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的話
消防處於一九九七年推出「消防安全大使計劃」至今，已在社會各界的志願人士中訓練超過十七萬名大使，

協助本處在社區推廣防火信息及協助消除或舉報火警危險。
為鼓勵消防安全大使或大使導師積極參與計劃，本處特別設立消防安全大使獎勵計劃，並

藉此獎勵計劃表揚他們協助宣揚消防安全文化作出的貢獻。
獎勵積分的計算方法以消防安全大使或大使導師在舉報或協助消除火警危險、協助舉辦防

火宣傳活動、大使會活動、積極參與消防處相關活動等服務或貢獻，以作年度計算（每年十月
一日起至翌年九月三十日止）。在同一個年度內累積滿100分即可獲頒銅獎；200分即可獲頒銀
獎；及300分可獲金獎。

我們期盼各消防安全大使和大使導師繼續履行使命，提高公眾對消防安全的認識。

服務或貢獻 獎勵積分 累積分數上限

(一) 舉報火警危險
（不包括舉報防煙門被楔開）。 5分（每次） 50分

(二) 將被楔開的防煙門關妥。 1分（每次） 30分

(三) 協助籌辦防火宣傳活動或消防安全大使會活動。 10分（每次） 50分

(四) 協助主持防火展覽或遊戲攤位，或協助處理消防安全大使會會務。 10分（每次） 50分

(五) 在消防局或消防安全大使會所協助處理大使會的行政工作。 10分（每次） 50分

(六) 在特定場合（例如消防局開放日或防火展覽），協助向市民派發防
火宣傳單張或防火小冊子。 10分（每次） 50分

(七) 參與消防處的體育活動
（例如參與消防處水運會或陸運會，或在有關活動擔任啦啦隊員）。 10分（每次） 50分

(八) 投稿或提供照片予《消防安全大使通訊》並獲刊載。 10分（每次） 50分

(九) 對「消防安全大使計劃」提供實用的改進建議並獲接納。 10分（每次） 50分

(十) 開辦消防安全大使訓練班
（只適用於消防安全大使導師）。 1分(每名受訓者) 30分

(十一) 推薦新人加入「消防安全大使計劃」。 1分(每名新會員) 30分

(十二)
特殊貢獻 ── 例如在事故現場為傷病者施行心肺復甦法（只限曾
接受心肺復甦法訓練並通過考試的會員），或在火警或其他緊急事
故現場協助疏散市民或拯救生命。

最高可獲20分 不適用

獎勵積分
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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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春秧街大興大廈在較早時候發生了一場火警，於2020年1月14日早上，東區消防安全
大使名譽會長會及東區消防安全大使一同出席了於北角春秧街的一個名為「打鐵趁熱」的防火宣
傳活動。 這個宣傳活動的目的是向在剛發生的火警地方附近的居民傳達消防安全的重要性及提
高消防安全意識。我們藉着居民對該場火警仍然記憶猶新，提醒他們防火安全的重要，避免再次
發生火警。

當天銅鑼灣消防局的消防員亦有參與其中，我們在春秧街一帶向居民派發防火宣傳單張，有
部分居民向我表示火災當日，他們在附近目睹火警發生的情況，表示有點擔心，並會在日後加倍
留意消防安全。對於能參與這個「打鐵趁熱」的防火宣傳活動，我感到非常有意義及開心。

東區消防安全大使委員會委員
黃麗琼

活動﹕春秧街「打鐵趁熱」/ 日期﹕ 2020年1月14日

    北角春秧街

大興大廈「打鐵趁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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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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在灣仔修頓球場順利舉行。

當日活動開始之前，大清早市民已來到修頓球場等候參與活動。活動節目非常豐富，包括地區小學表演、魔
術表演及歌唱表演等。壓軸環節是由消防員合演的防火安全話劇，吸引了大批市民駐足欣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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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以加強他們的消防安全知識。看到市民開心盡興之餘，
亦令我溫故知新，學到不少實用的家居防火要點，我更感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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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繼續舉辦，為灣仔區居民推廣防火安全。

