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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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賀新春 馬年大吉 
 

保安局副局長李家超於去年12月 20日出席消

防訓練學校結業會操，主持 16 名消防隊長、三名

救護主任、18名消防員及22名救護員的結業典禮。

李家超在致辭時表示，消防處在 2013 年公務

員優質服務獎勵計劃中，連續七屆蟬聯「最佳公眾

形象獎」金獎，證明消防處的表現一向深得市民認

同。

他說：「為了使消防及救護人員得到更專業和

更全面的訓練，消防處正於將軍澳百勝角興建一所

現代化的消防和救護訓練學校，新校將設有多個專

門訓練場地及模擬訓練區域，讓消防及救護人員有

更多機會一同操練，鞏固彼此的合作，藉以加強他

們在緊急及災難事故中的應變及協調能力。」

他說：「雖然各位結業學員已完成入職訓練課

程，但將來仍有機會利用新校的訓練設施接受在職

培訓，進一步提升專業能力。」

李家超祝賀結業的學員順利完成嚴格的入職訓

練，並希望他們能夠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充分發揮

所學習到的專業知識和技能，肩負「救災扶危，為

民解困」的使命。

會操後，結業學員並即席示範撲滅模擬火警及

救傷工作。這批結業人員在訓練學校完成 26 個星

期嚴格訓練後，將會被調派到不同的消防局及救護

站駐守，繼續接受在職訓練，汲取實戰經驗。

‧保安局副局長李家超在消防訓練學校檢閱一批結業學員
The Under Secretary for Security, Mr Lee Ka-chiu, reviews a passing-out parade at 
the Fire Services Training School 

辭蛇迎馬，萬象更新，值此歲轉陽春之際，我首先

恭祝大家鴻釐開泰、龍馬精神。

今年歲次屬馬。在中華文化中，馬為祥瑞之獸。

晉代葛洪《抱朴子》曰：「騰黃之馬，吉光1之獸，皆壽

三千歲也。」漢武帝《太一之歌》亦云：「太一貢兮天馬

下......，今安匹兮龍為友。」2古人認為，馬有陽剛之氣，

乃天際之物，地位尊貴，可媲美祥龍。《易經》以乾喻

馬 3；《周易‧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馬奔騰千里，拼搏進取，最能體現君子自強之德。在新

春佳節，大家經常以「龍馬精神」互相道賀，祝願對方精

神健旺充沛，所謂「龍馬」，其實是傳說中的神駒，是上

天的使者，相傳龍馬負圖從黃河而出，成就伏羲創造八

卦，開大道降世之始。龍馬可說是剛正毅勇、奮發向上、

利眾惠群等美德的化身，既象徵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奮進

自強的特質，也可用以代表消防處人員堅毅不撓、勤勉

上進、心繫市民的服務精神。

去年，部門繼續致力提升行動能力，以配合社會發

展。除了更換消防車和救護車外，部門亦陸續落實興建

消防局和救護站，例如啟德消防局暨救護設施已於去年

七月投入服務，以配合啟德郵輪碼頭啟用及附近地區的

商住項目發展。部門在上水彩順街新救護站的興建工程

亦已展開，新救護站落成後將可加強新界區的緊急救護

服務。

為了使服務更臻完善，我們必須與時並進。去年推

出的《新鐵路基建設施消防安全規定制訂指引》因應本港

鐵路發展的需要，為鐵路業持份者提供了車站、車廠、

軌道和附屬建築物的設計標準，讓他們日後發展新鐵路

項目時可採用一致的消防安全設計，有關指引可謂裨益

業界，嘉惠社群。

在救護服務方面，我們繼續積極加強社區和校

園的宣傳工作，除了透過救護信息宣傳車在各區舉辦

巡迴展覽，教育市民和學生正確使用救護服務之外，

亦再度與電視台合作，製作綜藝節目「救護精英愛心

Show2013」，宣傳慎用救護資源，以及向市民簡介消防

處輔助醫療二十年的發展。 

我就任消防處處長已兩年多，這是我任內為《精英

專訊》撰寫的最後一份農曆新年賀辭。這段期間，部門

續展鴻猷，不斷推陳出新，拓展服務領域，各個工作範

疇均有長足發展，實有賴各總區軍裝和文職同事戮力同

心、持志不懈。部門在「二零一三年公務員優質服務獎

勵計劃」中連續七次蟬聯「最佳公眾形象獎」金獎，正是

部門全體同寅一直竭誠盡職，懇摯為民的明證。能夠領

導這支超過一萬名屬員的紀律部隊，我實感

榮幸，各位為部門創下的輝煌成績，我亦

引以自豪。祈盼大家在甲午馬年蹈厲奮發，

克服所有困難，再創嘉績。

我和部門的管理團隊在此衷心祝願各

位與家人馬年吉瑞盈門、事事順遂、樂享

康年！

消防處處長
陳楚鑫

辭靈蛇　喜鵲鳴吉除舊歲

迎　　　躍馬揚鞭啟新章駿駒

主持

處長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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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總長楊世謙於去年 12 月 5 日嘉

