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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去匆匆八號波

掠港4小時 戶外活動紛改期 酒樓戲院排長龍

掃了遊興旺消費

「洛克」襲港時序表
7月22日
下午3時40分 天文台發出一號戒備信

號

7月23日
上午1時45分 天文台表示考慮在早上6

時前改發三號強風信號

上午2時27分 天文台宣佈熱帶低氣壓
「洛克」已增強為熱帶

風暴

上午3時40分 天文台改掛三號強風信
號

上午6時45分 天文台表示考慮在早上
10時前發出八號烈風或

暴風信號

上午9時20分 天文台發出八號西北烈
風或暴風信號

上午11時45分 天文台表示考慮在下午2
時前改發三號強風信號

下午1時20分 天文台改發三號強風信
號

下午1時45分 天文台宣佈熱帶風暴
「洛克」已減弱為熱帶

低氣壓

下午4時45分 天文台表示當本港風力
進一步減退時，天文台
會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

告信號

下午7時40分 天文台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
告信號

資料來源：香港天文台 整理：記者文森

熱帶風暴「洛克」昨日襲港，天文台
早上9時20分發出八號西北烈風或暴風
信號，其「壽命」卻只得4小時而成
「短命颱風」，至下午1時20分改掛三
號強風信號。
但「洛克」卻未算是最短命「八號

波」。根據天文台自1946年以來的颱

風記錄，壽命最短的八號風球為1984
年6月25日襲港的「雲茵」，八號壽命
只有2小時40分，其次是1996年9月9
日「莎莉」的3小時25分。1986年8月
20日的「韋恩」及1999年5月2日的
「利奧」則與「洛克」一樣，以4小時
並列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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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命颱風」一覽
颱風
名稱

雲茵

莎莉

韋恩

利奧

洛克

資料來源：香港天文台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信號
方向

東北

東南

東北

東北

西北

懸掛時間

1984年6月25日凌晨4時30分

1996年9月9日凌晨2時15分

1986年8月20日晚上10時

1999年5月2日下午1時30分

2017年7月23日早上9時20分

除下時間

同日早上
7時10分

同日清晨
5時40分

翌日凌晨
2時

同日下午
5時30分

同日下午
1時20分

時長

2小時40分

3小時25分

4小時

4小時

4小時

打風推遲逛書展
住在沙田的張先生原計劃

昨早去書展購書，卻因打風
推遲出門時間，昨午1時左右
由沙田乘車往紅磡再轉過海
巴士，他認為交通整體順
暢，未有排長龍或塞車情
況。他希望盡早到灣仔逛書
展，彌補返因打風耽誤的時間。

浪費半日好可惜
在筲箕灣，李生和

李太見風消雨停於是
離家就餐。他們表示
掛八號風球當然影響
市民生活，安全起見
只好留在家中，放棄
原有的活動安排。難
得周日假期，浪費一
個上午挺可惜。不過天文台是根據風速掛風球無
可厚非。

行街人少更舒暢
林小姐與謝先生下

午結伴外出，林表示
在凌晨時分有留意颱
風消息，不擔心約會
會受影響，因為兩人
都習慣在假期遲起，
也一早相約了在下午
逛室內地方，更認為
颱風襲港後街中的人更加少，會逛得更舒服。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陳文華、莊禮傑

「「浪人浪人」」乘風衝浪乘風衝浪 小童嬉水為樂小童嬉水為樂

八號波拖累新盤
僅沽5伙減九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熱帶風暴「洛
克」影響下，過去周末兩天樓市一二手住宅成交
全線下跌。於剛過去的周六，新盤尚有約70宗
成交，但昨日（周日）則急降至約5宗，兩者比
較跌幅達九成。而原定昨日賣樓的新盤或取消賣
樓，或順延開售時間。如長實荃灣海之戀．愛炫
美，昨日午後於風球減弱後重開售樓處，錄大手
客斥資約1,700萬元連購兩伙2房單位。
受八號風球影響，昨日新盤的銷售部署亦被打
亂，新地旗下元朗錦田PARK YOHO Genova
本來於昨日早上11時開售9伙，現順延至今天
（周一）下午2時開售。同系東涌東環的車位銷
售亦取消，直至另行通知。此外，會德豐負責銷
售的山頂MOUNT NICHOLSON第一期18號
洋房，原於昨早10時招標、今午1時截標，現延
至明天上午10時招標。
長實荃灣海之戀．愛炫美昨日早上曾關閉售樓
處，但下午於颱風減弱後重開，隨即錄大手客斥
資約1,700萬元連購兩伙。消息指，成交的兩個
單位分別為3B座高層B、C室，實用面積分別為
528方呎及534方呎，同為兩房間隔，平均實用
呎價約1.66萬元。長實地產投資董事郭子威表
示，項目計劃短期內將高成數按揭由85%減至
60%，並將個別兩房單位加價5%。
總結周末兩天，一手共錄得約75宗成交，較

