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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

杜法祖 ）強烈熱帶風暴「苗柏」

襲港，天文台由前日下午發出今

年首個8號風球，持續長達11小

時至昨日清晨才取消，市民需如

常上班上學，惟在相關雨帶影響

下，本港普遍地區遭受狂風暴

雨，天文台需再發出近10小時的

紅雨及黃雨警告，多區出現水

浸、塌樹及山泥傾瀉，海陸空交

通大受影響。

紅黃雨10句鐘 港九大水浸
港島觀塘重災 多宗泥傾塌樹 洪水入屋困村民

颱風襲港期間，天水圍出現洪水湧入
村屋圍困村民，5名村民要由消防員

涉水疏散，港島大潭道則有大幅山泥塌下
要封路，另在上水古洞燕崗村有村民的西
瓜田被淹，損失逾30萬元，風暴期間共
有10人受傷求醫，隨着「苗柏」遠離本
港，未來兩三日天氣將逐漸好轉，惟仍會
間中有驟雨。
天文台在前日下午5時20分發出8號強

風信號後，熱帶風暴「苗柏」逐步逼近本
港，直至昨日凌晨4時40分才改掛3號強
風信號，顯示「苗柏」逐漸移近廣東內
陸，但受其相關雨帶影響，本港多區下起
傾盆大雨。天文台除在凌晨2時50分發出
黃色暴雨警告外，早上8時45分再改發紅
色暴雨警告，直至早上11時50分才改發
黃色暴雨警告，並在中午12時半取消。
受風暴帶來的大量雨水影響，其中港島
區及觀塘區成為重災區，灣仔、東區、南
區及中西區均錄得超過220毫米雨量，屯
門及北區亦錄得超過230毫米雨量。

洪水沖蛇入屋 女村民求救
昨晨暴雨期間，其中在天水圍田廈路新
生村，因大量雨水導致洪水暴發，黃泥水
湧入多間村屋，水深及膝，有女村民被困
慌忙致電在外上班的丈夫求救，聲稱有洪
水連同蛇類動物沖入屋，大批消防員到場
需涉水救人，合共將5名男女村民，包括
一對母子救出，各人無受傷。

西瓜浸壞 菜農損失30萬
另在上水古洞燕崗村，新界本地農業協
會主席黃七娣證實，其所屬農地亦嚴重水
浸，4畝地的西瓜已全部浸壞，最少損失
30萬元。根據天文台記錄，在新界北多
個地方包括元朗、沙頭角一帶，昨晨一度
錄得每小時超過100毫米雨量。

大潭篤水壩塌山泥石塊
另在港島重災區，昨日上午10時許，
大潭道近大潭篤水塘水壩山坡，突有大量
山泥及石塊從約10米高上山坡塌下，瞬
間覆蓋來回方向的馬路，坍塌面積達10
米乘20米。警員到場立即封閉路面，車
輛無法通過，消防坍塌搜救專隊亦奉召到
場利用生命探測器搜索，幸證實無人被
埋，惟途經的多條巴士線及專線小巴被迫
暫停服務。在黃竹坑新圍村，一間空置石
屋的外牆亦告倒塌，無人受傷。
醫院管理局則表示，風暴期間共接獲
10名市民受傷前往公立醫院急症室求診
報告，他們分別為3男7女（43歲至71
歲）。此外，共有239人入住民政事務總
署的臨時庇護中心。
當局同時接獲29宗塌樹報告，分別香
港7宗、九龍2宗及新界20宗；山泥傾瀉
報告亦有2宗，皆在港島發生，至於水浸
報告則有8宗。
昨晨在3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生效期

間，教育局宣佈幼稚園上午班及全日班、
肢體傷殘兒童學校及智障兒童學校停課。
及至天文台發出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後，所
有下午校亦在下午停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受
強烈熱帶風暴「苗柏」襲港的相關
雨帶影響，港九新界由昨日凌晨正
午前，普遍地區均遭受狂風暴雨吹
襲，除造成近30宗塌樹外，大量雨
水更加淹浸多條公路、農田，並引
發洪水及山泥傾瀉等，對海陸空交
通造成嚴重影響，其間有車輛拋錨
被困水中央。
昨晨約8時許，在天文台改發紅色
暴雨警告信號前，何文田公主道近

愛民邨對開慢及中線已遭大量雨水
淹沒，兩條行車線如同河流，無法
行車，車輛只能在快線行駛，交通
嚴重受阻。在將軍澳寶琳路近馬游
塘村往觀塘行車線，亦受水浸影響
要全線封閉。牛頭角巴士站有心急
趕上班的市民，要涉水而行。
在港島區，於中區堅尼地道外交

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對開，昨晨8時許
亦出現水浸，警員要臨時封閉來回
行車線，有小巴更被困水中央。此

外在東區走廊近維多利亞公園西
行，亦有車輛因路面水浸被困，交
通擠塞。在西區海底隧道，昨晨因
受港島區水浸而交通擠塞，車龍延
伸到隧道管道內，有被困管道車龍
小巴上的乘客，索性落車步出九龍
方向出口，再轉乖其他交通工具離
開。另在紅隧隧道口巴士站，以及
其他多個交通交匯處及轉車站，因
大雨兼遇上上班上學繁忙時間，均
出現大量候車人潮。

