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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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員示範使用新購置的迷你消防車進行滅火救援行動
Demonstration on the use of a newly-purchased Mini Fire Truck in firefighting and rescue 
operation 

‧滅火訓練車將派駐不同消防局為消防人員提供滅火訓練
The Fire ghting Training Unit will e deployed to different re stations for conducting re ghting 
training 

‧救護人員示範新購置的裝備及工具
 demonstration of newly acquired equipment y am ulance personnel 

處長陳楚鑫於 2 月 11 日舉行記者會，

回顧消防處 2013 年的工作。

2013 年的火警召喚總數有 36 773 宗，

三級或以上的火警有 11 宗，火警中有 12

位市民不幸喪生（當中四人因燒炭而死亡）。

其中較為嚴重的事故，包括於去年 12 月 29

日早上在北角五洲大廈發生的一宗三級火

警，受影響大廈正進行翻新工程，外牆棚

架被嚴重焚毀，濃煙沿走廊和門窗彌漫至賓

館和住宅單位，事件中共有 25 人受傷。

去年的特別服務召喚共有 31 115 宗，

其中比較矚目的事故，包括於去年 11 月 29

日凌晨一艘噴射船於前往澳門途中，在喜靈

洲對開海面懷疑撞到不明物體。事件中共有

85 人受傷。

2013 年救護召喚共有 720 179 宗，即

每日平均 1 973 宗。

在服務承諾表現方面，去年的樓宇火

警召喚中，有百分之 93.6 是可以在規定的

召達時間內到場處理，較既定的服務承諾，

即百分之 92.5，高出約 1.1 個百分點。2013

年共有百分之 94.4 緊急救護召喚是可以在

12 分鐘的目標召達時間內到場處理，較服

務承諾所訂的百分之92.5，高出百分之1.9。  

在執行防火工作方面，消防處去年一

共進行了290 094次防火巡查，巡查範圍包

括樓宇消防裝置及設備、逃生通道、通風

系統、危險品，以及持牌場所等，以確保

消防安全。

在 2013 年，消防處就樓宇消防裝置及

設備的維修保養，共進行了 160 282 次巡

查，合共發出 2 313 張「消除火警危險通知

書」及檢控了九宗個案。

處長表示，正在將軍澳百勝角興建新

的消防訓練學校，其建校工程進度理想，

預計於 2015 年 10 月竣工。新校舍設施完

備，將可同時容納約 530 名消防及救護學

員接受留宿訓練。由於消防及救護人員處理

緊急事故時必須緊密合作，新消防訓練學校

能提供更多機會，讓他們一同進行操練，

藉以提高他們在災難事故中的應變及協調能

力。

本處亦籌劃興建新的消防局和救護站，

例如啟德消防局已於去年7月投入服務，以

配合啟德郵輪碼頭之啟用及附近地區的商住

項目發展。上水彩順街新救護站的興建工程

亦已展開，工程預計於明年第一季完成。

另外，本處亦已計劃在港珠澳大橋人工島上

設置消防局暨救護站，以應付港珠澳大橋落

成後帶來的緊急服務需求。

處長表示，消防處自 2011 年起，就六

類傷病情況的救護召喚提供簡單的調派後急

救指引。此服務可讓傷病者在救護人員到達

前得到適當的即時護理，並可減低傷病者情

況惡化的機會。為了進一步提升服務質素，

消防處計劃購買和開發一套功能更全面的調

派後急救指引電腦系統，以提供更廣泛的救

護召喚指引。

記者會後，處長帶領傳媒參觀消防處

人員示範最新裝備。

‧處長陳楚鑫（前排中）、副處長黎文軒（前排左）、救護總長楊世謙（前排右）及其他首長級官
員在工作回顧記者會上合照
Director Chan Chor-kam (centre on front row), Deputy Director Lai Man-hin (left, front row) 
and C  eung ai-him (right, front row) with directorate of cials at the year-end review press 
conference

2013 記 者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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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總長嘉許狀頒授典禮
助理消防區長陳慶勇、盧偉斌，高級