許三位救護人員，表揚他們在休班期間依

然不忘發揮熱心救人的精神，向受困的市

民施予援手。

去年 10 月 20 日，救護總隊目王錦

輝於深水埗保安道市政大廈內遇上一宗腐

蝕性液體傷人事件。雖然本身亦遭腐蝕性

液體濺傷，他仍不忘先行為眾多傷者提供

協助。同日，救護員陳卓彥在香港仔海濱

花園籃球場以心肺復甦法拯救一名心臟停

頓的病人，最後成功挽回病人的寶貴生命。

此外，救護員戴偉文於去年 10月 25

日在尖沙咀地鐵站外目睹一宗非禮案時，

立刻向受害人施予援手，並協助警方拘捕

疑犯。

在嘉許狀頒發典禮上，救護總長楊世

謙高度讚揚他們遇事能當機立斷，不但即

時為民解困，更為同袍樹立了優良榜樣。

消防處自 2006/07 年以來，連續第

八年榮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同心

展關懷」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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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被評定在「同心展關懷」

的三大評審標準，包括關懷社區、關懷

員工及關懷環境均有佳績。

社聯於2002年起推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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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建

設共融社會。

我於去年10月 28日至12月 20日參加了警察

學院舉辦的「標準偵緝訓練課程」，學習過程充滿

挑戰性，令我感受深刻，亦獲益良多。  

該課程是每位警員在調任刑事偵緝工作前的重

要考驗，他們必須完成課程才能擔當上述職務。按

照傳統，警察學院會邀請其他紀律部隊人員參加這

課程，讓他們了解刑事偵緝工作的特點，冀能在日

後的工作領域中應用，加強執法能力。

在這八個星期，我接觸到消防工作以外的範

疇。為了使知識傳授達到最佳效果，課程以導師與

學員雙向互動討論的模式進行，透過模擬個案及案

例分享，從而達到「學以致用、教學相長」的目標。

導師強調處理案件時要有同理心，刑事案件往

往牽涉到受害人，任何調查工作都應以協助受害人

為先，切勿將案件當作沒有生命的「檔案」處理。

導師的一番話，相信很容易引起同事共鳴，因為消

防處的救援及滅火工作，同樣是以人為出發點，同

事都本著同理心來實踐保障市民安全的使命。

我在這個課程的另一項收獲，就是認識到不同

警區的警務人員，透過課堂及課餘的溝通，加深對

彼此工作的認識，令我更深入了解警務工作之餘，

亦讓警務人員明白消防工作的專業性。我更糾正了

他們對消防工作的一些常見誤解，達到互相交流的

目的，這對我個人及部門都有莫大裨益。

牌照及審批總區危險品課

高級消防隊長  王耀文

消防處人員聯同消防安全大使

分別於去年 12 月 16 日及 19 日在

大角咀及粉嶺進行消防安全宣傳，

提醒市民及各商戶在節日期間應特

別注意消防安全。消防流動宣傳車

在活動中開放供市民參觀。

FSD officers and District Fire 

Safety Ambassadors carried out fire 

safety publicity activities in Tai Kok 

Tsui and Fanling on December 

16 and 19 last year respectively to 

remind the public and occupiers 

of the commercial premises to take extra fire 

safety precautions during the festive season. 

The Mobile Publicity Unit was open for the 

public to visit.

‧高級消防區長（危險品課）廖卓凡（左）頒授修業証書
予高級消防隊長王耀文

消防安全宣傳活動

救護總長嘉許狀

頒授典禮

參加警察學院
「標準偵緝訓練課程」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感 想

消消消消消消消消防防防防防防防防設設設設設設設設備備備備備備備備須須須須須須須須年年年年年年年年檢檢檢檢檢檢檢檢

‧救護總長楊世謙（左三）及副救護總長沈國良（右三）頒授嘉許狀予救護總隊目王錦輝（右二）、救
護員戴偉文（右一）及救護員陳卓彥（左二）。左一為在香港仔海濱花園籃球場獲救護員陳卓彥拯救的
陳昭球先生

