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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於 4 月 4 日出席消防訓練學校結業會

操，主持19名消防隊長、57名消防員及47名救護員的結業典禮。

林鄭月娥在致辭時讚揚消防及救護人員不分晝夜服務市民大

眾，無懼艱辛挑戰。

她說：「為了使消防及救護人員的專業技能與時並進，為他

們提供高水準的專業訓練亦十分重要。」她理解由於空間所限，

目前的兩所消防訓練院校已經無法容納更先進的滅火及

救援訓練設施。經過各相關部門的努力，消防處成功在

將軍澳百勝角覓得一幅 16 公頃的土地興建新消防訓練

學校。她說：「新校舍預計 2015年 10月竣工，我十分

期待能與大家一同見證這個現代化、高專業、高質素訓

練基地的落成。」

林鄭月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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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誠服務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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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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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消防局的開幕禮已於 4月 16 日順

利舉行，由處長陳楚鑫、副處長黎文軒、

消防總長（九龍）吳偉強及建築署署長梁冠

基聯合主持。

「啟德發展計劃」於 2007 年啟動，當

中包括興建郵輪碼頭、啟德體育城、都會公

園、酒店、住宅、商業及娛樂等核心建築

項目。為配合區內商住項目發展，消防處設

置消防及救護設施，以確保能提供足夠的緊

急服務。其中，啟德消防局於 2011 年 7 月

開始動工興建，並於2013年7月投入服務。

處長陳楚鑫在開幕典禮上表示：「由於

啟德發展區的位置適中，消防處於啟德消

防局設置坍塌搜救裝備倉，可將生命探

測儀器及重型爆破工具等重型器材更快捷

地運送往事發地點，盡快進行坍塌搜救工

作，大大加強事故處理的策略性部署及應

變能力。」

啟德消防局不但設計新穎，而且加入

多項環保元素，力求達到善用資源，保護

環境。新局致力採用節能措施，電力和照

明裝置以及升降機等，均符合香港建築物

能源效益的要求。消防局外牆採用節能玻

璃窗及遮擋陽光系統，並採用垂直綠化及天

台綠化，更引入太陽能熱水系統、太陽能光

伏板，以及雨水循環使用系統等。這些先

進及環保設計，獲得香港綠色建築議會頒發

「綠建環評新建建築」鉑金認證。消防局的

設計亦獲建築署頒發2013年特別建築獎。

處長表示建築署在這項目投放了不少資

源，對此致以衷心謝意。

他說：「消防處會一如既往，投放適當

資源，積極配合社區發展的需要，盡力保障

市民的生命財產，為持續發展的香港締造更

安全的環境。」

4 月 16 日是啟德消防局仝人翹首期盼的大日子，

作為消防處屬員，有機會參與這間新局的開幕盛事，實

在與有榮焉。

能在「新局」開始投入服務的階段提供協助，對我

而言是很寶貴的經驗。自去年 7月 29 日被派往這間剛

落成的消防局，直到順利見證她的開幕，我深切體會到

全局成員上下一心，勇於承擔的團隊精神。我身為其中

一員，感到十分自豪；而可以和同事們一起見證設計新

穎的新局開幕，心裡也有一份成就感。

當日開幕過程順利，除本局人員努力外，實有賴

一眾休班同事的協助，令每個崗位都有足夠人手，使整

個儀式得以暢順完成。

部門未來將有多項發展，亦同樣需要各同事的投入

和參與，希望大家繼續携手努力，讓部門持續為市民提

供更優質的服務。

啟德消防局消防員 王華彬

員工感想

‧處長陳楚鑫（左二）、副處長黎文軒（右一）、消防總長（九龍）吳偉強（左一）及建築署署長梁
冠基（右二）主持啟德消防局開幕典禮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消防訓練學校檢閱一批結業學員

‧啟德消防局於2013年 7月投入服務，進一步提升區內的救援行動效率 ‧啟德消防局裝設光伏系統，提供環保的可再生能源

政務司司長 消防處結業會操主持

開幕禮啟 德 消 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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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名消防處人員 表現專業獲 嘉 許

