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
防處一直致力推廣消防安全大使及樓宇消防安全特使計

劃，每年亦舉辦「消防安全大使及樓宇消防安全特使獎勵

計劃」，以鼓勵各位大使及特使積極參與推廣防火安全活動、促

使大家齊心關注所屬大廈的消防安全問題及協助消防處向大眾傳

遞防火信息。因應疫情關係，消防安全大使及樓宇消防安全特使

獎勵計劃頒獎典禮暫時未能舉行，因此我們只能以不同的形式將

獎狀送交各得獎者，以作鼓勵。各位大使及特使在疫情期間亦不

忘為消防安全作出貢獻，我們在此謹向各得獎者所付出的努力及

支持表示衷心的謝意。

 社區應急準備課

編者的話 消防安全大使及樓宇消防安全特使

計劃

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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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大使「應急三識」
揮春書法比賽賽果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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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後有感

揮春書法
比賽

消
防安全大使「應急三識」揮春書法比賽後

有感，想起一件逸事。

其一，貼揮春寓意來年平安吉祥，在上世

紀五，六十年代，每到臘月尾禡過後，歲暮氣氛

漸隆，人們趕着辦年貨，而各家各户的老媽子大

演身手忙於蒸糕點︑炸油器，忙過不停，好不熱

鬧。

市集人群熙來攘往叫賣聲不絕，街角一端

另有景象，寫揮春的檔主開始為坊衆書寫如意吉

祥︑龍馬精神等等，力透紙背的揮春用繩子夾着

掛起，隨風飄揚，也有即席揮毫客人心意揮春，

一張潤金一至二角不等，我等小孩圍住攤檔，俯

首枱上掉下的邊角紅紙拾起來貯存，待年卅拾晚

吃過年夜飯，在一張凳子上用紅紙寫「財神」兩

字，其他同屋小朋友穿梭各戶叫着「財神到」，

鄰里聞之開門欣然接下，掏出一封紅紙內裏有

五仙︑一角不等，派完財神，利是錢一衆分享，

此情此景而今不再，只能回味。

學習書法是一門高深學問，

要勤於臨摹，精益求精，持

之以恒，有恒為成功之本與

一衆參賽者共勉。冀望疫

情來年不再，願祝各位及

消防安全大使仝人，

身 體 健 康， 步 步 高

陞，事事稱心如意！

 參賽者 譚松佳

2020年轉眼已過了，灣仔區的消

防安全活動因為受到疫情影

響，很多活動都需要取消。想起在未受疫情

影響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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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及救護訓練學院開

放日等等。

有見及此，十二月處方舉辦了「應急三

識」揮春書法比賽，好讓各消防安全大使一

展身手。灣仔區大使參與人數眾多，衷心感

謝各位踴躍參與。希望在不久將來再與大家

見面。在疫情完結前，我有信心市民及各大

機構都一定能緊守崗位，做好消防安全

大使的本份！

除此以外，我們作為消防處的前線

人員，即使疫情嚴峻，也會克盡己任，

繼續進行消防安全巡查和設備的檢查，

及做好滅火救援的工作。

最後，我亦藉此感謝消防安全大使

名譽會長會多年來對消防安全的支持，

祝願各位身體健康！

 港灣消防局

消防員 鄧永傑

一同
抗疫
齊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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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去一年，各行各業都因世紀疫情而面對嶄新的挑戰。即使消防處，也因疫情的影響，不

少工作也不能面對面與公眾進行。但消防屬員並沒有因此鬆懈，繼續肩負救災扶危的工

作，同時維持防火職務。

部門因疫情限聚令等的措施下，不論內外也有不同的新嘗試，如用各種平台進行會議，以

新方式包括透過社交媒體宣傳防火的工作。就如消防處早前邀請影星甄子丹先生擔任「香港消

防處國際形象大使」一樣。甄先生的正義英雄形象鮮明，恰好切合消防人員剛勇無懼的特質，

在疫情下為大家注入正能量！

期待踏進 2021 年，藉着疫苗的到來，祝願大家戰勝疫情！迎接新一年的挑戰！繼續宣傳

消防處救災扶危的工作。盼望來年能與各界相聚，舉辦各種活動，繼續向大眾宣傳防火防災的

意識。

祝大家身體健康，共同跨過疫情！

 沙灣消防局

消防員 梁鈜  

共同攜手抗疫
各

位消防安全大使，一眨眼 2020 年已經完結了，不知道各位朋友近況還好嗎？ 2020 年大

家都留在家中，全力抗疫，已經很久沒有見面了！新冠病毒疫情進入第四波，疫情未見放

緩，希望盡快有疫苗接種，讓香港成功擊退疫情。

疫情期間，大家都應該響應政府呼籲，多留在家中，盡量減少聚會。大家在消防安全大使

學習到「逃生三寶」及滅火筒使用方法等，但大家有沒有想過防疫也有「三寶」？正確潔手、

戴口罩，和保持適當社交距離。這個「三寶」大家在 2020 年一定非常熟悉吧！希望 2021 年，

大家能夠再次見面，一起為消防安全出一分力吧。

 中西區消防安全大使委員會

區志成先生

踏進新一年
跨過疫情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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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被 2019 新型冠狀病毒病的陰霾所籠罩，不

