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為消防處的一分子，好高興能見證歷史。消防處於2021 

年推出「AED 睇得到 用得到」計劃，在本年12月更

推出「收集任何仁遊戲卡」活動，只要登入「AED搵得到」的會

員專區，使用系統內的二維碼掃描器掃描消防處AED機箱左上方

的二維碼，即可獲得該地點獨有的電子任何仁遊戲卡一張。集齊

指定數量，就能換領一套實體版任何仁遊戲卡。

增加救人黃金機會

「AED 睇得到 用得到」
計劃旨在促進在社區普及使用自動心臟除顫

器(AED)，增加公眾人士施救的能力。AED 

的設計是給一般人使用，不論有否曾接受 AED 的操作訓練，只要依照其語音或圖像提示，亦能為患

者施救，提升患者的存活率。

消防處已率先在全港超過 100 間消防局及救

護站外添置供公眾人士於緊急時使用

的 AED，及在超過 600 輛備有 AED 的消防處車輛張貼

「AED」標示。另外，與計劃相關的資訊，亦上載到由消

防處構建的「AED搵得到」網上資訊平台，以便市民在

需要時查看可供使用AED的位置及詳情。

紅磡消防局

消防員 葉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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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大使消防安全大使 魔魔
暢遊暢遊 鬼鬼

觀塘區
消防安全大使在 2021 年 12 月 4 日於油塘魔鬼山舉行了半天登山遊活動。除了

讓大家可以一睹大自然美景之外，消防處亦希望透過是次活動，教育一眾消防安全

大使有關郊野安全的知識。

　　由於近年行山意外的數字有明顯上升趨勢，歸納原因包括行山人士缺乏事前準備和沒有足夠的知

識應對突如其來的意外。有見及此，本處建議行山人士可於出發前下載一些協助規劃行程的手機應用

程式，從而選擇符合能力的路線，並預先告知親友；及帶備足夠糧水和裝備，以應付突發事件。萬一

迷途或受傷，都能用手機應用程式的定位功能，讓救援人員掌握實際位置，提高救援效率。

　　最後，深深感謝觀塘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的支持，以及各消防安全大使的踴躍參與，使這次

活動順利舉行。還望將來有更多機會，透過各項活動為大使們傳達安全資訊，繼而向公眾推廣。  

        

觀塘消防局 

消防員 鄭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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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防火宣傳活動已暫停多時，幸疫情下，防火宣傳活動已暫停多時，幸

最近疫情漸趨穩定，我們舉辦了防火宣傳活最近疫情漸趨穩定，我們舉辦了防火宣傳活

動，希望提高市民的防火安全意識！動，希望提高市民的防火安全意識！

樓宇消防安全一直是消防安全大使宣傳樓宇消防安全一直是消防安全大使宣傳

活動的重點之一。我們早前於香港仔舉行一活動的重點之一。我們早前於香港仔舉行一

個樓宇探訪活動，除了巡查區內的三無大個樓宇探訪活動，除了巡查區內的三無大

廈，找出消防安全隱患，前線人員亦向大廈廈，找出消防安全隱患，前線人員亦向大廈

住戶派發小冊子，向住戶宣傳防火知識、應住戶派發小冊子，向住戶宣傳防火知識、應

急準備、滅火筒的使用方法等等，讓市民重急準備、滅火筒的使用方法等等，讓市民重

溫及加深消防安全知識。溫及加深消防安全知識。

祝大家身體健康，心想事成！祝大家身體健康，心想事成！

沙灣消防局
消防隊目 張瑜
消防員 黃浩泰

三無大廈
         防火宣傳活動



安裝安裝獨立火警偵測器並不是大家所想的麻煩和獨立火警偵測器並不是大家所想的麻煩和

複雜。為了提升離島區住宅地方的消防安複雜。為了提升離島區住宅地方的消防安

全，該區的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捐助了 1000個獨全，該區的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捐助了 1000個獨

立火警偵測器給予獨居長者，並為他們居所安裝「鎮宅立火警偵測器給予獨居長者，並為他們居所安裝「鎮宅

神器」。神器」。

              在 2021年 11月期間，本處的義工和離島區消防安在 2021年 11月期間，本處的義工和離島區消防安

全大使名譽會長會主席、副主席和多位名譽會長，為已全大使名譽會長會主席、副主席和多位名譽會長，為已

登記的大澳棚屋區居民安裝獨立火警偵測器及講解操登記的大澳棚屋區居民安裝獨立火警偵測器及講解操

作，得到居民正面的回應。此外，一眾消防義工已經摩作，得到居民正面的回應。此外，一眾消防義工已經摩

拳擦掌為下一個地區服務，待疫情緩和後，便會和安徒拳擦掌為下一個地區服務，待疫情緩和後，便會和安徒

生會慈善服務團體為南丫島居民安裝火警偵測器。生會慈善服務團體為南丫島居民安裝火警偵測器。

       由 2021年 9月 1日起，所有自願在居住處所內安裝       由 2021年 9月 1日起，所有自願在居住處所內安裝

的獨立火警偵測器，均受《消防（裝置及設備）規例》的獨立火警偵測器，均受《消防（裝置及設備）規例》

（第 95B章）所規管及豁免，無須委聘註冊消防裝置承（第 95B章）所規管及豁免，無須委聘註冊消防裝置承

辦商進行安裝及保養。獨立火警偵測器主要分為煙霧感辦商進行安裝及保養。獨立火警偵測器主要分為煙霧感

應及熱力感應兩種，市民可以根據自身需要選擇，而且應及熱力感應兩種，市民可以根據自身需要選擇，而且

安裝容易，確是「鎮宅神器」。安裝容易，確是「鎮宅神器」。

南丫島消防局南丫島消防局

消防員 徐俊偉消防員 徐俊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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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宅神器鎮宅神器
‧‧

