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12月 2日星期日上午 10時至下午 5時，在中西區海濱長廊 –西區副食品批發
市場段舉辦了「中西區防火環保嘉年華」暨「中西區防火環保親子比賽」的活動。該活
動由中西區區議會及中西區防火委員會主辦，消防處為其中一個協辦的單位。當日防火
嘉年華活動內容包括免費攤位遊戲、消防安全巴士展覽、舞台表演、防火環保親子比賽
及中西區消防安全大使訓練班的頒獎典禮等。

    作為活動的義工，我於上午到達會場協助佈置攤位遊戲及各式展板等。在下午 2
時，防火嘉年華正式開始，我協助其中一個環保親子比賽活動遊戲的工作。小朋友在家
長的陪同下，爬行穿越管道、推動滾筒、進行簡單的模擬越野跑等比賽。現場到處也洋
溢一片歡樂氣氛，活動在笑聲和掌聲中圓滿結束。中西區防火嘉年華的活動每年舉辦一
次，藉活動將防火知識傳遞給市民。我可以參與其中，實在是一個有意義和難得的體驗。

上環消防局  隊員黃寶星
2019年 1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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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西九龍站>，

一個耗資122億 3千萬港元興建，

總面積達43萬平方公尺，世界上規

模最龐大的地下鐵路項目。除此以

外，香港西九龍站還有一個大型的廣

場，整個廣場共分三部分，分別為天

空走廊觀景台、巴士總站天台花園和香

港西九龍站公共休憩空間，為市民提供

充裕的公共休憩空間及舒適的綠化步行

環境。就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早上，數十

名消防安全大使聚集在這個廣闊的廣

場，懷着興奮心情開始是次由觀塘消防

大使管理委員會舉辦的參觀活動。

2018 年 12 月 19 日 為 大 埔 消 防 局 開 放 日， 雖 然 當
天正式開放時間為上午 11 時正，不過大批市民一早便
到達消防局內，耐心等候活動正式開始。當日天公造美，
在各方的努力下，活動亦得以順利進行。本人能夠以大
埔區消防安全大使的身分參與其中，感到非常榮幸。

消防安全大使其中一個職責是向社區宣傳防火安全
的信息，大埔消防局之開放日正正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
平台執行此職責。當天，消防局內擺放了不同的遊戲攤
位，市民可以透過遊戲知道防火安全的信息，例如甚麼
是逃生三寶、當有火警發生時應採取之行動等等。除此
之外，當值消防員亦在場協助解答市民的提問。

除了向市民宣傳防火知識外，市民亦可增加對消防工作的了解。大埔消防局在開放日當天安排了一場情景
操練，模擬有大廈發生火警，展示消防人員如何撲滅火警及拯救被困人士，透過這場情景操練，令市民對消防
人員的工作有更深的了解。

開放日扮演着一個更重要的角色，它是連接市民與消防處的橋樑，增加彼此之溝通，幫助消防處融入社區。
而融入社區一直是消防處其中一個重中之重的政策，除了公眾聯絡小組及義工隊，各區之開放日便是與社區溝
通的重要一環。

最後，開放日得以順利進行，一班熱心的當值及休班消防員亦居功至偉。希望來年我也可以參與大埔消防
局一年一度的盛事。

在第一站的香港西九龍站，導遊為我們介紹綠化地帶旁的升旗廣場，這裏每天均有警察定時進行升、降旗

儀式，儼如灣仔的金紫荊廣場。雖然我只是參觀了部分設施如地面車站大堂綠化空間，L2樓層天空走廊及觀景

台，但在導遊詳細的介紹下，經已深歎香港西九龍站的宏偉。

參觀西九龍站後，我們便前往就近的尖吵咀消防局參觀。今次所參觀的消防局面積非常大，能容納更多種

類的消防車輛。除有常見俗稱「四紅」的消防車外，更有危害物質處理車 ,、膳食供應車、燈車及流動指揮車等

支援車輛。消防員更展示及介紹出一些特殊工具給我們，並作簡單示範，令我們眼界大開。

參與這次旅行過後，我才知道消防員除體能要求嚴格外，記憶力也很重要，因為他們需要牢記各種資料，

確保以最有效及最安全的情況下執行各種救援工作。最後我衷心希望各消防員工作順利，身體健康 !

觀塘區消防安全大使  黃敏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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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西九龍站

大埔消防局開放日



由『元朗區消防安全大使管理委員會』籌辦，
『元朗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全數贊助的『元
朗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暨消防安全大使聯歡
晚會 2018』已於 2018年 12月 5日順利舉行。
當晚共有十六位名譽會長會成員和多位嘉賓及

一百二十位本區消防安全大使出席參與，連同工作
人員筳開二十三席，場面非常熱鬧。
活動當日先由元朗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主

席徐名團先生於台上致辭為晚會揭開序幕，隨即進行
連串活動。先有輕鬆互動遊戲，令一眾來賓歡笑不斷，
繼而進入緊張刺激的抽獎環節，各人都滿載而歸，最
後由嘉賓大合唱為是次聯歡晚會畫上圓滿句號。
　　身為工作人員的其中一分子，籌備過程雖然