「領導經驗分享系列」講座

在 4 月 4 日於消防處長官會會所舉行的嘉許典禮上，

共有 55 名人員因表現專業獲嘉許，其中三名人員獲頒處長

嘉許狀，20 名人員獲頒消防總長嘉許狀，一名人員獲頒救

護總長嘉許狀，其餘 31 名人員獲頒優良表現紀錄，以表揚

他們在工作上表現專業，克盡厥職。

在 2013 年 12 月 3 日於高街發生的一宗涉及精神病人

的緊急救護服務中，救護隊目楊子聰、救護員楊世傑及救

護員李煒浩在危險的情況下表現出色，獲頒發處長嘉許狀。

在去年 12 月 29 日於北角英皇道五洲大廈發生的三級

火警中，救援人員表現積極主動，共有 14 人獲頒發消防總

長嘉許狀，包括一名高級消防隊長、三名消防總隊目、一

名消防隊目及九名消防員。此名，一名救護總隊目在當日

危險的情況下成功拯救三名危急傷者，獲頒發救護總長嘉許

狀。另有19名屬員在事件中表現可嘉，獲頒優良表現紀錄，

包括一名高級消防隊長、兩名消防總隊目、一名消防隊目、

12名消防員及三名救護員。

另外，18 名人員在去年 5月 2日積極參與撲救大澳吉

慶街發生的三級火警，因表現出色獲表揚，其中六人獲頒

總長嘉許狀，包括一名高級消防隊長、一名消防總隊目、

兩名消防隊目及兩名消防員。其餘12人獲頒優良表現紀錄，

包括一名高級消防隊長、一名消防總隊目、一名消防隊目

及九名消防員。
‧首長級人員與獲頒授嘉許狀及優良表現紀錄的同事合照 

消防事務長期服務獎章及勳扣頒授典禮於 4月 4 日在消防處長官會會

所舉行，由處長陳楚鑫主持。本年度共有366名同事獲獎，獎項包括18 年、

25 年、30 年及 33 年長期服務獎章及勳扣，以表揚他們多年來在消防處所

作的貢獻。

「招聘、訓練及考試組」分別於 3 月 26

日及 4 月 17 日為部門中高級管理人員舉辦

「領導經驗分享系列」講座，先後邀請了醫院

管理局（醫管局）前主席胡定旭以及曾任行政

長官辦公室主任及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現

任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教授擔

任演講嘉賓。

胡先生在 3月 26日的講座中分享了他出

任醫管局主席的工作經驗，以及如何帶領醫

管局闖過重重困難和危機，包括沙士帶來的

衝擊；而梁卓偉教授在 4月 17 日的講座中則

分享他的領導信念和任職政府期間面對的種種

挑戰。

處長陳楚鑫、副處長黎文軒、首長級人

員及部門中高級管理人員等逾 140 人出席講

座。各同事在問答環節中踴躍提問，氣氛熱烈。

‧醫院管理局前主席胡定旭（左圖）及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右圖）分享領導經驗 
‧首長級人員與獲頒授長期服務獎章的同事合照 

消防處於5月15日推出「消防處流動應用

程式」（iOS 及 Android 系統）。市民可下載此

應用程式，隨時隨地獲取消防處最新資訊，包

括「最新消息 /活動」、「職位空缺」、「消防局

及救護站位置」、「AR互動教育坊」及「遊戲下

載」。進入應用程式的「AR互動教育坊」後，

市民只要利用智能電話或平板電腦的攝影機掃

描特定圖片（特定圖片已上載消防處網頁），螢

幕上便會出現相若或相關情景的動畫讓市民進

行簡單有趣的互動遊戲，從而獲取相關的消防

及救護知識。

「遊戲下載」設有名為《居安思危》及《臨

危不亂》兩個電子遊戲。前者以建立一座安全

大廈為目標，要求遊戲參加者化身大廈管理人

員，負責消除於大廈內的各種火警隱患及協助

救護員執行職務等。後者為一系列「迷你」遊

戲，每一個遊戲均包含一個防火或救護的相關

信息，讓市民在遊戲過程中，不斷增進消防及

救護知識。

同事們可在「App Store 」或「Google 

Play 」下載有關程式，或登入消防處網頁了解

有關詳情。
‧「消防處流動應用程式」讓市民獲取消防處最新資訊 

流動應用程式消防處消防處

頒 授 典 禮勳 扣
長 期 服 務 獎 章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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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總區短片及四格漫畫
創作比賽頒獎典禮

