵地址
E-mail： 

請將本表格郵寄至九龍將軍澳百勝角路 11號消防及救護學院教學
大樓 4樓消防處社區關係組或傳真至 2411 8677。
Please send the form by mail to the Community Relations Section,  
4/F, Teaching Block, Fire and Ambulance Services Academy, 11 Pak 
Shing Kok Road, Tseung Kwan O, Kowloon or by fax to 2411 8677.

各區大使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消防安全大使會網頁
Visit the website of Fire Safety Ambassador Club  

for details of FSA activities in various districts 

www.fsaclub.org.hk 

消防安全大使會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of Fire Safety Ambassador Club 

enquiry@fsaclub.org.hk

火警逃生

https://youtu.be/WiPdJ4zVmAQ

正確使用消防喉轆

https://youtu.be/–befn8–vO1Y

如何使用乾粉滅火筒

https://youtu.be/cYo–6L2zByo

消防處流動應用程式

https://youtu.be/71eMahLeNB0

應用程式及內容
iOS 版本 Android 版本

香港消防處

提供最新的消防安全和救護服務訊息。

需要 iOS 6.0  
或更高版本

需要 Android 2.3.3  
或更高版本

臨危不亂

這款處境式遊戲除了考驗玩家的即時
反應，還測試大家如何「臨危不亂」，
應付日常遇到的危險情況。

需要 iOS 4.3  
或更高版本

需要 Android 2.3  
或更高版本

居安思危

在這個模擬遊戲中，玩家須消除大廈
的潛在危險，防止意外發生。

需要 iOS 4.3  
或更高版本

需要 Android 2.3  
或更高版本

分秒必爭

玩家可認識「調派及通訊組」的工作
及知道報案時須注意的事項。

需要 iOS 7.0  
或更高版本

需要 Android 2.3  
或更高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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