艱辛，但看到每位來賓臉上的笑容，便知道之前所花
的心力都是值得的。我們亦熱切期待不久將來『元朗區
消防安全大使管理委員會』會繼續舉辦同類型的聯誼活
動，保持區內消防安全大使的良好溝通和緊密聯繫。

元朗消防局消防員13774朱展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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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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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水
埗 區 防 火 嘉 年 華

暨長沙灣消防局及救護
站 開 放 日 已 於 2018 年 12 月

16 日圓滿舉行。當日風和日麗，場
內有各式各樣的遊戲，在場的嘉賓和市民

也紛紛踴躍參與各項活動，場面十分熱鬧。
今年的消防員操練示範，模擬有唐樓發生火警，

發生爆炸並產生大量熱力及濃煙，火勢迅速蔓延到唐樓樓
上單位。消防泵車第一時間到場，使用車頂的電子中攻喉筆射出

一條巨大水柱以控制火勢並減低火場溫度，場面十分壯觀，之後其他消
防車奉召到場，消防人員佩戴煙帽裝備進行滅火及救人工作。

我衷心感謝一班消防及救護人員通力合作表現多麼精彩的操練。此外，操
練示範完結後，長沙灣消防局及救護站亦開放讓市民入內參觀，內裏展

示不同種類的消防及救護車輛，令我大開眼界。

  深水埗區消防安全大使 余栢健

「荃灣區防火嘉年華」已於 2018 年 12 月 16 日在荃灣沙
咀道遊樂場順利舉行。活動由荃灣區防火委員會，圓玄學院
社會服務部合辦 ; 荃灣區議會贊助 ; 消防處、荃灣區消防安全
大使名譽會長會、荃灣民政事務處、機電工程署、屋宇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及荃灣安全健康社區督導委員會協辦。

活動當日場面墟冚，有不同社區團體的綜合表演，攤位
遊戲，而消防處亦於場內展示各種消防及救護設備、消防車
輛及滅火工具、提供兒童消防服拍照，更有小朋友最喜愛的
吹氣彈床和滑梯。

當日最精彩的表演，莫過於是消防同事模擬處理火警及
危險品事故；身穿 PBI 滅火防護服的消防員聯同救護員，在
台上表演爆破、滅火和救人的示範。而身穿危害物質保護袍
的同事則示範如何處理危險品洩漏。最後，消防搜索犬亦上
台跟大家見面，整個表演可為歎為觀止。

除此之外，各個地區團體的攤位遊戲都設計得既有趣，
又能帶出防火教育安全的信息。不得不提的是，今年荃灣區
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所贊助的攤位遊戲禮品「吹氣錘
子」，更成為全場「熱爆」的禮品，反應非常熱烈，排隊的

人龍長度更一度橫跨整個荃灣沙咀道遊樂場。
我們藉著是次活動，有效推廣消防安全教育的
信息，還讓大家度過開心愉快的一天！

荃灣消防局

4

深水埗區防火嘉年華暨

長沙灣消防局及救護站
開放日

荃
灣
區
防
火
嘉
年
華



            

黃大仙消防局
開放日之感想

一年一度的葵青區防火嘉年華暨青衣消
防局開放日已於 2018 年 12 月 9 日假青衣消防
局圓滿舉行。消防處希望透過是次活動向公
眾傳達防火知識及慎用救護服務的信息。

當日早上已有大批市民在青衣消防局門
外等候入場。而當日之節目亦非常豐富，包
括醒獅表演、模擬火警演練、火警調查犬介
紹及爆破工具之示範，多項台上表演均十分
精彩，令人目不暇給。台下亦擺放了多輛消
防及救護車輛作展覽，當中更有「迷你防火服」
供小孩穿着拍照留念。多個攤位遊戲亦吸引
了長長的人龍，好不熱鬧。我最興奮的是我
有份參與設計的葵青區消防安全大使攤位在
攤位設計比賽中奪得亞軍。

最後，我非常感激各個負責單位及消防
人員的努力，令開放日能夠順利舉行，我熱
切期待再次參與這精彩和有義意的活動。

青衣消防局  消防員 14363張子傑

葵青區防火嘉年華暨
青衣消防局開放日

黃大仙消防局開放日暨防火安全嘉年華
在 2019 年 1 月 13 日 成 功 舉 行。 當 日 天 公 造
美，並  有下雨，早上已經有大批市民在消防
局外等候入場，好不熱鬧！開幕儀式結束後，
我們馬上進行滅火救援的操練示範，觀眾都
看得很投入，其中升降台運用升降籠作高空
拯救示範，更突顯消防人員的專業及熟練技
巧。透過演練示範，市民進一步認識到消防
人員的工作，加深對消防處的肯定和認同！

當日活動能夠得以順利舉行，全賴九龍
中區各同事協助及分工合作，緊守崗位以及
懷着無私的心去籌辦這次開放日！我身為九
龍中區的一分子，實屬榮焉！

黃大仙消防局A隊
隊員14247廖裕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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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粉嶺消防局及粉嶺救護站開放日暨北區防火安