位於薄扶林及沙田消防局的體能復修中心

的裝修及配置工作已於去年完成，為屬員提供

復修訓練；而位於黃大仙消防局的體能復修中

心亦接近完工。

中心內的體能訓練設施包括多部不同種類

的帶氧運動器械，如跑步機、健身單車、登

山機及橢圓健身運轉機等，亦有功能性練習器

械及多部獨立式健身器械，還有踏板、平衡

球、藥球、彈力帶及按摩滾輪等，配合影音

系統及體能導師的專業指導，讓有關屬員得到

適切的復修訓練，確保屬員維持所需體能以執

行相關的救援任務。

駐守薄扶林和沙田消防局及救護站並對復

修訓練有興趣的屬員，已於去年在體能復修中

心接受體能訓練。「健康生活推廣小組」

與體能訓練組亦於去年5月、6月及12

月和本年1月在上述的兩個體能復修中

心為有興趣的屬員共開辦六次「體能鍛

鍊工作坊」。在黃大仙消防局體能復修

中心投入使用後，體能訓練組亦將陸續

安排相關的體能訓練及復修訓練。

高級消防隊長（體能訓練）　馮國熙

救護總區今年再次以「切勿濫用救護服務」為主

題舉辦全港中學短片創作比賽，及以「仗義出手　

性命得救」為主題舉辦全港小學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參賽學校超過50間，而參賽作品超過400份，反應

