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6月21日晚上，港鐵朗屏站附近一條電纜橋起火，消防處首次出

動滅火機械人，協助滅火及冷卻火場工作。當時，整條電纜橋陷入火海，

後更倒塌，且有進一步塌下之虞，而且火警涉及電，為保障前線人員的安全，部門派出滅火機械人，利用其熱

能顯像機，協助找出隱藏熱源。機械人設有多個應用模式，可以應付不同情況。其履帶可行走於斜坡、樓梯，

更能涉水而行。遇上颱風造成大量塌樹阻路的情況，滅火機械人亦能推開障礙物，有助提升行動效率。

善用善用滅火機械人滅火機械人
 提升效率好處多

過去兩年，香港受新冠疫情影響，面對不少挑戰，其間消防處一直秉行「救災扶危，為民解困」的使命，

從未放慢腳步。時代變遷，科技日新月異，部門與時俱進，時常留意世界各地消防裝備的最新發展，研探如何

引入新科技協助滅火救援。繼水底遙控機械人後，本年部門再引入了兩部陸上滅火機械人。

今年6月於元朗宏樂街附近發生的電纜橋大火，

消防處首次出動這陸上滅火機械人協助滅火。操作人

員可於500米內遙距控制機械人，監察火場變化及由

其進入消防員難達的地方滅火。機械人可以長時間工

作，令資源調派更有效率。是次火警迅速得以撲救，

實為當日參與行動的同事和滅火機械人的功勞。

消防處多年來不斷精益求精，改革進步。我們必

定繼續上下一心，以服務市民為己任。

九龍灣消防局 

消防員　鄭毅堅

世界各地的消防部門陸續將創新科技應用在滅火

救援工作中，讓前線人員能更安全地應對複雜多變的

環境。消防處新引入的兩部滅火機械人，型號與協助

撲救2019年法國巴黎聖母院大火的相同。機械人可

以抵禦火場高溫，能連續運行12小時，出水量每分鐘

達3,000公升，射程達60米，更可推動1噸重的物件，

協助消防人員拯救傷者。另外，機械人亦設「事故支

援模式」，能到隧道及地下管道內運送傷者。

 沙灣消防局

消防隊目　麥家倫 

消防員　林穎健

滅火救援滅火救援與科技的與科技的融合融合

 提升效率好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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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劣「惡劣天天氣氣社區應急準備」社區應急準備」

　　香港一般在 5月至 11月期間都有可能受不同
強度的熱帶氣旋吹襲，一些沿海地區有機會受風暴
潮和嚴重水浸影響，居民的生命和財產受到威脅。
有見及此，東區消防安全大使趁風季開始，向市民
傳遞防災知識，履行重要使命。

　　6月 12日，東區消防安全大使聯同東區消防安
全大使名譽會長會、東區防火委員會、消防處、民
安隊、少年警訊等多個部門和團體的代表到柴灣
杏花邨參與「惡劣天氣社區應急準備」宣傳活動。
當天早上，各工作人員先到嶺南中學參與工作坊，
學習防災知識，然後精神抖擻，一同出發往當區各
處，向居民推廣這些知識，呼籲他們在颱風來臨前
作好準備。當日市民反應非常熱烈，除了向我們
打氣問好之外，更主動向我們了解應對惡劣天氣
的資訊。這次宣傳活動得到居民熱烈支持與回應，
取得豐碩的成果。

銅鑼灣消防局
消防員　劉百恩

宣傳活動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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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波疫情期間，相信許多市民與我一樣，

每天都擔心自己及家人染疫。雖然疫情為我們的

工作帶來很大的挑戰，但同事們每日面對着沉重

的工作及染疫的風險，依然緊守崗位，堅毅不屈，

無畏無懼，盡心盡力守護香港市民。祝願疫情早

日消退，大家生活回復正常。

                                                   紅磡消防局

                                                   消防員 李兆坤

疫境自強疫境自強

　　第五波疫情初期，家中孩子被

界定為密切接觸者，我們一家要到竹

篙灣接受隔離。事出突然，幸得部門

支援和關心，隔離安排一切順利。這

份心意好比雪中送炭，實在感激萬

分。隨後得知檢疫中心需要支援，我

即報名參與，衷心希望能以過來人身

份和經驗，為政府和社會略盡綿力。

猶記得年初二那天，理應喜氣洋洋，但節日氣氛反令正在接受隔離的人士更添幾分愁緒。

當日我被派到接聽查詢熱線的崗位，工作內容大概是解答隔離人士的查詢、協助發放物資

及其他行政工作等等。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莫過於當日有大批人士須被安排隔離，但隔離

