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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天氣預測與往年對照

熱帶氣旋數目（個）*

降雨量（毫米）

2月平均氣溫（攝氏）

*進入香港500公里範圍內的熱帶氣旋
^天文台預測

資料來源：香港天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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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夏風季將至，天文台昨日公布今年
颱風及雨量預測，預計有4至7個颱風吹襲
本港，整體降雨量持續下跌，但大雨及暴
雨會更頻密，又指受全球暖化影響，時冷
時熱的極端天氣料更頻繁出現，市民要多
加留意及防範天氣變化。天文台又宣布試
驗在天氣預報引入概率，加入降雨或晴天
機會率數字，希望市民出門更易預算。

本報記者 陳卓康

本港今夏料7颱風來襲
氣候多變 10號波或重現

【本報訊】記者林曉晴報道：通脹高企，外出用
膳愈來愈貴，帶飯盒上班或上學情況愈趨普遍，消費
者委員會測試市面上塑膠食物盒，發現30%共7款含微
量塑化劑，售價較貴的日本牌子也 「榜上有名」。消
委會表示，測試樣本所含塑化劑雖未超出標準，對人
體未有大影響，但建議消費者用微波爐適用的玻璃或
陶瓷會較安全，若發現塑膠盒變黃或不再透明，顯示
塑膠老化，應盡快更換。

市面上的塑膠食物盒形形色色，售價介乎數元至
數十元不等。消委會測試了市面上25款可放進微波爐
的塑膠食物盒，價錢介乎1.5元至30元不等，由於本港
未有規管塑膠容器標準的法例，是次測
試參考歐洲標準來檢測容器的塑化劑情
況。

消委會昨日公布測試結果發現，25
個樣本中，7個樣本驗出DBP、DEHP、
DINP及DIDP塑化劑，每千克含量介乎
0.05至5毫克，當中5個樣本更驗出含2種
塑化劑，包括產自日本的 「unix ware
」食物盒，在各樣本中位列第二高售價
，每套30元，但所有樣本的塑化劑含量
均符合歐洲標準。（詳見表）

長期攝入或危害健康
消委會宣傳及社區關係小組委員許

樹源稱，部分塑化劑可干擾內分泌系統
，有動物研究顯示若長期大量攝入塑化

劑，可能危害健康，包括損害肝臟、腎臟、生殖系統
和影響發育生長，但強調由於是次測試樣本中，塑化
劑量未有超出歐洲標準，相信對人體未有大影響。不
過他建議，消費者可改用微波爐適用的玻璃或陶瓷會
較安全。

至於一個塑膠食物盒 「壽命」可有多久，許樹源
指，需視乎個人使用和清洗方法，由於塑膠會老化，
而老化的塑膠或會釋出可能有害人體的物質，因此建
議消費者如發現餐盒物料變硬、餐盒的顏色變得暗淡
或出現霧化，或容器因遇熱變形或刮花等情況，便應
要更換。

中國人過時過節都會送禮，消費者委
員會調查市面多款新春糖果禮盒發現，不
少製造商用大量裝飾製造 「發水」禮盒，
有看來 「盤滿缽滿」的朱古力禮盒，移走
包裝後，朱古力原來不及容器一半，有製
造商更以27件配件包裝18塊餅乾，浪費情
況嚴重。消委會稱，過分包裝會加重環境
負擔，促政府將現時月餅包裝環保建議擴
至其他消費品，若問題持續，可考慮立法
規管。

農曆新年事事講求意頭，製造商往往
在禮盒設計加入寓意吉祥的元素，卻變成
過分包裝。消委會宣傳及社區關係小組委
員許樹源昨日稱，消委會在農曆新年期間
，檢視市面上數十款糖果禮盒，發現不少
禮盒為求造型看來美輪美奐，用了大量包
裝，舉例一款以懷舊米桶為造型的糖果禮
盒，內裡每一顆糖果先以透明袋包裝，再
放進塑膠金元寶內，造型甚可愛，但消費
者享用完糖果後，塑膠金元寶和米桶頓成
垃圾。