消防隊長張家浩及王洪烈於 1 月 23 日舉行

的消防總長嘉許狀頒授典禮，獲消防總長

（消防安全）羅紹衡及消防總長（總部）李建

日頒授嘉許狀，以表揚他們在去年 12 月 2

日於午膳時間，在尖沙咀海濱花園對開海

面成功拯救一名遇溺男子，其間表現積極

主動，勇敢果斷，專業堪範。

另外，六名消防處屬員及三名市民於

2月26日舉行的消防總長嘉許狀頒授典禮，

獲消防總長（新界）李亮明表揚。去年 10

月 31 日，沙田頭六區一間鐵皮屋發生一級

火警，其間更有石油汽樽爆炸，各前線人

員臨危不亂，成功控制火勢，並救出一名

長者，展現卓越的判斷力及專業的知識和

技巧。當中消防總隊目李俊棠獲頒消防總

長嘉許，另外五名人員，包括消防隊長林

綽源、消防隊目杜國基、消防員劉健和、

黃寬亮及陳權獲頒優良表現紀錄。

此外，於去年 11 月 30 日屯門公路近

仁愛堂發生的一宗貨車火警事故中，市民

龍志平在等候消防人員到場其間自行將火撲

滅，表現英勇。而市民梁偉文及胡惠玉於

12 月 18 日青衣長康邨發生的一級火警中，

在消防人員到場前奮力滅火及協助疏散居

民。三名市民均獲頒消防總長嘉許狀，以

表揚他們充分發揮社會服務精神。

救護總長嘉許狀頒授典禮
救護總區於 2 月 20 日舉行救護總長嘉

許狀頒授典禮，由救護總長楊世謙頒發嘉

許狀及優良紀錄予三名市民及兩名消防處屬

員。

去年 6 月 23 日，一名男途人於太古城

中心二期暈倒，途經的袁智恆醫生聯同商

場職員于德雄和梁焯恆成功使用自動心臟去

顫器作出拯救，獲頒發救護總長嘉許狀。

去年 7 月 9 日，救護主任陳曉發在上

班途中，於粉嶺港鐵站以自動心臟去顫器

協助拯救一名不省人事的市民。12 月 13

日，休班救護員劉永昌在紅磡交通意外現

場以純熟及專業救護技巧為傷者進行急救。

以上兩名屬員見義勇為、表現專業，均獲

頒發優良紀錄。

為加強消防處和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的聯繫，以及推

廣使用電子「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E-FS251）的方法，消

防設備專責隊伍在去年 12 月 30 日於民眾安全服務隊總部舉

辦了「消防裝置及設備相關法例」的講座，邀請全港註冊第

三級承辦商參與。

雖然當日天氣嚴寒，但並沒有冷卻參加者的熱情。講

座有逾 130 人參與，席間討論氣氛熱烈，各承辦商就不同

議題踴躍發問，消防處人員亦詳盡解答，令原定一個半小時

的講座須延長至接近三小時。講座完結後，承辦商獲安排參

觀消防處西九龍救援訓練中心內的實火訓練設施。

各出席講座人士均對是次講座的安排感到滿意，認為

在提升對消防處的執法要求及對香港法例的認識之餘，亦了

解到使用 E-FS251 的種種好處，而參觀訓練設施的環節更

是全日的高潮所在。消防設備專責隊伍有舉辦是次講座的成

功經驗，將會考慮在未來舉辦其他題材的講座，爭取更多與

業界溝通的機會。

消防設備專責隊伍

高級消防隊長　許智豐

「救心先鋒」委 任 儀 式

講
座

「消防裝置及設備
相關法例」

救護總區於 1 月 29 日在荃灣救護站舉行「救心先鋒」委任儀式，由高級助理

救護總長（新界）潘廣泰主持，共有 18 名持有使用自動心臟去顫器資格的公眾人

士獲委任為「救心先鋒」。

「救心先鋒」計劃於 2007 年 8 月開始推行，目的是確認受訓人員已通過課程

考核，能正確使用自動心臟去顫器，並透過他們提高其他市民對心臟的認識。計

劃推行至今，共有八千多名合資格人士獲本處委任為「救心先鋒」。
‧救心先鋒委任儀式
Appointment of Heart Savers 

消防處於 2 月 13 日至 16 日參加由香港貿易發展局在香

港會議展覽中心主辦的「教育及職業博覽 2014」，向參觀人士

提供消防及救護職位的申請資料和投考程序。主辦機構錄得博

覽會進場人數超過 10 萬名，當中包括學生、求職者及持續進

修人士。

今年的展覽攤位內不但擺放各種介紹消防、救護和調派

及通訊組工作的展板，還有在攤位的不同位置擺放四個分別穿

上構築物滅火防護衣、潛水衣、高空拯救服及化學保護袍的消

防員模型。此外，現場亦設置救護電單車，吸引不少市民參觀。

展覽內容包括本處提供的各種服務，而高空拯救專隊、

火警調查隊、危害物質處理專隊及坍塌搜救專隊亦分別到場，

