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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題緣起 

    香港歷史博物館及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主辦的第七屆校際歷史文

化研究報告比賽，主題為尋找歷史印記—危難與生機 香港天災回

顧。長洲是香港的一個小島，又稱作啞鈴島，原本是兩個小島，海浪

將海沙帶到兩島的之端，形成沙咀。經過千

萬年來日積月累的沉積，兩條沙咀最終連接

起來。長洲漁業一向蓬勃，是漁船的集散地，

故甚受風災的影響。長洲行政上被劃入香港十八區之中的離島區，島

上人口約 3萬，是離島區中人煙最稠密的島嶼。由於四面環海，水路

交通一向是長洲與其他地方往來的唯一途徑，一旦颱風襲港，長洲對

外交通一定是其中一個首當其衝的地方，而電視新聞部的攝影師亦務

必把中環港外線碼頭列入拍攝的其中一個對象。 

 

20 年代的長洲-香港歷史檔案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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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香港歷史檔案館提供的早期長洲照片中，可見到颱風對長洲沿岸及船隻的破壞    

-香港歷史檔案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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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中奇緣 

長洲石刻 

根據考古出土文物，以及在 1970

年於長洲東南部發現的「長洲石

刻」，推斷在 3000 年以前，已有人

類到達長洲。「長洲石刻」可能和

居民祭祀天氣和祈求風平浪靜有

關。                                  ↑長洲石刻 

    我們嘗試在香港博物館編製的《香港碑銘彙編》註 1中尋找長洲

廟宇內的碑銘，發現其中三所分別位於西灣、大石口及北社天后廟內

鐘的銘刻，同樣有祈求風平浪靜的訴求，列述如下： 

天后廟鐘 

長洲西灣天后廟鐘 

國泰民安 

沐 恩弟子林熙章,虔具供鐘壹口,重五十斤,敬在 天后宮案前永遠供

奉 

乾隆三十九年季春吉旦立 

風調雨順 

                 

註 1:科大衛,陸鴻基,吳倫霓霞：《香港碑銘彚編》香港，香港博物館編製,香港

市政局出版，一九八六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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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洲大石口天后宮鐘 

風調雨順 

 

沐 恩弟子黃榮富 黃貴富 黃崇富 馬起明仝具洪鐘一口,重一百餘觔,

敬在天后娘娘案前永遠供奉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歲仲春吉旦立 

國泰民安                                                  

 

長洲北社天后廟鐘 

國泰民安     

市橋鄉沐    恩弟子黃文安,釗湛仝奉    酧 

       旹 

乾隆三十二年季冬吉旦立 

風調雨順 

    長洲共四所天后廟，數量為全島廟宇之冠。蓋因長洲早期是漁船

的集散地，漁民飽受風災的侵害，唯有把訴求透過拜祭告之天后，以

保平安。 

 

                                                            

註 1：「認識長洲」工作委員會：《認識長洲》英女皇登基銀禧誌慶，P.17 

 

長洲廟宇分布摘引自《認識長洲》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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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洲方便醫院 

方便醫院位於長洲大新街一號泰興隆木廠背後，原本稱為「棲留

所」，創建於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

年)。長洲曾是貿易來往的港口，當時

長洲人口約二百多戶，夏季常受颱風

吹襲，導致商人及船員葬身海中，大

量屍體被沖上岸邊，導致白骨暴露，無人收葬註 1。東莞商人蔡良購

買了當時還是空地的方便醫院建立「棲留所」，為無家可歸者的棲身

之所。同治十二年壬申(1873 年)六月，更在「棲留所」旁建立義塚，

收葬無人理會的骸骨註 2。 

 1915 年，長洲街坊把「棲留所」

擴建，並改名為「方便醫院」，仍然

以贈送醫藥為主，不久醫院改為長洲

居民協會管理。於 1988 年，因為長

洲醫院的建成（至今巳有七十五年），方便醫院逐漸停止運作。方便

醫院於很久才進行過兩次重修，導致面貌全失。只剩下當年所建的之

義塚、紀念碑與及牌匾。由於日久失修的問題，現在方便醫院遺址已

經變成一片頹垣敗瓦，遺址現時佔二萬多平方呎。據說有人在這霸佔

居住多年。                

註 1：蕭國健：《香港的歷史與文物》，香港，明報出版社，1997 年 12 月版，P.168 

註 2：《頭條日報》20-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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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洲天文台 

   根據香港天文台網頁註 1的記載，長洲天文台於 1953 年建成，當

時位於該島南面的山頭，鄰近關公忠義亭，1970 年遷移到在山頂道

西的山頭現址。信號站則是在 1962 年設於碼頭附近的長洲警署內，

於 1971 年遷到氣象站內，信號站在 2002 年 1 月 1日停止使用。 

     

 

  長洲航空氣象站舊址和現址。  

 

     位於山頂道西的長洲航空氣象

站和信號站外貌。  

 

     香港天文台台長林鴻鋆博士主

持長洲信號站關閉儀式，按掣將十號

風球降下。  

 

 長洲理民府(長洲天文台舊址) 

摘引自《認識長洲》 

註 1：香港天文台網頁 www.weathe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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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洲信號站三十年來經歷過多個猛烈颱風的吹襲，懸掛熱帶氣旋

警告信號不計其數，其中懸掛十號風球的次數就有5次，包括 1971

年的露絲、1975 年的愛茜、1979 年的荷貝、1983 年的愛倫及 1999

年的約克。遷站的首年即 1971 年就因為露絲襲港而懸掛上該站的第

一個十號風球。另外，1983 年愛倫襲港期間，信號站受到嚴重破壞，

站內懸掛風球的桅桿也給大風打彎，亦有一艘貨船在長洲東灣的沙灘

上擱淺。1999 年的約克則是長洲信號站最後一次懸掛十號風球的颱

風。  

    回顧六十年代的高峰期，全港共有四十二個信號站。到了七十年

代，市民已普遍可從電台和電視台接收詳盡的風暴信息，信號站因而

陸續關閉。長洲信號站是最後關閉的一個，標誌著香港懸掛信號時代

的終結。由 2002 年 1 月 1日開始，香港天文台位於長洲的信號站將

停止懸掛熱帶氣旋及強烈季候風信號。停止使用長洲信號站標誌著利

用懸掛風球傳遞風暴信息的時代的終結。今後，香港天文台發出的熱

帶氣旋和強烈季候風信號將分別以「發出」和「取消」來取代「懸掛」

和「除下」的用語。 

    據我們採訪香港天文台高級科

學主任梁榮武先生的資料，我們對

長洲天文台有以下的了解：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9 

    由於長洲是人口最多的離島，為關心長洲居民的安全，香港天文

台往昔選址興建分站的時候就選定在長洲。加上長洲在歷史上是漁

港， 長洲天文台提供的氣象服務更會特別為服務漁民而設。現在的

長洲分站，並非最早的分站，最早時在山頂理民府，後來因為要較為

接近民居，以便收集更緊貼居民氣象資料才搬遷到現址。 

    由於通訊媒體的進步，居民已不用單靠目視信號來知悉風球的訊

號，故香港各個懸掛風球的信號站紛紛光榮引退，長洲是最後一個取

締懸掛風球的地方。現在長洲分站是依然運作，但是自動氣象站。 

 

