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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消防處公眾聯絡小組第第十二屆消防處公眾聯絡小組第第十二屆消防處公眾聯絡小組第第十二屆消防處公眾聯絡小組第三三三三次會議摘錄次會議摘錄次會議摘錄次會議摘錄  

 

第十二二二二屆消防處公眾聯絡小組第三次會議已在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七日下午六時

在消防總部大廈地下多用途場館舉行。  

 

＊  ＊  ＊  ＊  ＊  

 

 

開會詞開會詞開會詞開會詞  

消防處歡迎各小組成員出席第十二屆消防處公眾聯絡小組第三次會議。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通過上次會議記錄通過上次會議記錄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1.1 上次會議記錄獲得通過，無須修改。  

 

 

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  

 

2.  消防處公眾聯絡小組的活動消防處公眾聯絡小組的活動消防處公眾聯絡小組的活動消防處公眾聯絡小組的活動  

 

2.1 消防處告知與會者，自上次會議至今，部門邀請了小組成員參加 11 項活

動，包括防火運動、救護服務推廣日、結業會操及消防開放日等等。消防

處續表示會發出電郵邀請小組成員出席消防局／救護站開放日，而未有提

供電郵帳戶的小組成員則會以信件通知。消防處鼓勵小組成員提供電郵帳

戶，以便聯絡。  

 

 

3.  世界消防競技大賽世界消防競技大賽世界消防競技大賽世界消防競技大賽  

 

3.1 消防處告知與會者，大賽集天時、地利、人和三項有利條件，在二月十八

至二十五日順利舉行，共吸引了來自 37 個國家或地區超過 3 300 名參賽

者。而部門勇奪 489 面獎牌 (134 金、169 銀及 186 銅 )，成為全場總冠軍。

大賽不但得到社會熱心人士廣泛的支持，例如提供贊助和擔任義工，亦吸

引了很多海外消防人員的家庭到訪本港，大賽結束後部門更收到許多外國

消防隊的嘉許信。消防處特別代表籌委會感謝有份擔任義工的小組成員。 

 

 

4. 救護車調派分級制救護車調派分級制救護車調派分級制救護車調派分級制 (原本標題原本標題原本標題原本標題：：：：救護服務分級制救護服務分級制救護服務分級制救護服務分級制 ) 

 

4.1 消防處告知與會者，救護車調派分級制的顧問研究報告已於去年年底完



 

 2 

成，顧問提議本地推行救護車調派分級制，並將最緊急的個案的召達時間

從現時的 12 分鐘減至 9 分鐘，以提高傷病者的存活率。至於其他情況較

輕的個案則可以延長召達時間，務使有需要的人士得到應有的服務。此

外，保安局亦已於去年十二月成立了救護車調派分級制督導委員會研究有

關方案，由保安局常任秘書長出任主席，成員包括醫學界代表、立法會議

員以及消防處的管職雙方代表等。部門將在四月初邀請敏捷優先救急系統

公司及加拿大多倫多緊急醫療隊來港舉行研討會，其後會就救護車調派分

級制督導委員會的建議作廣泛諮詢。  

 

 

5. 消防處的服務承諾消防處的服務承諾消防處的服務承諾消防處的服務承諾  

 

5.1.  應一小組成員在上次會議要求，消防處準備了本年一月及二月，以兩小時

為單位的召達時間表現的投影片。消防處引凌晨零時至一時五十九分的消

防召喚數字為例，一月及二月的火警召喚數字分別是 166 宗及 107 宗，而

召達時間表現分別是 92.77%及 97.20%，兩者比較之下，雖然召喚數字減

少而召達時間表現會相繼提高，但一月份早上六時至七時五十九分的火警

召喚有 125 宗，其召達時間表現卻只有 88.8%。從三組數字顯示召喚數字

與召達時間表現沒有直接關係，救護的召達時間表現亦出現類似情況，故

此以兩小時為單位的召達時間表現未能提供有效分析。消防處表示，本年

至今大致上召達時間表現均可達標，而由於以兩小時為單位的召達時間表

現分析作用不大，但準備數據需時，因此部門不會繼續進行有關分析。  

 

5.2 一小組成員詢問乾燥氣候是否有利召達時間表現。消防處解釋說，召達時

間表現主要受路面情況、突發事件等影響，與氣候濕度沒有直接關係，而

救護方面則還需視乎救護車的可供調派情況。  

 

 

6. 善用社區資源推動防火善用社區資源推動防火善用社區資源推動防火善用社區資源推動防火、、、、防災和免除危險防災和免除危險防災和免除危險防災和免除危險  

 

