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及消防處處長陳楚鑫於 2 月 8 日

為「二○一二年亞洲消防國際會議」主持開幕典禮。

處長在致辭時表示，會議吸引約 300 名來自 10 個

國家和地區的著名專家、學者和消防、救護護理及建築

服務從業員，以及相關的專業人士參與。

他說：「香港消防處的使命是保障市民的生命財產

免受火災或其他災難的威脅。我們一向致力提高滅火和

救援能力，並掌握世界各地有關消防安全、救援和救護

服務方面的最新發展，使我們能更有效地實踐本處的使

命。」

「我們深信『二○一二年亞洲消防國際會議』將有助

我們達成目標，也可為各國帶來新的安全方案。」

「二○一二年亞洲消防國際會議」在香港會議展覽中

心舉行，為期三天，主題是「安全社會新領域」。會議

涵蓋多個不同範疇，包括災難管理、高層樓宇滅火和救

援、危急事故準備和應變，以及緊急救護服務的最新發展。

三百名專家 在港參加 國際消防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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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處與香港電台電視部於

2010 年合作拍攝電視劇集《火速救

兵》，取得理想的成績：除了奪得當

年全港「電視節目欣賞指數」第一位

外，第八集『一秒之差』更榮獲 2011

年美國國際電影及電視節攝影金獎。

本處今年再接再厲，與香港電台再次

合作拍攝《火速救兵 II》，務求將更

多消防救護的資訊帶到社會各階層。

為隆重其事，本處於 2 月 18 日

在文化中心廣場舉行啟播禮暨消防及

救護服務推廣日。主禮嘉賓包括處長

陳楚鑫、廣播處長鄧忍光、副處長黎

文軒及副廣播處長梁松泰。

當日超過 20 位飾演消防及救護

人員的藝員齊齊到場支持，包括：蒙

嘉慧、羅仲謙、劉浩龍、林偉、鄭

子誠、海俊傑、李龍基、詹秉熙、

張建聲、鄒文正、周子揚、鄭啟泰、

伍允龍、周俊偉、何基佑、Brian 

Cook、錢小豪及關楚耀等。各藝員

穿上制服亮相，威風凜凜，他們更列

隊上台，向一眾竭誠為市民服務的消

防及救護團隊致敬。

處長陳楚鑫在致辭中感謝香港電

台再次為部門拍攝《火速救兵 II》。

他說劇集將不同類型訊息透過大氣電

波以故事形式，生動地傳遞至每個家

庭，讓巿民提高防火意識、注意樓宇

消防管理、明白救護服務和傷病者的

需要，及避免濫用救護車服務。

《火速救兵 II》由 2 月 25 日起一

連五集，逢周六晚上 7 時 35 分於無

綫電視翡翠台播映，並於港台網站

（http://tv.rthk.hk）同步直播及提供節

目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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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消防處刊物有任何查詢或建議，請聯絡新聞組，電郵：hkfsdenq@hkfsd.gov.hk　For enquiries or suggestions, please contact Information Unit via E-mail: hkfsdenq@hkfsd.gov.hk

公安部副部長陳智敏於 2 月 22 日早上率領內地公安機關代表團

一行 25 人訪問消防處。處長陳楚鑫、副處長黎文軒及各消防總長到

場迎接代表團。

陳副部長在尖沙咀消防局長官會會所參與座談交流，並參觀各類

消防 / 救護車輛和裝備、滅火輪及交通意外拯救示範。

陳副部長亦探望了於去年 10 月在浙江省台州市遇上交通意外受傷

的高級消防隊長林順華，林順華當時正參加香港紀律部隊文化交流團。

•處長向公安部副部長陳智敏介紹本處的構築物滅火防護服及煙帽裝備
Director Chan introduces structural firefighting protective suit and B.A. 
equipment to Vice-Minister of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Chen Zhi-min 

公安部副部長
訪問消防處

•處長陳楚鑫與廣播處長鄧忍光於啟播禮合照
Director Chan Chor-kam and Director of Broadcasting Mr Ray Tang at the kick-off ceremony of TV drama series “Elite 
Brigade II”