  六十年代全港信號站的位置 

    香港的信號站初時是設於離島及沿岸地區，隨著人口上升，信號

站也逐漸增加及分佈全港各地。大部份信號站都設於香港警務處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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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處所屬範圍內，由這些部門的同事懸掛及除下信號。在六十年代的

高峰期，全港共有四十二個信號站，長洲是早期建立的一個信號站。 

以下一份 1957 年的歷史檔案，是我們在香港歷史檔案館找到的，內

容大概是申請在長洲天文台豎立圍欄，申請費用為＄9600。 

     

長洲天文台豎立圍欄申請信 -香港歷史檔案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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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二零零七年開始，發出 3號和 8號信號的參考範圍由維港擴展

至由八個涵蓋全港並接近海平面的參考測風站組成的網絡。 

 

全港接近海平面參考測風站網絡 

揀選這些測風站，是基於它們處於較為空曠的位置及地理上的分布，

當中包括自然山脈分隔的考慮。這個參考測風站網絡應可概括地反映

全港的風勢。  

據香港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梁榮武先生的分析，若颱風在長洲南

方吹襲，引起風暴潮的機會會較大，一般災情會較嚴重。由於市區建

築物多，減低颱風的風速，所以與市區比較，長洲居民受颱風影響會

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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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暴風的一天出發 

    以下我們透過香港天文台網上的資料，結合報章有關的報道註 1

及口述歷史的徵集，嘗試保留長洲在颱風吹襲下的災情。 

   為集中探討颱風吹襲長洲所產生下的災情，我們把範圍限定為十

號颶風信號(俗稱十號風球)，根據香港天文台網頁註 2的資料顯示，

當香港的風力已經達到或將會達到颶風程度（即持續風速每小時118

公里或以上）。颶風的範圍，主要是在繞著風眼附近的環形地帶，因

此發出十號颶風信號是需要一股颱風級數的熱帶氣旋，在香港近距離

（大約 100 公里）內掠過，也就是一般所謂「正面吹襲」香港。 

依照世界氣象組織之建議，熱帶氣旋是根據接近風暴中心之最高

持續風力加以分類的。香港採用的分類定義以10 分鐘平均風速為根

據，分為以下六種：  

熱帶氣旋類別熱帶氣旋類別熱帶氣旋類別熱帶氣旋類別    接近風暴中心之接近風暴中心之接近風暴中心之接近風暴中心之 10101010 分鐘最高平均風力分鐘最高平均風力分鐘最高平均風力分鐘最高平均風力  

熱帶低氣壓   每小時 62 公里或以下 

熱帶風暴   每小時 63 至 87 公里 

強烈熱帶風暴   每小時 88 至 117 公里 

颱風   每小時 118 至 149 公里 

強颱風*   每小時 150 至 184 公里 

超強颱風*   每小時 185 公里或以上 

* 2009 年新增等級               

註 1：香港天文台網頁 www.weather.gov.hk 

註 2：由於《華僑日報》有新界版，對長洲的描述較仔細，故 90 年代前的搜集

重點皆放在《華僑日報》上。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13 

60 年代初期，香港曾經多次發出十號颶風信號。1960 至 1964 年

間平均每年一次，其中以 1964 年最特別，竟然一年內兩次。在這段

忙碌的日子過後，十號風球的出現頻率減少至每三或四年一次。80

年代較為平靜，只有一次。同樣，90 年代亦要到 1999 年才首次發出

十號風球。  

 

十號颶風吹襲香港路線圖(香港天文台網頁) 

自 1946 年以來引致天文台需要發出十號颶風信號的颱風當中，

只有1961年的愛麗斯(Alice)及1968年的雪麗(Shirley)的風眼直接

穿過香港天文台。若論十號風球生效的時間，1999 年約克(York)則

創下了最長的紀錄–11 小時。溫黛可算是最兇猛的颱風。當溫黛的

風眼經過香港時，氣壓急跌，在 1962 年 9 月 1日創下了歷來的最低

紀錄 953.2 百帕斯卡。 在溫黛襲港期間，維多利亞港的每小時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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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速達 133 公里，最高陣風紀錄是每小時259 公里，而大老山的陣風

更高達每小時 284 公里，這都是歷來的紀錄。  

溫黛最接近香港時，剛巧是潮漲時間，引致低漥地區嚴重水浸。

吐露港的潮水高度竟達海圖基準面以上5.4 米，而正常的漲潮只有

2.2 米。因此，風暴潮帶來重大損失，尤其在沙田和大埔區，災情特

別嚴重。  

 

轉載自梁炳華 《離島區風物志》註 1 

 

 

 

 

                                                        

註 1：梁炳華 《離島區風物志》，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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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風雨飄搖 

颱風瑪麗 Typhoon Mary 3 - 12 June 1960 

     六十年代初期，香港曾經多次發出十號颶風信號。1960 至 1964

年間平均每年一次，其中以 1964 年最特別，竟然一年內兩次。 我們

曾訪問過不少長洲人士，其中他們以為印象最深刻的颱風是 1960 年

的瑪麗及 1962 年的溫黛。 

    香港天文台網頁註 1有以下有關瑪麗吹襲長洲的描述： 

The storm centre passed close to Cheung Chau between 4 a.m. and 6 a.m. 

on the 9th. Mean winds there did not exceed 47 knots, but they changed 

to southwesterly, a direction from which the anchorages and villages are 

badly exposed. The use of No. 10 signal was not strictly justified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procedures, since sustained surface winds of 

64 knots were not observed. 16.83 inches of rain were recorded at the 

Observatory while local signals were hoisted. 

