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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鴿天鴿」」襲港襲港 海陸空大亂海陸空大亂
渡輪昂坪纜車暫停服務渡輪昂坪纜車暫停服務 赴韓泰日旅團取消赴韓泰日旅團取消 貨櫃交收暫停貨櫃交收暫停

■國泰航空及國泰港龍航空今
早6時至下午5時大部分抵
港及離港航班取消

■香港航空暫停今早7時至下
午5時所有往來香港航班運
作

■中華航空和華信航空今日
由香港往返台北、高雄、
台中、台南共21班航班取
消

■今日由紅磡開往上海及開往
廣州東，由廣州東開往紅磡
多班直通車取消，今日由佛
山經廣州東往紅磡直通車，
改由廣州東開出

■新渡輪橫水渡多條航線尾班
船昨晚提早開出

■噴射飛航往來香港機場與澳
門外港航班昨晚起停航

■昂坪360昨日起暫停纜車服
務

■縱橫遊今日出發5個旅行團
取消行程，另有5個日本旅
行團未能如期回港

■東瀛遊今日出發團隊因航班
問題取消，400多名旅客受
影響

■多個貨櫃碼頭暫停貨櫃交收
服務

「天鴿」影響本港交通情況

颱風「天鴿」今早最接近香港，有機會掛
十號風球，機管局表示，機場今日航班

將受影響，提醒市民及旅客確認航班機位後才
出發前往機場。國泰航空及國泰港龍航空表
示，今早6時至下午5時大部分抵港及離港的
航班經已取消。香港航空稱，今早7時至下午
5時所有往來香港航班暫停運作。
多個碼頭暫停所有貨櫃交收服務。新渡輪橫
水渡多條航線昨晚尾班船提早開出，並稱改發
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後的短時間內全面停航，
昂坪360亦暫停纜車服務。

5日本團滯留未能如期回港
縱橫遊常務董事袁振寧稱，受「天鴿」影

響，原定今日出發的韓國、泰國、日本合共5
個旅行團會取消行程，約有150人受影響。同
時，有5個日本旅行團未能如期回港，須滯留
當地至少一天。
他表示，公司會協助受影響的客人，如向保
險公司申請旅遊住宿、交通意外及旅遊保險延
遲賠償等，旅遊保險延遲賠償額最高可達港幣
2,000元，又提醒市民要密切留意最新動態。

網民「開賭盤」十號1賠100
正當大眾昨晚猜度今日颱風「天鴿」抵港後
會不會掛八號或更高的風球時，有網民在社交
通訊軟件傳出颱風指引，如今日凌晨4時掛九
號烈風或暴風增強信號、今早7時70%機會掛
十號颶風信號等，更有網民開玩笑的自製「賭
盤」，如掛八號風球是1賠2、九號風球為1賠
50、十號風球為1賠100等。有網民笑稱，
「大家不要有那麼多幻想，明(今)日準時上班
吧！」也有網民期望今日可以「打足全日
風」，讓他們可以享受突如其來的假期。
天文台早前曾稱，風暴在本港西面或東面登
陸，風勢和雨勢都會有明顯分別，如風暴「西
襲」，本港的風向會由東北轉為東至東南風，
因風會從海面吹來並沒有地形遮擋，颱風直至
海面未曾減弱，本港會感受較強的大風。
若是「東襲」，風向會吹偏北風，屆時因地
形遮擋，風勢亦會較弱，颱風登陸後北上漸消
散，如上次的「洛克」就是這樣。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楊佩韻楊佩韻 ）） 繼繼

七月中七月中「「短命八號波短命八號波『『洛克洛克』」』」44小小

時極速襲港後時極速襲港後，，香港今早再遇颱風香港今早再遇颱風

「「天鴿天鴿」。」。天文台料今明兩日有狂風天文台料今明兩日有狂風

大驟雨大驟雨。。本港在迎接本港在迎接「「天鴿天鴿」」前率先前率先

收到收到「「見面禮見面禮」：」：受受「「天鴿天鴿」」外圍下外圍下

沉氣溫影響沉氣溫影響，，本港昨日天氣酷熱並有本港昨日天氣酷熱並有

煙霞煙霞，，錄得錄得3636..66度的高溫度的高溫，，濕地公園濕地公園

更錄得更錄得3939度高溫度高溫，，是是132132年有紀錄以年有紀錄以

來單日最高溫來單日最高溫，，晚上更改發不同程度晚上更改發不同程度

的風球信號的風球信號，，影響海陸空交通影響海陸空交通。。有旅有旅

行社表示行社表示，，原定今日出發至韓國原定今日出發至韓國、、泰泰

國國、、日本的旅行團因颱風而要取消行日本的旅行團因颱風而要取消行

程程，，涉及涉及150150人人。。多間航空公司於今多間航空公司於今

早早66時至下午時至下午55時暫停所有來往本港時暫停所有來往本港

的航班的航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颱風「天
鴿」昨逼近本港期間，全港普遍地區均出現高
溫翳焗天氣，空氣質素達嚴重水平，大埔、馬
鞍山及元朗分有行山人士疑不敵酷熱，出現中
暑徵狀，至少有3名男子須送院檢查，幸經休
息後，均無大礙。
疑受颱風「天鴿」逼近的外圍下沉氣流影

