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消防處第四
十二屆陸運會已

於 2019年 2月 23日在灣仔運動場圓
滿結束。

大會為消防安全
大使舉辦兩組賽

事，分別為男子
100米及女子 60米短跑比賽。南

區消防安全大使
雖然沒有參加比

賽，但透過參加
社區應急準備課

安排的活動，包

括參觀活動、午
膳及參與陸運會

，為參賽之消防
安全大使打氣。

本人有幸獲派擔

任領隊一職，帶
領南區消防安全

大使參與該日活
動。

當日活動包括參
觀銅鑼灣消防局

及午膳，之後再
乘旅遊巴前往比

賽場館觀賞

賽事。參觀銅鑼
灣消防局時，不

少南區消防安全
大使第一次近距

離觀看消防電單

車，對它特別感
興趣，亦希望未

來有機會參觀更
多消防局及消防

車輛。是日午宴

氣氛融洽，午宴
提供了一個良好

的平台給予各區
消防安全大使作

交流，讓彼此建

立寶貴友誼，在推
廣消防安全的道

路上找到更多同
行者。雖然比賽天

色時晴時雨，

亦無阻現場過千
名嘉賓及觀眾為

一眾健兒打氣，
場面非常熱鬧。

沙灣消防局B隊

隊員  房永光

陸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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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深水埗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贊助舉

辦的防火宣傳活動，於 2019 年 1 月 27 日順利

舉行。當日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我們首先來到

太平山爐峰峽凌霄閣的杜莎夫人蠟像館，與館內

栩栩如生的蠟像拍照，以及在不同互動展區健作

近距離接觸。在蠟像館好像能同一時間和眾多明

星見面，自己彷彿也變成了耀眼的明星，很有辛

棄疾所說的那種我『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看我

也如是』的感覺。離開山頂前，所有消防安全大

使一起派發防火宣傳單張，旅行之餘不忘防火宣

傳。下山後，我們隨即來到銅鑼灣一家西餐廳食

午餐，午餐份量充足，口味地道，大家都是『大

滿足』。最後一站是維港海上遊，我們一行人登

上觀光船置身海港中央，感受冬日裡暖暖的陽光

和海風。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飛快，維多利亞港

的景色為我們當天的一日遊，畫上完美的句號。

關暢須

深水埗區消防安全大使

深水埗區
消防安全

大使于山
頂

淩霄閣前
派發防火

宣傳單張

九龍城區
消防安全大使活動

大合照

深水埗區
消防安全大使
防火宣傳活動 我擔任消防安全大使已經超過七年，再次有

幸獲邀於 2019年 3月 31日參加九龍城區消防安

全大使防火宣傳一日遊。

當日早上，在馬頭涌消防局的消防人員及導

遊帶領下，先由馬頭涌消防局出發，分別到屯門

爬蟲館、青山灣消防局、青馬觀景台及訪客中心

和馬灣公園參觀。在參觀屯門爬蟲館後，我和各

消防安全大使及消防人員，一起向市民派發的防

火宣傳小冊子。其後，在參觀青山灣消防局時，

更由消防人員向我們講解駐局消防車的類型及裝

備，以及教導我們在火警發生時如何善用逃生三

寶，讓我們了解到防火知識及消防安全的重要性。

午膳時，我們一起享用燒鵝餐，實在是大快

朵頤。之後，我們往青馬觀景台及訪客中心欣賞

風景。我們能夠在這裡飽覽青馬大橋的壯麗與宏

偉。在陽光普照下，我們亦順道拍照留念。

最後，我們到馬灣公園參觀，在繁華的都市

中，走進郊外呼吸一下新鮮空氣，令人心曠神怡。

在今次的活動中，不僅和其他消防安全大使

加深認識，一起履行消防安全大使的職責，還能

夠向公眾傳遞及加強消防安全意識，甚有意義！

最後，我亦感謝九龍城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

會贊助我們是次活動，以及一眾消防人員負責統

籌事項，並在休班時義務帶領及照顧我們，帶給

我們愉快的一天。

黃劍雄

2



一年一度的東區防火常識及週年聯歡午餐聚

會於 2019年 2月 24日圓滿舉行。今年活動在紀

律部隊人員體育及康樂會西餐廳舉行，當日我們

與一眾消防同事一早到達現場進行布置及準備問

答遊戲禮物。

預備工作完成後，午餐聚會隨即開始，一班

幼稚園小朋友首先為活動表演《讓路予救護車》

歌曲，每位小朋友很落力演出，非常可愛，緊接

著有防火常識問答遊戲，而問題圍繞處方宣傳角

色『任何仁』及『應急三識』，還有不可缺少的

抽獎環節，令現場的氣氛再次升温。最後，活動

完結時大家都帶著開心又滿足的心情離開。

是次活動，本人非常榮幸能夠和一眾消防同

事及各委員擔任是次活動的工作人員，期待來年

的午餐聚會。

銅鑼灣消防局  消防員劉永富

東區
防火常識及

週年聯歡午餐聚會
2019

北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及北區消防安全

大使於 2019年 3月 31日與北區防火委員會協辦清

明節防止山火宣傳活動，消防處助理處長 (新界 )

