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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梁振英（右）主持消防及救護學院揭牌匾儀式
The Chief Executive, Mr C Y Leung (right), officiates at the plaque 
unveiling ceremony

•行政長官梁振英（左）和處長黎文軒觀看消防人員示範撲滅火警
The Chief Executive, Mr C Y Leung (left), and Director Lai Man-hin observe the firefighting 
demonstration by fire personnel

•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消防及救護專業人員參與「都會緊急應變研討會」
Fire and ambulance service professional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participate in the 
Metropolitan Symposium on Emergency Response

行政長官梁振英於3月16日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和消防處處長黎文軒等嘉賓主持消防及

救護學院與「都會緊急應變研討會」開幕典禮，並參觀學

院訓練設施和模擬訓練示範。

梁振英致辭時表示，年初本港遇上近 60 年來最嚴寒

的天氣，逾百名市民和跑手因準備不足被困大帽山，他感

激消防和救護人員奮不顧身拯救。他說，近年極端天氣出

現的次數越來越多，加上社會期望提高，令消防和救護人

員面對更大的挑戰，新學院可提供全面訓練，加強彼此合

作。

八鄉消防訓練中心「前稱消防訓練學校」為消防處首

間訓練學校，自 1968 年啟用至今年 1 月 29 日正式關閉。

隨著位於將軍澳百勝角的消防及

救護學院投入服務，消防和救護

訓練邁向新紀元。

新學院佔地 158 000 平方

米，可提供 526 個培訓宿位，為

新入職和現職消防及救護屬員提

供培訓。學院內多項先進模擬訓

練設施，有助提升人員處理涉及

鐵路、隧道、船隻、飛機和燃

料庫等事故的專業知識和救援技

巧。學院亦設有高空拯救、坍塌

搜救和室內煙火特性的專業訓練

設施，藉以加強屬員應付大型事

故的能力。此外，消防和救護學

員在新學院內將會有更多機會一

同操練，從而提高

他們在緊急事故中的

應變和協調能力。

開幕典禮亦同時為「都會緊急應變研討

會」揭開序幕。由消防處、消防工程師學會

（香港分會）及英國救護學會（香港分會）聯合

舉辦的研討會已於 3 月 16 日至 18 日在學院

舉行。

研討會以「專業傳承」為主題，強調新

一代緊急救援人員的培訓。約 250 名來自 14

個國家和地區的消防及救護專業人員透過討

論，深入了解世界各地緊急部隊所採用的救

援方法、技巧和行之有效的做法，藉以增強

城市的抗災能力。

•行政長官梁振英（中）在消防及救護學院與「都會緊急應變研討會」開幕典禮上致辭，
左為消防處處長黎文軒
The Chief Executive, Mr C Y Leung (centre), speaks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for the 
Fire and Ambulance Services Academy and the Metropolitan Symposium on Emergency 
Response, on his left is Director Lai Man-hin

•行政長官梁振英（左二）聽取有關救護訓練設施的介紹
The Chief Executive, Mr C Y Leung (second left), learns about the ambulance training 
facilities

消防及救護學院 3 月開幕
標誌消防和救護訓練邁向新紀元

手機看片
Shoot and view the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47GJF3oVi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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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及救護學院開放日
加深市民對消防處工作的了解

為配合「欣賞香港」大型公眾參與運動，消防處舉

辦四場開放日，共吸引約 30 000 名市民參觀。

消防處於 4 月 10 日舉辦兩場開放日，讓市民一睹

學院的規模和各項先進的訓練設施，加深他們對消防和

救護工作的認識。由於市民反應熱烈，另外兩場開放日

於 5 月 8 日舉行，讓市民一家大小共度愉快的一天。

開放日設有多個示範項目，包括消防及救護車輛巡

遊和多項滅火及救援示範。另有訓練設施展覽、消防處

裝備和特別車輛展示、防火安全教育展覽、攤位遊戲和

投考資訊專區等，內容十分豐富。

此外，本處亦於 4 月 9 日開放予由社福機構安排的

人士參觀消防及救護學院，讓他們了解消防處的工作。

•消防、救護和調派及通訊組學員示範滅火和救傷工作
The fire, ambulance and Mobilising and Communications Group trainees demonstrate firefighting and rescue techniques

•大家開心參與攤位遊戲
Visitors have a good time 
playing at the game booth

•消防人員示範入職考核測試
A fire personnel demonstrates a job-related performance test at the recruitment corner

•火警調查犬與市民見面
The fire investigation dog meets members of the public

•市民與消防及救護人員合照留念
Members of the public take photos with fire and ambulance personnel

•救護人員向市民介紹救護裝備用途
Ambulance personnel explain various use of ambulance equipment

•消防人員向市民介紹潛水組人員的裝備
Fire personnel introduces the  equipment of the Diving Unit

•高空拯救專隊人員向市民介紹該隊的工作
High Angle Rescue Team members introduce their work to visitors

•消防安全教育巴士讓參觀者體驗滿布濃煙的環境
Visitors can experience a simulated smoke-filled environment on the 
Fire Safety Education Bus

•消防處流動宣傳車向參觀者傳遞消防安全信息
Mobile Publicity Unit disseminates fire safety messages to visitors

•參觀者在救護信息宣傳車上學習救護服務的知識
Visitors learn about ambulance service on the Ambulance Service 
Publicity Vehicle