以下是我們的翻譯： 

風暴中心在 6月 9日凌晨 4-6 時經過長洲附近，平均風力不超過

47 海哩，不過風向突然轉向為西南方，令船隻停泊處和村莊嚴重暴

露在颶風下。根據國際正當程序，並沒有嚴格規定使用10 號的信號

的準則，當時並沒有觀察到持續的表面風有64 海哩。降雨量觀測站

錄得十六點八三英寸的雨量，同時在當地的信號懸掛。 

 

 

                  

註 1：香港天文台網頁 www.weathe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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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日報》1960 年 6 月 7 日 

據《華僑日報》1960 年 6 月 7 日的報導，1960 年 6 月 6 日下午

一時十分左右，在颱風瑪麗的風力影響下，行走長洲及港島的渡海輪

民健號抵長洲泊岸時船頭碰石壆，幸得司舵及船員控制得宜無大碍，

只有一名船員略受微傷，被送入長洲醫院。 

 
《華僑日報》1960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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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6月 9日三點半鐘，天文台急將九號風球改十號風球。風速

最高 83 海里，長洲方面平均風速 42 海里。 

 

《華僑日報》1960 年 6 月 10 日 

據《華僑日報》1960 年 6 月 10 日的報導，前晚深夜後，風勢逐

漸加強，水上居民雖已準備，惟至凌晨，颶風中心在長洲盤旋，海面

風浪極大，至四時許，海浪高至達三樓高，因此，各大小船隻在風浪

中互相沖擊碰撞，船上漁民紛紛跳海逃生，海面一片呼救聲，島上居

民參與救助，不少墮海待援者得以慶幸生還。長洲災情慘重，已查悉

吹翻大小船隻一百三十八艘，報失二十八人已尋回屍體共十五具，輕

重傷者廿六人，無家可歸者八百餘。 

    暴風過後，長洲居民發覺位處海傍的長洲新消防局旁的石壆有一

大缺口，並即時被列為危樓，可見災情的嚴重(見《華僑日報》1960

年 6 月 12 日及 2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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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日報》1960 年 6 月 12 日 

 
《華僑日報》1960 年 6 月 20 日 

    由於是次災情嚴重，長洲興建避風塘的急切需要受到高度重視，

市政局民選議員張有興親自到長洲巡視，據《華僑日報》1960 年 6

月 15 日的報導，長洲建避風塘，建築費達五百萬，可容納三千艘漁

船，原定之防波堤(半弧形)，後經修改為(金錢圓角形)，全程約三千

英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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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日報》1960 年 6 月 15 日 

 

由於長洲風災慘重，各方在災後紛紛助賑，並在 6月 20 及 21 日重新

登記災民。災民憑社會局登記後及身份證登記，以便詳細紀錄各災民

損失實況。(見《華僑日報》1960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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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日報》1960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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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溫黛Typhoon Wanda August 27 to September 2, 1962 

香港天文台網頁註 1有以下有關溫黛吹襲長洲的描述： 

 

Fig. I. The track of Typhoon Wanda. 圖一﹕颱風溫黛的路線。 

At 11.30 a.m. the eye of "WANDA" passed very close to Cheung Chau and it 

was almost calm there for a while. With the typhoon passing close to the 

south there was a rapid veering of winds to southeast over the whole Colony 

and although there was a temporary lull in many places the wind strength 

increased again. At noon gusts of 82 knots were still being reported from 

WagIan Island and 80 knot gusts were registered at the Royal Observatory 

at 12.30 p.m. By this time the typhoon was centred close to Lantau and 

was moving away to the west at 12 knots. No.10 signal was replaced by No. 

6 at 2.15 p.m. to indicate that the wind might veer to the southwest. 

Although gales were still blowing at Waglan Island and Cheung Chau up to 

6 p.m. the wind over the harbour area had dropped below gale force by this 

time. 

Damage and casualties were widespread throughout the Colony. 130 people 

were killed and 53 were missing. Approximately 72,000 people were 

registered as being homeless. Of a total of 20,287 small craft in Colony 

waters, 726 were wrecked, 571 were sunk and 756 damaged. Of a total of 

132 ocean-going ships, 24 were beached and 12 involved in collisions. 

                  

註 1：香港天文台網頁 www.weathe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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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們的翻譯： 

上午 11 時 30 分颱風溫黛非常接近長洲，並停頓了一段時間。颱風溫

黛接近香港南部時快速轉吹東南風，雖然在許多地方風力曾經減弱, 

但之後又再次增強。中午 12 時，在橫瀾島所錄得的陣風為 82 海哩，

而在皇家香港天文台所錄得的陣風則為 80 海哩。下午 12 時 30 分時，

颱風風眼接近大嶼山並以12 海哩以西移動。下午 2時 15 分, 10 號

颱風信號被改為 6號颱風信號，顯示風力可能轉向西南。下午 6時橫

瀾島及長洲仍然吹烈風，但維多利亞港海面風力已低於烈風程度。人

命傷亡和財產損失遍及整個香港。共有 130 人死亡， 53 人失踪。約

7.2 萬人登記為無家可歸。在香港水域總共 20287 艘艇當中， 有 726

艘艇失事， 571 艘艇沉沒及 756 艘艇損壞。在總共 132 艘遠洋輪船

中，有 24 艘擱淺及12 艘撞船。 

     在溫黛的吹襲下，長洲交通頓時中斷。從《華僑日報》1962 年

9 月 2日的一篇報導，令人知道溫黛不單影響了居住在香港的市民，

亦影響長洲居民出入香港島的問題，而且船隻是長洲居民唯一出入外

島的交通工具，所以今次的溫黛襲港的確令長洲居民影響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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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日報》1962 年 9 月 2 日 

由於 1958 年起至 1970 年代本港在這些日子有不少的制水日子。

而溫黛卻帶來了八吋多的水源，所以颱風可能會令人死亡，但是亦帶

來了拯救人類一命的水源。 

 
《華僑日報》1962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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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日報》1962 年 9 月 2 日 

溫黛這一個颱風深信應該創下了不少的排行，正如上述的報導所

說，溫黛即使離開香港亦要懸掛其他的風球，直至完全離開香港才可

以撤下三號風球，從而亦可知溫黛的巨大的威力。 

 

《華僑日報》1962 年 9 月 3 日 

這篇報說出了溫黛令到長洲居民困擾及長洲的損傷的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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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日報》1962 年 9 月 3 日 

資訊科技雖然發達，但是遇上颱風的時候，卻令人產生很多的麻煩。

就如報導中一樣，因為溫黛而引致長洲無法與其他的島嶼聯絡。 

 
《華僑日報》1962 年 9 月 7 日 

報導中講述了長洲居民不單單受損嚴重而且還需要其他人的援助。 

再次證明溫黛對長洲影響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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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1962 年 9 月 3 日 

以下是《大公報》1962 年 9 月 3日的報導： 

長洲災民一千六百八間船廠受到摧毀 

「本報訊」長洲風災，從街上情形所見，亦頗嚴重溫黛一來，天

文台剛掛起一號風球，數千艇戶便揚帆駛往梅窩避風塘暫避。偌大的

長洲海灘，只剩下四隻「住家艇，這四隻艇在烈風雨已被打成碎片。 

  截至昨日下午四時止，在長洲鄉事會登記的災民有一千六百七十

人；居民一百八十戶，包括成人四百六十人，小童五百人；農民豬社

有一百四十間被毀，約七百農民無家可歸。 

  新界離島理民府田土委員會麥基輔，昨日前往長洲，與當地鄉事

委員首腦舉行緊急會議，討論救災辦法。出席的有周理炳﹑馮玉睿﹑

馮北財﹑何炳釗﹑姚啟亭﹑鄺炳有﹑許觀錦﹑方平﹑陳于卿﹑鄭植單﹑

劉榮柱﹑陳公俠等。 

  會議決定點如下：（一）定今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止，截止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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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災民；（二）各委員分區調查災情；（三）請求理民府早日救濟災民；