•由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長陳飛率領的代表團於 2 月 7 至 11 日
來港出席「二○一二年亞洲消防國際會議」，期間陳副局長在
消防總部與處長陳楚鑫會面
The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of Fire Department of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Major-General Chen Fei, meets with 
Director Chan at the FS Headquarters. The Major-General led a 
delegation to attend the Fire Asia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eld in Hong Kong during 7-11 February

•身兼消防工程學會（香港分會）會長的
消防總長（總部）羅紹衡在「二○一二
年亞洲消防國際會議」開幕禮上致辭 
CFO(HQ) Lo Siu-hang, in his capacity 
of President of the Institution of Fire 
Engineers (HK Branch), speaks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Fire Asia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手機看相
Shoot and view 

the photos



2012 年度的教育及職業博覽於

2 月 12 日完滿結束。本處藉此機會

向有志投身消防及救護行業的準畢業

生及求職者介紹本處的工作，亦同時

向市民介紹本處的職責及工作範圍。

展覽攤位以巨型海報為主體，

配以紅白兩個消防及救護的主色。攤

位內介紹消防、救護和調派及通訊組

的工作、展示各職級的入職要求及識

別標誌，亦擺放四個穿著不同工作服

的消防員模型、加上消防及救護電單

車，吸引不少市民駐足參觀。

本處特別安排高空拯救專隊、

火警調查隊、危害物質專隊、坍塌

搜救專隊、火警調查犬及輔助醫療救

護員到場，講解工作職責及示範使用

工具。每天並有同事為參觀者解答關

於工作範圍、入職條件、薪酬福利、

投考程序、面試技巧及晉升機會等問

題。

2012年度教育及職業 博覽

•消防處在職業博覽會的攤位吸引青年人參觀
Teenagers are attracted to the FSD exhibition stall at the Career Expo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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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授典禮於 3 月 13 日順利舉行，由處

長陳楚鑫主持。本年度共有 550 名同事獲

獎，獎項包括 18 年、25 年、30 年及 33

年長期服務獎章及勳扣，以表揚他們多年

來在消防處所作的貢獻。

部門安全與健康委員會（委員會）舉辦的

2011 年度職安健「最佳表現獎及進步獎」暨「海

報設計比賽」頒獎典禮於 2 月 3 日舉行。

「消防行動總區職安健進步獎」及「消防行

動總區最佳職安健表現獎」均由新界總區奪得。

「救護區職安健

進步獎」及「救

護區最佳職安

健表現獎 」則

由港島區奪取。

「 職 安 健

海報設計比賽」

分別由三個行

動總區及救護

總區的安全與

健康委員會主

辦 。 得 獎 作

品不但別具創

意，更能充分

宣揚正確的職

安健訊息。

委員會表示，除了透過舉辦各類活動以提

升屬員的職安健意識之外，將繼續積極監察部

門安全管理系統的實施情況，並與各級安全與

健康委員會緊密合作，共同建立良好的安全文

化。

義工隊新春團拜暨嘉許證書頒授典禮
消防處義工隊的龍

年新春團拜暨義工服務

嘉許證書頒授典禮，於 2

月 10 日在消防處長官會

會所舉行。

義工隊在 2 0 1 1 年

創新紀錄，共提供超過

14,000 小時服務。處長

陳楚鑫在致辭時讚揚義

工隊表現優異，除積極

參與「香港青少年軍事

夏令營」及「毅行者」等

大型活動外，更於花園

街發生火警後主動協助

災民搬遷至石籬邨。處

長勉勵全體隊員繼續努

力，將兼善濟世的精神

發揚光大。

義工隊永遠榮譽隊

監郭晶強、多名榮譽顧

問及部門的高級長官分

別向隊員頒授義工服務

嘉許證書（金獎 13 人、

銀 獎 2 0 人 及 銅 獎 2 6

人），以作表揚。文書助

理莫淑華連續五年每年

提供最少 50 小時義工服

務，獲頒長期服務獎。
•首長級人員與義工隊大合照
A group photo of the directorate officials and the F.S. Volunteer Team