但大部分消防安全大使活動幾乎停頓，人與人

之間亦要保持一定的社交距離，但這亦未有影響大家對消防安全

的關注。在如此困難的時候，大使與同事們仍然緊守崗位，於 11

月在油尖旺區進行防火宣傳活動時，本人亦有幸參與其中，與大

家一同向市民宣傳家居防火意識。儘管口罩遮擋了大家的笑臉，

卻阻擋不了大家為社區消防安全出力的熱誠。大家勇於服務的精

神實在令我十分欽佩。雖然 2020 年是困難重重的一年，不過本

人相信只要大家上下一心，同心抗疫，困難的時候總會過去，以

往同事、大使們及市民樂也融融的精彩活動很快會再次出現於眼

前。最後藉此機會感謝各大使及同事們一路以來的努力及支持，

祝各位新一年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紅磡消防局

消防員 李兆坤

雨過天晴

展望將來

在
2019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為安全起見，全港機構活動幾乎停頓，而消防

安全大使亦停止了活動。幸好去年 12 月尾收到西貢區消防安全大使委員會

通知，消防安全大使「應急三識」揮春書法比賽活動，開心不已，我第一時間報

名參加，心態上不在乎輸贏，志在參加活動熱鬧一下。

感謝社區應急準備課的安排，讓我們大使能有機會在疫情及限聚令下參加活

動，所以本人一定全力支持呢！

在此呼籲各位消防安全大使，要配合社會及政府新冠肺炎防疫政策下，一定

要做好個人防護措施，一齊努力抵抗病毒，希望疫情快快過去，能回復以往日子，

參加消防安全大使活動。

 西貢區消防安全大使

李麗珍小姐

西貢區

疫情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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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又到了，得知你們已經進行了新一屆會長會換屆儀式，有一些新會長加入，

令我們深水埗區大使會更加強大，令我感到十分興奮。上年受到疫情肆虐，很多活

動都被取消了，未能跟大家見面，希望今年疫情盡快完結，可以繼續參加你們所舉辦的

各項活動。

另外得知助理處長（九龍）羅紹衡博士榮休，他服務了九龍區多年，任內

致力提升九龍區的消防安全和巿民的防火意識，本來想面對面向他祝賀，但因為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嚴重未能參加他的榮休盛事，本人覺得十分可惜。

希望在疫苗幫助下疫情得以紓緩，令到所有活動恢復正常，而我又可以參

加你們的防火活動。

在這裏我想感謝你們在這疫情期間毫無間斷及不辭勞苦地為香港市民服務，

希望你們在工作時小心，並祝你們各位身體健康！

 深水埗區消防安全大使

彭美娟小姐

深水埗區疫情心聲

許
多人說，觀塘曾經是一個充滿人情味的地

方，有很多不同特色工藝小店，例如修鞋

︑木匠，和小食辦館，甚至工廈天台也是港產片

取景勝地。而觀塘地標，如著名的裕民坊麥當勞，

區內街坊稱之為「舊麥」，曾打破全球麥當勞每

日最高惠顧人次紀錄。可是，在時代巨輪下也難

逃被淘汰的厄運。

隨着觀塘區的重建和發展，這些昔日的畫面

已不復再。說起現在的觀塘，大部分人都會想到

大型商場︑人多車多的街道︑新舊交替的工廠大

廈、住宅及商業樓宇等等，也有不少地盤及綠化

項目。

雖然昔日的情懷漸漸消失，但這些新發展對

觀塘區內的治安、環境、衞生及防火安全都有大

大的改善。對比舊式樓宇，新落成的樓宇的消防

安全系統更完善，這些都大大提升了觀塘區內旳

消防安全。

相片由作者提供

不 斷 進 步 的 觀 塘

同時，新發展對消防安全及救援的要求也相

對提高，如地盤的危險品及工業廢料的儲存及處

理︑居住人口不斷提升等。因此，我們更需要自

我提高防火意識，主動舉報火警危險如過量貯存

危險品及阻塞逃生通道等，以達至防範未然，令

區內居民能繼續安居樂業。

 觀塘區消防安全大使

鄭春惠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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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往年
防火嘉年華有感