為參觀人士講解相關工作，並示範使用工具。此外，救護主

任、體能訓練導師、消防隊目（控制）及兩個防火總區的消防

隊長則為參觀者解答各種關於工作範圍、入職條件、薪酬福

利、投考程序、面試技巧及晉升機會等問題。展覽期間攤位

內安排播放體能測驗和模擬實際工作測驗影片，令參觀人士能

夠更深入了解測驗程序和合格要求。攤位內還設立一個收集

箱，以便參觀者留下聯絡方法，讓本處能夠向他們發放最新的

招募資訊。

今年到訪攤位的人數遠超去年，就現場所見，參觀人士

以準畢業生及年青人為主，而且對於本處的工作充滿熱誠，盼

望這些年青人能投身消防及救護工作，為市民大衆服務。

教育及職業博覽2014

‧消防處人員在職業博覽會向參觀者介紹消防處的工作
Visitors are briefed on the work of FSD at the Career Expo  

‧消防總長（新界）李亮明（前排中）嘉許六名人員及
三名市民
CFO(NT) Li Leung-ming (front  row centre) 
commends member of the public and FSD of cers 

‧消防總長（消防安全）羅紹衡（右四）、消防總長（總部）李建日（左四）及其他
長官與獲嘉許的四名人員合照
CFO(FS) Lo Shiu-hang (fourth right), CFO(HQ) Li Kin-yat (fourth left) and 
other of cials picture with recipients of CFO s Commendation

‧救護總長楊世謙（左三）嘉許三名市民及本處兩名人員
CAO Yeung Sai-him (third left) pictures with recipients of CAO’s 
Commendation and Favourable 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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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a family，我們不論是消防、救護、

文職、現職或退休人員，都是一家人。」男女司

儀在台上高呼，全場66席參加者齊聲鼓掌回應，

一年一度的消防處現職及退休人員春節聯歡晚宴

就在一片的歡樂及熱鬧聲中於黃大仙一間酒樓揭

開序幕。

一如以往，

晚宴備有豐富獎

品 ， 大家都希

望在抽獎環節中

成為幸運兒。退

休人員及現職同

事的歌唱表演把

現場氣氛推到高

峰，而另一高潮

就是選舉當晚最

年長參加者的環

節。結果由岑裕

津前輩以 85 歲零 5 個月稍勝另一參賽者張炎前

輩，並獲得現金獎。此外，令人欣慰的是在過往

數年曾獲得此項殊榮的三位前輩（方宗本前輩、

蘇坤前輩及葉林前輩）亦有出席支持。

助理消防福利主任　鍾志剛

消防處義工隊的馬年新

春團拜暨義工服務嘉許證書頒

授典禮，已於 2 月 12 日在尖

沙咀一間酒樓完滿舉行。

義工隊在 2013 年共提

供超過 17 000 小時的義工服

務，再創服務時數新紀錄。

處長陳楚鑫在致辭時讚揚義工

隊表現優異，除積極參與各

類義工服務外，亦於各項規

模龐大及國際性的活動提供

協助，例如「香港青少年軍事

夏令營」、「樂施毅行者」及

「輪椅劍擊格蘭披治賽 2013」

等。處長勉勵全體隊員繼續

努力，將兼善濟世的精神發

揚光大。

今年頒發的義工獎項包

括「關懷大使」（3 人）、「十年

長期服務嘉許狀」（4人）、「五

年長期服務嘉許狀」（3 人）、

「義工服務金獎」（15人）、「義

工服務銀獎」（38 人）及「義工

服務銅獎」（45 人）。

體育快訊體育快訊

‧（前排右起）張炎前輩、方宗本前輩、蘇坤前輩、葉林前輩和岑裕津前輩與處長陳楚鑫
（後排右）及副處長黎文軒合照

etired of cers (front row, from right) Mr Cheung In, Mr Stephen Fong, Mr So Kwan, Mr 
Ip Lam and Mr Shum Yue-chon picture with Director Chan Chor-kam (back row, right) 
and Deputy Director Lai Man-hin