‧香港保險業聯會代表出席有關消防設備的講座

為提醒市民替其居住樓宇的消

防裝置或設備進行周年檢查，並加强

宣傳上述工作，消防設備專責隊伍

（專責隊伍）在去年 12 月為香港保險

業聯會（聯會）舉辦講座，講解有關

樓宇消防裝置或設備的條例，以及進

行樓宇消防裝置或設備周年檢查的流

程。

是次講座共有 30 多名保險業界

管理人員出席。透過講座，業界人

士可以進一步了解市民作為消防裝置

或設備擁有人的責任，以及註冊承辦

商和消防處在樓宇消防裝置或設備周

年檢查中擔當的角色。聯會的人員更

在講座後邀請專責隊伍的同事提供資

料，供他們作內部訓練教材之用。

同時，專責隊伍亦希望透過業界人士

向其客戶發放單張，宣傳樓宇消防裝

置或設備周年檢查的重要性。

為加强宣傳效果，專責隊伍亦

印製了一款海報，提醒市民替其居

住樓宇的消防裝置或設備進行周年檢

查。該海報不但會張貼於各消防局及

救護站當眼處，專責隊伍的同事亦會

在平日巡查時派發給各大廈管理處，

確保市民了解其責任，以及消防裝置

或設備周年檢查對其生命財產保障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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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輪椅劍擊格蘭披治賽
由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

會主辦的「IWAS 香港輪椅劍擊格蘭披治賽

2013 —— 香港站」，已於去年 12 月 17 至 21

日於馬鞍山體育館舉行。是次比賽為期五日，

屬世界級賽事，共有 18 個國家及地區派出超

過 170 名選手及隨隊職員參加。 本處義工隊應

邀派出超過 110 名義工，提供場地設置、搬運

運動員工具及比賽設施等多項服務，以及其他

後勤支援和協助將特製的輪椅安裝在比賽台上

等工作。義工們需於比賽前出席大會提供的相

關訓練。 

我有幸能参與是次活動，由於比賽需要大量

義工，部份日子曾出現義工不足情況，幸有數十

位同事在休班時鼎力幫忙，其中亦有不少文職同

事，充分反映部門的團隊精神。希望大家繼續踴

躍參與義工服務，為更多有需要的團體及人士提

供協助。同事們請不要再猶疑，盡快登入消防義

工隊網站 www.hkfsdvt.org.hk 下載申請表格，加

入我們的大家庭吧！

消防義工隊第六組組員  林位其

體育快訊體育快訊 手機看相
Shoot and view 
the photos

為照顧文職同事的需要，部門一年一

度的越野賽特設文職組別，務求「軍」、「文」

同樂。行政主任作為文職人員一分子，有這

大好機會，又豈可錯過？當然鼎力支持，

踴躍參加。

是次越野賽採用一條跟往年不同的全新

路線，為了認真應對，我做足準備工夫，

事前組織試跑活動，順道攜犬試跑（見圖），

一同遊山玩水。

比賽當日天公造美，朗日清風，緩步

快跑兩皆宜。參賽、觀賽的都一早到場，

閒談、熱身之餘，搔首弄姿，拍照留念，

例不可少，要趁青春留倩影嘛！

處長一聲令下，眾跑手爭相突圍，踏

上征途。沿途風光宜人，正值秋去冬來，

紅葉夾道；健兒們無論誓要衝刺爭勝、或旨

在輕舒腳頭，沿途都有美景相伴，豈不快

哉！

賽後移師就近的保良局大棠渡假村舉行

頒獎儀式，無論有否參賽或獲獎，大伙兒都

一擁而上，向獲獎同事道賀之餘亦爭相以不

同組合拍照留念，共享獲獎的喜悅。熱鬧過

後，轆轆飢腸極待撫慰，幸好燒烤美食早已

在旁恭候。同事及家人大快朵頤之餘，談天

說地，共享歡聚一刻，好不愜意。

話說回頭，是次參賽的文職同事中亦有

人取得佳績，其中項目聯絡主任林錫均奪得

文職組別的男子組季軍，而行政主任（委任）

張藹雯則贏得女子組季軍。

期望下年有緣在賽道上及燒烤爐旁見到

你！

總行政主任（總部事務）  劉榮卓 

‧ 消防處義工隊人員協助IWAS香港輪椅劍擊格蘭披治賽
Members of F.S. Volunteer Team provide volunteer service at the IWAS Wheelchair Fencing Grand Prix 

