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轉眼已接近尾聲，灣仔區的
消防安全大使的宣傳活動因為受到新冠病毒

病疫情影響，很多都被迫取消。想起未受疫情
影響的時候，灣仔區的消防安全大使活動多姿多
彩。例如：巴士巡遊活動、防火嘉年華、消防安
全大使訓練班及消防及救護訓練學院開放日等。

以上活動的目的除了能夠推廣消防安全的
信息外，亦能提高社區的凝聚力。雖然以上活
動都取消了，幸而，過往我們在消防安全方面
已在社區打下穩固的基礎。在疫情退卻前，我
有信心廣大市民及各個團及體機構都一定能緊
守崗位，維持灣仔區內的消防安全!

除此以外，我們作為消防處的前線人員，
即使疫情嚴峻，仍然會克盡己任，繼續進行必

要的消防安全巡查和消防裝置及設備的檢查，確
保區內樓宇的消防安全合乎標準。

最後，我亦藉此感謝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
會的支持，祝願疫情早日完結，各位身體健康!

港灣消防局
消防員 潘俊豪

在疫情期間繼續維持
社區消防安全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反覆下，有多個東區
消防安全大使防火宣傳活動都未能如期舉行，
難免令人失望。但在這期間，我們仍與東區消
防安全大使委員及大使們保持緊密聯繫，讓大家
迅速收到關於區內消防安全的最新消息。

當然，大家都好希望疫情早日退去，讓一切
回復正常。這正正需要大家一同合作，互相鼓勵，
同心抗疫。盼望我們能早日戰勝疫症，讓我們能
如以往般聚首一堂舉辦活動，繼續向大眾推廣消
防安全信息。

在這段期間實在感激各消防安全大使繼
續全力推廣防火安全及留意火警危險，實
踐消防安全大使的使命。

銅鑼灣消防局
消防員 劉百恩

東區疫情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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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一個熱鬧的日子，在寫字樓內坐滿隊
員，為的是介紹剛聘請到消防局工作的暑期實習
生。這項專上學生暑期實習計劃為期兩個月，活
動目的旨在為專上學生提供更多的工作經驗。在
實習生上班的第一天，我們在寫字樓內互相介紹，
我們得知她是一位大學二年級生，並有意在畢業
後加入我們部門，以及想從實習計劃中累積更多
的工作經驗及豐富人生閱歷。

在我們舉行了一次簡單的迎新會後，便為她
介紹了消防局的日常操作，以及為她介紹了消防
安全大使各方面的工作，例如安排活動、聯絡各
消防安全大使、開班上課、電腦資料輸入以及辦
理會員證及證書等。因為疫情的原因，很多消防

安全大使活動也取消了，有些工作只能靠口述
為她介紹，但她依然十分認真地學習，實在難
能可貴。在日常工作上，我們會邀請她參與我
們的講堂及觀摩日常操練，令她更了解我們的
工作。

時間過得很快，當覺得她已經融入我們
這個大家庭的時候，這兩個月的暑期實習
計劃便完結了，她繼續返回校園上課。
但我們並沒有不捨的告別，因為她也希
望投考消防處，我們相信總會有一天
能碰見。

沙灣消防局
消防員 林永文 

觀塘區曾經是
香港主要的工業區

之一，隨着社會發展
及轉型，大量工廠大廈已

被活化及改變為商業、零售
業及酒店業等用途。因此，

一些火警風險較高的處所，例
如危險品倉及製衣工廠的數量已

大大減少。然而，為確保消防人員
對該等處所的滅火效率，觀塘消防

局仍然備有一台水力轉動高度膨脹製
泡及抽煙機(Turbex)。

作為觀塘消防局其中一樣獨有的
工具，其獨特性及非凡性不容置疑。
Turbex 在全速發動下能以每分鐘 200 立
方米 ( 約 7000 呎 ) 的速度有效將泡沫散播
到人手不能進入的地方，同時具有極速
抽煙功能，每分鐘能抽走 285 立方米 ( 約
10000 呎 ) 煙霧，正壓抽風同時能於完成
滅火工作後把多餘的泡沫抽走。透過使用
Turbex，消防人員可以在短時間內製造大
量的泡沫，在密閉空間以窒息法及冷卻法
迅速地將大面積的火警撲滅。此外，藉
着它的抽煙功能，消防人員能於密閉空
間內策略性地控制火場內濃煙及可燃燒
氣體的流動，有效地配合滅火工作及
人群疏散的工作，令滅火救援效率大
大提升。雖然Turbex 能用於任何地

專上學生暑期實習計劃

方，但最理想的使用範圍是針對有碳質易燃物的
空間。

縱使Turbex已經於觀塘消防局服役多年，以
往鋼鐵外殼經由不斷改良為抵抗化學物及經由紫
外光穩定化GRP的黃色外層，重量下降同時並沒
有犧牲其功能及穩定性。

在使用新版的Turbex後，發現它比舊版的靈
活性更高，因為由GRP製成的外殼比以往更輕，
當我們在使用時可以保留更多體力作滅火工作。
其易於操作的特性亦非常適合消防人員於緊急情
況下使用，因為在災難現場我們必須在極短時間
完成機械操作，而其經由水力轉動的特性亦非常
適合消防工作，因為在火災發生時我們很難取得
可用的電力，反而以水作運作動力則在火場到處
可見亦易於取得。    

觀塘消防局
消防員 袁耀強

為處理倉庫及地庫火警而設的消防工具－
         水力轉動高度膨脹製泡及抽煙機(Turbex)

▲

圖為水力轉動高度膨脹製泡
及抽煙機(Turb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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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球持續受到 2019 新型冠狀