6.1 消防處表示，在上次會議已報告有八個地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 (會

長會 )已經成立，其餘十區的會長會將陸續成立。部門希望把防火工作推

廣至地區層面，由地區上的熱心人士出任消防安全大使的名譽會長，並贊

助地區的消防安全大使活動。而會長會可自行決定適合該區的活動，消防

處則會加以協助。消防處在回應一小組成員的詢問時表示，一般來說，消

防處的分區指揮官會與當區民政事務處聯絡，收集區內有興趣擔任消防安

全大使名譽會長的人士的資料，再作聯絡。當有足夠名譽會長後，便會成

立會長會，舉辦消防安全大使活動。由於他們均是地區內的熱心人士，因

此在籌辦活動方面相當投入。消防處表示，只要有最少三名名譽會長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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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會長會。消防處在回應一小組成員的詢問時表示，部門現正整理有關

「消防安全大使獎勵計劃」的改善意見，希望在四月可以透過問卷收集消

防安全大使的意見。  

 

6.2 一小組成員指地區性的防火宣傳活動，一般都是邀請歌星作表演，模式大

同小異，有浪費資源之嫌。消防處重申，會長會在考慮各項因素後，會為

當區居民舉辦最適合的活動，而活動的對象為當區居民，因此並非資源重

疊。  

 

 

7. 招聘人員的安排招聘人員的安排招聘人員的安排招聘人員的安排  

 

7.1 消防處表示，一小組成員以電郵詢問有關 2006-07 年度各職系公開招聘的

數字。消防處續說，政府為了達到在明年把公務員人數降至 16 萬的目標，

在過往數年凍結招聘公務員，因此消防處須作出特別申請才可公開招聘新

人。而部門在明年共獲政府批准公開招聘 304 個職位，當中包括 30 名消

防隊長、 10 名救護主任、 177 名消防員及 87 名救護員。  

 

7.2 消防處告知與會者，根據以往經驗，投考人士往往未能通過體能測驗。有

見及此，部門特別於本年二月在西灣河和田心消防局舉辦了兩次體能測試

日，讓有志投考消防處的人士嘗試做「體能測驗」和「模擬實際工作測驗」，

每項測驗均由體能訓練導師即場指導。兩日共有超過 1 700 人參加，部門

在未來仍會繼續舉辦體能測試日。  

 

7.3 一小組成員表示，公開招聘的實際人數未能反映部門編制是否有實際增

長，他認為消防處的工作直接影響市民的生命財產，因此他促請部門注意

實際人手增長，尤其是當招聘人數不足以填補退休人數時，部門須向保安

局反映實況及爭取資源。他亦希望部門向保安局反映公眾聯絡小組支持消

防處增加資源的意見。消防處多謝該成員的意見，消防處續表示每年消防

處都會向政府極力爭取資源，在 2006-07 年度，部門獲政府批准公開招聘

的 304 個職位中，扣除填補自然流失的空缺後，尚有新增的職位。消防處

並承諾部門會向保安局反映實際需要。  

 

 

8. 救援行動的安排救援行動的安排救援行動的安排救援行動的安排  

 

8.1 消防處告知與會者，一小組成員以電郵提問，當有人向消防處作出虛報火

警或救護召喚，會否受到懲罰？此外，若警方堅持將疑犯送院，疑犯可否

拒絕入院？消防處人員會否以繃帶或布／工具緊綁疑犯的身體？消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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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根據香港法例第 95 章《消防條例》第 28 條《虛假火警警報》，任

何人向消防處或任何成員發出或致使發出明知是虛假的火警警報或其他

災難警報，即屬犯罪，可處第 2 級罰款及監禁 6 個月。若疑犯由警察看管，

則由警方負責其保安，假如疑犯受傷，警方會為他／她召喚救護車，疑犯

若拒絶就醫，可以填寫「拒絶使用救護車表格」交予救護人員。此外，警

方會決定是否有需要因保安理由綑綁疑犯。 (會後補註：消防處正向律政

司尋求法律意見，發出明知是虛假的救護召喚是否受香港法例第 95 章第

28 條監管。 ) 

 

8.2 一小組成員表示，曾有家庭糾紛個案，當中二人發生爭執，警方召喚救護

車強行把其中一人送院，該成員認為救護員在不了解實際情況下，把其中

一方送院的做法有欠公道。消防處表示無論是有人爭執或情緒失控，當警

方有理由相信某人會傷害其他人，便可以要求消防處派員協助，消防處強

調把失控的一方送院的決定是警方所做的。消防處表示，警方在處理這類

案件時，有責任阻止雙方繼續爭執，尤其是要避免有人受傷，如身體受傷

或受到言語威嚇。把情緒失控的一方送院亦是一項有效停止爭執的做法。

消防處總結說，由於二人爭執可能影響第三者，因此未能指是虛報個案。

而把發生爭執的人士送院純粹是警方的決定，救護員到場只為協助警方。

在一般情況下，救護員不會把被送院人士綑綁，但若被送院人士情緒過份

激動，便可能需要用綳帶固定他／她的身體在抬床上，免致有人受傷。  

 

