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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天氣昨凌晨急轉直下，暴雨持
續、越夜越大，天文台發出3年來首個黑
色暴雨警告，持續5個多小時，為歷來時
間第二長。多個地區在惡劣天氣下出現
水浸及山泥傾瀉事故，其中秀茂坪兩幅
山坡逾1000立方米沙泥倒塌，掩埋大段
馬路，沙泥堆起達一層樓高，意外幸未
造成傷亡；而觀塘道隧道及紅隧亦發生
水浸事故，司機途經 「開車如行船」 。
黑色暴雨警告下全港學校停課、港交所
和部分公共服務暫停，影響廣泛。

本報記者 區天海

今年首黑雨警告
多處水浸塌山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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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凌晨4時許，秀茂坪利安道及順安道對上山
坡，兩個均屬土木工程拓展處地盤斜坡，有大量沙
泥夾雜石塊塌下堵塞馬路面，其中利安道沙泥堆積
至有近一層樓高，面積廣達100米乘10米，附近多條
馬路均受泥石及雨水影響，泥濘遍地，車輛無法通
行，居民出入十分狼狽。有停泊在上址旅遊巴險被
沙泥 「活埋」，司機冒雨趕到驚見大量沙泥，嘗試
用鐵枝將車胎旁沙泥挖開，幾經辛苦始將車開走，
他慨嘆無法接載遊客，只好找其他司機幫忙。

持續逾5小時歷來第二長
事發後消防員接報到場，利用生命探測器在沙

泥中搜索，幸未發現有人受傷或被困。附近居民則
要涉水過馬路，險象環生，有附近居民指出，凌晨3
至4時期間，突然聽到山坡傳來巨響，睡夢中被嚇醒
，後來方知是發生山泥傾瀉，當局事後派出剷泥車
到利安道清理塌下的山泥及沙石。

土力工程處高級工程師張銘凱昨日到現場了解
情況，他視察後表示，秀茂坪、順利一帶共5段道路
受山泥傾瀉影響，包括順安道、利安道、順利邨道
及秀茂坪道，當局已封鎖現場，處方即時安排工程
師檢視，確定安全後即責成承判商，並會通宵進行
斜坡加固工程，清理路面泥石，希望能盡快打通上
址南北交通。張銘凱指出，利安道採用 「填石坡」
的路段，最快可於今日中午前打通；但順安道一段
涉及較複雜的 「加筋土結構牆」，相信未來2、3日
內仍未能重開。

秀茂坪順利部分路段封鎖
張銘凱續稱，今次事件涉及秀茂坪安達臣道地

盤平整工程，工程雖有去水設計，但昨日為特大暴
雨，初步估計因大量雨水滲入泥土，排水系統失效
，雨水積存引起土壓上升，斜坡不勝負荷以致坍塌
。但真正原因有待調查確定，首要任務是重開路面
。該工程在2008年起進行，當中涉及整固斜坡，完
工後預計可提供20公頃土地興建公共房屋及社區設
施。

土木工程拓展署總工程師陳錦信則表示，當局
昨收到22宗山泥傾瀉報告，當中8宗涉及阻礙馬路
，一宗涉及寮屋，12名居民安全疏散，並無傷亡報
告。

此外，元朗洪水橋丹桂村、天水圍田心村、大
棠路紅棗田村，在昨晨暴雨期間同出現洪水湧入村
屋情況。其中在天水圍的田心村大量雨水湧進村內
，水深及膝，傢俬電器均被浸濕，有石油氣樽被沖
出屋外，全村恍如澤國，10多戶村民被圍困，需消
防員到場協助疏散，無人受傷；另外，在西貢區的
蠔涌村、大網仔村、上洋村、馬油塘村、田下灣村
均有水浸報告。

