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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航今日（周六）
取消往來港台航班

班號 航線 預訂起飛及到達時間

CI601 台北➝香港 07:15 / 09:05

CI922 香港➝台北 07:55 / 09:30

CI602 香港➝台北 10:20 / 12:05

CI933 高雄➝香港 07:50 / 09:20

CI934 香港➝高雄 10:20 / 11:50

CI935 高雄➝香港 17:00 / 18:45

CI936 香港➝高雄 19:45 / 21:15

註：資料更新至昨日下午5時

■在香港機場，華航櫃位佈告欄顯示多
班航班取消。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台
灣桃園機師工會華航分會突發起罷
工，多班往來香港及台灣的航班大
受影響。華航昨日稱，今日會再有
7班分別往來香港至台北或高雄的
航班需要取消。香港旅遊業議會則
透露，今日有3個往台灣的香港旅
行團受事件影響需要取消。機場管
理局就建議乘搭華航航班的旅客前
往機場前先向航空公司了解最新航
班狀況。

3旅團80人今受影響
華航機師工會前日凌晨突然罷工，

要求公司管理層增派「過勞航班」的
人手、撤換破壞勞資關係的主管，及
保證有第十三個月糧並只有工會會員
可享有等，至昨日勞資仍未能達成協
議（相關新聞刊A13版）。
農曆新年是港人外遊高峰期，而

台灣亦是最受歡迎的熱門旅遊點之
一，華航機師罷工，令昨日有5班
往來香港至台北桃園機場或高雄機
場的航班需要取消，昨日出發或返
港的10個台灣旅行團雖然均順利取
得機位，但部分旅行團原本是飛往
高雄，最終卻要改飛台北，行程略
受影響。
今日，再有7班航班受罷工影響要
取消，包括3班往來香港至台北及4
班往來香港與高雄的航班。華航已經
在網站設立「機師工會罷工說明專
區」，旅客若受今次事件影響而提出
更換班機時間、更改同地區地點及退
票等要求可免收手續費。
香港旅遊業議會總幹事陳張樂怡

昨日表示，暫時有8團約共200人
受罷工影響，並透露有3個原訂今
日出發前往台灣的旅行團需要取
消，受影響的旅客人數有約80人，
旅行社會否收取因迫不得已理由而
取消旅行團的手續費，以及所收取
的金額會按報團條款處理。

同時，今日會有1個旅行團從台灣返港，旅遊
業議會指旅行社已經安排好回程航班，旅客將能
如期返港。

港航改派大客機載客
國泰航空發言人接受傳媒查詢時表示，正與華

航緊密溝通，將按兩家公司之間的既定協議盡力
為受影響的乘客安排其他航班選擇。
香港航空發言人則向傳媒指，今日會改派較大

型的A350客機負責兩班往來香港至台北航班，並
研究是否需於未來幾天加開額外航班來往台北。
機管局發言人指出，華航員工發起的工業行動

可能會令機場服務及運作受到影響，建議旅客前
往機場前先致電航空公司熱線2769 8391查詢最
新資料，或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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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加開往來港台班機
班號 航線 預訂起飛及到達時間

HX2282 香港➝台北 09:35/11:35
（機型 : A350）

HX2283 台北➝香港 12:35/14:35
（機型 : A350）

HX2252 香港➝台北 17:00/19:00
（機型 : A332）

HX2253 台北➝香港 20:00/22:00
（機型 : A332）

■資料來源：中華航空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根據入境處統計數字，前日年初三全日共有的119.3萬
人次出入境，較年初二的106.8萬人次，增加約12.5

萬人次。其中，使用港珠澳大橋整體人次達15.9萬，入境
和出境分佔7.6萬人次和8.3萬人次；高鐵西九龍站在年初
三的總出入境人次亦達到10.4萬，包括6萬人次入境和4.4
萬人次出境。兩項設施均創下開通以來出入境數字新高。

民眾盛讚返鄉遊港兩方便
昨日兩個口岸繼續暢旺，根據入境處數字顯示，截至上
午10時，經港珠澳大橋出入境的旅客約有2.3萬人次，其
中出境約有1.4萬人次；高鐵西九龍站出入境的旅客則約有
1.6萬人次，入境旅客佔9,475人次。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高鐵西九站觀察情況，發現人潮
如湧，售票大堂及候車大堂擠滿準備出境的旅客，但整體
秩序良好，輪候的旅客不消10分鐘便能成功購票，站內亦
增設了座椅方便旅客等候。
港人盧小姐前天回東莞探親，昨日乘高鐵回港。她盛讚
高鐵和「一兩地檢」方便快捷，列車開出和到站時間亦十
分準確，令她印象深刻，「以前坐巴士怕塞車，會避免在
過年時回內地，但有了高鐵之後快好多，亦方便老人家，
下次會繼續搭乘。」
來自汕頭的旅客林小姐趁農曆新年假期專程來港旅遊三
天，並遊覽香港迪士尼樂園。她指高鐵方便快捷，可節省交
通時間，又說西九站人流暢順，秩序較開通初期大為改善。
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大批旅客在往市區方向的公共
運輸巴士站輪候上車，其中前往尖沙咀海港城的巴士站出
現長人龍。有旅客表示，在巴士站已等候了40分鐘仍未上
到車，希望巴士能加密班次。
首次經大橋來港的張先生認為，整體過關程序方便及暢
順，經大橋往東涌較方便，特意前來觀光及買日用品，日
後會再選擇經大橋來港。

黃金周日均150內地團入境
中午時分，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購買穿梭巴士「金巴」
車票的網上系統一度故障，須人手售票，一度有約200名
至300名旅客排隊。金巴發言人表示，公司派出車輛緊急
疏通人流，旅客憑二維
碼毋須換票便可以乘
車，其後口岸用人手售
票，秩序維持正常，售
票系統到下午1時40分
恢復正常，下午1時前
到珠海口岸的高峰客流
得以紓緩。
金巴指，已經立即調
查故障原因，發現珠海
口岸的通訊網絡發生故
障，影響售票機與服務
器之間的通訊，但系統
故障發生時，已經過了
人流高峰期。
旅遊業議會表示，

截至昨日中午，農曆
年初一至年初三向議
會登記的內地入境團
數字，分別為160個、
195 個和 230 個；3 天
經港珠澳大橋出入境
的旅行團，每日平均
有 30個，整個黃金周
每天平均有150個內地
入境團到港。

初三15.9萬人次過大橋 10.4萬人次搭高鐵 運作暢順

一橋一鐵一橋一鐵旺丁財旺丁財
出入境客飆新高出入境客飆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農曆新年期間，除了港

人會到內地探親或短途旅

遊，亦有內地旅客趁新年假

期來港旅遊。受惠於大量旅

客，港珠澳大橋及高鐵前日

年初三的出入境人次都分別

創通車以來的新高，分別有

15.9萬人次和10.4萬人次出

入境。雖然大橋及高鐵的出

入境客量破紀錄，但連日來

整體運作暢順，秩序良好。

有旅客盛讚大橋和高鐵方便

而暢順，可節省大量交通時

間，便利兩地人民探親和旅

遊，日後會繼續選用搭乘。

盧小姐盧小姐

林小姐林小姐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 年初三高鐵西九龍站總年初三高鐵西九龍站總
出入境人次達出入境人次達1010..44萬萬，，刷刷
新高鐵通車以來紀錄新高鐵通車以來紀錄。。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一橋一鐵一橋一鐵」」帶帶動訪港旅客飆升動訪港旅客飆升。。圖為春節期間尖沙圖為春節期間尖沙
咀星光大道遊人如織咀星光大道遊人如織。。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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