 

9. 救護服務宣傳片救護服務宣傳片救護服務宣傳片救護服務宣傳片  

 

9.1 消防處告知與會者，在上次會議報告的救護服務宣傳活動已經展開，宣傳

標語為︰『唔係講玩、性命攸關，切勿濫用救護車』。消防處表示近期的

救護召喚數字有所減少，部門希望真正有需要的人得到更快捷的服務。此

外，部門亦製作了一套『消防知多D』的資訊節目，由本年二月六日起一

連八周，在路訊通 (RoadShow)播出，當中包括介紹本處的輔助醫療救護服

務、先遣急救員計劃、家居及大廈防火知識等等。消防處藉此機會感謝路

訊通免費提供宣傳平台，而部門會繼續把握每個宣傳的機會。回應一小組

成員的提議時，消防處表示若在資料傳送方面可行，部門會考慮把有關的

宣傳片上載至部門的網頁，讓所有市民觀看。  

 

9.2 一小組成員詢問，送院人士可否要求前往並非最就近的醫院。消防處表

示，由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一日開始，救護員會把所有傷病者送往最就近而

設有急症室的醫院，此舉能盡快把傷病者送院治理，對傷病者及救護服務

的運作均有利。部門亦已跟醫管局達成協議，有需要到指定醫院接受治療

的病人，會獲發醫生證明書，該病人只需向救護員出示有關證明書，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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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送至指定的醫院。  

 

 

10. 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貿易組織「「「「香港部長級會議香港部長級會議香港部長級會議香港部長級會議」」」」  

 

10.1 消防處告知與會者，此項目在上次會議中已匯報完畢，與會者同意在下次

會議中刪除此事項。  

 

 

11.  載客車輛加油的安排載客車輛加油的安排載客車輛加油的安排載客車輛加油的安排  

 

11.1 消防處告知與會者，跟進一小組成員在上次會議中，提議消防處立例規定

入油的車輛必須落客一事，部門已搜集海外的資料，發現現時英國、新加

坡和瑞典均沒有此條例。而部門在上次會議中已解釋，根據現行法例，公

共巴士、公共小巴或的士的乘客或有意乘搭該等車輛的人，不得在司機或

獲授權人因該車輛的油箱須注入燃油而要求不要上車或停留在車內或車

上時，仍如此做。  

 

 

12. 消防船的設計消防船的設計消防船的設計消防船的設計  

 

12.1 消防處告知與會者，部門在稍後會向政府申請撥款購買新滅火輪取代四號

滅火輪。與會者同意在下次會議中刪除此事項。  

 

 

13. 第十三屆消防處公眾聯絡小組第十三屆消防處公眾聯絡小組第十三屆消防處公眾聯絡小組第十三屆消防處公眾聯絡小組  

 

13.1 消防處表示，部門共收到 77 份申請表，在會議後將進行新一屆小組成員

的抽籤議式。  

 

 

14. 消防巡查員消防巡查員消防巡查員消防巡查員  

 

14.1 此項目在上次會議中已匯報完畢，與會者同意在下次會議中刪除此事項。 

 

 

15. 調派中心屬員調派中心屬員調派中心屬員調派中心屬員  

 

15.1 此項目在上次會議中已匯報完畢，與會者同意在下次會議中刪除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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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背泵背泵背泵背泵  

 

16.1 此項目在上次會議中已匯報完畢，與會者同意在下次會議中刪除此事項。 

 

 

17. 處理心臟病的召喚處理心臟病的召喚處理心臟病的召喚處理心臟病的召喚  

 

17.1 此項目在上次會議中已匯報完畢，與會者同意在下次會議中刪除此事項。 

 

 

18. 火警火警火警火警警警警警報電腦傳送系統報電腦傳送系統報電腦傳送系統報電腦傳送系統 (CFATS) 

 

18.1 消防處告知與會者，有關服務的公開招標已於本年三月二日截止，部門預

計會批出 5 份合約。與會者同意在下次會議中刪除此事項。  

 

 

19. 消防處屬員工餘進修消防處屬員工餘進修消防處屬員工餘進修消防處屬員工餘進修  

 

19.1 此項目在上次會議中已匯報完畢，與會者同意在下次會議中刪除此事項。 

 

 

新議事項新議事項新議事項新議事項  

 

20.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消防學院消防學院消防學院消防學院」」」」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  

 