之前一周250宗大跌70%。

熱帶風暴熱帶風暴
「「洛克洛克」」被被
戲稱為戲稱為「「快快

閃八號波閃八號波」，」，未有為本港帶來未有為本港帶來
狂風驟雨狂風驟雨，，天文台雖提醒海面天文台雖提醒海面
會有湧浪會有湧浪，，市民要遠離岸邊及市民要遠離岸邊及
停止所有水上活動停止所有水上活動，，但不少市但不少市
民見天色尚可民見天色尚可，，紛湧到岸邊或紛湧到岸邊或
海灘觀浪海灘觀浪，，感受風球下的風與感受風球下的風與
浪浪。。在本港滑浪勝地的港島石在本港滑浪勝地的港島石
澳及大浪灣泳灘澳及大浪灣泳灘，，更見有人趁更見有人趁

風到來衝浪及嬉水風到來衝浪及嬉水。。
昨晨石澳及大浪灣泳灘於三昨晨石澳及大浪灣泳灘於三

號風球下仍有救生員如常當號風球下仍有救生員如常當
值值，，不少泳客亦如常到來暢不少泳客亦如常到來暢
泳泳，，至改掛八號風球至改掛八號風球，，救生員救生員
下班後下班後，，市民卻不減反增市民卻不減反增，，除除
引來衝浪愛好者到來嘗試與風引來衝浪愛好者到來嘗試與風
浪較勁外浪較勁外，，亦有人穿上雨衣或亦有人穿上雨衣或
打傘打傘，，在沙灘上觀賞湧浪及拍在沙灘上觀賞湧浪及拍
照照，，情況熱鬧情況熱鬧。。
由於由於「「洛克洛克」」的威力不大的威力不大，，

故泳灘未見巨浪滔天故泳灘未見巨浪滔天，，有到來有到來
滑浪人士稱滑浪人士稱，，風力較想像中風力較想像中
弱弱，，湧浪不高湧浪不高，，故仍可故仍可「「出出
板板」」享受衝浪樂趣享受衝浪樂趣。。其間更有其間更有
外籍遊客帶同小朋友專程到泳外籍遊客帶同小朋友專程到泳
灘感受風暴威力灘感受風暴威力，，見有泳客如見有泳客如
常落水常落水，，亦放心讓子女到淺水亦放心讓子女到淺水
處嬉水處嬉水，，小朋友不斷與湧浪較小朋友不斷與湧浪較
勁勁，，顯得非常開心顯得非常開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杜法祖

「洛克」昨晨於西貢東郊野公園附近
登陸，天文台昨晨9時20分發出

八號西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直至下午1時
20分改發三號強風信號，歷時4小時。天
文台預料，今日大致多雲，雨勢減弱，短
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7度至31度，
吹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風
勢逐漸緩和。展望隨後兩至三日漸轉天晴
酷熱。

排球桌球盛事 觀眾失預算
「短命八號波」雖在假日襲港，對上班
族及股市的影響力不大，殺傷力減半，但
亦令不少市民及旅客大失預算。昨日時值
周日，原本有香港書展、世界女排大獎
賽、「渣打慈善家庭跑」合家歡嘉年華、
香港世界桌球大師賽等盛事，都因八號風球
受影響，或取消、或改為閉門比賽、或延至
下午開展，令原本安排參與的大量市民頗
感掃興。網民紛紛出帖提問「書展何時重
開？」「有張世界女排大獎賽門票，到底
去唔去好？」「主題公園何時重開？」
市民陳先生表示，本打算於昨早出發
到書展，但遇上八號風球只好推遲行程，
直言「有點掃興」。來自深圳的曾小姐同
樣在會展門外吃閉門羹，她知道有颱風襲
港，以為書展在室內應風雨不改，只好在
灣仔附近避雨及等書展重開。

市民怨無船搭 望長洲興嘆
八號風球高掛之前，中環港外線碼頭
未見狂風巨浪，只下着毛毛細雨，但已打
亂不少市民假日出門行程。旅客劉先生原
本趕及早上11時的尾班船去長洲玩，到
達碼頭才獲告知正在懸掛八號風球，即時

反應是詫異不已，直言「又冇風，又冇
雨，點解掛八號波」，一行6人經商量
後，最終決定取消長洲行程。
有60名中小學生參加的科學研討營，

昨亦因「洛克」襲港，需要提早結束宿營
返回市區。負責人姚先生表示，活動原定
昨午結束，因打風影響，昨晨已即時通知
家長，導師提前在早上帶小朋友返回市
區，家長可到中環碼頭接回子女。
就連在尖沙咀旅遊區及中環碼頭亦有