義工隊 參與

週年越野賽
2013/14 年度的越野賽已於去年

12月7日於大欖郊野公園順利舉行。是

次比賽採用一條新的賽道，各組參賽健

兒共四百多人，反應非常熱烈。總部總

區、救護總區及新界總區分別奪得總區

隊際賽的冠、亞及季軍。頒獎儀式同日

在保良局大棠渡假村舉行，之後並舉辦

燒烤大會，各屬員及家屬一同度過了一

個輕鬆愉快的周末。

總區際網球錦標賽
總區際網球錦標賽 2013/2014 決

賽於去年 12 月 12 日假紀律部隊人員體

育及康樂會網球場順利舉行，由署理副

處長李建日擔任主禮嘉賓，並頒發獎項

予各得獎隊伍及運動員。最後新界總區

奪得冠軍，總部總區獲得亞軍，港島總

區獲得季軍，而消防安全 /牌照及審批

總區則奪得殿軍。

維特健靈慈善單車馬拉松
消防單車會於 1 月 12 日參加在

中環舉行的維特健靈慈善單車馬拉松

2014，共有 18 名同事參加，本處健兒

分別在紀律部隊盃贏得冠軍，團體計時

賽中奪得第七名，以及精英組分齡組中

獲得第四名，成績斐然。

獨 眾 軍 文樂 樂 同 樂、 、 、

‧文職同事參加越野賽（右起）：劉榮卓、林錫均和張藹雯 
Civilian staff join Cross Country Run (from right): Mr Moses Lau, Mr Addison Lam and Ms Cheung 
Oi-man 

‧2013/14年度越野賽
2013/14 Cross Country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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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 Chan Chor-kam in his Lunar New 

Year message thanks all members of FSD for 

striving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and quality 

emergency services to the public over the years. 

He wishes everyone in the department a joyful  

and prosperous Year of the Horse. 

The Under Secretary for Security, Mr Lee Ka-

chiu, inspected the 165th passing-out parade for 

16 station officers, three ambulance officers, 18 

the parade, Mr Lee said that the FSD had, for the 

seventh time in a row, won the gold prize for the 

Best Public Image Award in the Civil Service 

showed that the FSD’s services had been widely 

recognised by the community. He encouraged the 

commitment to serve the community.

The parade was followed by a demonstration 

of fire-fighting and rescue techniques by the 

graduates.

編輯委員會　主席：梁偉雄　　委員：李旭綉、許冠恒、陳威南、潘頌華、陳慧燕

香港消防基督徒團契每年都會舉辦

「感恩聚會」，去年12月 14日在彩坪浸

信會以「愛．凝聚」為主題，邀請在消

防處一起工作的同事出席聚會。不論是

軍裝或文職，是否基督徒，只要是同一

屋簷（消防處）下，有感恩之心，便歡

迎到來一起度過歡樂愉快的兩小時聚會。

當天參與的同事，也放下平日繁忙

工作中的嚴肅面貌，以輕鬆的心情，一

起領受神給予我們的恩典。

事實上，我們應當感恩，因我們有

能力在消防處不同崗位上為市民服務，

這不單是在前線從事滅火救援工作的同

事，亦包括幕後一班有智有謀的文職同

事。就如聖經馬太福音第五章：「你們

是世上的鹽，你們是世上的光。」這是

叫我們發揮自己的能力，去幫助別人，

照亮別人。如果鹽沒有鹹味，即代表它

不是鹽，因為已喪失了鹽應有的作用。

我們在消防處工作，如果不以幫助別人

為己任，那也同樣地喪失了作為消防處

一份子的作用。

我們應當感恩，神安排我們這群懷

著相同信念的人，為了幫助社會大眾，

加入「消防」這大家庭，在不同崗位上，

發揮神賦予我們的能力去幫助他們。希

望「愛．凝聚」不只是一次的聚會，而

是切切實實的力量凝聚，透過互相認識

和分享，達到互相鼓勵和支持的目的。

香港消防基督徒團契 胡麗芳

‧香港消防基督徒團契感恩聚會───「愛 ‧凝聚」
“United in Love” — a gathering of Hong Kong Fire Services Christian Fellowship