病毒疫情影響，香港亦未能倖免。各消防

同事及消防安全大使達成共識，同心抗疫，

暫停了消防安全大使郊外活動、參觀消防局

等，以盡量減少日常社交活動及避免人群聚

集。

   雖然這一年消防安全大使減少了公眾

教育活動，但消防處未有因此而停下腳步；

秉承精益求精的精神，購入新款消防車輛

「Scania P320 DB4 X 2NA」，以應付更趨

複雜的拯救行動。新款泵車乘載2800公升

容量的大型水缸以及車頂配備一支電子中

攻喉筆，有助大大提升消防員進

行滅火工作的效率。除此以外，新泵車配備雙扯

梯電子滑落架，可令消防人員工作時更易取出雙扯

梯，從而提升救援效率。我十分期待在疫情完結後，

能夠向一眾消防安全大使介紹這部新型號的泵車，分

享部門為提高對香港市民服務素質所付出的努力。

   最後，我再次衷心希望香港能儘早跨過2019

新型冠狀病毒這難關，並祝各位消防同事及消防安全

大使身體健康，在疫情陰霾下仍能保持心境開朗。

在疫情過後，希望能於各項消防安全大使活動及

防火嘉年華中與大家見面，一同推廣消防安全知

識，以減低火警危險及提升市民的警覺性。

紅磡消防局 

消防員 陳景禧

不為疫情停下腳步 – 新車登場

▲

圖為紅磡泵車

已經很久沒有參加深水埗消防

安全大使的活動，疫情關係長時間都

留在家中。人的心情慢慢變得非常納悶，

我們這些長者本來就沒有太多的活動，很

感謝之前深水埗消防安全大使會，每年都總

有一兩次旅行和防火宣傳為人生添上色彩。

早兩天在新聞報道上，得知陳東博士(東

叔 ) 獲頒了大紫荊勳章，之前在大使活動中都

經常可以見到東叔，想不到這樣的大人物，我

們都可以經常接觸到他。在新聞報道看到他將

會授勳的相片，回憶起不少之前活動的美好

回憶。希望疫情快點完結，可以再次參加

消防大使的活動，並當面恭喜東叔及和

他拍拍照。

深水埗區消防安全大使

余栢健

深水埗區消防安全大使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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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年頭開始香港經過多個月對抗疫情，市民

大眾都提高了防疫意識，而且習慣帶着口罩上班上學，

雖然現在疫情有回落跡象，但只要疫情未受控制大眾都未

敢鬆懈。所以社會上一切康樂及社交活動都已經完全暫停，

就連消防安全大使宣傳活動亦都不例外。有見及此，消防安全

大使榮譽會長會購置了一批口罩及抗疫包，用作送給市民及支

持大眾共同抗疫。亦都希望此活動能夠提醒市民繼續提高防疫

意識，共同對抗疫情，攜手努力直至回復昔日多姿多彩的香

港。

黃大仙消防局

消防隊目 梁允濂

黃大仙區疫情心聲

2020 年至今因疫情關係，大埔消防安全

大使很多大大小小的防火安全活動被迫取消。縱使

疫情嚴峻，但防火工作卻不能停步。幸好消防處亦透過不

同渠道如電視、消防處網頁、Facebook專頁等發放防火及

各種應急的資訊，令大家在疫情下都有所增值。

回想過往參與的防火安全活動，不論是消防安全大使或市

民臉上總是充滿笑容，如今疫情嚴重，大家的笑容被口罩遮蓋

了。期望疫情盡快過去，可以再見到大家親切的笑容。

祝大家身體健康。

大埔消防局

消防員 陳世界

疫後展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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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消防安全大使委員會一向致力在社區推

廣防火信息及教導市民防火安全知識，擔任重要一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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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消防及救護學院協辦開放日，讓

市民大眾更深入了解消防各部門。

由於受新冠肺炎疫情及限聚令的影響下，屯門區消防安全大使響應

政府呼籲，相繼延遲舉辦消防安全大使活動。而本會盼望在疫情緩和及

受控後，能再次舉辦消防安全大使冬季旅行、陸運會、開放日等活動。

本會相信，透過以往各消防安全大使的宣傳及各活動的教育下，市民仍

可保持良好的防火意識。

最後，本區委員提醒大家注意個人衞生、保持社交距離，寄

望各界團結一致，盡快遏制疫情。

屯門區消防安全大使管理委員會秘書

高級消防隊長 楊雪鋒

新冠疫情至今已經影響全球接近一年，世

界各地的經濟，社會，民生活動都因為疫情而停頓。

不過縱使疫情嚴峻，我們依然緊守崗位，盡力做好滅火

救援及防火宣傳的工作。配合時代及部門的發展，我們一方

面利用社交媒體來宣揚防火知識，另一方面又加強社區的巡

查以拉近我們和社區的距離。特別是重陽節，新界北區的植被

茂密，祭祖的文化又特別盛行，一旦發生山火，後果不堪設想。

所以最近我們前往了區內不同的鄉村，派發了小心山火的橫

額，並聯同了不同的鄉村代表，向附近的村民作簡單的推廣

及教育。

最後，我想藉此機會祝大家身體健康，一起同心

抗疫!

元朗消防局

消防員 唐志鴻

元朗區抗疫有感

關於屯門區消防安全大使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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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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同意消防處使用你的手提流動電話、電郵信箱、通訊地址
等個人資料，向你發放消防安全、應急準備及救護資訊？
Do you agree to  the use of  your  personal  data ( inc luding 
mobile phone number, e-mail  address and correspondence 
address)  by the F i re  Serv ices Department  for  sending you 
m e s s a g e s  o n  f i r e  s a f e t y,  e m e r g e n c y  p r e p a r e d n e s s  a n d 
ambulance service?

□是 Yes　　　　　□否 No

簽名 signa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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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安全大使通訊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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