設施內物資卻供應有限，幸而迅速得到不同界別伸出援手，各部門及單位通力合作，讓隔

離人士能得到足夠物資應付需要。在這個艱難的時刻，見證大家依然守望相助，實在讓人

感動。

薄扶林消防局

消防員　鄭晧森

抗疫熱線工作點滴

疫境自強

33



派發派發「防疫服務包」「防疫服務包」活動活動
　　由 2020年年初起，新型冠狀病毒病肆虐本港。第五波疫情的嚴峻情況，更是市民所始料不及。各政府部門

和前線醫療人員疲於奔命，只為盡早令疫情受控，讓市民回復正常生活。

　　今年 4月初，由民政事務總署統籌的「防疫服務包」派發工作展開，旨在令市民有足夠的防疫物資。病毒傳播

速度驚人，要在短時間內完成包裝和派發數量龐大的物資，非要大量人力物力不可。

　　青山灣消防局一眾手足得悉包裝站需要義工協助包裝工作後，紛紛報名，為抗疫出力。有人問道：「消防員工

作不是只限於當值時救急扶危嗎？」我有幸參與這次義工服務，可以嘗試回答這個問題。

對我們來說，「救急扶危」不只是一句口號，更是一

種信念。我們相信包裝和派發的不僅是口

罩和檢測棒等物資，同時亦包含了我們對

市民的一份關懷和支持。

　　看到青山灣消防局同事上下一心，義不

容辭，協助包裝和派發物資，這份感動足已

將疫情帶來的鬱悶一掃而空。祝願我們能共

渡時艱，盡快戰勝疫情！

青山灣消防局

消防員　吳榮熙

香港紀律部隊香港紀律部隊

　　紀律部隊義工服務隊於 6月 21日到鍾錫

熙長洲安老院提供服務，不少休班同事得知

後，反應踴躍，立即報名參加。

　　當日，義工先經快速測試確定沒有染疫，然後按

照防疫指引穿著保護衣及戴上手套，確保自身和院友安全。院內正在

進行維修工程，而我們的任務是搬運電動油壓床。由於維修期間，院內通風系統暫停運

作，加上保護衣密不透風，感覺熱上加熱，義工們無不汗流浹背。然而，大家都覺得能夠為這偏遠的院舍

出一分力，汗水並沒有白流。院長的慰問、院友的安穩，便是義工們最大的收穫。往後的日子若再有如此有意

義的活動，我必定積極參與，希望繼續幫助有需要的人。

小瀝源消防局

消防員　趙啓昌

義工服務隊的工作義工服務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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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大使感想消防安全大使感想
　　各位長官，大家好，很久沒見面了。真的很掛念你們。

　　得知消防安全大使義工活動漸漸回復正常，我感到很興奮，希

望可以盡快參與義工服務，幫助有需要人士。另外，現在可透過網

上申請、學習及通過考試後，成為消防安全大使。循這個新渠道去

考取消防安全大使資格真的很方便，我立即向朋友推廣。希望有更

多市民成為消防安全大使，一同提升防火意識，減低火警風險。期

待大家可以盡快見面，再次為市民服務。 

　　祝各位消防同事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深水埗區消防安全大使

梁仲齊

盼望疫情盼望疫情早日消退早日消退
　　回想當初第五波疫情爆發，也是 2019冠狀病毒病肆虐以

來最嚴峻的時期，確診個案幾何級數上升，隨之而來的是救護

及先遣急救服務召喚倍增，為處方帶來前所未見的挑戰。

 

　　本處按疫情發展，靈活應對，並精益求精，提升既有服務

水平之餘，更推陳出新，包括為市民設立「消防處 WhatsApp

服務平台」，以改善社區隔離安排；又在「DSE」的考試期內設

立專線，為需要隔離或進行檢疫的考生安排應考；此外，亦聯

同其他政府部門人員向市民派發「防疫服務包」等。

 

　　最後，希望疫情早日消退，讓巿民的生活回復正常。消防

人員一直心繫社區，緊守崗位，再次呼籲大家同心抗疫，早日

戰勝疫情！

青衣消防局 

消防員 蔡嘉俊

因應 2019冠狀病毒病的疫情發展，消防安全大使
課程暫停。有見及此，部門於 2022年 1月 31日推
出「消防安全大使網上考試平台」，讓市民可選擇

網上學習及進行考試，藉以獲取消防安全大使資

格，協助推廣防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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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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或更高版本

需要 Android 6.0 
或更高版本

臨危不亂

這款處境遊戲除了考驗玩家的即時反應，測試大家遇到
的危險情況時，能夠「臨危不亂」，冷靜應對。

需要 iOS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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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秒必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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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處求助時須注意的事項。

需要 iOS 7.0 
或更高版本

需要 Android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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