港灣消防局
消防員 鄧永傑

活動﹕灣仔區消防安全嘉年華 / 日期﹕ 2020年1月4日

管理委員會屯

門區 消防安全大使

灣仔區
消防安全嘉年華

適逢五月份，是屯門區消防安全大使管理委員會交接的大日子，每兩年都會舉辦交接儀式，各委員聚首一堂，
以感謝一眾委員對消防安全大使無私的貢獻和付出。但由於在新冠狀肺炎肆虐下，本年度的典禮未能如期舉行，
份外可惜。雖然如此，本委員會亦不忘各委員這兩年來的努力，藉此機會希望再次答謝委員們辛勞的付出。

屯門區消防安全大使委員會自成立以來，致力在社區推廣防火信息及教導市民防火安全知識，別具意義。在
過往的日子，委員協助部門籌辦各類型消防安全大使活動，當中包括：在清明及重陽節期間向掃墓人士派發防火
宣傳小冊子，向市民傳遞重要的防火信息；而在消防及救護學院開放日中，本委員會舉辦不同以富創意又趣味性
方式傳達消防安全知識予大眾，成效顯著，亦特別受參加者的歡迎與喜愛 ; 另外，亦感謝各委員們，多次身體力
行出席與支持不同的防火宣傳及體育活動，令各項活動順利地完成。

本屆屯門區消防安全大使管理委員會委員的任期已於2020年4月23日屆滿，各委員任內貢獻良多，本會再
一次致以無限感謝。亦寄望在未來日子再有機會共同合作，協助本區推動消防安全大使計劃，繼續為市民推廣重
要的防火信息。

屯門區消防安全大使管理委員會秘書
古秋朗3



活動﹕黃大仙消防局開放日暨防火安全嘉年華 2020/
日期﹕ 2020年1月12日

每年黃大仙消防局開放日，都是一個與民同樂，普天
同慶的大日子，在市民心目中彷彿就像是一個「節日」，有
數千數萬名市民參與，而且每年人數都有增無減。為了這
個盛大的「節日」，消防人員和消防安全大使都盡心盡力籌
辦好這個「節日」。當日活動包括了消防員精彩的演練、遊
藝活動、攤位遊戲以及防火知識宣傳等等。今年黃大仙消
防局開放日舉辦得非常成功，然而市民熱烈的掌聲和正面
的鼓勵才是我們最大的動力。有着這一股動力我們黃大仙
消防局所有人員及消防安全大使都會竭誠盡心盡力為市民
服務。

消防安全大使 
袁志基

2020

黃大仙消防局開放日 
暨 防火安全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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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南區消防安全大使
南區消防安全大使管理委員會原訂於2020年2月

9日舉辦春茗暨消防安全問答比賽，委員會在舉辦前一
個多月經已開始着手籌備，包括預約場地及準備所需
物資。萬事俱備，眾人也興高采烈地等待當天的來臨。
可惜，因應2019冠狀病毒病感染情況的最新發展，政
府於1月25日公佈在「對公共衞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
染病準備及應變計劃」提升至緊急應變級別，眾人熱
切期待的春茗暨消防安全問答比賽亦因此需要延期至
另行通知。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變化迅速，希望社會
各界都能緊守崗位，防止病毒在社區散播。南區消防
安全大使管理委員會期望待疫情好轉時，大家可以聚
首一堂舉辦活動，推廣防火安全。

鴨脷洲消防局
消防隊長 姜信傑

北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
由於疫情關係，北區消防安全大使每年參與

的多項活動如消防處陸運會、各防火宣傳活動等
都相繼取消，不少大使都感到失落，因
為每個活動都是一個相聚的機會，每
次活動後都大大增強本區大使及市民
的防火意識，更增加了本區大使的
歸屬感。雖然今年情況比較艱難和特
別，但我們從過去參與的活動中明白
到，跨過種種難關後總能得到莫大的喜
悅，期望疫情過後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地
再相聚，祝願大家身體健康！