現時每一位在職的消防人員

都曾經在八鄉消防訓練學校接受

基礎訓練。 過去訓練學校的教學

模式，均以每班由一名教官負責

全部所需的訓練內容。 自去年 6

月起，訓練學校開始推行『專科

專教』，將一些科目由部門內不

同崗位而具備豐富相關工作經驗

的同事負責教授。 

例如，機場消防學及海上滅

火及救援等科目會邀請駐守機場

以及消防船的主任級人員教授。 

這種改變實施後，學員不單可以

獲得相關知識，還可從教官身上

分享到相關的工作經驗及一些最

新的資訊。此外，一些科目如壓

力管理及面對傳媒等，亦會邀請

專業人士，如部門的臨床心理學

家及新聞主任等協助教授。『專

科專教』不單大大提高了學員的

學習水平，亦是協助部門走向更

專業化的一度橋樑。 

2011 年度職安健頒獎典禮

消防訓練學校
推行 專科專教

•處長陳楚鑫與職安健頒獎禮獲獎人員合照
Director Chan Chor-kam poses a photograph with the awards recipients at the OSH 
Awards Giving Ceremony

•處長陳楚鑫頒授 LSM 第三勳扣予消防總長（牌照及審
批）劉敏明
Director Chan Chor-kam presents LSM 3rd Clasp to CFO 
(LC) Lau Mun-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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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總區於 2 月 12 日與九

龍城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黃大

仙民政事務處及黃大仙區防火委

員會在樂富廣場合辦「黃大仙區

救護服務巡迴展覽」。當日副救

護總長楊世謙任主禮嘉賓，傳達

「慎用救護服務」的訊息及推廣

公眾使用自動心臟去顫器計劃。

黃大仙區救護服務巡迴展覽

委任儀式於 2 月 16 日在九

龍塘消防局暨救護站舉行。高級

助理救護總長（港島及九龍區域）

沈國良主禮，共 21 名公眾人士

獲委任。計劃旨在推廣合資格的

市民為有需要病者使用自動心臟

去顫器，並提高市民對心臟病的

認識。

「救心先鋒」委任儀式

僱員必須在合理可行

的範圍內，照顧自己及他

人的安全和健康。

促進職業安全及健康，實有賴僱員

與管理層衷誠合作。僱員應使用部門提

供的設備，並遵照部門制定的工作守則

和指示，例如正確穿戴部門提供的個人

防護裝備、採取正確的步驟及方法以避

免不必要的危險，以及使用安全防護設

備等。

單位主管應安排下屬接受適當的安

全訓練，以加強屬員的安全意識。各級

督導人員亦應督促下屬嚴格遵從部門發出

的指引及指令，若發現有任何不符規定

之處或有下屬作出不安全行為，必須盡

快予以糾正，以保安全。

生命無 take two，安全至要緊！

職業安全健康分組

職
安
健

職
安
健短
訊
短
訊

各級屬員的職安健責任

救護快線

體育專訊

救護總區於去

年舉辦全港中學「切

勿濫用救護服務 」

短片創作比賽。香

港電台代表及部門

代表組成評審團，

於 2 月 16 日在九龍

塘消防局暨救護站

舉行頒獎典禮。救

護總長梁紹康則擔

任頒獎嘉賓。

•處長陳楚鑫（左五）及救護總長梁紹康（右五）出席短片創作比賽頒獎典禮
Director Chan Chor-kam (5th from left) and CAO Leung Shiu-hong (5th from right) 
officiating at the prize presentation ceremony of a short film contest