旅客大失預算，有內地旅客表示，本來在
尖沙咀購物後打算昨晚離港回家，但因為
颱風決定提前回家。
八號風球下，有市民沒有理會天文台

警告，帶同年幼子女出門，到掛上紅旗的
泳灘，抱着小朋友下水玩，亦有市民帶同
狗隻到海邊觀浪。不過，亦有租船出海垂
釣的市民擔心人身安全提早結束水上活
動。鯉魚門三家村一行十多人，前兩天租
船到蚊洲釣魚，獲船家通知打風，於八號
風球高掛之前已急急趕返岸上。
不過這個「短命颱風」卻為商家帶來

些微生機，多間戲院昨午人頭湧湧，即場
售票處排起長龍，市民梁先生本打算一家
四口趁周日探望長輩，但因為「洛克」襲
港而改變計劃購票看戲。酒樓、茶餐廳及
超市生意造好，不少人大排長龍準備與好
友邊吃邊敘舊，超市收銀處前出現數米長
的人龍。

茶餐廳東主：幸好風去得快
茶餐廳東主李小姐表示，幸好今次風球

過得快，因為每次有颱風來港時，「都即

刻吹走晒啲生意，好的食材都要浪費，舖
租人工分文不會少，得個慘字！」李小姐
直言，「如果每次都過那麼快就好了。」
不過菜檔負責人范小姐說，今次打風

時間不對，剛好在上午打，令買菜的人少
很多，稱「進了那麼多菜，賣不掉就要虧
大本」，如稍後時間才打風，會有很多人
到來搶購，「風來之前就可掃清貨，大家
安樂」。范小姐期望，天文台多考慮各行
各業的需要，在允許範圍內變通一下掛風
球時間，降低颱風對市民生活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

殷翔、文森、杜法祖）熱帶氣旋

「洛克」4小時內迅速襲港及離

港，成為本港自1946年有記錄以

來，排名第三的「短命八號

波」。「洛克」颱風讓市民及旅

客措手不及，除海陸空交通受阻

外，打算趁假日到博物館、書

展、主題公園及離島等地消閒的

市民及旅客，亦要被迫更改行

程，有內地旅客臨時取消到離島

行程，轉到商場購物。但酒樓及

戲院等因而受惠大排長龍，有茶

餐廳東主指，幸好今次風球落得

快，直言「如果每次都過那麼快

就好了」，不會吹走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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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500航班延誤
12班客機取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熱帶
氣旋「洛克」匆匆掠過香江，八號風球
雖只維持短短4小時，海陸空交通仍受
到一定影響，逾500班航機受到延誤，
12班機需要取消，港外線渡輪於上午11
時過後陸續停航，而九巴大部分路線於
正午12時開始暫停服務。其間，政府未
有接獲市民受傷或山泥傾瀉報告，僅收
到兩宗塌樹報告，另有92人要入住臨時
庇護中心。
機管局指，截至晚上9時，共有555班

客機出現延誤，當中有238班屬於抵港航
班，317班機是離港航班，同時間有4班
抵港客機及8班離港客機要取消。

多條輪船航線提早停航
海事處宣佈，由於八號熱帶氣旋警告

信號已經發出，在屯門的屯門客運碼

頭、位於上環的港澳客運碼頭，以及尖
沙咀的中國客運碼頭已經暫時關閉。港
外線多條航線亦提早停航，新渡輪來往
中環及長洲、中環及梅窩的尾班船於昨
晨11時開出，由梅窩至中環尾班船則於
早上10時40分開出；港九小輪由中環
至榕樹灣尾班船於早上11時開出，中環
至索罟灣尾班船於早上 10時 20分開
出，中環至坪洲尾班船於早上11時05
分開出；至於索罟灣往中環尾班船於11
時05分開出， 坪洲往中環尾班船則於
11時10分開出。
下午13時20分天文台改掛三號風球

後，受影響渡輪服務陸續回復正常，不
過渡輪公司亦不忘提醒乘客，由於海面
情況仍然不穩，渡輪會較為顛簸，乘客
要注意航行時間或會延長，航班有可能
延誤。

■菜販范小姐說，上午打風少人光顧。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茶餐廳東主李老闆(右二)稱，颱風未影
響生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本港昨日一度懸掛八號風球本港昨日一度懸掛八號風球，，在在
大浪灣泳灘大浪灣泳灘，，弄潮兒乘風衝浪弄潮兒乘風衝浪。。

■■小童在大浪灣泳灘嬉戲小童在大浪灣泳灘嬉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