全活動日舉辦日期為 2019年 1月 20日，吹着清涼的和

風，陽光普照，當日天公造美，市民趁着假日前來參

與活動亦都會感到舒適。今年開放日的場地設置在三個

地方 –粉嶺消防局、消防救護站和粉嶺遊樂場，每個場

地都有不同的活動設施和展覽，令市民可以對消防和救

護的工作、防火安全和救護知識有更深入的了解。

粉嶺消防局內擺放了升降台、細搶救車和全港只有

兩輛的鄉村救護車，供市民觀看和拍照，當值的同事不但

充當講解員之外，更擔當起模特兒來，應市民的要求，與

他們合照留念。站在操場的中心點，操場近細車房的一旁，

有一條長長的人龍，細心一看，原來此處是影相區，小孩

子可以前來此區，穿起兒童製造的消防帽、呼吸器和抗火

衣，打扮成消防員的造型走到大型背景板前拍照，從小孩臉

上的笑容，就知道他們對此活動項目感到十分興奮和滿意。

如果略嫌影相活動靜態，影相區旁便是攤位遊戲，遊戲

玩法是讓小孩子們拿着玩具滅火筒，向印有火的相片紙牌射

水。當完成任務後，會獲得一個印花 -儲滿三個遊戲攤位印花

便可換領塑膠消防帽一頂，這些攤位寓教育於娛樂，又有禮

物，所以這些攤位甚受歡迎。

至大約三時許，便正式上演萬眾期待的消防救護攜

手合作的聯合操。其實於大小火警中，消防和救護都是

一起出動，拯救市民生命，保障大眾安全。到場的市民

如此期待，是由於他們很少於近距離觀看消防員和救護

員的工作。故事開始在粉嶺消防局二樓發生火警，有人

被困屋內，生命有危險。隸屬粉嶺消防局的升降台和細搶

救車先後到達現場，升降台隊員立即升起救生籠至二樓，

打開窗門，讓被困人士進入籠內和帶回地面。當救生籠到

達地面，原來救護員早已準備為傷者作出治理，送往醫院。

細搶救車隊員則立即佩帶呼吸器，從街井開水入升降台，

再由升降台加壓經輸水喉，將水送往火場和射向二樓。隨

着傷者被救出，火警亦已熄滅，精彩的混合操練已經完結，

這為當日的開放日劃上完美的句號。

粉嶺消防局

粉嶺消防局及粉嶺救護站開放日暨

  北區防火安全活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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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長者活動
後感

2019年 1月 5日沙田消防安全大使活動非
常有意義。今次活動是延續去年 10月 20日沙
田節  社區愛心探訪活動。活動是由信義會、
中電及消防處共同合辦 ,由沙田瀝源邨信義會
金齡服務中心安排探訪瀝源邨與禾輋邨的獨居
長者戶。活動目的是關心獨居長者及宣傳家居
安全。特別是宣傳預防火災知識。

大澳區防火嘉年華暨
大澳消防局開放日

大澳消防局於 2019年 1月 6日 (星期日 )舉辦了「大
澳區防火嘉年華暨大澳消防局開放日」，吸引過百名市
民入場參與。當日主禮嘉賓包括離島區消防安全大使名
譽會長余漢坤大平紳士及署理高級消防區長于文陽，活
動場面熱鬧。

當日節目豐富，開幕典禮後的防火宣傳話劇，令
「老友記」看得非常投入。

在場小朋友在滅火輪跳彈床和逃生迷宮等吹氣遊戲
中玩得樂而忘返，他們又穿上「黃金戰衣」，個個都化
身成救火小英雄。

 這次活動我們有 9位沙田消防安全大使出席更有 5位消防員在下班後也出席參與這次義
工活動。在這兩次的探訪獨居長者中我看到長者們很高興有義工上門探訪和關心他們尤其他們
知道有消防員義工到訪更加開心。我們與長者閒談間順帶提醒家居在煮食及用電安全等知識。
發現他們雖然年長但很精靈 ,大部分長者都明白家居安全的重要性如一個電掣不能插太多電器
等知識這是有賴長者中心、傳媒等宣傳教育的成果。

 香港己進入老齡化社會也是全世界最人口長壽的城市。希望社會人士不分長幼 ,大家付
出愛心營造一個和諧 ,有愛心的社會。

A092056

蔡世芳

另外，當日的消防救護設備展覽，陳列出消防處的
精良裝備，令人目不暇給。而最精彩的環節莫過於操練
示範，消防員及救護員合作無間，迅速滅火、救人，可
見平日訓練有素。

現場亦有遊戲攤位及心肺復甦法 (CPR)體驗示範，提
升不少市民的應急準備知識，令大眾都可以成為「任何
人」。而我最喜歡的，當然是消防處派發的紀念品啦。

消防隊長李智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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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電話 Tel. No.: 2197 3699     傳真 Fax No.: 2197 3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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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消防及救護學院行政
大樓 4樓消防處社區應急準備課或傳真至 2411 8677。
Please send the form by mail  to the Community Emergency 
Preparedness Division, 4/F,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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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