•消防處招待社福機構人士參觀消防及救護學院
FSD receive visitors arranged by welfare organisations to visit the Fire and 
Ambulance Services Academy

•消防及救護車輛巡遊吸引大批入場人士觀看
A parade of fire appliances and ambulances attracts lots of viewers

手機看片
Shoot and view the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QpPnjL1CM 

4 月 10 日開放日

5 月 8 日開放日

手機看片
Shoot and view the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HB2eMP2E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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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派及通訊組人員群策群力籌劃展覽
消防及救護教育中心暨博物館展出消防、救護和調派及

通訊組多樣珍貴的藏品，並公開予本地團體預約參觀。今期
《精英專訊》率先為讀者介紹位於教育中心二樓的調派及通訊
組展覽。

調派及通訊組的展覽以消防通訊中心的調派系統、流動
指揮車和機場搶救指揮室的演變為主題。自去年 6 月開始，
該組 15 名不同職級的人員利用工餘時間籌劃有關展覽，召開
多次會議商討展覽的布局，並就不同年代的調派系統及流動
指揮車等項目進行資料搜集和系統性整理。為了讓展區兼備
博物館和教育的元素，工作團隊特別加設了互動教育遊戲區，
增添觀賞的樂趣。

消防通訊中心調派系統的發展始於上世紀 60 年代，現已
發展至第三代。第一代調派系統於 1980 年在尖沙咀消防局大
樓啟用。當時的系統將調派工作分為港島、九龍及新界區處
理，消防通訊中心人員全以人手處理求助電話和調派消防車輛。

消防隊長（控制）鄭月琼表示，製作展板需時，特別是處
理有關第二代調派系統的資料，工作團隊需要從多個不同渠
道搜集資料。她說：「除了從現職和已退休的調派及通訊組人
員、部門攝影組、部門資源中心、歷史檔案館和政府新聞處
搜集珍貴的歷史相片外，我們亦到香港歷史博物館借鑒展示

圖片的方式，以及參考香港消防歷史書籍的圖片。」為了使展
板的內容更豐富，工作團隊共搜羅了 1 000 多張相片，並把
當中 100 多幀相片製成展板。他們訪問了多名已退休的調派
及通訊組人員，以製作詳細的文字描述。

工作團隊特別製作了四輛不同年代的流動指揮車模型，
資訊豐富的展板，以及播放宣傳影片介紹該組人員的工作情

況。
至於互動教育遊戲區則裝置了本處精心製作的教育類遊

戲應用程式，除了考驗參觀者如何「分秒必爭」地向消防通訊
中心報告不同的突發事故外，亦可扮演控制台操作員，執行
消防通訊中心和機場搶救指揮室的職務，體驗調派及通訊組
的工作。

•籌劃調派及通訊組展覽的工作團隊在展覽場地合照
Members of the organising team of the Mobilising and 
Communications Group are pictured at the exhibition venue

•調派及通訊組展覽場地
Exhibition venue of the Mobilising and Communications Group

•政務司司長（右一）為消防及救護學院「消防及救護教育中心暨博物館」
的牌匾揭幕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Mrs Carrie Lam (first right), 
unveils a plaque to signify the official opening of the Fire and Ambulance 
Services Education Centre cum Museum at the Fire and Ambulance 
Services Academy

•林鄭月娥（前排右）聽取救護裝備發展的介紹
Mrs Carrie Lam (right, first row) learn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ambulance equipment 

•林鄭月娥（左）和處長黎文軒參觀不同年代的消防制服
Mrs Carrie Lam (left) and Director Lai Man-hin look at the 
Fire Services uniforms from different eras

•林鄭月娥（前排中）聽取處長黎文軒（前排左一）介紹一輛
早年使用的消防車
Mrs Carrie Lam (centre, front row) is briefed by Director Lai 
Man-hin (first left, front row) on an old fire appliance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於 4 月 29 日出席消防處第
174 屆結業會操，主持 13 名調派及通訊組的消防隊
目、62 名消防員及 48 名救護員的結業典禮。這是
首次在消防及救護學院舉行的結業會操。

林鄭月娥在致辭時表示，今屆完成了 26
個星期訓練的結業學員可同時在新舊校舍接受
入職基礎訓練，見證消防處在培訓發展的歷史
性重要時刻。她深信學員能夠充分發揮受訓期
間所學到的專業知識和技能，並且肩負消防處

「救災扶危，為民解困」的使命，竭誠為市民提

供高效率、高質素的緊急服務。消防和救護人員在
面對挑戰和危難時均緊守崗位、無畏無懼，一向深
受市民欣賞。

•結業學員示範撲滅火警及救傷工作
Services graduates demonstrate firefighting and rescue 
techniques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 174 屆結業會操檢閱結業學員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Mrs Carrie Lam, reviews the 174th 
Fire Services passing-out parade

政務司司長主持結業會操

為消防及救護
教育中心暨博物館
主持開幕儀式

會操後，結業學員即席示範模擬撲滅火警及救
傷工作。當日，林鄭月娥亦為消防及救護學院內的

「消防及救護教育中心暨博物館」主持開幕儀式。
教育中心提供多項互動及多媒體資訊設施，並設有
火場逃生、急救及模擬滅火等體驗區，讓參觀人士
在模擬的場景中學習防火、逃生和急救等知識。博
物館亦展出有關消防處的珍貴歷史圖片、工具及車
輛，讓市民更了解消防處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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