多處澤國癱交通 小巴客行出西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大
批中小學學生昨晨在3號熱帶氣旋警
告信號及暴雨下狼狽上學，而教育
局分三次宣佈上學安排，令部分家
長不滿停課訊息混亂。
有家長代表指，最近學校開始考

試，有學生要分批回校應考口試，
但當局未有盡早宣佈停課安排，令
學生「兩頭唔到岸」，認為天文台
與教育局應加強協調。
教育局昨日上午5時27分宣佈幼
稚園上午班、全日班及部分特殊學
校停課。8時45分，因應天文台發
出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當局宣佈正
在上課的學校應繼續上課至放學，
並在安全情況下方可讓學生返家，
到10時 30分則宣佈所有下午校停
課。

考試周「被玩」返定唔返？
東區家教會聯會主席趙明接受香

港文匯報查詢時指，昨早上學期間
狂風暴雨，大批中小學生要冒雨上
學，十分狼狽，天文台於8時45分
發出紅雨警告，教育局卻在10時半
才宣佈下午校停課，停課訊息混
亂，令家長及學生措手不及。
他指出，最近為中小學考試周，
有不少學校考口試，學生要分批回

校應試，但教育局分三次宣佈停
課，令部分尚未出門的學生「兩頭
唔到岸」，掙扎是否要回校。
趙明認為天文台與教育局應加強

協調，尤其在考試周做好應變措
施，盡早宣佈停課安排，避免學生
上課前出現混亂情況，或要冒雨繼
續上學。
同時，不少心急家長在懸掛紅雨

後欲回校接子女回家，雖然局方有
提及紅雨期間已回校的學生要繼續
上課，但未有指明學校是否容許家
長到校接送，建議當局加強相關指
引，方便校方及家長應對。

局方稱已出通告通知安排
教育局發言人指，局方一直與天

文台保持緊密聯絡，以便盡快向學
校宣佈應變措施。
據已建立的通報機制，上午班及

全日班的停課安排最早會在上午5時
30分宣佈，下午校則最早在上午10
時30分宣佈。
發言人續說，局方已發過通告，
通知學校應採取的安排，提醒學校
持續大雨所造成的惡劣情況來去迅
速，即使上課期間發出紅雨或黑雨
警告，基於安全考慮，學校亦應照
常上課，不應立即安排學生回家。

停課分三次宣佈 家長批教局混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強烈熱帶風暴

「苗柏」令香港發出8號風球逾11個小時。香
港機場管理局指出，颱風期間有41班航班被
取消，但對機場的影響不算太嚴重。另外由於
天氣不穩定，昂坪360纜車昨日暫停開放。
天文台繼昨晨4時40分改發3號強風信號

後，再於昨晨11時10分將所有風球取消。
機管局行政總裁林天福表示，颱風對機場

的影響不算太嚴重，其間有41班航班取消，
主要前往台灣及上海等地，亦有300多班延
誤。直至昨晨5時許，服務已大致恢復正常，
前晚所有延誤航班亦已復飛。

機場昨晨秩序大致良好。有準備前往俄羅
斯的旅客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因擔心交通擠
塞及航班延誤，特意提早5小時到機場。
有旅客則表示，本計劃到南京後再轉機前

往哈爾濱，但因往南京航班需延誤一小時，擔
心趕不上往哈爾濱的航班。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昨晨表示，因天文

台當時仍發出3號強風信號，故樂園昨日只作
有限度運作。
剛於本月初完成纜索更換工程並重開的昂

坪360纜車，昨日則由於天氣不穩定，為安全
起見，纜車服務暫停開放。

航班41取消 逾300延誤

「苖柏」襲港期間，有
私梟趁機出動走私。水警
前晚深夜進行反走私行

動，在沙頭角海邊一輛可疑私家車內，檢獲大
批懷疑走私電子產品，總值逾140萬元。
水警港外區特遣隊及水警分區特遣隊人

員，早前接獲線報，經深入調查後，前日下
午2時30分展開反走私行動，至當晚11時許
狂風大雨下，發現一輛可疑私家車駛至沙頭
角順隆街23號對開，其後有一艘可疑快艇靠
近岸邊，3名男子迅速把車上貨物搬至快艇
上。

警方見時機成熟，即時採取拘捕行動，3名
男子見事敗迅速棄貨跳上快艇，與艇上另一名
男子往內地水域逃去無蹤，而私家車司機則棄
車沿陸路逃逸，警方其後在該輛私家車內檢獲
13箱總值約140多萬港元走私電子產品，包括
智能電話及平板電腦，案件交由海關跟進。
另外，昨凌晨8號風球高懸下，有竊賊潛入
油麻地彌敦道499號地下一間台式食店爆竊，
早上10時許，上址職員返回開舖時，發現收
銀櫃枱一片凌亂，警員接報到場調查，相信竊
賊從後巷潛入爆竊，負責人經點算後，證實失
去約5,000元現金。■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趁風走私手機 警檢值140萬貨