非常熱烈。最後，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及大角嘴天

主教小學分別獲得短片及四格漫畫創作比賽的冠軍。

頒獎典禮於3月 28日在九龍塘消防局暨救護站

演講廳舉行，由救護總長楊世謙擔任頒獎嘉賓。其

他出席嘉賓包括教師、得獎同學和家長等，場面熱

鬧。評審團成員副救護總長沈國良及電台節目主持

錢佩卿於頒獎禮中讚揚各得獎作品水平甚高，而且

充滿創意，並鼓勵各得獎者及其所屬學校繼續協助

宣揚慎用救護服務的訊息，把寶貴的救護資源留給

有需要的傷病者。

周年射擊大賽
本年度周年射擊大賽的頒獎禮已於2月

25 日在黃大仙消防局射擊場舉行，由消防

總長（新界）李亮明擔任頒獎嘉賓。十米氣

手槍總區隊際賽由九龍總區奪得冠軍，而

十米氣步槍總區隊際賽則由港島總區獲得冠

軍，最後由總部總區取得全場總冠軍。

香港公開室內賽艇錦標賽
暨慈善長途接力賽2014
消防處體育福利會划艇隊於

3月 16 日舉行之 2014 香港公開

室內賽艇錦標賽暨慈善長途接力

賽 2014 中，分別於「男子紀律

部隊隊際接力」及「男子賽艇 / 

獨木舟 / 龍舟會隊際接力」賽事

中勇奪冠軍及季軍，由副處長黎

文軒頒獎。划艇隊更成功衛冕全

場最高榮譽之「超級

會長盃」，成績斐然。

總區際排球比賽
本年度總區際排

球比賽於 3 月 17 日於銅鑼灣紀律部隊人員

體育及康樂會順利舉行，由消防總長（消防

安全）羅紹衡擔任主禮嘉賓。經過一輪激烈

的比賽後，由救護總區贏得冠軍，新界總區

和九龍總區分別贏得亞軍和季軍。

體育快訊體育快訊

部門安全與健康委員會舉辦的 2013/14 年度

職安健頒獎典禮，已於3月27日於九龍塘消防局

演講廳圓滿舉行。在各項獎項中，「職安健進步

獎」由消防港島總區和救護九龍東區奪得；而「最

佳職安健表現獎」則由消防港島總區及救護新界

南區奪得。「職安健常識問答比賽」的冠、亞及季

軍分別為消防港島總區、消防新界總區及消防安

全總區。此外，「職安健徵文比賽」的冠、亞及

季軍則由總部總區、救護總區及消防港島總區的

參賽者獲得。

在典禮中，消防總長（總部）兼部門安全與

健康委員會主席李建日表示，本處在 2013 年的

整體工傷個案有 179 宗，較 2012 年的 214 宗顯

著減少了 35 宗，減幅達 16.4%，2013 年的工傷

數字更是 10 年來最低，成績令人鼓舞。部門安

全與健康委員會將會繼續積極監察各單位實施安

全管理措施的情況，並與各級安全與健康委員會

緊密合作，一同為部門建立良好的職業安全文化。

‧處長陳楚鑫（前排右五）、副處長黎文軒（前排左五）及本處其他長官與職安健頒獎禮獲獎人員合照

手機看得獎作品
Shoot and view
the winning works

‧救護總長楊世謙（前排左三）、副救護總長沈國良（前排右三）與短片創作比賽的得
獎學生及評審團成員，包括電台節目主持錢佩卿（前排左二），合照

‧沙田消防局內的體能復修中心 ‧消防處周年射擊大賽

薄扶林、沙田及黃大仙消防局

體能復修中心

2013 /14年度 職安健頒獎典禮

手機看相
Shoot and view 
the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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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銀樂隊的帶領下，消防處第 
37 屆陸運會於 2 月 8 日在灣仔運動
場掀開序幕，並在處長陳楚鑫主持的
100米比賽起步儀式後正式展開。

新界總區同事踴躍參加今屆運動
會，無論是運動員或啦啦隊的數目均
為歷屆之冠。在田徑場上，每一位運
動員都悉力以赴，每場比賽也牽動人
心；在看台上，各總區啦啦隊各出奇
謀。新界總區啦啦隊服裝更是鮮艷奪
目，隊員清一色的「馬仔」裝束襯以

多款的有趣氣球，在啦啦隊的「打氣」
和激勵人心的背景音樂下，健兒都如
駿馬般在運動場上奔馳。

觀眾當日猶如置身於嘉年華會，
熱烈的叫喊歡呼聲此起彼落，而總區
拔河比賽更將會場氣氛推至高峰，各
隊鬥得難分難解！運動會最後於黃昏
時在大家的打氣聲、歡呼聲中圓滿結
束。

沙田消防局 
消防隊目 陳子君
消防員 鄭良發

‧新界總區啦啦隊為陸運會健兒打氣 
The cheering team of NT Command in the F.S. Athletic Meet 

當披上制服時，我們在市民眼中是救火
救人的「硬漢子」；即使卸下「戎裝」，換上
便服，我們也貫徹助人精神，主動利用工餘
時間回饋社會，協助有需要的人。在3月23
日本港首辦的「香港街馬」活動中，消防處
義工隊一眾休班的消防及救護人員便協助大
會維持秩序、管制人流，令參與的市民能順
暢地完成活動。
「香港街馬」是於東九

龍區舉行的街頭跑步活動，
旨在推廣健康人生意念予廣
大市民。透過推動街頭馬拉
松，讓大家真正用雙腳走進
社區，共同付出努力和汗水
以實踐目標，向社區發放正
能量。

當日的活動，除了本地
健兒外，更有不少來自其他

國家的跑手參與，場面非常熱鬧。我們在維
持秩序期間也深深感受到那澎湃熾熱的激情。

就讓我們於閒暇時能繼續回饋社會，發
揮消防處義工隊積極助人的精神，相信不單
能燃點起他人希望，亦能豐富我們的人生，
你有興趣加入我們的義工團隊嗎？

消防處義工隊第一組隊員 李希達

‧消防處義工隊協助「香港街馬」活動
FSD Volunteer Team provides assistance to HK Streetathon

「秀才學伯是生員，好睡貪鼾只愛眠，淺陋荒疏無學術，龍鍾衰朽駐高年。」
這首詩名為《詠老儒》，作者刻意使用「秀才」和「學伯」、「好睡」和「貪鼾」等多組同義詞

和近義詞，實際上「秀才好睡，淺陋衰朽」八個字已足以表達完整意思。以文學創作而言，此詩
自是趣味十足，但我們日常撰文時，便應刪去旁枝末節，力求精練。你能找出以下句子重複累贅
之處嗎？

1. 不少市民在機場迎接香港奧運代表團凱旋歸來。
「凱」是軍隊獲勝所奏的樂曲，「凱旋」即奏着凱歌回來。在「凱旋」後加配「歸來」，顯
然語意重複。

2. 基金成立的目的，是為了向弱勢社群提供支援，成立至今，已有超過一萬人以上獲得援
助，當中約三成左右為少數族裔。此外，基金亦資助民間團體籌辦各類社區活動，對促進
社區發展的貢獻，獲各界一致公認。
「⋯的目的是⋯」和「⋯是為了⋯」兩種句式均用作闡述目的，擇一即可，例如改為「基
金成立的目的是向弱勢社群提供支援。」。此外，「超過⋯」與「⋯以上」、「約⋯」與「⋯
左右」意義相同，擇一即可，例如「已有超過一萬人獲得援助」、「當中約三成為少數族
裔」。「公認」指為大眾一致承認，因此無需另加「一致」。