（四）請理民府援助毛毡廿四張，以救濟沉船四戶災民的家屬。 

  在這次風災中，長洲損失最大的是海灣一帶的船廠，約有八間船

廠被摧毀，吹爛大船十多隻與數十隻舢舨；東灣北社後灣﹑新興後灣

一帶的木屋區，屋頂不少被風掀起去及漏水，昨日數度傾盆大雨，幾

百災民，被逼到隔鄰的寶安學校暫避，情形十分狼狽。東灣的游泳場

被掃蕩一空，泳灘設備被夷成平地。此外，長洲碼頭附近特有的大排

檔，檔頂全部被掀去，昨日小販冒雨搶修，預料今日可恢復營業。 

  暴風中的驚險鏡頭也有不少，碼頭對面的洪記魚欄，數百斤重的

大屋頂被風吹刮起，吹離百米之遙，墜落在興隆後街中心，幸風雨中

街上並無途人，所以沒有造成傷亡意外。 

    溫黛是長洲居民最聞風膽喪的颱風，在我們進行口述歷史訪談的

過程中，不少居民仍猶有餘悸。長洲區議員鄺國威先生註 1為最令他

印象深刻的颱風有兩個，其中一個就是溫黛，他憶述當時長洲有很多

災民，更有船廠受摧毀，當晚起了大浪，船隻拋到上岸，當時死了大

約幾百人，多數是漁民，當時漁民將家當放入盒子，再擺上船上，如

果船破壞了，家當便沒有。此外，溫黛還破壞了消防局旁的堤壩，之

所以破壞嚴重，與當時未興建避風塘有關。長洲區議員李桂珍女士 

                              

註 1：長洲區議員鄺國威先生訪問稿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28 

註 1更向我們指出溫黛更吹毀了陸上不少木屋。本校鍾全明校長註

2在長洲經歷印象最深刻的颱風是也是溫黛，他憶述以往聽母親說

的資料，指出當時的風很大,房子半邊給颱風吹破，未有避風塘，

風把船吹到岸上，風就打回頭風，死了很多人。而當時位於海邊

的笑霞園酒樓因為不肯開門救人，居民感覺東主沒人情味，致令

遭人杯葛，因此不光顧有關酒樓，而長洲區議員李桂珍女士及居

民繆惠芳女士、鄧大妹女士註 3亦證明曾有此事，後者更補充因為

如果他們開門的話，海水就會湧入，他們會有很大的損失，所以

不願意開門救人。受訪者大輝註 4向我們表示曾聽老人家說過溫黛

的災情嚴重，他的船損毀嚴重,損失幾千元(在以前幾千元算是很

了不起)，舊消防局海邊屍體遍野,漁船在本校的位置擱淺 。從事

電視天線維修的李見定先生亦向我們表示溫黛吹襲長洲的時候，

天線吹到全都差不多倒下，吹到東倒西歪，電視機的畫面都會有

雪花註 5。據《認識長洲》中書所述，長洲拯溺會的全體成員曾參

與當時的拯救工作，並拯救了「漁民達百人」註 6。 

                                                                          

                              

註 1：長洲區議員李桂珍女士訪問稿 

註 2：鍾全明校長訪問稿 

註 3：繆惠芳女士、鄧大妹女士訪問稿 

註 4：大輝訪問稿 

註 5：李見定訪問稿 

註 6：「認識長洲」工作委員會：《認識長洲》英女皇登基銀禧誌慶，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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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露比 Typhoon Ruby 1 - 6 September 1964 

    香港天文台網頁並沒有對於颱風露比對長洲影響的抽述，但從我

們搜尋到的報章資料及徵集回來的舊照片得知，颱風露比在襲港其

間，颱風對長洲有重大影響。據《明報》1964 年 9 月 7日的報導，

颱風露比造成長洲有數十間木屋受吹毀，二百多名居民無家可歸，另

外，有一艘重一萬零八百噸巨輪「順風」號被沖上海灘。該輪最後被

沖至長洲南氹灣九龍坑石排上擱淺，輪中共有水手輪機、領航員等職

工共四十四人。還有低窪的木屋區，有木屋二百餘間，不少被揭頂毀

木板牆，以至無法居住，其中有十六間木屋，全座被吹塌倒毀，釀成

二百三十九人無家可歸。 

 

《明報》1964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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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也有一艘名叫「順風」號輪在長洲附近海面擱淺，船上水

手共四十餘人，全部被消防人員救起。 

 

  《華僑日報》1964 年 9 月 6 日 

本校在徵集文物時，長洲街坊王學文先生向本校提供其父親王志

堅先生拍攝的數幀有船隻擱淺的照片，但他本人卻不知照片上的景物

在何時發生。我們把注意力放在一幀船頭上寫上SHUN FUNG 的照片，

在眾多報章中找到上述《明報》1964 年 9 月 7日及《華僑日報》1964

年 9 月 6日的報導，可以肯定那幾幀照片是順風號擱淺在長洲的圖

片，有關照片相信從未公布，故十分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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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船頭上清晰顯示有SHUN FUNG(順風) (資料來源:王學文先生提供相片) 

 

長洲南氹灣九龍坑(資料來源:王學文先生提供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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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人員在商議善後方案。 (資料來源:王學文先生提供相片)  

長洲區議員李桂珍女士註 1我們憶述 1964 年颱風露比襲港時，一艘

巨輪在南氹擱淺，木屋遭破壞，其中在大鬼灣有房屋被吹毀、有一位

婆婆的房屋被吹毀，但好十分機靈，還用被子來保護自己拾回一條生

命，而農埸也受到影響。 

 

 

 

 

 

                              

註 1：長洲區議員李桂珍女士訪問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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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爾 Typhoon Dot 6 - 13 October 1964 

1964 年長洲禍不單行，經 9月颱風露比的洗禮後，10 月颱風黛

爾又再令長洲飽受破壞。據《華僑日報》1964 年 10 月 13 日報導，

颱風黛爾令長洲魚市埸水位高漲一尺。離島各大小農埸和農民所種植

的蔬菜都被颱風摧毀。 

 

 

 

 

 

 

 

 

《華僑日報》1964 年 10 月 13 日 

另《華僑日報》1964 年 10 月 14 日報導離島遭受風災，很多電

話因風雨影響而失靈，水陸交通斷絕，故損失情況嚴重，長洲東灣一

帶低窪地區木屋居民和艇户，於 10 月 12 日疏散至國民學校暫避，以

防水漲浪高時產生危險，長洲鄉事委員會並於 10 月 13 派發食物作救

濟，也有很多人知道懸掛六號風球自動回家而策安全。小艇和船很多

也駛去安全地點，有些小艇因細小的關係，容易吹走和捲走，所以把

小艇停放左岸上和沙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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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日報》1964 年 10 月 14 日 