■紅黃雨下公主道水浸馬路
成河流致大塞車。

■消防到大潭道塌
山泥現場視察。

■■警員到黃竹坑新圍村石屋塌牆現場調查警員到黃竹坑新圍村石屋塌牆現場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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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 快樂長門人
10:00 包青天
10:30 紅高粱
11:30 宣傳易及新聞提要
11:35 交易現場
11:45 談情說案
12:45 交易現場及回歸20周年

香港願景
1:00 午間新聞
1:20 左右紅藍綠
1:25 都市閒情
2:15 今日VIP
2:40 交易現場及深港滬通
2:45 情逆三世緣
3:45 寵物反斗星及交易現場
4:15 寶石寵物IV
4:45 花生動畫
4:50 Think Big天地
5:20 星光樂園II
5:50 財經新聞
6:00 香港有你及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及回歸20周年

香港願景
7:00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7:30 東張西望及回歸20周年

香港願景
8:00 愛．回家之開心速遞
8:30 射鵰英雄傳
9:30 蘭花劫
10:30 關你家事及回歸20周年

香港願景
11:00 晚間新聞
11:30 新聞檔案
11:35 天氣報告
11:45 娛樂頭條
11:50 妙手仁心III
12:55 回歸20周年香港願景
1:00 皆大歡喜
1:40 今日VIP
2:05 東張西望
2:35 無間音樂
3:35 談情說案
4:30 百法百眾
5:00 民間傳奇-寶蓮燈(1)

6:00 金融概要
7:00 平約瑟牧師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9:00 教育電視
10:00 金融行情
10:30 交易現場
11:00 金融行情
11:30 交易現場
11:32 金融行情
12:00 CGTN環球瞭望
1:00 金融行情
2:00 交易現場
2:03 金融行情
3:55 交易現場
4:00 芝麻街(XXXXVI)
4:30 見習小武士(II)
4:55 瘋狂問答過山車
5:00 狂野孖寶(IV)
5:30 百厭科學
6:00 財經消息
6:05 清心直說
6:35 魅力大都會
7:25 話說當年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及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一帶一路
8:30 澳洲潮宅
9:30 話說當年
9:35 科研新世紀
10:35 環球金融速遞
10:40 女超人(II)
11:35 財經速遞
11:40 晚間新聞
11:55 瞬間看地球
12:00 行屍(V)
12:55 氣候危機
1:55 音樂熱點
2:00 科研新世紀
2:55 澳洲潮宅
3:50 一帶一路
4:20 歐陸名畫樂悠揚
5:00 台灣無綫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6:00 秘密
7:00 幸福的麵條
8:00 擺家樂及回歸20周年香

港願景
9:00 王子的移動城堡
10:00 周遊列國
10:30 無間音樂
11:30 兄弟幫
12:00 狼王子
1:00 權慾叛戰及回歸20周年

香港願景
2:00 秘密
3:00 幸福的麵條
4:00 超級勁歌推介
4:05 一日三餐-農村篇II
5:50 創潮居
6:00 世界第一等
7:00 賽馬直擊
11:05 權慾叛戰
12:00 兄弟幫
12:30 超級勁歌推介
12:35 賽後你點睇
1:45 鬼馬教煮及回歸20周年

香港願景
2:15 創潮居
2:35 權慾叛戰
3:30 一日三餐-農村篇II
5:15 創潮居
5:30 刀劍神域II

06:30 漫遊百科
07:30 早辰．早晨
08:05 千禧年代
09:00 獨立好戲
10:00 銀齡帥靚正
10:30 時代的記錄 鏗鏘集
11:30 天使在人間
12:00 奪金背後
13:00 五夜講場-歷史係咁話
14:00 家多一點點
15:00 教育電視學校節目
16:00 文藝港台
17:00 非常宅
17:25 左右紅藍綠
17:30 藝坊
18:00 卓越教室
18:30 孩子的完美拼圖
19:00 Harry哥哥好鄰居
19:18 Design吖
19:33 小農夫 大作物
20:00 申訴II
20:30 香港有你
21:00 危機潛藏
22:00 香港故事-人．情．味@

廚房
22:30 新聞天地
23:00 五夜講場-文學放得開
00:00 危機潛藏
01:00 天人合一2016

06:00 朝聞天下
08:35 生活早參考-特別節目

(生活圈)
09:28 海棠依舊-30-32
12:00 新聞30分
12:36 今日說法
13:15 真心想讓你幸福-32-35
16:33 第四批「中國夢」主題

新創作歌曲-你是英雄
16:44 第一動畫樂園
19:00 新聞聯播
19:31 天氣預報
19:39 焦點訪談
20:06 女兒紅-27-28
21:59 晚間新聞
22:38 2016挑戰不可能-66
00:21 生活提示
00:31 動物世界
01:19 晚間新聞
01:51 開講啦
02:43 精彩一刻-出彩中國人

2017第二期養豬李大姐
牧羊曲

02:59 2016挑戰不可能-66
04:29 今日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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