靠托盤玩掩眼法
另一種浪費的包裝方法就是多層包裝

，較常見的做法是 「盒中有盒」或有多種
托盤。許樹源指，例如一款餅乾禮盒，盒

內只有18塊餅乾，但製造商卻用上27件包裝配件，包
括紙盒1個、套在紙盒外的紙套1個、盒內紙托盤1個
、獨立包裝紙和膠托盤多個。他認為，製造商若能免
除獨立包裝，和改用體積較少的紙盒，不用托盤，可
以減少浪費。

消委會亦發現市面上有不少 「發水」禮盒，如其
中一款以筒形塑膠杯裝載的朱古力禮盒，製造商先在
杯底放上高5.5厘米、相當於杯身一半的塑膠平台，
再在塑膠平台放上朱古力，若從杯身正中央的 「窗口
」望去，看來像是堆滿了朱古力，但若把塑膠平台取
走，朱古力跌落杯台，原來所佔空間亦不及塑膠杯的
一半， 「發水」程度甚高。

許樹源表示，製造商過度包裝，加重環境負擔，
而包裝成本亦會轉嫁消費者。他指環保署於2005年曾
就月餅包裝推出環保建議，他建議政府將環保建議擴
展至其他消費品，如過度包裝的浪費問題仍然持續，
政府或需要考慮以法規取代建議。

7款微波爐膠盒長用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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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生活津貼將於下月起發放，消費者委員會擔心有 「
老人行業」對 「長生津」虎視眈眈，如老人院巧立名目濫收
費用，代理商游說長者購買保險或骨灰龕位，以減低資產額
符合 「長生津」申請資格。消委會呼籲長者及其家人，購買
任何產品及服務前，均需先看清楚，切勿草率下決定，以免
得物無所用。

政府為65歲或以上有經濟需要長者而設、每月2200元的
長者生活津貼，消委會宣傳及社區關係小組委員許樹源昨日
表示，從傳媒報道得知，有服務商已在覬覦這新財源，包括
有安老院已向長者及其家人預告，下月起會有新項目要
收費。

他稱有個別代理商更游說長者購買保險或骨灰龕位，務
求符合 「長生津」申領資格。根據現行規定，申領長者須符
合入息及資產限額規定，單身長者的資產限額為19.3萬元，
夫婦長者資產限額為29.2萬元，而保險計劃的現金值可獲豁
免計算在資產內，長者將來自用的骨灰龕也一般不被納入為
資產計算。

許樹源提醒長者，購買任何產品及服務前，均需先看清
楚。許樹源續指，若長者購買人壽保險後發現任何問題，可
以善用人壽保險的21天 「冷靜期」，在21天內取消保單。因
此他呼籲長者，收到保單後，應盡快細閱當中條款，以考慮
是否願意承擔保險合約。

至於購買骨灰龕位時，他提醒長者需留意該骨灰龕場是
否合法，如屬私人骨灰龕場亦應向營辦商了解如骨灰龕場倒
閉，會否賠償或退款等，以免招致損失。如長者遇有老人院
舍突然提出新增收費，應問清因由，如認為不合理，一定要
與院舍據理力爭，否則可考慮轉往商譽良好的院舍。

要保障兒童乘車安全，最好的方法是使用合
適的兒童安全座椅，但有歐洲的測試報告發現，
積架（Jaguar）XF安裝兒童座椅後，未能關閉前
置安全氣囊，或會在汽車遇上撞擊時，令兒童頭
部易受傷，其他如越野路華（Land Rover）
Evoque 及 平 治 （Mercedes-Benz） C-Class
Coupe等，在兒童乘車安全保障上，表現遜色。

