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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消防處公眾聯絡小組第二次會議摘錄第十三屆消防處公眾聯絡小組第二次會議摘錄第十三屆消防處公眾聯絡小組第二次會議摘錄第十三屆消防處公眾聯絡小組第二次會議摘錄  

 

第十三屆消防處公眾聯絡小組第二次會議已在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在消防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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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屆消防處公眾聯絡小組第二次會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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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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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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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消防處表示，自上次會議至今，已邀請小組成員參加十月十四日在大嶼山

愉景灣舉行的愛護郊野暨防止山火日；部門稍後會邀請小組成員出席以下

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12.11.2006 大埔區防火嘉年華暨大埔消防局及救護站開放日  

19.11.2006 救護服務推廣日 2006 

19.11.2006 粉嶺消防局暨粉嶺救護站開放日  

10.12.2006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防火運動開幕典禮  

 

 有小組成員提議消防處安排在周末參觀機場消防局及搶救指揮室，以便進

一步了解機場消防局的運作。經討論後，消防處同意安排小組成員參觀機

場消防局，如果有餘下的名額，小組成員每人可攜同一位親友參加，但以

先到先得為準，小組秘書將會書面通知小組成員活動的詳情。此外，參觀

者須提供身份證明文件副本，以便申請臨時禁區通行證進入機場消防局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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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消防處表示，救護車調派分級制督導委員會會繼續研究有關方案。與會者

同意在下次會議刪除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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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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處表示，截至九月，部門在處理樓宇火警召喚及緊急救護服務召喚均

達到服務承諾。消防處會努力維持召達時間表現。與會者同意在下次會議

刪除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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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處至今共有 12 個地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 (會長會 )在下列分區

成立︰  

 

香港區：灣仔、離島及南區  

九龍區︰油尖旺、黃大仙、深水埗、觀塘及九龍城  

新界區︰沙田、北區、荃灣及葵青。  

 

 此外，大埔區及香港東區將在本年十二月成立會長會，而其他分區亦積極

計劃成立會長會。消防處期望在會長會的推動和襄助下，將會更有效地利

用社會資源，在各區推廣消防安全大使計劃。  

 

6.2 一小組成員查問消防處何時會實行新的消防安全大使獎勵計劃。消防處表

示，獎勵計劃已實行一段時間，部門在檢討及修訂獎勵積分後，已制訂新

的獎勵計劃。根據新的積分計算方法，消防安全大使可更容易獲得金獎或

銀獎。新計劃一經落實，消防處會立即通過宣傳單張、消防安全大使網頁

及消防安全大使通訊公布。  

 

6.3 此外，就該小組成員曾以電郵詢問有關九龍城消防安全大使管理委員會選

舉的事宜，消防處表示，鑑於成立才一年的委員會的運作剛上軌道，因此

經商討後，部門邀請其委員留任一年，確保委員會運作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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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小組成員提出最近有報章報道「救護員出現逃亡潮」，原因是士氣低

落及前景暗淡，這情況不但浪費培訓資源，更影響救護服務質素。他希望

消防處提供過去兩年救護員和消防員的流失和空缺數字，以及招聘情況。

消防處表示，屬員流失的原因包括自然流失（例如退休和因病提早退休）、

辭職或轉職等。過去兩年的相關數字如下： - 

 

消防員消防員消防員消防員 (人人人人 ) 救護員救護員救護員救護員 (人人人人 ) 

 

04/05 年  05/06 年  04/05 年  05/06 年  

自然流失人數 (整個職系計 )  104 36 45 91 

辭職人數  3 3 2 2 

截至 17.10.2006 的空缺數目  4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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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處表示，部門的軍裝編制達數千人，因此消防員及救護員職系各有四

十多個職位空缺實屬正常。流失的屬員大部分是退休人員，雖然政府凍結

招聘公務員，但部門會向政府提出特別申請，公開招聘人手以填補空缺。

而部門公開招聘的情況亦非常理想，在 2004-05 年度的公開招聘活動中，

分別有 3968 及 2217 名人士投考救護員及消防員職位，而在 2005-06 年度

的公開招聘活動中，亦分別有 3157 及 1278 名人士投考救護員及消防員職

位。消防處向與會者解釋，由於救護員不用通過視力測驗，因此投考救護

員的人數一向較消防員為多。  

 