六千五百人可以一起做什麼？在1月12日，

6 500 人選擇了參與「黃大仙消防局開放日暨防火

嘉年華 2014」。 

當日天朗氣清，超過 6 500 名市民蒞臨黃大

仙消防局，觀看滅火救援和操練示範，以及參與

攤位遊戲。透過各項活動，市民不但加深了防火

意識，並進一步認識本處運作，從而更了解本處

上下所付出的努力。

當日活動秩序井然，流程安排非常順暢，而

攤位設計與場地佈置皆獨具匠心。其中高空拯救

示範更展現出消防人員的純熟技巧及

過人膽量，令市民留下深刻印象。

能夠成為籌備這次開放日活動的一分

子，確實與有榮焉。看到同事無私

付出，為是次活動盡力盡心，更叫

人振奮。原來身旁同事不只滅火救援

出色，舉辦活動同樣超卓，令我佩

服不已。

黃大仙消防局消防員　何偉強

‧處長陳楚鑫（前排左三）、副處長黎文軒（前排右三）、眾長官與義工隊顧問及成員合照
Director Chan Chor-kam (front row, third left), Deputy Director Lai Man-hin (front row, third right) and FSD 
of cers picture with FSD Volunteer Team consultants and members at a spring gathering 

‧黃大仙消防局開放日
ong Tai Sin Fire Station Open Day 

春節聯歡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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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千五百人 盛會的

羽毛球錦標賽2013/2014
消防處羽毛球錦標賽決賽於 1 月 17

日在銅鑼灣紀律部隊人員體育及康樂會舉

行，由新界總區奪得總區際團體賽冠軍，

港島總區及救護總區分別贏得亞軍及季

軍。擔任主禮嘉賓的消防總長（港島）楊

鍾孝頒發獎項予各得獎隊伍及運動員。

發財盃足球賽
一年一度的發財盃足球賽於 1 月 25

日在九龍灣運動場舉行。參賽的兩支隊伍

分別是鄉紳派（港島、新界和牌照總區）

及精英龍（九龍、消防安全、救護和總部

總區）。賽事共設兩場，其中高級長官組

賽事中鄉紳派以 2 比 0 勝精英龍；而精英

組賽事中精英龍以 1 比 0 勝鄉紳派，鄉紳

派最後以總成績 2 比 1 奪冠。

消防處陸運會
消防處第三十七屆陸運會於 2 月 8 日

假灣仔運動場舉行，由處長陳楚鑫主持開

幕典禮。健兒除了

來自各總區外，還

有廣東省公安廳消防

總隊、澳門消防局、

多個香港政府部門、

以及消防安全大使的

代表。最後由救護

總區勇奪總區全場總

冠軍，亞軍和季軍

則分別由港島總區及

總部總區獲得。

消防盃室內賽艇比賽
第九屆消防盃室內賽艇比賽由消

防處體育福利會划艇及風帆隊舉辦，

已於 2 月 8 日與陸運會一同於灣仔運動

場舉行。當中 15 分鐘總區接力賽氣氛

非常熱烈，最後由九龍總區奪得冠軍，

救護總區和港島總區分別獲亞軍及季

軍。

渣打香港馬拉松2014
一年一度香港體壇盛事—渣打香

港馬拉松—已於2月16曰順利舉行。

本處獲邀參加 10 公里紀律部隊邀請

盃，連續七年蟬聯冠軍，成績斐然。

紀律部隊網球錦標賽2013/14
紀律部隊網球錦標賽決賽於 2 月

22 日假銅鑼灣紀律部隊人員體育及康

樂會網球場舉行，獲處長陳楚鑫及副

處長黎文軒擔任嘉賓。經過一輪激烈

的比賽後，消防處代表勇奪亞軍。

‧消防處陸運會
F.S. Athletic M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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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中文工作小組月前舉辦「春聯創作比賽」，反應熱烈，參賽作品