「歐洲新車評估計劃」是由歐洲委員會及不
同團體參與，目的是提高汽車安全規格。消費者
委員會的最新一期選擇月刊，引述有關計劃評估
結果，在2011年底及2012年共測試21款汽車，來

自13個亞洲及歐洲牌子。結果發現，在兒童乘客
安全保障方面，多款汽車均表現不足。如積架（
Jaguar）XF因前座乘客位置的前置安全氣囊不可
關閉，因此如一旦遇到撞擊，令安全氣囊打開，
會令兒童頭部猛烈撞向汽車椅背，造成傷害。

測試結果又發現，越野路華雖可暫時關掉安
全氣囊，但卻未有清晰指示提醒司機應關閉，而平
治則只可在使用備有特定感應器的後向式安全座
椅型號時，才可暫時關閉氣囊，若使用其他後向
式安全座椅型號，則無法暫時關掉，比較不便。

消委籲小心長津保險陷阱
不少男士為了擁有健碩身形，除了做運動外

，亦會服食營養補充品作輔助，但有營養師指出
，人體攝入過多蛋白質，反而會令身體脂肪儲存
，隨時健美不成反變「肥仔」！消委會呼籲市民，
服用前應先諮詢醫護人士，如醫生或營養師等。

消委會從健身中心、健美用品店及健康食品
店購入11種營養補充劑，包括健身奶粉、即時飲
用的奶類飲品等，消委會檢視補充劑的建議食用
分量，發現其中一款產品聲稱每一食用分量可提
供50克蛋白質，建議食用次數由初用者每日半份

，逐漸增至每日一至數份，但如按照美國運動醫
學學院的指引，進行耐力及強度訓練的成年運動
員，每天需攝入的蛋白質分量為每千克體重2克
，如一個體重70千克的成年運動員，每日所需上
限為119克，如運動員服用該產品3份即超出實際
所需。

香港體育學院運動營養經理鍾素珊指出，攝
入高於每天每千克體重2克的蛋白質不會達致增
加肌肉效果，反之，過多的蛋白質會轉化為能量
，如不消耗，會增加身體脂肪儲存。

健身奶粉多食易變肥仔

三款歐洲車安全性稍遜

適逢今年成立130周年，天文台將舉辦一系列活動慶祝
，趁本周末 「世界氣象日」舉行開放日，推出台長親筆紀
念文集及 「香港雲圖」照片集，宣布採用小學生得獎設計
推出吉祥物，及於今夏歷史博物館舉行展覽。

天文台1883年成立至今逾130年，適逢3月23日 「世界氣
象日」，宣布於本周六及日舉行開放日慶祝，邀得世界氣
象組織主席作開幕嘉賓。當日發售多本紀念刊物，除邀得
歷代華人台長撰文回顧發展歷程及難忘趣事，推出《有緣
相聚》文集外，更出版《百變雲彩》相集，刊登職員及市
民拍得各式形狀雲霞照片，按世界氣象組織的命名分類列
出，儼如 「香港雲圖」。

早前天文台與香港氣象學會，以及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合辦吉祥物設計比賽。天文台台長岑智明稱，去年10號風
球後，維港出現 「雙彩虹」奇觀意義勵志，在小學生心中
留下深刻印象，使彩虹成為大熱創作元素，得獎吉祥物設
計亦有用上，以穿上淺藍色衣服披紫色斗篷的小孩子，
象徵可以飛天的超人，頭上有彩虹與太陽結合的飾物。吉
祥物未有名字，天文台稍後會邀請市民參與命名。

去年天文台網頁瀏覽次數達破紀錄300億次；流動應用
程式使用量比前年增加5倍達92億次，為使市民簡易使用智
能手機或平板電腦查閱資料，天文台推出優化網頁措施，
新增個人化置頂功能，市民可自選感興趣氣象資訊，手動
自由排列移至頁頂，而新手機應用程式 「我的世界天氣」
繼蘋果後推出Android手機平台，提供7種語言版本，發放全
球1600多個城市的天氣預測。