失物啟事
一月十日零晨，本人在救護站侯

命期間遺失手提電話，如有拾獲，

請交回總務組，不勝感激！

救護員張小明

3.
ＸＸ事故報告

⋯⋯高隊目命令其他隊員徹退，

並將不省人士的傷者抬離現場。

4. 以下是新聞提要：黃議

員同意政府應按步就班推出紓緩通

賬的措施，但前題是確保公共財政

穩健⋯⋯甲黨主席林大文承認甲

乙兩黨立場迴異，但有信心刻服困

難，化解分歧⋯⋯

通告
⋯⋯籍此提醒「ＸＸ預防計畫」

的參加者，務須於三月一日前經

互聯綱辨理登記手續。妨患未燃，

立即行動！

別字 逐個捉
別字就是因字形相似或讀音相同 / 相近而寫錯的字。以下四段文字均有別

字，你能夠找出來嗎？

捉

中國語文網站介紹
中國語文教育學生自學網
http://resources.edb.gov.hk/~chinese_studentzone/cle/landingPage.php
網站由教育局管理，提供許多免費的中國語文學習資源，並將這些資源分為
「閱讀」、「寫作」、「聆聽」、「說話」、「文學」、「中華文化」及「語文學習基
礎知識」六大類，方便大家有系統地學習各種中國語文相關知識。其中「語文
學習基礎知識」的部分提供多個有關錯別字的網上遊戲超連結，讓大家寓學習
於娛樂。

本專欄由今期起推出「中文急救箱」環節，與大家探討一些中文應用上常犯

的錯誤，今期會談及常見的別字。

答案
1. 

解 說
零晨 凌晨 「凌」可解作逼近，「凌晨」即接近早上之意。
侯命 候命 「侯」是古代爵位，也是姓氏；「候」則有等待之意。

2. 
解 說

籍此 藉此 「籍」從竹部，指文獻、書籍、戶口冊等；「藉」從艸部，指憑借和依靠等。

計畫 計劃
「畫」和「劃」均可解作「打算、安排」，但由於約定俗成，現在「計劃」、「籌
劃」等詞多用從「刀」的「劃」。

互聯綱 互聯網 「網」指網絡，一個互相連繫的系統；「綱」指事物的主要部分或秩序法紀。
辨理 辦理 「辨」中間從「刀」，有分辨之意；「辦」中間從「力」，有做、處理之意。

妨患未燃 防患未然
「妨」解作損害或阻礙；「防」則解作戒備，「未然」指還沒成為事實，「防
患未然」指在災害未發生之前就加以防備。

3. 
解 說

徹退 撤退 「徹」是通、透之意，如「透徹」、「徹夜」；「撤」從手部，解作退去、收回等。

不省人士 不省人事
「人士」是社會上一般人的統稱，「人事」可解作人的作為或世間的事，「不
省人事」即因昏迷而失去知覺。

4. 
解 說

按步就班 按部就班
「按部就班」原指巡查所轄的部屬，歸入所屬的班列；後引申指寫作時依照
文義安排章節，並將確切的詞句放在適當位置；亦可指依照一定的層次、
條理辦事。

通賬 通脹 「通脹」是「通貨膨脹」的縮略。「脹」指物體變大，如「腫脹」、「膨脹」。

前題 前提
「前提」指事物發生或發展的先決條件或事情的基本原則，把它理解為「先
前提出的條件」就不易弄錯。

迴異 迥異
「迥」音炯，指差別很大，例如「性格迥異」。「迴」音回，旋轉、環繞之意，
如「巡迴」、「迴轉」。

刻服 克服 「克」和「服」本身均有戰勝、制服之意。「刻」則解作雕刻、深刻或傷害。

參考資料
公務員事務局法定語文事務部《容易混淆字詞辨析》
（於政府內聯網法定語文事務部網站下載：https://oldintranet.csb.ccgo.hksarg/se/pages/nonreg）
台灣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及《成語典》
商務印書館《現代漢語詞典》、《商務成語大詞典》及《挑戰錯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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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署已於去年 12 月 30 日推出一套

全新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AQHI）發布系統。

新系統將取代現行的「空氣污染指數」，並能更

有效地提供空氣污染對健康影響的信息。

全新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是以四種空氣

污染物，包括臭氧、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和粒

子（可吸入懸浮粒子及微細懸浮粒子）的三小時

移動平均濃度所引起的累積健康風險作為計算基

礎。指數以 1-10 級及 10+ 級通報，並分為 5

個健康風險級別，即為低（1-3）、中（4-6）、高

（7）、甚高（8-10）和嚴重（10+）健康風險級別 

（見下圖）。

環境保護署在全港共設有 12 個一般監測站

監測空氣污染物。當公布錄得的「空氣質素健康

指數」為甚高（8-10）或嚴重（10+）時，單位主

管可在環境保護署網頁內檢視和自己區域相關的

一般監測站錄得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以便

準確評估風險。同事亦可參閱上載於內聯網職業

安全健康分組 —— 「其他參考刊物」網頁內由勞

工處編制的「風險評估核對表」，並採取適當的

預防措施保障屬員健康。

職業安全健康分組

健康風險級別 低 中 高 甚高 嚴重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0+

健 康 指 數質素空氣

中 文 急 救 箱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