居家必備居家必備 獨立獨立
火警偵測器火警偵測器



自獨立火警偵測器相關法例修訂後，部門安排了工

作坊給屬員和消防處義工隊，除了教授安裝偵測器的技

巧外，還分享與獨居長者溝通的技巧。我很高興能夠參

與其中，除了滅火救援外，在工餘時亦希望可以幫助有

需要的市民。

完成工作坊後，消防處義工隊也陸續到不同地區探

訪，包括少數族裔人士，獨居長者，以及其他社會上有

需要人士，為他們安裝獨立火警偵測器並提供預防及消

除火警危險的意見，令市民的生命財產得到更好的保障。

獨立火警偵測器早已在世界各地廣為使用，其功能

是在火警發生初期向處所內的人士發出警報，讓他們及

早撤離，減少傷亡或財產損失。
紅磡消防局

消防員 蔡建成

灣  仔  區 
消防安全宣傳巴士巡遊

工作坊工作坊感想感想

由灣仔民政事務處、灣仔區消防安全大使

名譽會長會合辦的「齊心抗疫‧秋日

防火宣傳活動」已於2021年 10月 16日順利

舉行。活動當日早上，我們於修頓中心集合

出發，乘坐宣傳巴士由灣仔、天后、大坑、

跑馬地電車站等地進行防火宣傳。

　　由於需要配合防疫措施，是次活動只能夠讓部

分灣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及數名處方代表參

加，即使人數有限制，但無阻義工們服務市民。當

巴士途經以上各宣傳地點，我們會派發防火宣傳單

張及紀念品，從而提升區內市民及長者家居防火安

全的意識。

　　是次活動順利舉辦，有賴多位灣仔區消防安全

大使名譽會長和義工們的踴躍參與及支持，當日的

交流和活動經驗令我獲益良多。最後本人希望疫情

過後各區能夠恢復舉辦更多消防安全宣傳活動。

港灣消防局

消防員 潘俊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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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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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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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長官大家好，很久沒見了！疫

情反覆不定，雖然消防安全大使活動未必

能如期舉行，但我依然會密切關注消防處

的資訊，例如我留意到消防處經常在社交

平台發布部門的最新資訊，以及一些關於

消防安全及社區應急知識短片，內容十分

有趣和實用，希望你們可以繼續利用這些

平台和我們聯繫。

    現在疫情嚴峻，你們工作都要加倍

小心，大家保重身體！祝你們工作順利，

身體健康！

深水埗區消防安全大使

夏長才

消防安全大使的消防安全大使的
感受分享感受分享

疫疫情持續至今，眾多消防安全大情持續至今，眾多消防安全大

使活動都停辦。但最近疫情使活動都停辦。但最近疫情

稍為緩和，沙田區消防安全大使於稍為緩和，沙田區消防安全大使於

2021 年 11 月 14 日在沙田小瀝源廣2021 年 11 月 14 日在沙田小瀝源廣

源邨進行防火宣傳活動，派發防火源邨進行防火宣傳活動，派發防火

宣傳單張及小冊子。此外，消防義宣傳單張及小冊子。此外，消防義

工隊亦協助居民安裝獨立火警偵測工隊亦協助居民安裝獨立火警偵測

器。過程加深了我們對這消防裝置器。過程加深了我們對這消防裝置

的認識。這次活動，除了可以宣傳的認識。這次活動，除了可以宣傳

防火信息外，還可透過活動與其他防火信息外，還可透過活動與其他

委員和消防處屬員重聚交流，使我委員和消防處屬員重聚交流，使我

們相當愉快。們相當愉快。

　　希望疫情盡快受控，香港市民的生活重回　　希望疫情盡快受控，香港市民的生活重回

正軌，我們可以繼續參與更多消防處舉辦的活正軌，我們可以繼續參與更多消防處舉辦的活

動，為社會服務，為我們的家出一分力。動，為社會服務，為我們的家出一分力。

沙田區消防安全大使沙田區消防安全大使

蔡玉蓬蔡玉蓬

消防消防安全安全
大使大使感想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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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年尾時，我參與黃大仙區消防安全

大使的宣傳活動，一早便到達黃大

仙消防局集合，乘坐旅遊巴出發。我們參觀了香港歷史

博物館，了解香港過去歷史，同時與一眾消防安全大使

交流防火宣傳心得。之後我們還去了油麻地玉器市場，

向市民推廣防火安全知識，能夠和市民互動真好，大家

有說有笑，他們更表示日後會更注意防火安全！

    感謝消防處安排活動，為我們提供推廣防火安全的

平台。

黃大仙區消防局

消防員　陳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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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大使

宣 傳 活 動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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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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