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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消防處水運會於今年九

月三日（星期日）在香港

體育學院游泳館順利舉行，約有 250

名健兒參與 38項賽事。今年各項比賽競爭激烈，參賽健

兒都全力爭勝。他們都能發揮高水準的泳術，並且充分

展現出團隊合作精神。

大會為消防安全大使安排兩項賽事，分別為男、女

子組的五十米自由泳，比賽過程非常緊湊。除參賽健兒

外，現場的嘉賓、屬員、家屬和消防安全大使都感受到

緊張刺激的氣氛。消防安全大使更以大手拍和打氣棒為

健兒落力打氣。最後，得獎健兒在頒獎台上相擁道賀，

展現了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體育精神。

水運會更提供平台，讓各區消防

安全大使和消防人員互相認識，交流

防火宣傳教育工作的心得。大家都度過了愉快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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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局同事為消防安全大使詳細介紹各種消防車
輛和工具，藉此加深他們對消防工作

消防處一年
一度的水運會已於九月三日（星期日）

順利舉行。當日天氣並不穩定，我們很擔心賽事會取
消，幸好後來轉晴，水運會可如期舉行。
當日節目豐富，一眾消防安全大使與我們在火炭享用豐富午膳

後，便一行人浩浩蕩蕩前往沙田消防局參觀。該局同事為消防安全大使詳
細介紹各種消防車輛和工具，藉此加深他們對消防工作的認識。其後，我們一
同前往香港體育學院游泳館。甫就座，大家便聽到陣陣吶喊聲和歡呼聲，霎時間
興奮起來，為健兒打氣。大會很體貼地為啦啦隊預備了大手拍和打氣棒，讓消防安
全大使全情投入，為健兒吶喊助威。

隨着賽事接近尾聲，比賽愈見激烈，健兒在啦啦隊的支持下鬥得難分難解，觀
眾看得非常投入。見到每位健兒皆全力以赴，爭
取佳績，我也為他們感到驕傲。獲勝的健兒在頒
獎台上互相祝賀，表現出部門一貫的團隊合作
精神。歡呼聲過後，水運會亦圓滿結束，我
們期待下年再見。

銅鑼灣消防局消防員 13929 楊穆明

為
提高市民的消防安全意識，並增加與市民的互
動交流，消防及救護學院自二零一六年啟用以

來，多次舉辦不同的消防安全活動，當中包括今年八月
六日舉行的開放日，我亦有幸參與其中。

開放日節目非常豐富，除了多個老少咸宜的攤位
遊戲外，還有救援車輛巡遊和精彩的消防拯救演練，
到場參觀的巿民對節目均讚不絕口。

我與青衣消防局的同事和數位葵青區消防安全
大使負責場內一個攤位遊戲，希望透過簡單遊戲，
增進市民的消防安全知識。當見到參加者投入參
與，以及他們成功挑戰後的滿足表情，我就知道我們
的目的已經達到。巿民除了得到消防紀念品外，還帶着消防安全
意識離開。

消防及救護學院雖然位置較為偏遠，但市民對開放日的反應
依然熱烈，令我深深體會到消防處確實深受普羅大眾歡迎。我等
消防人員亦要繼續努力，保持我們在市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

青衣消防局消防員 14733 梁子敬

今年的
消防處水運會於九月

三日在香港體育學院游泳館
舉行。一如往年，大會為參加水運

會的消防安全大使悉心安排節目，包
括午膳及參觀沙田消防局。該局人員詳細
講解各類消防車輛和工具，確實令我們獲益
良多。其後，我們步行到游泳館觀看水運會賽
事，為參賽者打氣。

大會安排我們坐在館內其中一面看台的中
間位置，不但觀賞角度佳，還可與坐在對面看台
的消防處人員互相呼應，令現場氣氛更為熱鬧。
今年消防安全大使參賽較往年踴躍，而且實力相
近，旗鼓相當，為在場的消防處人員和家屬，
以及其他消防安全大使帶來精彩刺激的賽事。
由不同總區的消防安全大使組成的啦啦隊為
所屬總區吶喊助威，氣氛愈趨高漲。今屆
水運會得以圓滿完成，有賴大家踴躍參
與，鼎力支持。

消防安全大使鄭春惠

消防處水運會 2017年消防及救護學院開放日

2017年消防處水運會

消防處會
定期檢視各區的環境和實際需

要，並採購適當的滅火和救援工具，以
提升行動效率。鑑於離島區地理環境特殊，消防

車輛因負載限制僅可在車廂內提供狹小貯物空間，處
方遂於二零一四年引入全新小型裝備車，用以運送滅火和
救援工具，以配合消防人員在離島區及特定區域執行滅火和
救援工作，並應付日益增加的緊急召喚需求。