據《華僑日報》1964 年 10 月 16 日報導，長洲和其他離島地方

菜農損失較重，但離島方面據初步了解如蔬菜和禾稻則損失之外，都

沒有其他更嚴重的災情。但因上次颱風(9 月颱風露比)吹襲後，趕早

除中的農作物又受摧毀，不過其他地區還有嚴重的災情，令人十分恐

慌，例如:梅窩和坪洲等離島。 

  

 

 

 

 

 

  

《華僑日報》1964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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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因颱風黛爾吹襲，在長洲發現有引水道出現山崩，引致沖

斷公路，幸好附近沒有市民居住，否則不堪設想，而長洲海旁的熟食

店和咖啡店擺賣處，因上蓋被吹毀，長洲理民府即時指定地點在海旁

准許該等大排擋暫時擺賣，並限期於 11 月 1日前將該熟食埸之上蓋

修理完，搬回原處營業，至於長洲此次風災除了農作物之外，比較少 

損失。 

《華僑日報》 1964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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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絲 Typhoon Rose August 10 - 17, 1971  

香港天文台網頁註 1以下有關颱風露絲吹襲長洲的描述： 

The Increasing Gale or Storm Signal, No. 9, was hoisted at 9.10 p.m. on 

August 16 when "Rose" was about 50 miles south-southwest of the Royal 

Observatory and was replaced by the Hurricane Signal, No. 10, at 10.50 

p.m. as the eye of the typhoon continued to move northwards at 10 knots. 

During the night of August 16 - 17, winds of hurricane force were 

experienced in many places, particularly over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Colony. The edge of the eye of Typhoon "Rose" passed close to the west 

of Cheung Chau at about 1.52 a.m. on August 17. The surface wind at Cheung 

Chau decreased from 66 to below 25 knots in 15 minutes and the sea level 

pressure fell to 963.2 millibars. At about the same time a minimum pressure 

of 982.8 millibars was recorded at the Royal Observatory.  

8 月 16 日下午 9點 10 分，皇家香港天文台懸掛 9號風球，當颱風露

絲在皇家香港天文台西南面 50 英里時，改掛 10 號颶風信號，在下午

10 點 50 分，颱風眼繼續向北移10 海哩。在 8月 16 – 17 日凌晨，

颶風風速已經在許多地方出現，尤其是殖民地的西部。颱風露絲風眼

邊緣在 8月 17 日上午 01 時 52 分掠過長洲以西。表面風在長洲 15 分

鐘內由 66 海哩減少至 25 以下，海平面氣壓下降至963.2 毫巴。皇家

天文台記錄到大約在同一時間的最低壓力為 982.8 毫巴。  

 

 

                  

註 1：香港天文台網頁 www.weathe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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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passage of "Rose", there were 6 hours of gales at the Royal 

Observatory, while hurricane force winds were recorded for 1 hour at the 

Hong Kong Airport, 2 hours at Cape Collinson and Waglan lsland, 3 hours 

at Cheung Chau, and 4 hours at Tate's Cairn. The maximum gust peak speeds 

recorded were 102 knots at Waglan Island, 103 knots at Cape Collinson, 

105 knots at Cheung Chau, and 121 knots at the Royal Observatory. At the 

top of Tai Mo Shan, a maximum gust peak speed of 150 knots was recorded 

at 1.43 a.m. just before the anemometer was broken at 2.11 a.m. on August 

17.  

An unusual phenomenon observed was the development of sea fog at Waglan 

lsland, Cheung Chau and Cape Collinson during the morning of August 18. 

This was probably caused by a lowering of th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by 

Typhoon "Rose". Fog is rare in Hong Kong in August. 

 

在颱風露絲吹襲的過程中，皇家香港天文台錄得 6小時的強風，而香

港機場錄得 1小時颶風，歌連臣角及橫瀾島錄得 2小時颶風，長洲錄

得 3個小時颶風，大老山錄得 4小時颶風。橫瀾島錄得最大陣風值速

度為 102 海哩，歌連臣角錄得最大陣風值速度為103 海哩的，長洲錄

得最大陣風值速度為105 海哩，皇家天文台錄得最大陣風值速度為

121 海哩。在大帽山頂部的風速儀，上午 1時 43 前錄得的最高陣風

值速度為 150 海哩，打破在 8月 17 日上午 2時 11 分的紀錄。不尋常

的現象是，8月 18 日上午，橫瀾島、長洲及歌連臣角產生海霧現象。

這可能是颱風露絲造成海洋表面溫度的降低，香港在八月出現大霧是

十分罕見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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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jectory of Typhoon "Rose"颱風露絲軌跡 

 

Trajectory of the centre of the eye of Typhoon "Rose" over the western 

part of Hong Kong on August 17, 1971.  

71 年 8 月 17 日颱風露絲中心眼軌跡在香港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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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ar picture of Typhoon "Rose" taken at 1.00 p.m. on August 16, 1971. 

1971 年 8 月 16 日下午 1 時颱風露絲的雷達圖像。 

據《工商日報》1971 年 8 月 17 日的報導，露絲凌晨風向轉變入

夜直撲本港，颱風再迫近長洲以南約四十四浬，天文台於九時十分改

懸烈風或暴風訊號(九號風球)，颱風的影響力大，風勢十分強烈，風

向每接近一個地方，那處就有嚴重的損失，可見這個颱風的威力很利

害。 

 
《工商日報》1971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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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從《星島日報》1971 年 8 月 17 日的報導得知颱風露絲登陸長

洲的情況，當時這個颱風為長洲居民帶來很大不便。這個颱風露絲為

長洲帶來狂風暴雨，當時雨量紀錄已達七吋，可見這個颱風露絲為長

洲帶來多大的影響， 這個颱風露絲的威力有多利害。 

 

 

《星島日報》1971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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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絲登陸長洲，令長洲大排檔遭受嚴重破壞，報章上雖然沒有記

載，但其中食肆蓮香的東主王學文先生向我們提供了他父親的信函及

照片。 

 

圖中崩塌部分正是食肆蓮香的位置，照片由王學文先生提供 

王學文先生接受我們訪問時表示，露絲襲港長洲大排檔被海水沖走

了，對他們家座的生意影響很大，沒法經營，唯有在長洲碼頭開臨時

茶檔，有段時間眾兄弟姊妹需做兼職(穿膠花)幫補家計註 1。食肆蓮

香的一家剛好住在我們土生土長的顧問老師朱劍虹先生的隔鄰，朱老

師向我們表示，露絲登陸長洲，令長洲大排檔遭受嚴重破壞，其中食

肆蓮香整個檔位傾塌入海中，家中生計頓時出現問題，一家需做手作

賺取生計，朱老師三兄弟亦有出手相助，替他們穿膠花。 

 