7.2 該小組成員於會議中詢問，消防處會否反駁報章的不正確報道。消防處表

示，若報章在非常重要的事情作出不正確的報道，部門會作出澄清，但時

下大部分報章報道經常包括報社的主觀意見，而且報章一般亦不會刊登部

門所作的澄清，因此許多不正確的報章報道亦難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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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小組成員表示，曾就三宗不同的交通意外致電 999。警方會先詢問該成

員關於意外的詳情，才轉駁電話至消防通訊中心作救護召喚。該成員希望

了解這是否正確的程序。消防處回應，「警察控制及指揮中心」的「 999」

電台接獲求助報案後，警察指揮中心人員會初步查問召喚者的來電目的和

事件性質。在確認事件涉及救護服務後，便會立刻將求助電話轉駁往「消

防處通訊中心」的「救護車」電台，警察指揮中心人員會從旁監聽。由於

「警察控制及指揮中心」有責任及權力，去查證報案人所述事故的真偽及

性質，以杜絕惡意虛報或避免其他不必要的誤會，警察指揮中心人員向報

案人的查問是可理解的。該成員表示，警方的「 999」電台人員會詢問現

場有沒有傷者，若是沒有傷者，便不會把電話轉駁至消防處，但是一般市

民沒有能力判斷是否有傷者。消防處回應，由於每天均發生多宗交通意

外，而沒有傷者的個案無須由救護員處理，因此警方不會把這些召喚轉駁

至消防處通訊中心。如該成員認為警方的工作有不妥善之處，可向警方詢

問或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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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的兩個宣傳主題是「切勿濫用救護服務」和「讓

路予救護車   給生命一線生機」，希望透過宣傳片提高市民善用救護服務

和讓路予緊急服務車輛的意識。一小組成員表示，現時欠缺讓路予緊急車

輛的實際指引，令駕駛人士可能因讓路而違犯交通條例。消防處表示緊急

車輛有出勤記錄，若有駕駛人士因讓路予救護車或消防車而違規和被罰，

相信法庭會酌情考慮當時的情況，而在有需要時部門亦可為有關人士提供

協助。  

 

 

10.  消防流動宣傳車消防流動宣傳車消防流動宣傳車消防流動宣傳車  

 

10.1 消防處告知與會者，部門在香港盲人輔導會的協助下，製作了一本凸字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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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宣傳小冊子，擺放在香港盲人輔導會和本處的社區關係組供市民索取。

此外，香港盲人輔導會計劃把消防處的「火警時應採取的行動」及「家居

防火安全守則」視像光碟製作成為聲音光碟，加強向視障人士宣傳防火知

識。  

 

 

11.  對消防處的對消防處的對消防處的對消防處的投訴事宜投訴事宜投訴事宜投訴事宜  

 

11.1 已在上次會議中報告完畢，與會者同意在下次會議刪除此事項。  

 

 

12. 消防處網站消防處網站消防處網站消防處網站  

 

12.1 消防處最近已把內部刊物「精英通訊」上載至處方的網站內，以便公眾能

加深對消防處的認識。與會者同意在下次會議刪除此事項。  

 

 

13. 先遣急救員先遣急救員先遣急救員先遣急救員  

 

13.1 已在上次會議中報告完畢，與會者同意在下次會議刪除此事項。  

 

 

14.  消防處西九龍消防處西九龍消防處西九龍消防處西九龍拯拯拯拯救救救救訓練中心訓練中心訓練中心訓練中心  

 

14.1 消防處告知與會者，消防處西九龍拯救訓練中心已落成，但尚未正式使

用。部門現正訓練中心的導師，預計下月起行動組人員可輪流到中心受

訓。消防處續向與會者介紹中心內的訓練設施，包括模擬隧道、操練煙帽

的迷宮及真火訓練的模擬室。  

 