現時，消防處共有四輛第六代Suzuki Every Van 0.66 M/T 
小型裝備車，全數派駐四間離島區消防局，即南丫消防局、長洲
消防局、坪洲消防局和大澳（舊）消防局。車上配備各類型
的消防喉、呼吸輔助器、拯溺工具、攀山拯救工具、爆破
及切割工具等，以處理各類事故。我們希望能夠時刻準
備，以應不時之需。

長洲消防局消防員 13073 簡偉恆

小型裝備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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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局同事為消防安全大使詳細介紹各種消防車
輛和工具，藉此加深他們對消防工作

港島中西區屬新舊共融的社區，區內長者大多甚少
參與社區活動。有見及此，消防處會以不同形式

推廣消防安全。今年九月二十九日，中西區消防安全大使
名譽會長會聯同中西區民政事務處和中西區文化藝術協會
合辦「賀國慶敬老晚會」，以粵劇╱折子戲吸引長者參與。
晚會還有一個消防安全教育環節，通過名為「防火知識知
多少」的短劇，以現實生活情節，帶出多個家居火警隱患，
並提供預防方法，藉以加強市民的防火意識。參演的消防
人員更與台下觀眾互動，現場反應十分熱烈。通過這次演
出，我們成功將防火知識推廣至社區各個層面；我亦高興
能向長者傳遞防火信息。

高級消防隊長胡兆銘

今年九月十日是黃大仙區消防安全大使宣傳活動暨
旅行的大日子。我們一早在黃大仙消防局集合，

然後到街上派發防火宣傳單張，向市民推廣防火信息。市
民反應十分熱烈，轉眼間所有單張已派發完畢。

我們之後會合其他消防安全大使，乘坐大會安排的旅
遊巴士前往沙頭角有機農莊參觀。農莊設有水耕作場和有
機農田，農作物種類繁多，加深了大家對環保生態種植的
認識。

不知不覺已到黃昏，我跟其他大使一起踏上歸途，大
家都度過了充實的一天。

黃大仙區消防安全大使

消防處一年
一度的水運會已於九月三日（星期日）

順利舉行。當日天氣並不穩定，我們很擔心賽事會取
消，幸好後來轉晴，水運會可如期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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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奮起來，為健兒打氣。大會很體貼地為啦啦隊預備了大手拍和打氣棒，讓消防安
全大使全情投入，為健兒吶喊助威。

隨着賽事接近尾聲，比賽愈見激烈，健兒在啦啦隊的支持下鬥得難分難解，觀
眾看得非常投入。見到每位健兒皆全力以赴，爭
取佳績，我也為他們感到驕傲。獲勝的健兒在頒
獎台上互相祝賀，表現出部門一貫的團隊合作
精神。歡呼聲過後，水運會亦圓滿結束，我
們期待下年再見。

銅鑼灣消防局消防員 13929 楊穆明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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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交流，消防及救護學院自二零一六年啟用以

來，多次舉辦不同的消防安全活動，當中包括今年八月
六日舉行的開放日，我亦有幸參與其中。

開放日節目非常豐富，除了多個老少咸宜的攤位
遊戲外，還有救援車輛巡遊和精彩的消防拯救演練，
到場參觀的巿民對節目均讚不絕口。

我與青衣消防局的同事和數位葵青區消防安全
大使負責場內一個攤位遊戲，希望透過簡單遊戲，
增進市民的消防安全知識。當見到參加者投入參
與，以及他們成功挑戰後的滿足表情，我就知道我們
的目的已經達到。巿民除了得到消防紀念品外，還帶着消防安全
意識離開。

消防及救護學院雖然位置較為偏遠，但市民對開放日的反應
依然熱烈，令我深深體會到消防處確實深受普羅大眾歡迎。我等
消防人員亦要繼續努力，保持我們在市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

青衣消防局消防員 14733 梁子敬

消
防及救護學院
開放日於今年八月六日順利舉行。灣仔

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當日負責其中一個攤位遊
戲，向市民宣傳防火信息，本人有幸參與其中，且讓
我在此分享當日與消防安全大使一起服務市民的喜悅。