 

                  

註 1：王學文訪問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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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由王學文先生提供 

   文件是食肆蓮香東主王志堅向長洲鄉事委員會申請改換持牌人

姓名的信件，文件內清楚表示「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七日颱風露絲吹

襲長洲時該熟食場石堤被洶湧波濤吹塌海水沖入致將該架生財及牌

照等全部失落海散失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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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香港歷史檔案館找到了1份 1972年 3月 29日離島區議會

送交 CENTRAL TENDER BOARD 的報價，文件內有以下描述「The Tung Wan 

Seawall on Cheung Chau was severely damage last year during Typhoon 

‘Rose’.The seawall is a main path serving the community in the 

vicinity.It also protects the Kwok Man School nearby.Because of its 

collapse,part of the school playground and latrine has also been 

damaged.In order to prevent further damage to the school and the seawall 

itself and to prepare for the coming typhoon season,it is essential that 

urgent repairs be done. 」 

 

長洲東灣海堤重建計劃報價節錄       香港歷史檔案館提供 

長洲東灣海堤在去年(1971)颱風露絲吹襲時遭受嚴重損害。海堤

是附近社區的一條主要通道，它還負起保護鄰近國民小學的作用，學

校部分操場和廁所亦倒塌了，為學校和海堤防止進一步的受損害，以

準備即將到來的颱風季節，做好緊急修理工作是至關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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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洲東灣海堤重建計劃報價單       香港歷史檔案館提供 

 

我們報價單中知道原來維修海堤的報價可以差別甚大，其中最低

造價為$87831，最高造價是$278610，相差近 20 萬，達三倍半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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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在香港歷史檔案館找到的相關工程圖。 

 

 

 

 

 

 

 

長洲東灣海堤重建計劃工程圖       香港歷史檔案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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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茜 Typhoon Elsie October 9 - 14, 1975 

香港天文台網頁註 1有以下有關颱風愛茜吹襲長洲的描述： 

 

During the passage of Typhoon Elsie, hurricane force winds were recorded 

for 2 hours at Tate's Cairn, for 1 hour at Waglan lsland and for 4 hours 

over the southern parts of the Hong Kong lsland. Sustained gale force winds 

were experienced practically everywhere in Hong Kong except in some 

sheltered urban areas. Cheung Chau recorded continuous gales for the 

longest period of 13 hours. Gales were also recorded for 8 hours at Waglan 

lsland, 5 hours at the Hong Kong Airport, and 12 hours at Tate's Cairn. 

颱風愛茜襲港期間，大老山錄得 2小時的颶風，橫瀾島 1 小時和香

港島南部地區。除香港一些受庇護的市區，持續烈風幾乎無處不在。

長洲錄得 13 小時持續風力，橫瀾島亦錄 8小時強風，香港機場 5個

小時，大老山 12 小時。 

 

 

 

                  

註 1：香港天文台網頁 www.weathe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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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ar pictures of Typhoon Elsie taken at the Royal Observatory on October 13 - 14, 1975. 

10 月 13 日- 14 ， 1975 香港皇家天文台的颱風愛茜雷達圖像。 

據《華僑日報》1975 年 10 月 15 日的報導，長洲和筲箕灣的風

訊站因技術上的錯誤，只能懸掛出八號風球，而未能改懸掛出九號或

十號風球。 

 

 

 

 

 

 

 

 

 
《華僑日報》1975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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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貝 Typhoon Hope 28 July - 3 August 1979 

香港天文台網頁註 1有以下有關颱風荷貝的描述、路徑圖及衛星圖： 

Gusts of 111 knots were recorded at Chek Lap Kok, 102 knots at Waglan lsland 

and 100 knots at Cheung Chau. 

赤鱲角錄得 111 海哩的強風，橫瀾島錄得 102 海哩的強風，長洲錄得 100 海哩的

強風。 

 

 The track of Typhoon Hope颱風荷貝的軌道 

 

 

 

 

 

 

 

 

 

 

 

 

                  

註 1：香港天文台網頁 www.weathe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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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jectory of the centre of the eye of Typhoon Hope near Hong Kong on 2 August 1979.Trajectory of the centre of the eye of Typhoon Hope near Hong Kong on 2 August 1979.Trajectory of the centre of the eye of Typhoon Hope near Hong Kong on 2 August 1979.Trajectory of the centre of the eye of Typhoon Hope near Hong Kong on 2 August 1979.    

1979 年 8 月 2 日颱風荷貝風眼中心的軌跡 

    

 

GMS-1 visible picture of Typhoon Hope taken around 9.00 a.m. on 31 July 1979. 

1979 年 7 月 31 日上午 09 時左右颱風荷貝中心的軌跡 

 

    長洲為離島最受颱風威脅之島嶼，水陸居民對於防風素有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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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提高警惕，且對此早已聞名兇悍化颱風，更嚴密戒備，且由於地

方發展菜地不少改建屋宇新建者均建石屎樓宇，故損失並不嚴重，僅

有數間木屋被掀去屋頂，養魚之小艇被風，沖毀沉沒，養魚盡失，致

血本無歸。 

 
《華僑日報》1979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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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倫 Typhoon Ellen 29 August - 9 September 1983 

香港天文台網頁註 1有以下有關颱風愛倫的描述、路徑圖及衛星圖： 

 
Track of Typhoon Ellen (8309) : 29 August - 9 September. 

颱風愛倫的軌跡 

 

Trajectory of the centre of the eye of Typhoon Ellen near Hong Kong on 9 September 1983.Trajectory of the centre of the eye of Typhoon Ellen near Hong Kong on 9 September 1983.Trajectory of the centre of the eye of Typhoon Ellen near Hong Kong on 9 September 1983.Trajectory of the centre of the eye of Typhoon Ellen near Hong Kong on 9 September 1983. 

颱風愛倫中心的軌跡 

                  

註 1：香港天文台網頁 www.weathe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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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ar display of Typhoon Ellen at 2.21 a.m. on 9 September 1983. 

颱風愛倫颱風眼的軌跡軌 

 

The Hurricane Signal, No. 10, was hoisted at 2.00 a.m. As Ellen passed 

to the south of Hong Kong moving in a northwest direction, Waglan lsland 

was the first to experience hurricane force winds. Between 4.00 and 5.00 

a.m. Waglan lsland reported its maximum hourly mean wind, 86 knots from 

the southeast. Between 6.00 a.m. and 7.00 a.m. Cheung Chau reported its 

maximum hourly mean wind of 90 knots and the maximum gust of 128 knots 

from the south-southeast. Hurricane force winds continued to affect Hong 

Kong for the next few hours. Winds dropped below hurricane force at Cheung 

Chau around 10.00 a.m. and the No. 10 Signal was replaced by the 

Southeasterly Gale or Storm Signal, No. 8 SE. Winds veered from southeast 

to southwest as Ellen moved further away on a northwesterly track. 