響，天文台昨錄得多區37℃高溫，其中打鼓
嶺錄得最高37.7℃氣溫，第二高溫為石崗，錄
得最高37.5℃ ; 大埔及元朗兩區的空氣質素健
康指數更錄得10+，屬嚴重水平。但仍有不少
市民在烈日當空下郊遊行山。
昨晨10時許，兩名男子頭頂烈日在大埔坳
行山途中，1人感到頭暈及嘔吐，出現中暑徵
狀，同行友人忙報警求助。警員其後聯同消防
員趕至現場，協助下山再由救護車送往醫院治
理，事後證實無大礙。
另在早上11時許，3名男女在馬鞍山麥理浩
徑行山期間，其中一名年約20歲青年出現不
適，同行友人懷疑他中暑，立即報警求助，其
後由直升機到場吊起，送往東區醫院治理。
約同一時間，另有3男女在元朗髻山遠足期
間，一名男子亦疑難抵酷熱高溫，出現頭暈不
適，由同行友人報警求助，事主其後由救護車
送博愛醫院治理。

高溫翳焗
3行山漢中暑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颱風
「天鴿」預計23日上午登陸廣東。22
日，廣東多地海事部門啟動防颱響應，福
建動車停售、赴台航線全面停航。
廣州海事局於22日16時啟動防熱帶氣
旋二級響應，湛江海事局於22日15時30
分啟動防抗熱帶氣旋三級響應，提醒沿海
船舶適時回港避風。江門海事局也於22
日15時將防颱響應提升到三級。惠州海
事局局長鍾振斌稱，自啟動防颱應急三級
響應以來，惠州海事局要求轄區內船舶及
早進入防颱錨地，並通過信息化手段嚴密
監控防風錨泊船舶動態和維護船舶錨泊秩
序。截至22日16時，廣州海事局轄區在

港船舶1,302艘，海事現場執法人員已深
入港區碼頭督促船舶防颱風準備工作。
福建省防汛辦通報稱，福州以南沿海

漁排1,447名老弱婦幼人員和漳州沿海漁
排2,642名作業人員已於21日18時前全
部撤離上岸；出海作業漁船正有序返港，
當天8時前全部到港避風。南昌鐵路局通
報，為減少颱風影響，計劃停售8月23日
去往深圳北方向的90列動車車票。繼馬
尾─馬祖航線、連江黃岐─馬祖、「海峽
號」客滾輪等赴台航線宣佈停航後，泉州
海事局當天也對外宣佈，泉州轄區水域目
前風力逐漸增大，泉金航線從8時30分起
全線停航。

粵啟防颱響應 閩停赴台航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

道）颱風「天鴿」發展迅猛，預計於
23日在廣東惠東到陽江一帶沿海登
陸。中央氣象台20小時內將颱風預警
連升兩級，於22日6時升至橙色。中
央氣象台首席預報員許映龍表示，颱
風「天鴿」主要影響廣東、福建、廣
西、雲南、貴州和台灣，將遭大暴雨
侵襲，最強降雨時段出現在23日至24
日。
據預測，22日至24日，「天鴿」將

為南海北部、台灣海峽、巴士海峽、
台灣以東洋面以及台灣東部沿海、廣
東沿海、福建中南部沿海帶來7級至9

級大風，「天鴿」中心經過的附近海
域和地區的風力將達到10級至13級。
降雨方面，22日至24日，廣東、廣

西、貴州、雲南、福建、台灣等地先
後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區大暴雨，局
地特大暴雨。最強降雨時段出現在23
日至24日。
另據介紹，颱風「天鴿」將開啟

今年第二個颱風活躍期。一般來
說，秋季的颱風比夏季要相對強
烈，更容易出現超強颱風。從目前
來看，在颱風「天鴿」登陸後的10
天，西北太平洋地區還會有2個到3
個颱風生成。

桂台雲貴等將遭風吹雨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政府统
計主任陳永華（53 歲），本周日（20
日）在大美督船灣淡水庫附近行山失蹤後
至今仍未尋回，消防處、警方及民安隊昨
晨繼續出動，兵分多路登山搜救，陳的好
友亦在颱風「天鴿」襲港前，組隊登山搜
索，惜至天黑仍無發現。另外一名13歲
女童及一名66歲老翁，分別在上月1日及
本月22日離家後失蹤，至今音訊杳然。