數量為歷年之冠。不少作品對仗工整，用辭意境俱佳，既具創意，亦能帶

出祥瑞喜慶氣氛，足見本處人員文武兼濟。評審委員會經多輪評選後，選

出冠、亞、季軍及五則優異作品，現將得獎作品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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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聯 創作比賽結果

中文用詞遣字好比古人結親，講求「門當戶對」，詞語搭配必須恰當。有些詞語的用字或

讀音雖然近似，含意和用法卻不盡相同，容易混淆，如不弄清楚語意、詞性或其褒貶含義，

用詞不當，隨時鬧出「謝謝你的愚見」這類笑話。請看以下幾則用詞不當的例句：

例句一： 「四年一度的奧運會舉行在即，各國健將傾巢而出，準備施展渾身解數，爭奪獎牌。」

 「傾巢而出」解作「動用所有人力」， 不含褒義，但例句中的「各國健將」應是經精挑細選，

能代表國家作賽的好手，所以此處改用「各國精銳盡出」較為合適。

例句二：「李大文在比賽中全力以赴，最後 不孚眾望，勇奪冠軍。」

 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不孚眾望」與「不負眾望」僅一字之差，但意思完全相反。

「孚」是「使人信服」的意思，「不孚眾望」意即「不為眾人信服」，含有貶義；此處應用「不

負眾望」，「負」指「辜負」，「不負眾望」即「不辜負眾人期望」。

例句三：「小傑終日沉迷電玩，無心向學，成績 每下愈況。」

 「每下愈況」語出《莊子．知北遊》，指要知道豬的肥瘦，要從最下部不易長肉的小腿部

分去試，此處肉愈多，豬就愈肥。比喻愈從低微的事物去觀察，就愈能看出事物的真相。

此詞容易與「每況愈下」混淆，後者比喻情況愈來愈壞。因此，上述例句應用「每況愈下」。

註：有關釋義參考《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例句四：「陳議員明天訪問本處，期間 會與處長會面。」

例句五：「新春 其間，照常營業。」

 「其間」的「其」是代詞語素，即「那」的意思，因此「其間」解作「那個時候」，有指示

作用，所以不應該在前面加上時間名詞。

 「期間」亦解作「某段時間」，但當中的「期」並沒有「那」的指示意思，所以應在「期間」

前加上時間名詞以闡明所指時段。

因此，上述例句應改為：

「陳議員明天訪問本處，其間 會與處長會面。」

「新春 期間，照常營業。」

例句六：「這一帶風光 美輪美奐，令人心曠神怡。」 

例句七：「大峽谷的景觀 鬼斧神工，令人驚嘆大自然的奧妙。」 

 「美輪美奐」及「鬼斧神工」常被誤用以讚嘆優美或壯麗的自然風光，但其實「美輪美奐」

應用以形容房子華美壯觀。例如：「這棟房子建造得 美輪美奐。」，而「鬼斧神工」則用

以形容技藝精巧得猶如鬼神之作。例如：「秦兵馬俑氣勢磅礡，可謂 鬼斧神工。」

由此可見，這兩個成語並非用以形容自然景物，建議上述例句修改如下：

「這一帶 風光明媚，令人心曠神怡。」

「大峽谷的景觀 雄偉壯麗，令人驚嘆大自然的奧妙。」

推廣中文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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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一些參考網站及書目，希望能幫助各位選詞：
‧ 公務員事務局法定語文事務部編撰的《易誤成語辨析》

（於政府內聯網法定語文事務部網站下載：

https://oldintranet.csb.ccgo.hksarg/se/pages/document/3?lang=zh_HK）

‧《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http://dict.revised.moe.edu.tw/index.html）

‧《中國語文趣話》（雲龍出版社）

‧《商務同義詞辨析詞典》（商務印書館）

‧《生活病語》（中華書局）

‧《語病會診》（三聯書店）

Director Chan Chor-kam met the 

media on February 11 to review the 

Department’s work in 2013 and outline 

its future plans.

