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防处二零一五年工作回顾  

记者招待会  
************************** 

 

以下为消防处处长黎文轩今日（二月十八日）在二○一五年工作回顾记者

会上的发言全文：  

 

大家好，新年伊始，我首先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随着香港社会高

速发展，消防处面对的挑战与日俱增。我十分感谢部门的同事在过去一年

紧守岗位，无惧各种挑战，大家齐心协力，履行「救灾扶危、为民解困」

的使命，致力在灭火、救援、防火、救护、调派及通讯等多个工作范畴上，

为香港市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稍后，我除了回顾本处去年的工作之外，

亦会藉此机会，向大家介绍本处未来的重点工作计划。  

 

灭火救援工作  (影片播放 ) 

 

消防处在 2015 年的火警召唤总数有 34,320 宗，与 2014 年比较下降了百分

之 5.5 (2,015 宗 )；而三级或以上的火警有 8 宗，比 2014 年的 6 宗多出 2 宗。 

 

去年的楼宇火警召唤总数有 29,904 宗，较 2014 年下跌了百分之 6.7 (2,150

宗 )，当中有百分之 94.12 可以在规定的召达时间内到场处理，较既定的服

务承诺，即百分之 92.5，高出约 1.62 个百分点。  

 

2015 年有 23 名市民不幸在火警中丧生 (2014 年为 23 名 )。此外，有 320 人因

火警受伤， 9,254 人获救。其中较为严重的事故，包括 4 月在黄大仙环凤街

一间车房内发生连环爆炸引起的三级火警；9 月于八乡横台山及七星岗的回

收场发生的三级火警，以及同月于筲箕湾避风塘发生波及多艘船只的三级

火警。  

 

去年的特别服务召唤总数有 33,683 宗，较 2014 年轻微上升百分之 0.8 (263

宗 )。其中较瞩目的事故包括在 10 月发生的港澳喷射船「海皇星」号海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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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12 月在八乡东汇路发生的严重交通意外，以及同月在青衣青尚路对开

海边的一艘趸船上有工人意外跌落船舱。在该宗事故中，除了有两名工人

受伤之外，有六名消防人员在拯救行动中受伤，包括一名消防队长、一名

消防总队目及四名消防员。  

 

2015 年，我们总共提供了 40,022 次先遣急救服务，救助了 28,555 名伤病者，

当中有 36 名没有呼吸及脉搏的伤病者，经先遣急救员抢救后恢复呼吸及脉

搏。  

 

防火工作  (影片播放 ) 

 

因应市民对消防安全的要求日益提高，消防处不断加强防火方面的工作。  

 

消防处于 2015 年一共进行了 370,614 次防火巡查，较 2014 年的 322,425 次增

加了 48,189 次，增幅为百分之 15。巡查范围包括楼宇的消防装置及设备、

逃生途径、通风系统、危险品及持牌处所等，以确保楼宇的消防安全。我

们对持牌处所一共进行了 38,348 次巡查，发出 1,416 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

书」，并就 149 宗个案提出检控。自黄大仙环凤街车房爆炸事故发生后，本

处针对全港 3,000 多间车房一共进行了 4,653 次巡查，并就 11 宗过量贮存危

险品及 1 宗使用未经批准的贮槽贮存油渣个案提出检控。  

 

去年，本处就楼宇消防装置及设备的维修保养，一共进行了 202,748 次巡查，

合共发出 2,906 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并就 41 宗个案提出检控。  

 

消防处的巡查专队在 2015 年继续就 6,515 幢旧式商住楼宇和住用楼宇的消

防安全巡查，跟进涉及火警危险的违例事项，包括阻塞逃生途径、梯间违

例安装铁闸、防烟门损坏及楼宇消防装置损坏或欠缺年检等。由 2015 年 1

月至 12 月，巡查专队共发出 1,065 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及 5,159 封警

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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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08 年至 2015 年年底，本处共训练了 6,028 名楼宇消防安全特使，为 3,610