3. 各國代表於會上討論國際間電子貿易的未來前景，在共同協商後簽訂合作協議。
「際」指彼此之間，「國際」即各國之間，因此可刪去「間」字。另外，「前景」即未來的
景況，此處的「未來」屬冗詞。「協商」本身已有共同商討之意，故可刪去「共同」而不減
原文的意思。

4. 本港近期發生多宗街頭騙案，受害人多以長者為主。
「以⋯為主」句式已足以傳意，應刪去「多」字，或改寫為「受害人多為長者」。
5. 有途人親眼目睹意外發生，因受驚過度需送院治療。
「目睹」即親眼看見，故可刪去「親眼」。
6. 專家指出，該裝置故障頻生的原因，是因為保養欠妥。
「⋯的原因，是 ... 」與「⋯是因為⋯」意思相同，可改寫為「該裝置故障頻生的原因是保
養欠妥」，或「該裝置故障頻生，是因為保養欠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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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病語》 （中華書局）
《語病會診》 （三聯書店）

推廣中文工作小組

語意  重複中 文 急救 箱

舉 辦職 業 講 座

配合施政綱領 為 少數族裔學生

香港有眾多少數族裔人士，他們的父、祖輩早
年已來港定居，在香港的發展歷史中擔當重要的角
色。多年來，少數族裔社群在這裏落地生根，融入
香港的大家庭，成為社會的一分子。

為配合行政長官在 2014 年施政報告中提出
的「扶助少數族群」新措施，幫助少數族裔人士順
利融入社會，本處「招聘、訓練及考試組」識別了
13 所大部分學生為非華語人士的學校，並在 2013
年 11 月至本年 5月期間在其中五所中學進行了五

場職業介紹講座。
講座除介紹本處各主要招聘職位的入職要求

及投考程序外，本處人員亦與少數族裔學生分享
消防工作的苦與樂。為讓他們進一步了解消防工
作，「招聘、訓練及考試組」更安排其中一所中學
的學生參觀柴灣消防局。

活動反應熱烈，每場講座都有超過 250 名學
生參加。同學們對消防員的工作時間及體能要求
特別感興趣。在問答環節，同學均踴躍發問，當

中更有不少是女同學。
雖然講座主要以英語進行，但有不

少出席的少數族裔同學能操流利粵語。令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就讀中三的少數族
裔男生，由於他對消防工作深感興趣，立
志要成為消防員，故特別取得校長批准，
參加為中四和中五級同學安排的講座，他
在講座上更積極發問，為在畢業後投考消
防員作好準備。從同學們踴躍的反應，相
信將有更多少數族裔畢業生投考本處的職
位。「招聘、訓練及考試組」會繼續聯絡
其餘有興趣的學校，為它們舉辦講座，全
力支援少數族裔學生。

高級消防隊長 楊啟宏

‧「招聘、訓練及考試組」在中學舉行講座，向少數族裔學生介紹
消防處工作
A career seminar held by the Recruitment, Training and Examination Group in 
a secondary school to introduce FSD’s work to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Kai Tak 
Fire Station was held on April 16.

The new station was put into operation 
in July 2013 to tie in with the commissioning 
of the cruise terminal at Kai Tak and the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developments in 

in the area.
Officiat ing at  the ceremony were 

Director Chan Chor-kam, Deputy Director 
Lai Man-hin, CFO(K) Ng Wai-keung and 
Director of Architectural Services, Mr Leung 
Koon-kee.

The new station has adopted various 
energy efficient features including a solar 
hot water system and a photovoltaic system. 
Rooftop greening and vertical greening are 

Director Chan thanked Architec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for their support on the 
project. 

The FSD Mobile Applicat ion was 
launched on May 15 to provide the public 
with access to the latest FSD information 
including “What’s  New and Events” ,  
“Vacancy” and “Locations of Fire Stations 
and Ambulance Depots” through their 
smartphones or tablets anytime and anywhere. 
“AR Interact ive Centre” and “Games 
Download” enhance the public’s knowledge 
of fire safety and ambulance aid. “Games 
Download” includes two mobile games, 
namely “Live Safe, be Watchful” and “Stay 
Calm and Coll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