當日天氣十分酷熱，但無損我們服務市民的熱誠。
活動還未開始，一眾委員和同事已為攤位悉心準備。
本會攤位遊戲「消防安全幸運輪」屬問答比賽；全賴
同事和義工的口才和經驗，遊戲才得以順暢進行。本
區委員全都有多年推廣防火信息的經驗，2500份宣傳
紀念品全數送出，委員和義工實在居功至偉。灣仔地
區管理委員會主席和港島中區指揮官更親臨學院，為
委員和義工打氣。

開放日圓滿結束，市民從遊戲中學到消防安全知識。參與舉辦攤位遊戲，
除了得到滿足感外，我亦有機會從委員和義工身上學習到消防以外的知識和
溝通技巧。希望這次經驗能夠讓我把宣揚消防安全的工作做得更好。

港灣消防局消防員 14043 余健明

身
為消防人員，每次從新聞看到有市民在火警中受傷，我都
很痛心。這是因為當中很多人在逃生時或許因沒有攜帶手

提電話而未能致電求助，又或因離開單位時忘記帶同鎖匙而不能返
回住所躲避，以致被濃煙所困。這些情況在我駐守的紅磡區很常見。
該區舊樓林立，「三無大廈」數目眾多，不少長者住客更是行動不
便，一旦發生火警，後果堪虞。因此，每次參與防火宣傳活動時，
我都會傾盡全力，希望可以加強市民的基本防火及逃生意識。

較早前，我在消防及救護學院開放日負責一個以「逃生三寶」
為主題的攤位遊戲。當日陽光普照，參觀者絡繹不絕，不少是一
家人扶老攜幼。每次有參加者完成遊戲，我都會把握機會向他們
介紹「逃生三寶」。參加者離開時開心的表情，都為我和同事們
的防火工作注入新動力；即使在炎熱天氣下流了多少汗水，我都
毫不疲倦。

雖然我負責的是眾多攤位之一，但我亦希望這個小小遊戲
有助加強市民的防火意識和逃生時的應變能力。

紅磡消防局消防員徐晏陽

2017年消防及救護學院開放日 賀國慶敬老晚會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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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巴士前往沙頭角有機農莊參觀。農莊設有水耕作場和有
機農田，農作物種類繁多，加深了大家對環保生態種植的
認識。

不知不覺已到黃昏，我跟其他大使一起踏上歸途，大
家都度過了充實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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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向市民宣傳防火信息，本人有幸參與其中，且讓
我在此分享當日與消防安全大使一起服務市民的喜悅。

當日天氣十分酷熱，但無損我們服務市民的熱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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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委員全都有多年推廣防火信息的經驗，2500份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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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火工作注入新動力；即使在炎熱天氣下流了多少汗水，我都
毫不疲倦。

雖然我負責的是眾多攤位之一，但我亦希望這個小小遊戲
有助加強市民的防火意識和逃生時的應變能力。

紅磡消防局消防員徐晏陽

由深水埗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贊助的「昂坪和大澳一日
遊」已於今年七月二十九日順利舉行。我們一班合作無間的

消防安全大使獲邀參加。當日天公作美，我們首先到昂坪市集遊覽。
市集比想像中大，連接寶蓮禪寺和天壇大佛，兩旁都是富有中華文化
特色的建築物，非常獨特。我們接着前往心經簡林，沿途遠眺南中國
海的景色。心經簡林是由 38條木柱組成的大型戶外木刻群。走進其中，
我們既可欣賞到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的墨寶，亦可在一片翠綠禪境中，
感到祥和平靜。消防人員其間向我們講解遇上山火時應注意的事項，
實在令我們獲益良多。

我們到大澳品嚐海鮮午餐後，沿棚屋漫步，近距離觀察棚屋居民
的生活。獨特的漁村風情、藍天白雲和大自然美景，全都是極佳的攝
影題材。大澳還有很多地道美食，既然遠道而來，我們買了各種小吃，
例如芝士燒蠔、豆腐花、雞泡魚乾等。我們之後到大澳消防局參觀，
該局的滅火及救援設備很齊全，令我們大開眼界。當日的活動非常豐
富，一眾消防安全大使都滿載而歸。

成為消防安全大使，不單可向廣大市民推廣消防安全信息，還
可與志同道合的大使朋友參與會長會贊助的活動，我感到非常開心和
滿足。

深水埗區消防安全大使賴蓮英

2017年消防及救護學院開放日

昂坪和大澳一日遊

2017 年 防火宣傳及
沙頭角農莊一天遊

賀國慶敬老晚會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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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幼的我，只希望成為别人眼中品學兼優的模範生。大學畢業
後，我祈求一份安穩工作，能夠與家人過更好的生活。
慶幸自己在大學修讀新聞系，讓自己更關心時事和了解更多

