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防處

「AED 睇得到 用得到」
計劃

消防處於2021年6月正

式公布「AED 睇

得到 用得到」計劃，並推出「AED

搵得到」網上資訊平台，便利公眾

取用自動心臟除顫器 (AED) 及提供

相關參考資訊，讓巿民在遇到緊急

情況時，更容易尋找AED，拯救生

命。

在此我們感謝各消防安全大使

們的踴躍參與和努力，使這次活動

順利舉行，各消防安全大使實在功

不可沒。希望將來有關活動都能有

如此完美的成果。

在此，更希望市民能夠在是次

活動有所得益，明白惡劣天氣是不

能阻止，但正確的應急措施卻可以

及早準備的。

社區應急準備課
高級救護主任 王榮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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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港推廣 在本港推廣 

使用使用獨立獨立
為

提升樓宇消防安全，消防處鼓勵市民自行購買和安裝獨立火警偵測器，使

生命財產得到更好保障。

獨立火警偵測器的功能是在火警發生初期，向處所內的人發出警報，使他們能

及早撤離。尤其當火警發生時，處所內的人正在睡覺，未能即時察覺火警發生，獨

立火警偵測器的火警偵測及警報功能就更為重要。

由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所有自願在處所內安裝的獨立火警偵測器均獲豁免受

《消防 ( 裝置及設備 ) 規例》( 第 95B 章 ) 所規管，市民可自行而毋須委聘註冊消防裝

置承辦商為之進行安裝、保養、檢查及修理獨立火警偵測器。

採用現代科技的獨立火警偵測器的壽命通常約為十年，其安裝方法簡單，無需

特別要求。購買時，應選擇符合國際 / 國家標準的獨立火警偵測器的裝置，詳情可

參考《獨立火警偵測器購買、安裝及保養一般指引》或瀏覽消防處網頁。

牌照及審批總區 ( 政策課 )

高級消防隊長 柳應佳

獨立火警偵測器網頁 獨立火警偵測器宣傳短片 購買、安裝及保養指引

火警火警偵測器偵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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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必備

獨立火警 

偵測器

在疫情下，荃灣區消防安全大使雖然未

能如常舉辦大型活動以提升區內市民

的防火意識，但他們在區內各社群仍積極參

與防火宣傳教育。

為鼓勵市民廣泛使用獨立火警偵測

器，《2021年消防（裝置及設備）（修訂）

規例》已經於2021年9月1日正式生效。

這個「拆牆鬆綁」的利民政策，目的是鼓

勵市民在家中自行安裝獨立火警偵測器，

使他們在火警發生初期接收到火警警報，

爭取更多時間疏散逃生。有見及此，荃灣

消防局、深井消防局以及消防處義工隊於

9月攜手為長者在家中安裝獨立火警偵測

器，以提升家居安全，亦給予他們關懷。

盼望疫
情早日

退卻，
能與各

消防安

全大使
聚首一

堂，幫
助更多

有需要
人士，

進行家
居防火

安全探
訪及安

裝獨立
火警

偵測器
，共同

關懷社
區。

深井消防局

消防隊長 蘇振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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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應急準備工作  
的推廣活動 ( 街站 )

社區應急準備課於2021年4月開始，在不同地方推廣
防火教育、包括派發宣傳單張、紀念品、講解防火知識，教

導如何使用滅火筒及消防喉轆等。目的是向居民傳遞防火信

息，共建一個和諧安全的社區。

我非常榮幸能擔任活動的工作人員，讓我有機會接觸市

民，解答問題。這令我明白到，除了前線救火救人外，宣傳

消防安全和防火工作同樣極為重要。能夠得到市民的支持和

讚賞，讓我十分鼓舞，希望日後能繼續參與推廣活動，服務

市民。

最後，非常感激各工作人員的努力，令推廣活動能夠順

利舉行，我們熱切期待再次參與這類有義意的活動。

社區應急準備課 
消防總隊目 黃鰲曜

惡劣天氣惡劣天氣社區應急準備
社區應急準備

自
成為消防安全大使以來，參加過多次防災宣傳活動，今年有

幸參與鯉魚門三家村「惡劣天氣社區應急準備」推廣活動，

對我來說最為特別。

是次活動由多個政府部門、民間機構和團體合辦，當中包括香

港天文台、警務處、消防處、民政事務署、渠務署、紅十字會、

民安隊及香港賽馬會災難防護應變教研中心。活動開始前，各消

防安全大使於鯉魚門體育館接受各機構和團體傳授有關社區應急

準備知識，讓大家了解各方面的防災要點，獲益良多。

我們以小組形式到三家村逐家逐戶探訪村民，與村民分享防災

知識，此舉不但可提高村民的防災意識，更可藉着與村民溝通而

鍛鍊各消防安全大使的溝通能力。

是次活動令我增益不少，希望將來能有更多機會參與。

觀塘區消防安全大使

呂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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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安全大使參與消防安全大使參與

參與參與「反恐社區活動日」「反恐社區活動日」後感後感

在 2021年 8月 18日，我到消防及救護學
院參加由跨部門反恐專責組所舉辦的「反恐社
區活動日」，參與的紀律部隊有香港海關、懲教
署、消防處、政府飛行服務隊、警務處及入境