14.2 一小組成員所訓練中心在晚上仍然亮着燈。消防處表示，西九龍拯救訓練

中心的辦公時間由上午八時半至下午五時，除了個別逾時工作的同事的辦

公室在辦公時間後仍會亮燈外，中心內其他地方均會關燈。但民眾安全服

務隊很多時會在晚上進行集訓，因此民安隊的總部大廈及操場在晚上仍會

亮燈。消防處補充，在中心正式由建築署移交消防處之前，建築署亦曾在

夜間試燈，這是一般新樓宇落成的正常檢查。  

 

 

15. 消防人員的頭盔消防人員的頭盔消防人員的頭盔消防人員的頭盔  

 

15.1 已在上次會議中報告完畢，與會者同意在下次會議刪除此事項。  

 

 

16. 救生氣墊救生氣墊救生氣墊救生氣墊  

 

16.1 已在上次會議中報告完畢，與會者同意在下次會議刪除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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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紀律處分紀律處分紀律處分紀律處分  

 

17.1 有小組成員曾以傳真表示，根據本年十月二日東方日報的報道，共有 9 名

消防人員於二零零六年一月至八月期間被警方拘捕。該成員希望消防處提

供有關資料，並介紹處理被捕消防員的程序及為這些被捕人員提供的輔

導。消防處回應，屬員如因刑事罪行被定罪，處方會按照香港法例第 95

章《消防條例》處理。部門作出內部處分時會考慮多項因素，例如罪行的

嚴重性及屬員過往的犯罪記錄等。部門亦會給予屬員陳述和悔改的機會，

而屬員的上司須監察其表現和給予適當的勸喻。消防處並向與會者簡述上

述 9 名被警方拘捕的屬員所犯的刑事罪行及部門所作的處分。  

 

 

18. 本年六月十九日在伊利沙伯醫院出現救護車擠迫情況本年六月十九日在伊利沙伯醫院出現救護車擠迫情況本年六月十九日在伊利沙伯醫院出現救護車擠迫情況本年六月十九日在伊利沙伯醫院出現救護車擠迫情況  

 

18.1 消防處已經和醫管局商討，並重新釐定伊利沙伯醫院及明愛醫院的分區界

線，情況令人滿意。消防處與醫管局將繼續檢討其它醫院的分區界線。就

一小組成員詢問有關濫用救護車作免費運輸用途及處理家庭暴力案件是

否屬虛報罪行，消防處表示曾徵詢律政司的意見。律政司指香港法例第 95

章《消防條例》第 28條「虛假火警警報」的涵蓋範圍，是包括發出明知是

虛假的「要求處理涉及生命危險情況」的救護車召喚，惟案件必須證明：

(一 )發出召喚的人明知他所提供的資料是虛假的； (二 )有關的召喚必須是

涉及生命危險的召喚。如有關人士抗辯他當時並不知道有關資料是虛假

的，或有關的召喚並沒有提及有生命危險，則難以援引《消防條例》第 28

條作出起訴。該成員表示，曾有家庭糾紛事件，事件中有人虛報對方精神

失常而要求警方召喚救護車把對方送院。消防處表示，警方在處理家庭糾

紛個案時，會分隔爭拗的雙方作調停，若有人情緒顯得激動，警方可能要

求救護員把有關人士送院，但救護員不會主動把任何人士送院處理。根據

律政司的意見，該小組成員所援引的例子並不屬虛報罪行。消防處強調救

護員的工作並非排解及調查家庭糾紛，而是配合警方的工作。  

 

 

19. 第三代調派系統第三代調派系統第三代調派系統第三代調派系統  

 

19.1 已在上次會議中報告完畢，與會者同意在下次會議刪除此事項。  

 

 

20. 消防處年報消防處年報消防處年報消防處年報  

 

20.1 消防處以往每兩年製作一本年報，由本年開始，將會每年製作一本。與會

者同意在下次會議刪除此事項。  

 

 

21. 旺角救護站旺角救護站旺角救護站旺角救護站  

 

21.1 消防處告知與會者，新落成的旺角救護站，尚有小量修葺工程在進行中，

故仍未訂下開幕典禮的日期。消防處補充，使用新落成但仍正進行小量修

葺工程的大廈是部門的一貫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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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議事項新議事項新議事項新議事項  

 

22. 颱風颱風颱風颱風期間期間期間期間的救援行動的救援行動的救援行動的救援行動  

 