執
筆 之 時， 正 是 2021 年 1 月 12 日， 受 疫 情

所限，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機會參與防火活

動。回想一年前的今天，即 2020 年 1 月 12 日，

本人參與了由沙田區防火委員會舉辦的防火活動，

亦是疫情前的最後一個防火活動。記得當天在沙田

圓州角社區會堂，本人與小瀝源消防局的消防人員

一同向所有參與活動的沙田區居民宣傳防火信息、

防火的重要性及「應急三識」等資訊。

當時消防處社區應急準備課的人員和我們一同

在社區會堂派發防火宣傳單張，亦向市民講解基本

屯門 – 赤鱲角隧道（屯赤隧道）於 2020 年 12 月 27 日正式開通。該隧道為屯門

赤鱲角隧道公路的一部分，連接新界西北與港珠澳大橋、機場及北大嶼山等地，

為本區的居民帶來交通的便利。

有見及此，屯門區消防安全大使管理委員會早在屯赤隧道落成前已十分關注其

工程進度，並向本區的消防安全大使介紹相關資訊。希望藉此機會透過消防安全大

使，增加市民大眾對隧道的防火設備及裝備的認識和了解。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嚴峻及限聚令的影響下，不少消防安全大使活動無法如

常舉行，實屬可惜。但屯門區消防安全大使委員會於新一年度將繼續不遺餘力，透

過不同方法及教導市民防火安全知識以保持廣大市民良好的防火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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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雪鋒

屯門區
消防安全大使管理委員會

關於屯門—赤鱲角隧道

的防火知識，同時亦即場為不少市民解答有關消防

問題，是次活動最終得到不少市民的讚賞。

希望疫情能盡早過去，令我們一眾消防安全大

使能再次參與防火推廣活動，為本區的防火事務出

一分力。藉此宣揚防火安全，以提高市民大眾的防

火安全意識及加強應對危難或突發事故的能力，從

而減少火警或其他災難發生時引致的傷亡及損失。

 沙田區消防安全大使

蔡世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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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區防火工作及
煮食時防火溫馨提示

消
防安全大使每年都會透過形形色色的防火

宣傳活動，以提高公眾對消防安全的認

識，當中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與大埔

消防局便一直為此攜手合作，為大埔區的防火

安全出一分力。

消防處除了定期在社區中舉辦防火安全展

覽、防火安全推廣日、消防講座及火警演習之

外，每逢清明節及重陽節，大埔區消防安全大

使名譽會長及消防安全大使都會到區內掃墓熱

點，推廣慎防山火的重要性。不得不提的當然

是每年最受市民歡迎的大埔消防局暨救護站開

放日，不論大人還是小朋友都能樂在其中。希

望透過精彩豐富的活動可以喚起市民對消防安

全的意識，也能令防火意識在社區裡不同年齡

層的市民心中扎根。

另外，名譽會長會主席及大埔消防局亦持

續推廣消防安全大使計劃，鼓勵市民成為消防

安全大使，為防火宣傳作出貢獻。每一年的春

季旅行暨防火宣傳活動更加是重點項目之一，

讓消防安全大使們以及消防員都能共聚一起，

增進彼此交流。新春將至，消防處舉辦了新春

書法比賽，我們大埔區消防安全大使亦身體力

行積極參與並順利進入四強。

鑑於 2019 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仍然持續，

很多防火宣傳的活動因而暫緩。同心抗疫下，

市民保持社交距離，減少外出，生活習慣亦從

而改變。既多了時間逗留在家，也多了在家煮

食的機會。因此，相信部分市民的廚藝會由「地

獄廚神」升級為「疫」境廚神！作為「疫」境

廚神，除了專注磨煉自己的廚藝外，其實廚房

內的消防安全也更加需要注意。藉此機會，我

誠意為大家介紹四個溫馨提示，讓大家煮得開

心又放心：

 電器及電線

必須選用合規格電器，注意電路及電線的保

護避免負荷過重。

 火爐

爐具應經常清洗，確保油脂不會積聚在火爐

周圍。

周邊不應存放雜物，如廢紙或其他易燃物品。

 氣體爐灶

應保持空氣流通，時刻留意氣體洩漏的可能

性。

 進行烹調時

爐火必須時常有人看守，提防食物煮燶或滾

瀉。

最後，祈望疫情盡快過去，繼續與大家緊

密合作舉辦更多防火活動，推廣消防安全的信

息，並除下口罩互相展露歡樂笑臉。

 大埔消防局

消防員 溫國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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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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日後通訊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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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tur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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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 
你是否同意消防處使用你的手提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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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ing mobile phone number, e-mail address and correspondence address) by the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for sending you messages on fire safety,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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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fsaclub.org.hk

消防安全大使會

電郵地址

enquiry@fsaclub.org.hk

消防安全大使通訊編輯委員會

FSA Newsletter Editorial Committee

主席
Chairman

：
高級消防區長

Senior Divisional Officer
黃宏亮

WONG Wang-leong

編輯
Editor

：
助理消防區長

Assistant Divisional Officer
李灌豪

LEE Koon-ho

委員
Member

：
消防隊長

Station Officer
李君誠

LEE Kwan-shing

委員
Member

：
高級新聞主任

Senior Information Officer
樊俊彥

FAN Chun-yin

秘書
Secretary

：
消防總隊目

Principal Fireman
黃桃來

WONG To-loy

本通訊登載的文章未必代表編輯委員會的立場。

The articles in this newsletter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e opinions of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電話 Tel. No.：2197 3699　　　　　傳真 Fax No.：2197 3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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