「切勿濫用救護服務」短片創作比賽頒獎典禮

消防處體育福利會
2011/12總區際
壁球比賽

壁球比賽決賽於 1 月 13 日假香港壁球中

心表演場舉行，由港島總區消防總長黃世銓擔

任主禮嘉賓。

擠身決賽的港島總區及新界總區經過一輪

精彩對決，最終由新界總區奪冠。

香港消防單車會正式成立
消防處體育福利會於 1 月 30 日加入單

車項目，成立香港消防單車會。

單車會將舉辦不同形式的活動，亦構

思舉辦工作坊分享道路安全知識。此外，

亦計劃發掘有潛質的屬員代表處方參加各項

公開比賽，有興趣屬員可聯絡姜榮昌（2366 

2388）或招健鷹（2488 1359）了解詳情。

消防處第三十五屆陸運會
陸運會於 1 月 28 日假香港

灣仔運動場舉行，由陳楚鑫處長

主持開幕典禮。

健兒來自廣東省公安廳消防

總隊、澳門消防局、香港各政府

部門、各總區及消防安全大使。

救護總區最終勇奪總區全場總冠

軍。

•消防處陸運會
F. S. Athletic Meet

消防處自 2006/07 年以來，連續第六

次榮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同心展關懷」資

格，因此本年特別獲頒「5 年 PLUS 同心展

關懷」標誌，以表揚本處持續實踐良好企業

公民精神。本處被評定達到「同心展關懷」

其中五項的準則，包括鼓勵義務工作、樂於

捐助社群、傳授知識技術、關懷員工及關懷

環境。

社聯推出「同心展關懷 」計劃，希望能

提升大眾對工商及公共機構實踐企業社會責

任的認知，和它們對關懷社會的貢獻。這計

劃亦鼓勵公共機構、工商界和非牟利服務機

構建立策略性伙伴合作關係，及公開嘉許實

踐企業社會責任的公共及工商機構。

本處連續6年獲頒
「同心展關懷」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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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e Services TV drama series,  

produced in 2010 in collaboration with 

RTHK, was well received by all walks 

of life. Capitalising on the great success, 

the Department continued to work with 

RTHK in producing another TV drama 

series to present to viewers with real cases 

and to promote knowledge about fire and 

ambulance services. 

The kick-off ceremony was held on 

18 February at the HK Cultural Centre 

Piazza. Five one-hour episodes were 

broadcast at 7:35pm on every Saturday 

evening, starting from 25 February, on 

TVB Jade Channel. They introduced the 

various core duties of FSD and covered 

the most recent incidents such as fires 

in factory buildings and sub-divided 

units. The drama series was also aimed 

at bringing home the messages of the 

importance of fire safety and avoiding the 

abuse of emergency ambulance services.

 Officiating guests at the kick-off 

ceremony included the Director Chan 

Chor-kam; the Director of Broadcasting 

Ray Tang Yun-kwong; the Deputy Director 

Lai Man-hin and the Deputy Director of 

Broadcasting Gordon Leung Chung-tai. 

Actors of the drama series also 

attended the kick-off ceremony and took 

part in the games to promote fire safety.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 ty,  Mr 

Ambrose  SK Lee and the  Director 

C h a n  C h o r - k a m  o f f i c i a t e d  a t  t h 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Fire Asia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on 8 February.

The conference, held at the HK 

Convention and Exhibit ion Centre, 

carried the theme "New Horizons for a 

Safer Society". It covered various topics 

including disaster management, fire-

fighting and rescue in high-rise buildings,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and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emergency 

ambulance services. About 300 fire and 

ambulance professionals from 10 countries 

and regions took part in the conference.