22.1  一小組成員提出在本年五月初，有泳客在懸掛三號風球期間在石澳海灘游

泳，而當時泳灘已懸掛了紅旗，救生員在瞭望台作出廣播，呼籲這名男子

返回岸上。該名男子其後飄流到懸崖並及時爬到崖邊石壆上。消防員及救

護員到場後，因海面風浪太大，花了很長時間才成功救回這名男子。這次

意外雖無人受傷，但卻浪費拯救人員的資源以及危害消防員的生命安全。

該成員認為懸掛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時，市民應留在住所內；泳灘懸

掛紅旗時則不應下水。他希望了解如在上述風球懸掛期間，市民堅持到沙

灘游泳，消防處可否提出檢控，或向這些市民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消防

處感謝小組成員的意見，並表示政府沒有禁止市民在颱風懸掛期間外出或

到泳灘游泳的法例，因此部門也不會作出檢控，只能勸喻市民珍惜自己的

生命。有小組成員建議部門可以考慮在泳灘派發宣傳單張，以及向是次獲

救的男子發出警告信。消防處表示，派發傳單的實際效用不大，但部門會

考慮加強有關宣傳。  

 

 

23. 政府電話簿政府電話簿政府電話簿政府電話簿  

 

23.1 另一小組成員指出，政府網站內「政府及有關機構電話簿」其中部分資料

有誤，例如藍田消防局的電話號碼  2772 錯寫為  2722。消防處向各人表

示抱歉，並感謝該成員的提點。部門已即時修改有關錯誤。  

 

 

24. 白田邨火警事件白田邨火警事件白田邨火警事件白田邨火警事件  

 

24.1 一小組成員詢問關於白田邨火警事件的調查進展。消防處表示，在白田邨

火警中未能即時發現傷者，確實有不足之處，相信政府稍後會就此事件召

開死因研究庭，而部門亦正擬備內部調查報告，因此詳情不便透露。此外，

消防處在此事後已實行在火場重複搜索的措施，即在首輪現場搜索後，由

其他未曾進場搜索的消防人員進行第二輪搜索，確保現場所有人士獲得適

當照顧。消防處亦已檢討搜索及救援行動的行動指引，並特別加強有關訓

練，以免日後發生同類事故。  

 

 

25. 救護車轉院服務救護車轉院服務救護車轉院服務救護車轉院服務  

 

25.1  有小組成員詢問，將救護總區「第二優先急切召喚」交由醫療輔助隊負責

的進展。此外，倘若有關計劃落實執行，消防處會否因救護車須處理的召

喚數字下降而減少招聘救護員。該成員亦希望了解過去一年「第二優先」

召喚的數字。消防處表示，大部分救護召喚屬於緊急召喚，部門服務承諾

的召達時間是 12 分鐘；另外部門亦有少數處理轉院病人的急切召喚，病

人情況危急 (例如須盡快進行手術 )的屬「第一優先急切召喚」，負責處理

「第一優先急切召喚」的救護車會在 12 分鐘內到場，而其他沒有急切性

的轉院召喚，則屬「第二優先急切召喚」，消防處的救護車可以在 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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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到場。在較早前曾有建議把部分「第二優先急切召喚」交由醫療輔助隊

處理，但此建議至今仍未落實。當中須考慮的因素眾多，包括醫療輔助隊

的訓練和資源是否足夠應付「第二優先急切召喚」，以及醫管局的醫生如

何分辨將第二優先的急切召喚分別交予消防處或醫療輔助隊處理等。至於

有關過去一年「第二優先」召喚的數字，消防處表示， 2005 年度的數字

為 34,175 宗。  

 

 

26.  救護車引擎起火事件救護車引擎起火事件救護車引擎起火事件救護車引擎起火事件  

 

26.1 一會員以傳真詢問，有關本年九月二十一日在美孚新邨發生的事件的調查

報告及跟進行動。消防處回應，當日上午九時許，一輛救護車在美孚新邨

接載一名病人準備離開時，車頭冒烟起火。火勢即時被現場的先遣急救員

撲熄，無人受傷。車上的病人由另一輛救護車接載送院。該救護車事後被

拖至機電工程署修理。調查發現火警原因是該救護車的一條喉管鬆脫引

起。為防止同類事件再發生，機電工程署即時檢查同款的 41 部救護車，

雖然未發現有類似的鬆脫現象，但亦一律加裝固定器以加強保障。  

 