座大厦监察消防安全。参与该计划的人士包括物业管理公司职员、大厦业

主立案法团成员或大厦管理委员会委员、楼宇的业主及住客。他们接受楼

宇消防安全特使训练之后，可以协助消防处在他们所属的大厦宣传防火讯

息、筹办火警演习、举报火警隐患，以及确保大厦消防装置及设备每年均

有维修保养。  

 

在 2015年，我们亦继续举办不同类型的防火宣传及教育活动，藉此提高市

民大众的防火意识。除了在电台广播节目《消防周记》及于各港铁车站、

电车站及巴士站张贴有关消防安全及救护信息的海报之外，本处去年再与

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全新一辑共五集的《火速救兵 III》，向广大市民传达消防

安全及救护服务的讯息。剧集分别在电视台及网上播放，共约有 450万人次

观看。  

 

救护服务  (影片播放 ) 

 

2015年的救护召唤总数有 757,901宗，较 2014年的 747,437宗增加了 10,464宗，

增幅为百分之 1.4，其中紧急救护召唤有 710,041宗，与 2014年的 699,427宗相

比，增幅为百分之 1.5。  

 

2015 年共有百分之 95 的紧急救护召唤可以在 12 分钟的目标召达时间内到

场协助伤病者，较服务承诺所订的百分之 92.5，高出 2.5 个百分点。  

 

消防处除了继续在各社区和校园进行有关救护服务的宣传及教育工作之

外，亦利用「救护信息宣传车」在各区举办救护服务巡回展览，教育市民

正确使用救护服务，宣传慎用救护资源。另外，本处亦于中、小学及幼儿

园举办不同形式及主题的比赛，教育学生善用救护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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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心先锋」计划自 2007 年起推行至今，深受社会各界支持。截至 2015

年年底，已有 7,785 名合资格使用自动心脏去颤器的人士获委任为「救心先

锋」。另外，本处亦提供「自动心脏去颤器」训练予不同政府部门。截至

2015 年年底，已有 10,331 名人士完成该训练课程。  

 

消防处自 2011年起，就 6种伤病情况的救护召唤提供简单的调派后指引服务，

让伤病者在救护人员到达前得到适当的护理，藉此减低伤病者情况进一步

恶化的机会。在 2015年，消防处已成功向 8,327名召唤者提供调派后指引服

务。消防处现正开发一套计算机系统，以协助消防通讯中心的操作员有系

统地取得伤病者的状况及数据，并透过该计算机系统进行分析，使操作员

能准确地提供详尽和适切的调派后指引，帮助稳定伤病者的情况。有关项

目的拨款已于较早前获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批准。部门已经全力开展计划，

预计系统可于 2017年 12月投入服务，本处会尽量缩短推行有关计划所需的准

备时间。  

急救医疗电单车 (影片播放 ) 

救护装备示范 -传明酸 及 FR3半自动体外心脏去颤器 (影片播放 ) 
 

2015 年其他重点工作项目  (影片播放 ) 

 

本处致力提升行动效率，以配合社会发展。除了引入更先进的消防车和救

护车外，本处亦会适时筹划兴建新的消防局及救护站，位于上水彩顺街一

号的上水救护站已于 2015年 4月 6日投入服务，新救护站将大大改善新界北区

紧急救护服务的行动效率，为市民提供优质的救护服务。为配合港珠澳大

桥香港口岸的发展，部门将于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兴建消防局暨救护站，

预计于 2017年年底落成。此外，部门亦会在莲塘 /香园围口岸兴建消防局及

救护设施，以配合该口岸的发展，有关设施预计于 2018年第三季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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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及救护学院的建筑工程由 2012年开始动工，各项工程已于去年底顺利

完成，相关的设施亦已陆续投入运作。新学院占地 15万 8千平方米，提供 526

个培训宿位，为新入职和现职消防及救护属员提供培训。新学院设有多项

先进的模拟事故现场训练设施，提供涉及铁路、隧道、船只、飞机和燃料

库等事故的训练，以及高空拯救、坍塌搜救、室内烟火特性方面的专业训

练，藉以加强属员应付大型事故的能力。另外，学院设有不同种类的教学

设施，还有不同类别的模拟训练室及体育设施。学院启用后，消防和救护

学员有更多一同操练的机会，藉以提高他们在紧急事故中的应变及协调能

力。学员亦可共享训练设施，从而产生协同效应，更有效地运用训练资源。

消防及救护学院的开幕典礼将于下个月十六日举行。当所有设施完全投入

运作后，我将邀请各位传媒朋友再次莅临参观。  

 