The 6000-tonne Cypriot cargo ship, 'City of Lobito', came close to 

slamming into a modern beachside apartment complex on Tung Wan, Cheung 

Chau. 

The only relief was the water Ellen brought to the reservoirs - 32 million 

cubic metres. High lsland Reservoir was full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its 

completion in 1978, and of Hong Kong's 17 reservoirs, 11 were 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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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 10 號颶風信號上午2時 00 分開始懸掛，在隨著颱風愛倫經

過香港以南，並朝著西北方向移動，橫瀾島是開始受到強風吹襲。在

上午 4時至 5時之間，橫瀾島報告其東南方向風速最大平均為每小時

86 海哩。從上午 6時至 7時之間，長洲報導其最高每小時平均風速

為 90 海哩，東南偏南最高陣風為 128 海哩。颶風風力繼續影響到香

港幾個小時。約上午十點，長洲風力開始低於颶風程度，故分和 10

號信號改為 8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風向由東南轉到西南，颱風愛

倫逐漸向較遠的西北移動。  

    6000 噸級貨船洛比托市，差點撞上長洲東灣一個現代化的海濱

公寓。 

颱風愛倫唯一的好處是令水塘增加了 32 萬立方米。萬宜水庫於

1978 年完工以來第一次滿溢，在香港的 17 個水庫， 11 個已經爆滿。 

 

颱風愛倫衛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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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倫是唯一一個在 1980 年代需要懸掛十號颶風信號的熱帶氣

旋。雷達圖像顯示出愛倫的圓形風眼及其南面較強烈的回波。 當時

愛倫在香港以南，非常接近本港，但移動緩慢，因而使長洲受了 5小

時的颶風吹襲，最大的每小時平均風速達167 公里，陣風則達每小時

237 公里。  

 

《明報》 1983 年 9 月 10 日 

據《明報》1983 年 9 月 10 日報導，兩艘貨輪在長洲東灣海灘擱

淺，它們分別為重，五千九百噸，在塞浦路斯註冊之貨輪 city of 

Lobito ;及重三千二百八十噸重之印尼運木船adhika tag unga 號，

兩船均無人受傷但據報漏油嚴重，嚴重污染海面。我們土生土長的顧

問老師朱劍虹先生向我們憶述，他認識一對長洲橋牌會的夫婦就住在

東灣「東堤小築」的地下，該位妻子當年曾向他講及有關情形—當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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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風聲很大，她在半夜突然聽到船的響號，打開窗簾，嚇然看見一

組燈光向她所在之處衝向，驚雲甫定下，定睛看到一艘大輪船在她屋

前不遠處擱淺，她隨即致電報警。朱劍虹老師表示風暴過後，他亦有

前往東灣觀看該艘貨輪。受訪者黎樹新先生註 1亦證實有輪船在東灣

附近擱淺，很多貨物在東灣飄浮,而他的漁排死很多魚，約 100 斤。 

                                     

 

 

 

 

 

 

 

 

 

 

 

 

 

 

 

 

 

 

 

 

 

 

 

 

 

 

                  

註 1：黎樹新先生訪問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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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克 Typhoon York  12-17 September 1999 

香港天文台網頁註 1有以下有關颱風約克的描述、路徑圖及衛星圖：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七日颱風約克(9915)的路徑圖 

在約克的雨帶影響下，本港天氣開始轉壞及有幾陣狂風驟雨。約克差

不多停留不動後，在該晚增強為一颱風。約克的風眼在雷達及衛星圖

像中均可看見。隨著約克的逼近，本港離岸地區風力達至烈風程度，

八號西北烈風或暴風信號在九月十六日清晨3時 15 分懸掛。本地風

勢在隨後數小時迅速增強，九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在上午5時

20 分懸掛，而十號颶風信號在上午6時 45 分懸掛。這是自 1983 年

以來的第一個十號颶風信號。此信號懸掛了 11 小時，是歷來最長的。

約克亦是本年需要懸掛九號或更高風球的第二個熱帶氣旋。在一月至

九月期間懸掛了兩次九號或更高風球的情況，今年是一九六四年以來

的第一次。                                                 

註 1：香港天文台網頁 www.weathe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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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在九月十六日受颶風吹襲，初時本地吹東北風，後轉吹西南

風。約克的風眼橫過時，本地風力顯著減弱。約克的風眼在上午 10

時左右最接近香港天文台總部，當時它位於天文台西南偏南約 20 公

里處。  

約克向西北偏西移動，以每小時約 10 公里的速度在南丫島及長

洲附近掠過，然後橫越大嶼山西南部。在約克影響香港期間，各站錄

得的最低瞬時海平面氣壓如下：-  

站 最低瞬時海平面氣壓 時間 日期/月份 

香港天文台總部 976.1 百帕斯卡 上午 8 時 09 分 16/9 

京士柏 976.6 百帕斯卡 上午 8 時 11 分 16/9 

橫瀾島 970.7 百帕斯卡 上午 7 時 57 分 16/9 

長洲 973.8 百帕斯卡 上午 8 時 36 分 16/9 

受約克的影響，橫瀾島錄得最高每小時平均風速為151 公里，最

高陣風則達每小時234 公里。這陣風記錄是橫瀾島歷來最高的。而長

洲錄得最高每小時平均風速為112 公里，最高陣風則達每小時182 公

里。當約克進入珠江口，香港普遍轉吹西南風。  

約克橫過珠江口後，在珠海附近登陸並減弱為一強烈熱帶風暴。

颶風也不再影響香港，因此天文台在下午 5時 45 分改掛八號西南烈

風或暴風信號。由於吹襲本港的西南烈風已減弱，天文台便在晚上

10 時 10 分轉掛三號強風信號。隨著約克的遠離，本地風勢繼續減弱。

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在九月十七日零時45 分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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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約克的影響下，一名風帆手在長洲被巨浪捲走 64 小時後被發

現死亡。 

在約克的吹襲下，新界及九龍區多處電力中斷。消防處共出動

460 多次，拯救因電力中斷而被困升降機中的乘客。在長洲及西貢等

地，食水供應亦一度停頓。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六日長洲自動氣象站錄得的風向、風速及氣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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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六日正午12 時香港各站錄得的風向和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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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六日約上午11 時約克的可見光衛星圖片 