小學生筆下吉祥物

天文台台長岑智明稱，去年天氣預測準確率達
80%，市民評分自06年以來持續滿意。回顧去年本港
天氣，颱風 「韋森特」襲港期間，天文台雖然發出
了自1999年以來的首個10號風球，但整體雨量較正
常少兩成，預計今年的雨量亦會比正常低，估計全
年約1900至2500毫米雨量。

岑智明指，太平洋東部今年水溫正常，香港受
拉尼娜或厄爾尼諾現象的影響均不明顯，預測在6至
9月傳統風季期間，影響本港的熱帶氣旋將有4至7個
，與歷年平均6個相若。對於本港再次懸掛10號風球
機會，他指由於颱風的隨機性相當大，懸掛10號風
球視乎登陸位置及風速等變化因素，加上全球氣候
變化急劇，對今年會否再有10號颶風訊號，市民不
能掉以輕心，不要以為去年已出現10號風球，今年
便不會再有。

溫度將持續不均勻
受全球變暖影響持續，岑智明指未來極端天氣

有增加趨勢，所謂 「多年一遇」的罕見現象將屢屢
發生。他提醒市民將會面對極端的天氣變化，天氣溫
度不均勻情況將持續，例如本港去年冬天氣溫時冷時
熱。岑智明預測，世界各地乾旱情況普遍，預計今年
整體平均降雨量下跌，估計全年降雨量介乎1900至
2500毫米，惟單日大雨或暴雨次數會較多及較頻密，
每小時降雨量料再創紀錄新高。去年降雨量較前年下
跌兩成，僅1924.7毫米（見附表），反映全球暖化令
世界各地乾旱情況增加。

引入降雨晴天機率
天文台昨公布多項新嘗試，將會試驗在天氣預告

加入概率概念，例如降雨機會率或晴天機會率，但要
詳細研究評估市民接受程度。天文台同時考慮將7天
天氣預報延長至9天，分區天氣預報由目前3天增至7
天，下半年將進行測試，如春夏季效果滿意最快下年
推出。此外數碼分區天氣預報及增加流動預報車，提
高預報準確率及實時性。

濕地公園是天文台轄下8個負責量度颱風風速標
準測風站之一，但因連年表現失準，今年 「被炒魷」
。岑智明稱，天水圍北城市及房屋發展，受高樓大廈
增加影響，風速統計結果連年下跌1至2%，與其餘7
個測風站相較誤差明顯，故改用流浮山測風站取
代。

另外，天文台過去一年與廣東省氣象局簽訂合作
協議，促進兩地天氣預報交流，將深港澳閃電定位網
絡擴展至廣東陽江，令監察閃電覆蓋範圍增加兩倍。

▲吉祥物頭上有彩虹和太陽，寓意培育傳承，熱誠不
懈 本報記者陳卓康攝

▲岑智明指今年整體降雨量雖偏低，但落大雨的情況將較以往頻密 本報記者陳卓康攝

▲許樹源提醒市民，若發現塑膠盒變黃，即顯示
塑膠老化，應盡快更換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消委會發現市面上有不少 「發水」 禮盒，部分
糖果所佔空間，竟不及包裝盒的一半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含塑化劑微波爐膠盒
牌子

unix ware
LOCK & LOCK

新海洋
Tark

JINQING
EVERLOCK

JCJ
資料來源：消費者委員會

每包售價
（套件數量）
30元（1套）
23.5（3套）
19.9元（3套）
19元（2套）
15元（1套）
11元（2套）
10元（1套）

來源地

日本
越南
中國
韓國
中國
韓國
泰國

盒蓋塑化劑含量
（毫克／千克）

0.08-0.17
0.09-0.11

0.06
0.06-0.1
0.08-0.24

NA
1.51-2.2

盒身塑化劑含量
（毫克／千克）

NA
0.08-0.13

0.05
0.07-0.12

NA
0.06

2.8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