20.1 消防處告知與會者，一小組成員透過電郵提議消防處把現時的消防訓練學

校及救護訓練學校合併，提升規格至「消防學院」。消防處續說，部門一

向致力提升內部培訓的質素，除了為屬員提供本地訓練，更設有海外培

訓，由於消防及救護屬於不同專業，兩者需要不同的訓練模式，因此分別

有消防訓練學校及救護訓練學校。有關消防訓練方面，部門在 2003 年已

經參考英國 Fire Service College 的「綜合個人發展系統」 (Integrated 

Personal Development System)，著手研究「個人培訓及發展系統」(Personal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System)，訓練屬員擔當不同角色所需的技能及

知識。部門最近亦已成立工作小組，成員包括教育統籌局的代表，研究融

合「資歷架構」(Qualification Framework)的概念在「個人培訓及發展系統」

當 中 ， 以 發 展 出 一 個 「 消 防 處 資 歷 架 構 」 (Fire Service Department 

Qualification Framework)，當中包括了部門與學術機構的合作，務求為屬

員建立一套持續學習的系統。部分課程如情緒智商或管理科學，部門在有

需要時會邀請本地學院的講師，此做法較合乎經濟原則。至於救護訓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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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現有的救護訓練模式多年來已完善發展，能確保教學質素。而輔助醫

療助理的訓練取材自加拿大的 Justice Insti tute of British Columbia，部門

內部的輔助醫療助理統籌員及導師，以及由他們所訓練的輔助醫療急救助

理，其資格均為該學院所認可。消防處總結說，成立「消防學院」是長遠

的計劃和理想，但礙於地方、師資及學員人數等等的考慮，現時並非適合

的時機，把消防和救護訓練學校合併並升格成「消防學院」。  

 

20.2 一小組成員認為消防訓練學校尚有許多土地，該成員提議部門利用這些土

地多興建新的教學大樓和增設圖書館。此外，她提議部門為救護訓練學校

重新選址興建一所更先進的救護訓練學校。消防處回應說，現時的消防訓

練學校所有土地並不多，若擴建校舍吸納更多學員，現有操場亦難以容納

增加的學員，況且學校的規模應配合實際學員的人數，才不會浪費資源。

另外，部門現設有一所圖書館在總部大樓，受訓學員的學習材料已相當充

足，在消防訓練學校另外設立圖書館作用不大。至於救護訓練學校，重新

選址有實際困難，為了擴充校舍，已於二零零四年年底落成一座五層高的

附屬大樓。  

 

20.3 就一小組成員提議設立學分轉讓機制及在本地提供國際性考試事宜，消防

處表示現時的本地專上學院仍未有關於消防／救護／輔助醫療的文憑／

證書／學士學位課程，但消防人員可以修讀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與英國

蘭開夏中央大學在港合辦的消防工程學高級文憑或學士、碩士學位課程，

而救護人員在本地可以透過英國救護學會 (香港分會 )修讀澳洲維多利亞大

學的健康科學學士和中國衞生急救系統管理任證等課程。  

 

20.4 消防處表示現時部門借用民安隊在亞皆老街的訓練場所為屬員提供訓

練，由於政府將收回該地皮，故此已在西九龍另興建新訓練大樓。一小組

成員詢問，新的訓練大樓與消防訓練學校，同樣設有一大鐵籠供屬員配帶

煙帽在內作訓練，該成員認為有重疊資源之嫌。消防處解釋說，新的訓練

大樓與消防訓練學校的培訓對象分別是現職屬員和學員，設施有所不同，

資源亦無重疊。當新訓練大樓啟用後，可以安排小組成員前往參觀。  

 

 

21. 為行動組人員提供外判膳食服務為行動組人員提供外判膳食服務為行動組人員提供外判膳食服務為行動組人員提供外判膳食服務  

 

21.1 消防處表示，一小組成員以電郵查詢有關外判膳食服務的事宜。消防處續

說，部門已跟新合約承辦商簽訂新合約，並由四月一日起生效。為增加運

作上的靈活性，合約只外判炊事服務，而食物則由屬員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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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22.  陪同傷病者送院的人數陪同傷病者送院的人數陪同傷病者送院的人數陪同傷病者送院的人數  

 

22.1 消防處在回應一小組成員提出有關在救護車上陪同傷病者的人數的詢問

時表示，一般來說救護人員會容許一名親友陪同傷病者，但考慮到救護車

廂的空間及要照顧傷病者，甚至需要進行急救，救護人員會酌情決定是否

容許親友陪同傷病者。消防處總結說，車廂內若有太多人會影響救護員照

顧傷病者，而陪同傷病者送院的人數須視乎實際情況而定。  

 

23.  議事完畢，會議於晚上七時五十分結束。  

 

 

 

 

消防處  

 

二零零六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