編輯委員會　主席：吳偉強　　委員：鄭秋明、許冠恒、鍾建基、潘頌華、陳慧燕

在消防處工作接近三十載，本年三月

初放取退休前大假。腦海中浮現很多工作上

的片段，察覺真是光陰似箭，時間流走得很

快。回顧過去，香港消防處救護服務多年來

有了很大改變及發展。有幸作為領導的一份

子，希望總結一些個人的心得，與各位分享。

作為領導，在提供一個高效率，高效

益及高質素的緊急服務方面，我認為必須包

含四個字：「器」；「技」；「法」；「道」。首

先，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

以現在前線人員使用的救護器具，都是與時

並進的產品。一向以來，總區不斷在市場上

探討適合的器具，需要時會獲取樣版，進行

研究，試用，收集前線同事的意見及在接

受後，才全面使用。器具包括救護車，工

具，藥物，個人保護制服等等。我們謹慎選

擇器具，務求達到世界級水平。「技」者，

是技術必要不斷提升，滿足社會上的需求，

提供優質的院前救護服務。故此，在過去十

多年間，處方把技術水平發展到全面輔助醫

療，同時發展服務質素管理系統，確保技術

維持在一個高水平，減少失誤。「法」是方

法，處理事務的方法。無論器具技術怎麼樣

好，如果執行工作時不得其法，結果會強差

人意，成績未如理想。故此，部門總區有需

要制訂訓令，治理程序及工作指引，統一做

法，使執行任務時，發揮團隊精神，不只

達到最高水準，更保障前線同事的安全。最

後但卻是很重要的就是「道」。道家思維指

的是大道，所謂「道」，指的是思想方向。

領導者除了致力於發展「器」，「技」，「法」

外，他們的理想，信念，遠見及抱負對一個

組織能否做到它的使命，任務及長遠發展是

多重要。救護服務有今天的發展，以往前

輩們的遠見，真是功不可抹。

除了以上心得，本人非常支持「治大

國，若烹小鮮」。作為領導者，應海納百川，

崇尚自然，無為而治，因應環境，作適時漸

進的改變，凡事不急於求成，好大喜功。現

實工作中，還記得在推行電子救護車行車紀

錄時，除了用了分時分段分區地試行外，管

理上的協助，包容及溝通都是能夠使前線人

員接受改變及順利全面推行該計劃的原因。

離任在即，借詩寄意：「入蜀身忘老，

更忘蜀道難，千鐙照三峽，萬險一舟安」；

加入了部門救護總區，不知不覺已經接近三

十載，人也漸老，默默耕耘卻記不起有多

少艱難日子，但幸運地由於有明燈指點，同

事們的容忍及莫大支持，一切困難都迎刃而

解，工作都能夠順利完成。我非常高興最後

可以安然到達目標，事業上劃上句號。在此

多謝並謹祝大家工作順利，身心康泰，部門

發展，更上一層樓。

救護總長 梁紹康

高級訓練主任徐淑菁於

1 月 26 日調任消防處，接替

張合枝。新聞主任潘頌華於 2

月 1 日調任本處，接替梁浩

源；助理新聞主任陳慧燕亦

於 1 月 26 日調任本處。

答案

1. 拖把（tuōbǎ）/ 拖布（tuōbù）/ 墩布（dūnbù）*

2. 錢罐兒（qiánguànr）/ 撲滿（pūmǎn）**

3. 癢癢撓（yǎngyangnáo）***

4. 馬桶吸（mǎtǒngxī）/ 廁泵（cèbèng）

5. 蹲坑（dūnkēng）****

6. 水舀子（shuǐyǎozi）/ 水瓢兒（shuǐpiáor）

7. 簸箕（bòji）

8. 摁扣兒（ènkòur）/ 子母扣兒（zǐmǔkòur）

註解

* 「墩」作動詞時意為「用拖把擦」

** 「撲」即擊打，晉葛洪《西京

雜記》卷五：「撲滿者，以土

為器，以蓄錢，有入竅而無出

竅，滿則撲之。」

*** 撓，用手指輕輕地抓
**** 「蹲坑」亦是動詞，解作「上廁

所大便」

IQ題

語文
同樂

同樂專 講 普 通 話

說得更標準：普通話的比較句

普通話和粵語雖然同為漢語，但兩

者的語法和句子構造不盡相同，說普通

話時如不注意兩者的句構差異，就算每

個字都唸得字正腔圓，也算不上說得標

準呢！

比較句是其中一例。粵語常用「過」

字來比較兩種事物，例如「你高過我」，

而普通話則多用「比」，其基本格式為「A

比 B+ 比較語」，例如「你比我高」。試

將右邊五句粵語句子譯為普通話。

1. 哩個膠袋仲大過我個背囊。
2. 我把縮骨遮大過同輕過佢果把。
3. 家姐嘅唇膏唔會多過阿媽果啲。
4. 小明跳舞叻過好多小朋友。
5. 織冷衫唔會難學過織頸巾。

參考答案：
1. 這個塑料袋比我的背包還要大。
2. 我的摺疊傘比他的大和輕。
3. 姐姐的口紅不會比媽媽的多。
4. 小明跳舞比很多小孩兒好。
5. 織（打）毛衣不會比織（打）圍巾難學

推廣中文工作小組

普通話生字簿：「普通」的日用品

你能說出以下幾種日用品在普通話裡的對應詞語嗎？

 1.  2.  3.  4. 

 5.  6.  7.  8. 

回顧三十載 心得共享

•新聞主任潘頌華
Information Officer Mr Bernard Poon 

•高級訓練主任徐淑菁
Senior Training Officer Ms Gina Chui

人
事
調
動

•助理新聞主任陳慧燕
Assistant Information Officer 
Ms Shelley Ch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