消防处会就消防服务推行一个更专门及制度化的质素保证机制，以制订清

晰一致的服务质素标准及审核准则，同时会制订一套具前瞻性的训练课程

认证机制，以认证消防人员的资历和专业水平，为此，消防处由 2015年 11

月起增设了一个副消防总长的常额职位，负责策划及监督消防职系的质素

保证机制和认证机制的发展及推行工作，以及监督救护职系现行的质素保

证机制，并且担任消防及救护学院的院长。  

 

自 2013年 10月开始，消防处分阶段在各消防行动单位全面试行缩减工时计

划，至今已超过两年。计划试行以来，进度良好，各方面的数据均显示，

试行计划能够符合无需额外财政资源、不涉及额外人手及维持为市民提供

的服务水平这三项先决条件。部门已正式向相关决策局提出申请，期望能

尽快获得批准，将负责行动职务的消防人员的规定工作时数正式下调至每

周 51小时。  

 



为更有效打击非法燃油转注活动，本处于 2015年 1月成立打击非法燃油转注

特遣队。特遣队的主要职责包括搜集有关非法燃油转注活动的情报及进行

巡查。特遣队于 2015年，共进行 98次突击行动，处理 203宗投诉个案，以及

进行 1,128次巡查，并就当中 120宗个案提出检控，合共检获超过十万升涉案

的燃油。  

 

为配合香港未来的铁路项目发展及相关的救援需要，消防处在 2013年获得

拨款，购置了「轨路两用消防车」及「闭路式呼吸器」等装备，协助本处

前线人员在铁路管道及隧道进行灭火、救援工作。另外，由于屯门至赤鱲

角连接路的钻挖工程首次采用了混合气及饱和潜水模式的技术，因此，本

处于去年成立潜水特救队，并安排了前线人员往海外接受特别潜水呼吸器

训练，以应付在该加压工地发生的意外或紧急事故。除此之外，消防处亦

在 2015年购置了有高度机动性及安全性的「海上救援电单车」，以加强海上

救援，特别是在沙滩、石滩等浅水区域的拯救和搜索能力。这些新的车种

及工具已安排在各个训练场地展示，稍后会有专人为各位详细讲解。  

轨路两用消防车 (影片播放 ) 

闭路式呼吸器 (影片播放 ) 

潜水特救队 (影片播放 ))  

闭路式循环潜水器(供潜水特救队使用 )  (影片播放 ) 

海上救援电单车 (影片播放 ) 
 

来年工作计划  (影片播放 ) 

 

在人力资源方面，在 2015 年我们合共聘请了 476 名消防及救护职系人员，

包括 73 名主任级人员及 403 名员佐级人员。在 2016 年，我们预计会招聘

580 名消防及救护职系人员以填补空缺，包括 101 名主任级及 479 名员佐级

人员。  

 

展望新的一年，我们会继续积极推行消防安全教育及宣传工作，提高市民

的防火意识。为了进一步提升属员的专业水平，我们会积极推行质素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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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训练课程认证机制，并透过新学院的各项设施，加强属员各方面的训练。

在推行「注册消防工程师计划」方面，我们会加紧筹划相关法例和附属法

例的修订和草拟工作，以便于今年提交立法会进行审议。在工具及装备方

面，我们会不时检讨现有的工具和装备，并积极物色更合适的产品，引入

更有效率、更安全及更高质素的工具和装备供前线人员使用。  

「学会逃生」体验游戏设施 (影片播放 ) 

 Argus Mi-TIC S 热能探测器 及 手提防火布闸 (影片播放 ) 

 

今日我向大家汇布 2015 年的工作已经完毕，多谢各位！   

 

二零一六年二月十八日  (星期四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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