During the year, a total of 36 773 

fire calls and 31 115 special service 

calls had been received. The total 

number of no.3 or above alarm fires 

was 11. In 2013, 12 persons lost their 

lives in fire incidents. Among them, 

four died in charcoal burning.The total 

number of ambulance calls amounted 

to 720 179, representing an average of 

1 973 calls per day. Last year, 93.6 per 

cent of building re calls were handled 

within the graded response time, which 

was about 1.1 percent higher than 

our performance pledge of 92.5 per 

cent. Ambulance personnel arrived at 

the scene within the target response 

time of 12 minutes in 94.4 percent of 

all emergency calls, which was 1.9 

per cent higher than our performance 

pledge of 92.5 per cent.

As regards fire protection, the 

Department conducted a total of 290 094 

inspections last year. A total of 160 282 

inspections on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were conducted with 2 313 FHANs 

issued and nine prosecutions instituted.

Mr Chan said the construction 

works  o f  the  new Fi re  Serv ices 

Tr a i n i n g  S c h o o l  a t  P a k  S h i n g 

Kok,  Tseung Kwan O,  had  been 

progressing satisfactorily and the 

project wa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in October 2015. The Kai Tak Fire 

Station was put into service last July 

to t ie in with the commissioning 

of the cruise terminal at Kai Tak 

and the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developments in the vicinity. The 

Depar tment  has  a l so  p lanned  to 

construct a re station-cum-ambulance 

depot on the artificial island of the 

HongKong-Zhuhai-Macao Bridge to 

meet the emergency service demand 

upon the completion of the bridg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ambulance 

depot at Choi Shun Street, Sheung 

Shui, i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in 

the rst quarter of n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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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意外數字工傷
在 2013 年，本處整體工傷宗數為 179 宗，較

2012 年的 214 宗減少了 35 宗，減幅為 16.4%，整體

因工受傷個案數字已連續三年下降。從意外原因方面，

因滑倒、絆倒或跌傷的意外數字為 47 宗，仍居意外原

因首位，較 2012 年的 39 宗增加了八宗，佔總體意外

數字的兩成六（見右圖）。

要有效防止滑倒、絆倒或跌傷的意外，大家應多

了解容易導致意外發生的成因，從而加強控制及採取

有效預防措施，減低意外發生的機會。至於滑倒、絆

倒或跌傷的成因與及有效預防措施，同事們可參閱上

載於本分組網頁內的「職安健短訊」。

職業安全健康分組
刀傷、割傷

或刺傷（6 宗）

其他原因
（26 宗）

暴力
（25 宗）

被物體撞傷或撞向
物體受傷（22 宗）

交通意外
（14 宗）

運動意外
（18 宗）

與體力處理操作
相關的活動（21宗）滑倒、絆倒

或跌傷（47 宗）

冠軍：
（見本欄兩側）

奔騰八駿賀甲午  福澤吉祥隨年四方至
飛躍四蹄慶馬年  平安如意伴歲八面來

（天水圍消防局 消防員 朱家驄）

亞軍： 靈蛇吐信 送別祝融 不聞警報傳巷里
駿馬騰空 迎來喜神 但聽佳音布滿城

（紅磡消防局 助理消防區長 鄭劍忠）

季軍： 曲突徙薪 救護消防 班班無事故
迎春縱馬 風調雨順 歲歲有平安

（牌照及審批總區政策課 高級消防隊長 李啟聰）

優異獎五名： 旭日東昇 耀我消防壯志傲骨
和風春至 暖我救護善意仁心

（黃大仙救護站 署理高級救護主任 王榮熾）

恭送靈蛇添福祐 吉星消災保平安
喜迎駿驥齊歡慶 鴻福扶危賀吉祥

（消防安全總區 鐵路發展課工程師 羅志強）

消困防患 安安穩穩 送靈蛇
救心護傷 健健康康 迎駿馬

（消防總長（新界） 李亮明）

春風吹破萌新綠
午馬揚蹄兆好年

（消防通訊中心 消防隊目（控制） 李偉明）

冬去春來 春來大地 家家春節喜洋洋
蛇走馬到 馬到人間 戶戶馬年樂怡怡

（救護總區 九龍西區合約事務助理 張澤棠）

得獎作品亦已上載本處內聯網「語文同樂」一欄，以饗讀者，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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