 

27. 「「「「葛量洪號滅火輪展出計劃葛量洪號滅火輪展出計劃葛量洪號滅火輪展出計劃葛量洪號滅火輪展出計劃」」」」  

 

27.1 一小組成員以傳真詢問有關葛量洪號滅火輪展出計劃的詳情及進度。消防

處表示，「葛量洪號」已由消防處移交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作展覽用途。

據了解，康文署現正進行展品修復、展覽設計和製作等工作。展出時間表

將視乎籌備工作進度而定。而市民在登船參觀「葛量洪號」前，可先到周

邊展覽廳觀賞展覽，展覽廳面積約 400 平方米，館內陳列相關展品和播放

多媒體節目，介紹香港的海上救援及消防船隊的歷史。康文署亦會安排導

賞員，為參觀者作現塲介紹。  

 

 

28. 「「「「生命之星生命之星生命之星生命之星」」」」標誌標誌標誌標誌  

 

28.1 有小組成員希望了解救護車車身上的新圖案。消防處表示，此標誌名為「生

命之星」，由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設計，是輔助醫療服務的專業

標誌。標誌的六個頂尖代表了輔助醫療的六個工作程序：發現、通知、應

對、治療、運送及移交。六角星裏的盤蛇節杖，則代表古希臘神話中的醫

藥神「亞斯古尼克」的法杖，其意義為治療和痊癒。凡是有關醫療的機構

或隊伍，都可以用盤蛇節杖作為標誌來顯示所提供的醫療服務。在救護車

上展示「生命之星」標誌代表消防處所提供的輔助醫療服務，不但已達到

國際級水平，更是專業及質素的保證。  

 

 

29. 鋼梯車駐局安排鋼梯車駐局安排鋼梯車駐局安排鋼梯車駐局安排  

 

29.1 一小組成員曾詢問青衣島有多個屋苑及油庫，但為何沒有鋼梯車駐守。消

防處表示，由於資源所限，部門只會每區派駐一部鋼梯車，而並非每間消

防局均有鋼梯車駐守。假如青衣島發生一級火警，消防處將會由荃灣消防

局調派鋼梯車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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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政府運輸工具政府運輸工具政府運輸工具政府運輸工具」」」」郵票郵票郵票郵票  

 

30.1 一小組成員指最近香港郵政署發行一套政府運輸工具郵票，首日封背後的

資料指消防處現有 15 部油壓升降台，但該成員從消防處的年報得知，部

門應有約 60 多部油壓升降台及 15 部後備油壓升降台，他希望了解是否郵

政署的資料出錯。消防處表示，郵政署的資料是指部門共有 15 部上述郵

票所顯示的型號的油壓升降台，而部門尚有其他型號的油壓升降台。  

 

30.2 另一小組成員表示有報章曾質疑政府，何以只印消防車郵票而沒有救護車

郵票。消防處回應，由於香港郵政署規定每個部門只可以印一款車輛，因

此部門只能挑選一部消防車。其中一位擔任香港郵政署聯絡小組成員的與

會者表示，郵政署設有遴選委員會，委員以遴選方式決定有關政府運輸工

具郵票的設計。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31.  第十四屆消防處公眾聯絡小組第十四屆消防處公眾聯絡小組第十四屆消防處公眾聯絡小組第十四屆消防處公眾聯絡小組  

 

31.1 消防處告知與會者，部門將於明年初接受市民申請加入第十四屆消防處公

眾聯絡小組。小組將由現任和新委任的成員組成，留任成員的席位不會超

過十五個，即是每個地區 (港島、九龍、新界 )不超過五個。在任成員於第

一年任期屆滿時，如獲消防處處長邀請，可申請延任一年，但任期不能超

過連續兩年。餘下的席位由新委任的成員填補，此安排可以引入更多新

人。如果申請人數超過懸空席位的數目，便會用抽籤方式選出成員。  

 

 

32.  議事完畢，會議於晚上八時三十分結束。  

 

 

 

 

 

消防處  

 

二零零七年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