事務處。

當日，我們先到救護訓練大樓，聽從專業

的救護主任講解 AED的操作及運用，以及介紹
救護車內設備，內容豐富詳盡，例如為傷病者

進行急救時，如何選擇及使用相對應的急救設

備，使用最合適的急救程序來減輕傷勢及增加

存活率。接着，我們到學院內一個模擬港鐵站

的訓練設施 (百勝角站 )參觀，這設施就如真實
的港鐵站，讓消防員和救護員能熟悉環境，進

行針對性的救援訓練，作好準備。

這次活動令我最深刻的是跨部門反恐演

習，由警務處和消防處合辦，場面情節十分逼

真緊湊。觀賞後令我學習到如何運用「閃、避、

求」和「應急三識」等要訣來應對相關的突發

事件，提升安全及逃生意識。另外，亦有體驗

使用滅火筒的環節，教導我們在遇上火警發生

初期，如何安全及有效使用滅火筒，增加滅火

的機會，同時減低受傷的風險。

我們亦參觀了消防及救護教育中心暨博物

館，在這裏除了能觀賞消防處各式各樣的展品

及了解消防處的歷史和發展外，更設有各部門

的攤位遊戲，一方面從遊戲中了解各部門的資

訊和日常工作情況，還可以得到精美禮品，滿

載而歸。

最後，本人很榮幸能參與這次活動，不但

提升安全意識，還了解政府各部門的運作，獲

益良多。

深水埗區消防安全大使

徐穎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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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 Safety Ambassador Course 
and Fire Safety Seminar for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is 
primarily providing hospital and 
health care services to all residents 
in Shatin District with about 680,000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As such, fire 
safety is one of our prior concerns to 
provide a safe environment for our 
patients.  In case of fire, it would be a 
disaster for hospital to evacuate large 
number of patients and visitors so that 

感
受
分
享

感
受
分
享

消
防
安
全
大
使
的

消
防
安
全
大
使
的

疫
情
下

疫
情
下
😷😷

各位長官，你們近來好嗎？疫情至今差不多兩年了，期間未曾舉辦
大型防火活動，令我感到十分失落。疫情已開始放緩，希望防火宣
傳活動可再次舉行，好讓我們一眾消防安全大使可再次參與，為社
區防火宣傳出一分力。

疫情期間，我留意到消防處會在社交平台發布很多關於消防處的新
資訊，內容十分豐富有趣，如「保持在線」的微電影令我印象深刻，
故事內容十分寫實；另外不久前發布的「教你輕鬆搵 AED」 都很有用，
市民可透過手機，電腦或其他流動裝置瀏覽「AED 搵得到」網上資訊
平台，輕易搵到附近的 AED 位置，從而幫助有需要人士。希望貴處繼
續發布新資訊，令我們可以輕鬆學習有關防火或社區應急的知識。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生意淡薄！早日回復正常！

深水埗區消防安全大使
彭美娟

such arduous situation would definitely thwart the rescue work.  A number of fire drills and 
talks are from time to time scheduled to be held for our hospital staff. The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FSD) is all along maintaining a good co-partnership in order to achieve 
zero fire event.  Regularly, we will coordinate with FSD to organise the captioned training 
course or seminar for our staff from different departments consisting of security, wards, 
administrative office, clinical department and support office.

The Fire Safety Ambassador Course is a one-day training course for volunteers from 
various sectors of community to disseminate fire prevention message and promote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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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awareness.  The trainees can 
enhance and learn about updated 
information regarding fire prevention 
knowledge at workplace and 
household.  It helps the society to raise 
concern on fire safety and elevate our 
staff awareness on fire prevention. 

To achieve the above objective, 
regular training and seminar are 
necessary and essential factors 
to enhance our staff on fire safety 
knowledge.  Especially, the Fire 
Ambassador Course is popular among 
hospital staffs with positive feedback 
to attend in Fire Station.  Every trainee 
seizes this opportunity to know more 
the work in the fire stations and to 
understand the difficulties during 
fire-fighting operation.  They are 
impressed by the importance we can 
do to prevent fire.  Nevertheless, the 
training has been suspended becaus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  

As the pandemic situation has recently become stable and under control in Hong 
Kong, the fire drill for every hospital department has started.  In order to continue the 
professional fire safety training for our staff, we have sought assistance from Siu Lek 
Yuen Fire Station to facilitate the training.  Of course, it would be a practical expedient, 
but I would like the Fire Safety Ambassador Course could be continue hold in Fire 
Stations in future.

If situation warrants, more hospital staff would like to participate in the training 
courses and seminars.  Updated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for fire prevention and 
experience sharing would be a good and effective method to enhance the trainee’s 
knowledge.  Furthermore, it is suggested if the FSD can deploy manpower to join 
our fire drill regularly so that more hospital staff will be able to keep abreast of new 
development of fire safety .

On behalf of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I would like convey my sincerer thanks for 
your assistance and constant support.  Thank you.

Dr. James ChanDr. James Chan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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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Tel. No.: 2197 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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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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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消防處應急準備課或傳真至 2411 8677。

Please send the form by mail  to the Community Emergency 
Preparedness Div is ion,  4/F,  Administrat ion  Block,  F i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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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程式及內容應用程式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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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