邱 Sir更親臨粉嶺消防局與各義工及工作人員打氣

及大合照。各會長及消防大使在到達和合石墳場

後，均積極投入向掃墓人士宣傳防止山火信息，其

他同行的工作人員，包括休班消防同事和北區民政

事務處職員，亦熱心協助各義工派發宣傳單張和紀

念品，而市民的反應亦十分正面積極，在接過單張

和紀念品後，均表示會加倍小心燃燒冥鏹，避免山

火意外發生。總括而言，是次活動非常成功，除能

達到宣傳防止山火信息的效果外，更大大加強本區

消防安全大使的團隊精神及歸屬感。

粉嶺消防局  消防員張鴻發

清明節防止山火宣傳活動

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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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
仔
區
消防安全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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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消防處合辦的「灣仔區消

防安全嘉年華」已於 1月 26日在灣仔修頓球場順利

舉行。

當日雖然天陰，但活動前已有市民來到修頓球場

準備參與活動。活動節目豐富，有地區小學表演、魔

術表演及歌手表演。壓軸環節由消防員合演的防火安

全舞台劇，吸引了大批市民欣賞，贏得熱烈掌聲。

除表演外，大會亦設立了多個攤位遊戲讓市民及

小孩可以參與，亦同時讓他們加深消防安全的知識。

看到市民玩得開心之餘，並從中學到實用的家居防火

知識，我覺得之前努力做的準備工作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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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消防安全大使的

協助下才能順利舉行，而我亦獲益良多，期望來年的

「灣仔區消防安全嘉年華」繼續給市民推廣防火安全

文化。

港灣消防局  消防員余健明

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
防止山火宣傳教育活動

每年春秋二祭，孝子賢孫都會慎

終追遠、拜山掃墓，亦是山火高危的

日子。山火破壞自然環境，亦會危及

居住於山林邊陲的市民。故此，荃灣區

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希望趁著清

明時節來臨，向市民傳遞防止山火的信

息。為此，荃灣區消防安全大使聯同

我們荃灣及深井消防局的屬員，於今

年 3月 30日上午，一行數十人到荃灣

川龍、響石墳場、深井清快塘及田夫仔

一帶的郊野公園進行防止山火的宣傳

教育活動。縱使當日天氣酷熱，山路崎

嶇不平，但無阻我們宣傳防火信息的決

心。當日有不少的市民登山掃墓並燃點

香燭，我們沿途拾級而上向掃墓人士派

發宣傳單張，並講解山火的危險和防止

山火的重要性，並提醒他們在指定的化

寶盤內燃燒冥鏹，並在離開前確保所有

火種已經熄滅，以減少火警發生的可能

性。

透過是次活動，相信有助提高市

民對山火的警覺性，減低發生山火的機

會。在此，實在要感謝荃灣區消防安全

大使的支持和參與，使活動得以順利完

成！在未來日子，本處將繼續秉持專業

務實的態度，於社區內籌辦更多不同類

型活動以提升區內市民防火知識。

荃灣消防局  消防員周永康

荃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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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13 日是黃大仙消

防局開放日暨防

火嘉年華，本人

有幸參與其中。

活動當日早上 11

時開始，節目相

當豐富。當中有

緊張刺激的火警

操練，消防員模

擬一間天台屋發

生火警，有人從

窗口呼救，及後

更爬出窗外逃生，

情況險象環生。

消防員迅速到場

開滅火喉進行灌

救，並架起雲梯

拯救爬出窗外逃

生的人士。整個

過程令人拍案叫

絕，令到場人士

了解到消防人員

的專業及團隊精

神。

除此以外，

開放日還有各種

攤位遊戲。每個

攤位都與消防安全有關的益智有趣遊戲，使到場的朋

友暨開心同樂之餘，還增進了消防知識，實在是非常

有意義的活動。

黃大仙消防安全大使　吳碧珍

由葵青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贊助的第一季

活動已於 2019年 4月 7日順利舉行。當日，我們

先參觀位於新界西區的流浮山消防局，由同事們向

各消防安全大使深入介紹該局的消防車輛，令大家

可以更了解消防處救火設備知識。

其後我們再到鄰近流浮山消防局的濕地公園遊

覽，濕地公園是一個世界級的生態旅遊景點，公園

佔地約 61公頃，包括樓面總面積一萬平方米的室

內訪客中心和 60公頃的濕地保護區。濕地公園有

兩種特別的動物，包括彈塗魚和招潮蟹，該兩種生

物都是在紅樹林棲息的物種。經過此次行程，大家

對生物多樣性也加深了認識。

經過今次開心愉快的旅程，希望消防處同事與

各消防安全大使的共同努力，能令區內防火工作取

得更大的成效，並繼續支持本區日後的活動。

青衣消防局  消防員文軒

黃大仙
消防局開放日
暨防火嘉年華

葵青區
消防安全大使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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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Tel. No.: 2197 3699     傳真 Fax No.: 2197 3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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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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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區大使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消防安全大使會網頁

www.fsaclub.org.hk

消防安全大使會電郵地址

enquiry@fsaclub.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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