【本報訊】著名賽馬評述節目女主持人陳思琦，前日
晚上遭前男友持刀非法禁錮，大批警員持盾牌到場戒備，
談判專家游說無果，惡男與警對峙7小時至昨凌晨，鐵甲
威龍在消防員配合下，破門強闖入屋，用胡椒噴霧將涉案
男子制服，他與陳思琦均受傷獲送院治理，警方正調查其
犯案動機。

以刀架頸 電線綁手
被捕男子姓陳（30歲），涉嫌 「非法囚禁他人」罪名

，現正被警方扣查，他手臂及眼部受傷，送院敷治後已無
礙；案中女事主陳思琦（33歲），手腳及胸口擦傷，她送
院時用外套遮蓋頭臉，事後已出院。

事發於沙田正街1號蔚景園2座一個單位，前日晚上8
時許，陳思琦前男友突然到訪上址，她不虞有詐，開門讓
他入內，詎料有人突然取出1把利刀向其指嚇，並不准她
離開，陳思琦唯有報警。警員到場調查，拍門多時屋內均
無回應，期間屋內傳出惡男呼喝聲，警員發現有人持刀挾
持女事主，以刀架頸圖將她拖入睡房，情緒極不穩定，大
為緊張通知上峰派員增援。

大批持盾牌及警棍警員趕抵，在門外戒備，談判專家
亦奉召到場，向惡男展開游說，消防員則在上址平台張開
救生氣墊戒備。談判專家展開長達逾6小時的游說，但對
方均無軟化跡象，期間惡男更聲稱會傷害自己及女事主，
在場警員無計可施，擔心被挾人質有性命危險，經過一番
部署後，至昨凌晨3時許，消防員協助破門，穿着全副鐵
甲威龍裝備警員隨即衝進屋內，並馬上噴射胡椒噴霧，惡
男猝不及防被多名警員合力制服，他混亂間受輕傷。陳女
獲救時雙手遭電線綁緊，救護員即時為她檢查，她身上因
數處擦傷，連同疑犯先後送院治理，警方正調查其犯案動
機，案件交由沙田警區刑事調查隊第3隊跟進。

資料顯示，一名姓陳男子在本月初被入稟區域法院向
被告人追討欠款共113萬餘元、借款利息及訟費。原告人
鄭小萍（30歲）指出，今年2月9日至3月28日間，共19次
借錢給被告人，總數逾113萬元。陳思琦事後接受記者訪
問時證實，陳姓與訟人是她前男友，早前已分手，自己亦
曾於去年2至3個月內，被對方借超過100萬元，現仍要替
他還款，令她經濟出現問題及精神困擾。

陳思琦（Rita）2004年加入有線球彩台擔任主持而廣
為人識，2011年轉職至賽馬會主持《膽識過人》節目，每
逢賽馬日之前一天在亞視播出，向馬迷提供賽績解讀，分
析數據等。

女主播遭前男友持刀禁錮7小時

【本報訊】黑雨期間東九龍成為重
災區，觀塘在1小時內錄得雨量達135毫
米，觀塘道一條地勢較低行車隧道，在
暴雨下不斷注入雨水，水位驟然暴漲高
逾2米，一輛私家車駛經隧道，泡在水中
「死火」拋錨，司機自行跳車逃生，由

消防員協助離開幸無受傷。另最大雨期
間，紅磡海隧亦出現水浸，車輛要極慢
速行駛。

昨日清晨5時許，觀塘區暴雨不斷，
大量雨水湧進馬路面，並流向低窪地區
，觀塘道與開源道交界1條行車隧道，因
地勢較路面低，大量雨水從隧道兩旁出
入口，沿斜路流入，疑排水道淤塞未能
及時排走，水位瞬間暴漲深逾2米，導致
整條隧道水浸，當時在隧道內有4至5輛
車行經，未能及時離開被困 「死火」。