粉嶺消防局
消防員 張鴻發

防止山火的宣傳教育活動
由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嚴峻，香港相繼實施家

居檢疫和限聚令，我們荃灣區消防安全大使亦都響應
政府呼籲，減少出外以免受感染。不過，由於限聚令
的關係，近月大批市民選擇到郊區出遊，而春秋二祭
期間亦有不少孝子賢孫四出掃墓，加上風高物燥，容
易發生山火。山火不單燒毀大片林木，亦會危及居住
於山林邊陲的居民。荃灣區消防安全大使以往皆會在
山火高危季節聯同一眾消防處屬員，到荃灣區的郊野
公園進行防止山火的宣傳教育活動，讓市民了解山火
的危險性及提升市民防止山火的意識。雖然今年的宣
傳教育活動因疫情而取消，但相信以往的努力，以及
消防處在各媒體及刊物的宣傳，仍會將防止山火的意
識深植市民的腦海中。大家郊遊時努力防止山火的發
生，保護香港的郊野公園。

深井消防局
消防員 葉文強

同心抗「疫」，人人有責
不經不覺成為消防安全大使已踏入

第 19 個年頭，今年是令我最百感交
集的一年。以往每年我都會參與消防
處所舉辦的活動及消防安全大使的防

火宣傳工作，而這些工作別具意義。
但今年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席捲全

球，令很多原定活動都需要取消，實在可
惜！

今次疫情，相信比任何人的想像都來得更嚴重，
持續時間更長，令很多工作和活動都需要暫停。值得
慶幸的是，巿民的防疫意識強，在疫症初期已經做好
個人防疫措施，致使香港確診個案至今仍維持於相對
低的水平，亦沒有出現大規模社區爆發，令人讚嘆！

基於疫情關係，巿民在家的時間都多了不少。除
了做好個人衛生外，我亦留意到自己居所在消防安全
方面仍然能維持高水平，例如消防設備保養得宜、走
火通道沒有阻塞及防煙門常關等。我非常樂見居民在
疫情下仍能有如此高的防火安全意識，亦為自己能一
直和消防處合作推行防火宣傳感到自豪。

回想起以往與一班消防員一起參與活動，並肩作
戰，合作無間，確實令人開心滿足。在此我希望疫情
能早日過去，而我能如以往一樣，繼續宣傳防火工作，
參加更多消防處所舉辦的活動。在現時不能外出宣傳
的情況下，我會繼續無間斷地推廣消防安全大使計劃，
希望在逆境時仍能提高大家的防火安全意識，向疫情
說「不」！

葵青區消防安全大使
王莉絲

消防安全活動的意義
2020年至今已度過了接近半年的時光。今年因為

受到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下，很多活動都被迫取
消，消防處轄下之消防安全大使活動亦不例外。

回想過去之前未受疫情影響的日子，本人曾經多
次參與消防安全大使活動。當中包括：消防安全大使
旅行、防火嘉年華會、打鐵趁熱之火後宣傳活動、香
港消防及救護訓練學院開放日等等。

每次有活動舉辦時所有工作人員和消防安全大使
都會非常投入並愉快地完成。各種活動當中背後亦有
不同的意義，例如：大使旅行可增加社區凝聚力、防
火宣傳可以提升市民的防火意識、消防及救護學院開
放日可令市民加深對消防處各種緊急服務的認識。

最後，每次活動能夠順利完成，全靠所有工作人
員背後努力，還要感謝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贊助。
本人希望疫情盡快過去令社區回復正常，並熱切期待
可以再次參與這種有意義及精彩的活動。

紅磡消防局
消防員 霍育材

疫
情
心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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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Tel. No.: 2411 8716     傳真 Fax No.: 2411 8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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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