憂惡劣天氣 與時間競賽

昨晨8時許，警方聯同消防處及民安隊
合共50多人，先在大埔烏蛟騰停車場集
合後，再分成多隊上山繼續搜索失蹤男子
陳永華。由於颱風「天鴿」逐漸逼近本
港，預計會帶來狂風驟雨等惡劣天氣，各
人顯得憂心忡忡，陳的9名好友亦與時間
競賽，自組搜救隊由烏蛟騰上山搜索，惟

搜救行動至天黑仍無任何發現。
53歲的陳永華，任職政府統計主任，本
周日（20日）下午和友人在大尾督燒烤後
獨自離開，聲稱去烏蛟騰行山拍照，當時
他只帶了兩包紙包飲品及一條香蕉，其間
曾致電傳送一張照片給妻子，表示身處船
灣淡水湖郊遊徑的長牌墩，其後失去聯
絡，陳妻當晚報警求助，警員、消防員及
民安隊員一度漏夜出動搜救，及至前日
（21日）救援人員在烏蛟騰、白沙洲及荔
枝窩附近搜索，又要求政府飛行服務隊派
出直升機到場作空中支援，惜無發現。

另童叟同告失蹤
另外，13歲女童梁婷婷今年7月1日中
午離開牛頭角下邨後即告失蹤，家人遍尋
不獲，至本月16日向警方報案。
66歲老翁李滙洲本月12日離開大埔富
善邨寓所往行山後，亦告失蹤，家人本月
16日報警求助。警方曾在本月18日於沙
田石門一帶搜索，但無發現。
及至昨晨10時許，李的一名親友再與
警方失蹤人口調查組人員，從大埔松嶺村
出發登上八仙嶺一帶搜索，亦無發現。

打大風前搜山 好友尋失蹤統計主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佩韻）受「天
鴿」外圍下沉氣溫影響，本港昨日天氣酷
熱並有煙霞，錄得36.6度的高溫，破了
2015年8月8日的36.3度高溫紀錄，是132
年有紀錄以來單日最高溫。同樣本港部分
一般及路邊監測站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錄

得8或以上，相對的健康風險級別達到
「甚高」水平，故昨日在尖沙咀海旁景色
較為矇矓，市民及旅客拍照時都要出盡法
寶應對。
「天鴿」昨午集結在本港東南偏東約
540公里，逐漸靠近廣東沿岸及逐漸增

強，受「天鴿」影響，一股內陸氣流昨日
影響本港氣溫及空氣質素。
天文台表示，受「天鴿」影響，本港昨

午錄得平均36度的高溫，跑馬地、黃大
仙、沙田、屯門、將軍澳、流浮山、元朗
及石崗等地錄得36度；黃大仙達到37.6
度，濕地公園更錄得39度高溫，是天文
台1885年自有紀錄以來，最火辣辣的一
天，破了2015年8月8日的36.3度高溫紀
錄。
天文台預料，今早時值天文漲潮連帶

「天鴿」影響，低窪地區可能出現水浸，
提醒市民盡早做好所有防風防水浸措施。
由於海面有大浪及湧浪，市民應遠離岸邊
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

空污達「甚高」水平
環保署表示，昨日部分一般及路邊監測

站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錄得8或以上，相對

的健康風險級別達到「甚高」水平。
環保署解釋，昨日天氣酷熱，吹和緩

西至西北風，微風不利污染物擴散加上
日間充沛陽光有利光化煙霧現象，令臭
氧在區內迅速形成，較高的臭氧水平亦
加速了二氧化氮形成，故監測站錄得較
高的指數。
另外，天文台網頁最近試驗「熱帶氣

旋位置及路徑概率預測圖」，提供未來
九天熱帶氣旋經過某地方的概率，用以
了解未來九天熱帶氣旋的移動趨勢。
天文台表示，「路徑概率預測圖」是

由電腦基於天氣模式集合預報系統的資
料而自動製作，不經人手修訂。「路徑
概率預測圖」會在天文台為新出現的熱
帶氣旋首次發出「熱帶氣旋位置及路徑
圖」後自動製作，一般在數小時內完
成，隨後「路徑概率預測圖」會於每天
約中午更新一次。

天文台錄36.6度 破132年高溫紀錄

■本港昨日天氣
酷熱並有煙霞，
錄得 36.6 度的
高溫，濕地公園
更錄得39度高
溫，是130多年
有紀錄以來最高
溫。

天文台截圖

■市民無懼「天鴿」，昨晚如常在尖沙咀
碼頭看海。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褔強 攝

■■本港昨晚吹強風程度偏北風本港昨晚吹強風程度偏北風，，風勢繼續增強風勢繼續增強，，今早漸轉吹東今早漸轉吹東
至東南風至東南風，，有狂風大驟雨及雷暴有狂風大驟雨及雷暴。。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攝攝

資料來源：各機構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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