當中1輛私家車泡於隧道中段， 「進退失
據」，即時遭水淹 「死火」拋錨，全車
泡在水中，司機自行打開車門逃生，幸
消防局位處毗鄰，多名消防員聞訊即時
走到隧道提供救援，協助他離開險境，
司機全身濕透沒有受傷，警員到場將隧
道出入口封閉，車輛需改道，觀塘道交
通一度嚴重擠塞。

另外，昨日清晨紅磡海底隧道同樣
發生水浸，雨水湧進隧道管道無法排走
，中段約100米長的路面，水深估計有2
呎，一輛的士沿隧道管道行駛期間，從
車頭擋風玻璃往外張望，仿如置身汪洋
大海，的士恍如船隻 「泛舟海上」，行
畢全程竟花近半小時，的士乘客驚見奇
景，用手機拍下，昨日將短片上載到網
站讓人瀏覽。

水浸隧道 駕車如泛舟

【本報訊】一班由海南省來港編號
UO162的香港快運航機，報稱來港途中
遭雷擊，需緊急降落香港國際機場，消
防員一度戒備，幸飛機最終安全降落，
有驚無險。

昨午3時，有關方面收到UO162航班
通知，表示飛行期間疑遭雷擊，需要戒
備降落，有關方面遂知會消防處派員戒
備，航班最後於3時6分安全降落。事件
中無人受傷。

【本報訊】3年來首個黑雨警告，6
小時內全港多處地區平均錄得超過150毫
米雨量，全港學校被迫停課，有學童出
門前沒有看電視新聞冒雨上學，事後才
得悉停課消息；而暴雨過後市民陸續上
班，港鐵及各個巴士總站出現上班人潮
，港鐵亦一度出現訊號故障，幸秩序良
好，情況未算混亂。

受黑色暴雨影響，教育署宣布全港
學校停課，但昨日清晨仍有小學生未有
看電視新聞及留意電台廣播，冒雨出門
上學，在雨中狼狽不堪，最後獲悉停課
才匆忙回家。至早上9時45分，天文台取
消黑色暴雨警告後，雨勢開始減弱，大
批市民陸續開始出門，趕返工作地點上
班，港鐵沿途各站及各個巴士總站擠滿
上班人潮，當中港鐵九龍塘站及紅隧九

龍入口的過海巴士站，均出現長長的人
龍，但現場秩序良好未見混亂。

此外，港交所、法庭以及多個政府
部門昨日上午被迫休息半日；港鐵將軍
澳線更疑受黑雨影響，在清晨6時許出現
訊號故障，列車服務延誤近3小時，幸在
黑色暴雨取消後，已逐步恢復正常，未
影響區內上班人士。

天文台預測，受一道低壓槽繼續在
廣東沿岸地區徘徊，並為該區及鄰近海
域帶來雷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仍會大
致多雲及有驟雨，初時有幾陣雷暴，雨
勢逐漸減弱，天色較為明朗，氣溫介乎
25至30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

展望未來數天，天氣仍不穩定，有
間歇性驟雨，周末及下周初驟雨逐漸增
多及有雷暴。

人潮湧現 雨後趕上班

懸掛暴雨警告時序
01時30分

03時20分

04時10分

09時45分

10時30分

註：期內錄得逾150毫米雨量

黃色暴雨警告

紅色暴雨警告

黑色暴雨警告

黃色暴雨警告

取消所有暴雨警告

疑被雷劈 航機須急降

秀
茂
坪
利
安
道

觀
塘
道
隧
道

金
鐘
港
鐵
站

天
水
圍
田
心
村

▲利安道附近多條馬路受泥石及雨水影響，居民出入狼狽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觀塘道隧道水位暴漲深逾2米，有途經車輛被困 「死火」

▲天文台取消黑色暴雨警告後，金鐘港鐵站擠滿上班人潮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大量雨水湧進田心村內，水深及膝 電視截圖

◀警員制服疑犯後將他送院治理

▼持盾牌及警棍警員到現場戒備

▲秀茂坪兩幅山坡逾1000立方米沙泥倒塌，掩埋大段馬路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