社會議題。還記得去年的四級火警，焚燒多日，當時的情景至今
仍歷歷在目。熊熊烈火不單焚毀市民財物，更奪去兩位英勇消防
人員的性命，他們的大無畏精神確實值得市民欽敬。

成為消防安全大使和參觀過消防及救護學院後，我更加了解
消防員這份職業。消防員入職前必須接受為期 26個星期的嚴格訓
練，其中包括特別救援、攀山拯救、高空拯救、海上救援、救火
策略和急救訓練等。他們穿起黃金戰衣執行滅火救人職務時，總
給人威風凜凜和自信滿滿的感覺。他們不單是消防人員，也是別
人的丈夫、妻子、爸爸、媽媽、女兒和兒子。我感謝他們竭誠服
務市民、英勇無私的付出。身為沙田區消防安全大使，我必會繼
續透過不同的消防安全活動向市民宣揚防火信息。

沙田區消防安全大使區泯澄

記
得半年前，朋友介紹我參加消防安全大使課程，還說課程中所學到的知
識必定終身受用，於是我和幾位朋友決定報名參加。

課程確實讓我學到不少消防知識，其中包括燃燒理論、滅火方法、各類滅火
裝備，以及滅火筒和消防喉轆的正確使用方法。課程理論與實踐並重，導師以深
入淺出的教學方法，將豐富的消防知識灌輸給我們。課堂上，我還認識到很多新
朋友。

課程完結後，導師介紹我們一班準消防安全大使參加消防處救護總區舉辦的
心肺復甦急救班，我們都甚感興趣。我更邀請推介我參加消防安全大使課程的朋
友一起參加。

經導師安排後，我們一班同學再次一起上課。學到的急救知識一生受用，我們期望能夠活學活用，幫助別人。

消防安全大使譚樂雯

松
明舍位於荃灣海盛路 24號祈德尊新邨，是香
港房屋協會在一九七零年推出的「年長者居

住單位計劃」下興建的樓高數層長者屋。松明舍採用獨
立單位設計，設有充足的綠化園林和休憩空間，每個單
位均配備廚房和特別設計的浴室，大部分單位均有升降
機直達，配合長者需要。

近來「垃圾屋」問題愈趨嚴重，不僅引致環境衞生
問題，更大大增加火警危險。為提高市民對家居消防安
全的關注，特別是加強「長者住屋」居民的防火意識，
勸諭他們切勿囤積雜物，荃灣消防局、荃灣區消防安全
大使名譽會長會和消防安全大使於今年十月八日舉辦探
訪活動，向居於松明舍的「老友記」推廣防火信息，藉
此加深獨居長者對火警危險的認識。探訪人員向長者傳
遞消防安全知識，分享實用的家居防火方法，特別提醒
他們切勿積存過多雜物，以減少火警危險，並讓他們明
白過多雜物妨礙逃生。

整個探訪過程中，「老友記」大多長時間打開鐵閘
和大門，令人感受到鄰里守望相助、互信互惠的精神。
「老友記」一見到探訪人員來訪，均熱情招待他們進屋。
探訪人員除宣傳防火信息外，還細心聆聽長者的生活點
滴，感覺猶如一家人─很融洽、很溫暖。

是次探訪活動得以成功舉辦，有賴荃灣消防局各同
事和荃灣區消防安全大使踴躍參與和支持，也感謝各位

「老友記」熱情招待。展望未來，荃灣區消防安全大使
將繼續發光發熱，推廣消防安全信息。

荃灣消防局消防隊目郭偉基

荃灣消防局消防隊目陳嘉麟

無情•烈火

消防安全大使課程

荃灣區「長者住屋」防火 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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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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本表格郵寄至九龍將軍澳百勝角路 11號消防及救護學院教學
大樓 4樓消防處社區關係組或傳真至 2411 8677。
Please send the form by mail to the Community Relations Section,  
4/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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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ac lub.org.hk 

消防安全大使會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of Fire Safety Ambassador Club 

enquir y@fsaclub.org.hk

What to do and bring in case of fire

火警時應採取的行動及帶備的物品

Building Fire Safety Envoy Scheme

樓宇消防安全特使計劃

Fire Safety Education Bus (FSEB)

消防安全教育巴士

How to use hose reel system

如何使用喉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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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政府物流服務署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