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新應急準備教育巴士

編者的話：
消防處一向致力推動消防安全教育，希望能夠提高市民的消防安全意識，防患於未然。自2002年消防處第

一輛流動宣傳車面世以來，經過十多年來穿梭香港不同地方宣傳，辛勞的它現在可以退下來好好休息。而與消防
安全大使的理念相同，全新的應急準備教育巴士將會繼續向市民推廣消防安全及應急準備知識。

這輛應急準備教育巴士是由前人經驗加上後人的創新思維透過有趣的互動方式及嶄新的技術設計出來，目的
是為提高市民對應急準備的意識。消防處致力推廣「應急三識」，分別指防火滅火、救人自救以及疏散逃生，並
以紅、黃、綠三種顏色代表，讓市民更容易明白。應急準備教育巴士的設計讓市民透過互動遊戲輕鬆了解「應急
三識」。

應急準備教育巴士分為兩層活動區，下層有「識滅火」的互動遊戲，遊戲中會運用滅火筒的使用口訣「拔、
瞄、按、掃」和消防喉轆的使用口訣「破、轉、拉、射」來完成遊戲。至於上層則引入全新VR 虛擬實景遊戲，
透過虛擬的火警現場去教導市民如何「識逃生」和 「識自救」。最後希望各位消防安全大使在將來不同的活動中，
一起透過應急準備教育巴士讓市民有一個愉快的防火活動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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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大使疫情

下的感受分享

上層活動區

下層活動區

面對新冠肺炎的無情肆虐，香港經歷了艱辛而難
忘的一年。不論經濟及民生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打
擊，同時亦充份展現出香港人同舟共濟，互助互愛的
團結精神。在嚴峻的疫情下，為保障各會員的安全及
健康，消防安全大使暫停了一切社區防火活動。幸好
近期疫情稍見緩和，為社會帶來了確診數目清零的希
望，期望這個數字能繼續下降，回復平靜。在此再次
感謝各會員在如此艱難的時刻依然不辭勞苦，履行消
防安全大使的職責。

我們仍需保持個人衞生意識，繼續同心抗疫，期
望不久將來，疫情減退後一切重回正軌，大家能夠聚
首一堂，繼續推廣消防安全的工作。

銅鑼灣消防局
消防員 羅鋌堅

各位長官大家好，很久沒有見面了！
我是一位參加深水埗區消防安全大使已經十多年

的會員，你們所舉辦的活動，很多我都是經常出席的。
超過一年時間沒有見面，好像缺少了什麼似的。近年
因為全球受疫情影響，知道你們取消了面授教育活動，
本人十分失落，不過知道你們是以香港市民的健康為
大前提，十分支持你們的決定和安排。知悉你們在疫
情期間，亦從不間斷地為市民服務，真的很敬佩你們，
辛苦你們了。

近月疫苗終於出現，希望疫情可盡快過去，令社
交活動變回正常，讓你們可以繼續舉辦多些消防安全
活動，不斷提高市民防火意識。

祝大家身體健康！
深水埗區消防安全大使

鄧月萍

疫情下消防人員 
感受與展望

《巴士內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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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的

消防安全大使活動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消防安全大使的防火宣傳活動因而減少，但為了讓消防安全大

使在疫情期間都能參與消防處的活動，消防處社區應急準備課舉辦了「消防安全大使『應
急三識』揮春書法比賽」，在慶賀牛年新春的同時，亦能向社會大眾宣傳「應急三識」。
本人得悉有關活動，即時踴躍參加，以行動支持消防處。

承蒙評審委員會的認同，本人有幸得到該比賽的殿軍，非常高興。得到比賽獎品固
然高興，但最開心的是能夠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亦能向大眾宣傳防火知識，對此我份外
感到榮幸。希望在未來的日子，疫情受控，讓社會早日回復正常，讓我們一眾消防安全
大使繼續向社會宣傳防火知識，提高市民防火意識。

中西區消防安全大使
蘇詠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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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香港疫情仍然嚴峻，雖然消防安全大使宣
傳活動暫停舉辦，但是消防處在這段期間仍舉辦
了很多消防安全宣傳的比賽活動，例如消防安全
大使「應急三識．揮春書法比賽」及「應急三識
饒舌比賽」等等，本人非常慶幸能在「應急三識．
揮春書法比賽」，獲得優異獎，並得一份精美紀念
品，是一個消防局模型，我和家人非常高興。除
此之外，消防處亦拍攝了「網上開放日」，在互聯
網上介紹消防處人員的日常工作及各種救援示範
等等，給大眾市民瀏覽，從而增進他們的消防知

識，所以本人及一眾消防安全大使對消防
處的熱誠推廣及宣傳非常讚嘆，希望消防
處在工作上繼續努力及加強推廣宣傳。

黃大仙區消防安全大使
梁碧珊

疫情下多方面
推廣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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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的城市，充滿着林林總總、
各式各樣的建築物，間隔設計亦各有特色。然而，
這些複雜的設計亦同時為我們的滅火工作帶來相當
的風險。當有消防員在火場裏不幸受傷或需要緊急
支援時，每每因獨特的環境及濃煙阻擋視線的影響
而減低救援效率。有見及此，本處新添置的「消防
員定位系統」，配備無線電發射功能的個人警報器和
無線電接收及搜索功能的手提探測器。

個人警報器可由消防員手動啟動或在靜止不動
30秒後自動發出警報，火場外的人員接到警報信號
後便會使用手提探測器協助搜索，當探測器朝向正
確方向或接近待救人員時便會顯示較強信號，有效
確認待救屬員之位置，提升工作安全和行動效率，
猶如消防員在漆黑中的無形繩索。

觀塘消防局
消防員 李頌民

過去一年，香港的新冠病毒疫情反反覆覆，確診數字時升時跌。但可喜的
是，最近本港的本地確診數字和源頭不明的確診數字都持續下降，藉此希望香
港可盡快走出疫症的陰霾。而在這段疫症期間，自己以及身邊很多同事都特別
注意個人健康，花更多時間做運動以鍛鍊身體。或許正因如此，我身邊很多同
事在本年度的耐力跑體能測驗中，都取得比以往更佳的成績。希望同事們在快
要展開的耐力體能測驗中，都能夠繼續取得佳績。

除了個人體能的訓練外，同事們亦由於疫情的緣故，經常清潔及消毒工作
場所，大大提升工作場所的衞生情況。
我甚至發覺自己以及身邊的同事，比
以往少傷風感冒，身體比以往更健康。
希望將來的日子，大家仍能加強自己的
體能鍛鍊，保持高度的衞生意識，而本
港的疫情亦能夠持續緩和，保持社區零確診！

沙灣消防局
見習消防隊長 劉曉暉

消防人員時刻鍛鍊體魄

漆黑中的無形繩索— 
「消防員定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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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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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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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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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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