    十號風球高懸，長洲一對廖姓兄弟，在颱風的吹襲下在長洲觀音

灣出海玩風帆，結果只有一人尋回，而另一個沒有下落，哥哥二十五

歲，弟弟二十二歲。當天，到了下午，有人發現一對兄弟未回，於是

通知他們的父親，他們的父親立即乘坐獨木舟出海，弟弟和兩名友

人，亦各自划舟出海協助搜索，個多小時後，有人救回哥哥，把他送

到醫院，但弟弟仍然失蹤。最後，在64小時後在長洲東灣發現其屍體。 

顧問老師朱劍虹先生向我們憶述，死者是本校中七畢業生，他亦有教

導他，當時死者已剛完成大學，可皆遇到如此不幸的事，朱老師表示

死者一家在長洲觀音灣經營商店，據母親轉述其家人的敘述，事發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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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最初天色良好，兄弟倆趁風勢出海玩風帆，甚料突然風向逆轉，

狂風大作，兩人被捲進海中，最後一獲救及一失跡。 

 
《星島日報》1999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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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災難與生機 

    風造就了長洲李麗珊開創了香港奧運史上的零的突破，亦對長

洲造成了不多的災害。面對不可改變的大自然災害，長洲人唯有自求

多福，以改善設施及改變生活模式的方法從災難中再生。長洲鄉事委

員會於 1961 年正式成立，從成立至今已超過40 年的歷史。長洲鄉事

委員會前身是長洲華商會，由鄉事的商人於 1942 年組成，在 1955 年，

奉當時政府的命令，協助發展地方行政，直至 1961 年把權力移交至

長洲鄉事委員會。 每次颱風吹襲長洲，引至重大的傷亡及財物損失，

長洲鄉事委員會均會負起救災、紀錄、協調及善後的工作。

 

長洲鄉事委員會 70 年代的圖片(摘引自《認識長洲》)         長洲鄉事委員會現貌 

    為對有關主題進行探索，我們最初在 2008 年 12 月在長洲碼頭

豎立花牌，呼籲長洲坊眾提供口頭及文物資料，最後幸運地收到王學

文先生珍貴的照片及文件。我們更去信各社團領袖及相關機構及政部

門執事先生，希望能接受訪問，並於 2009 年 2 月至 4月進行有關   

註 1：「認識長洲」工作委員會：《認識長洲》英女皇登基銀禧誌慶，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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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隨後我們先後前往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及香港歷史檔案館尋

找報章資料及歷史檔案及圖片。最後經整理資料後，我們在 2009 年

5 月 6日在長洲碼頭進行長洲風災回顧展覽，並盡最後努力，進行口

述歷史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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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風塘避風塘避風塘避風塘    

    在敘述 1960 瑪麗災情時，我們曾引用以下《華僑日報》1960 年

6 月 20 日的報導。 

 
《華僑日報》1960 年 6 月 15 日 

    據《華僑日報》1960 年 6 月 15 日的報導，長洲建避風塘，建築

費達五百萬，可容納三千艘漁船，原定之防波堤(半弧形)，後經修改

為(金錢圓角形)，全程約三千英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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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另外在《星島日報》找到以下兩篇的報導： 

  

 

《星島日報》1961 年 5 月 22 日 

 

颱風愛麗斯掠過長洲，長洲為香港一大漁港，經常停泊大小漁船

約數百艘，但竟然沒有避風塘之建設。各漁民及陸上居民，於颱風過

後，又有感於避風塘的重要。鑑於 4年前發生的颱風，沉船三十艘；

去年颱風瑪麗，沉毀船隻百餘艘，傷亡百餘人。此次颱風，又有六船

被毀，幸好沒有傷及性命。但每到颱風季節，漁民都擔心不已，希望

政府馬上施工，以保海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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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1961 年 5 月 24 日 

 

早年本港只有油蔴地和銅鑼灣兩個避風塘，但因漁船數目日漸增

加，避風塘供不應求。刮颱風時，避風塘容納不了過多的漁船，以至

有大量的漁船沉沒。市議員有見及此，要求政府盡快在颱風季節前加

建避風塘，使萬千的漁船有庇護之所。 

    據《華僑日報》1960 年 6 月 15 日的報導，因瑪麗風災關係，長

洲建避風塘的需要十分緊迫，而報導中指出原定之防波堤(半弧形)，

後經修改為(金錢圓角形)，很明顯知道有關興建避風塘的倡議應該在

1950 年代已組提出，可是報導中指出建築費達五百萬，政府可能因

財政撥款問題遲遲未能落實興建。《星島日報》1961 年 5 月 2日指出

颱風愛麗斯掠過長洲，各漁民及陸上居民，於颱風過後，又有感於避

風塘的重要。他們以為長洲為香港一大漁港，經常停泊大小漁船約數

百艘，但竟然沒有避風塘之建設，實在十分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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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據我們訪問長洲區議員鄺國威先生註 1得知長洲避風塘在

1977 年展開工程，在 1982 年完成；我們在 5月 6日口述歷史徵集註

2時得知長洲未有避風塘前，漁船一般泊在澳門、梅窩及銅鑼灣避風

塘一帶。50 年代提出，70 年代中開始，要待 80 年代初方建成，其中

經歷了 1960 瑪麗、1962 溫黛、1964 露比及黛爾、1971 露絲、1975

愛茜及 1979 荷貝共 6合個 10 號風球，造成了長洲居民大量財物損

失，1960 瑪麗及 1962 溫黛更造成了大量人命的喪生，換轉現在的香

港輿情，有關負責官員很可能已被指麻木不仁，引致要下台而去了。 

1982 年長洲避風塘完成後，只經歷了 1983 年愛倫及 1999 年約

克兩個 10 號風球，1983 年愛倫引致兩艘貨輪在長洲東灣海灘擱淺，

1999 年約克導致一名風帆手在長洲觀音灣被巨浪捲走，64 小時後在

東灣被發現死亡。兩者皆發生在東灣海面，長洲避風塘一帶卻沒有受

損的報告，足見長洲避風塘發揮其作用，令長洲居民可以安居樂業。

《華僑日報》1960 年 6 月 15 日的報導最末段指出「避風塘之建成，

不獨漁民獲保障，而當地的工商各業，以及居民生活，與將間接獲得

相當改進，實為一石兩鳥的善政于。」由此推想，若香港殖民地政府

不是吝嗇金錢，及早興建長洲避風塘，相信在 60 及 70 年代長洲風災

的災情必然會減輕不少。    

註 1：長洲區議員鄺國威先生訪問稿 

註 2：口述歷史徵集訪問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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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香港歷史檔案館找到 1份 1967 年的公務局(PUBLIC WORKS 

DEPARTMENT CROWN LANDS AND SURVEY OFFICE PLANNING BRANCH)的 

PLANNING REPORT，內裡有一份

CHEUNG CHAU OUTLINE ZONING 

PLAN，其 5.1 條有以下資料：

「Proposals have been made from time 

to time for a typhoon shelter at 

Cheung Chau.Investigations are still 

being made into this and,as such,it 

would be premature to show any such 

scheme on the present outline zoning 

plan.However,should it be found 

practical to proceed in this 

respect,consideration should it be 

given the development of breakwater 

arms of sufficient width to provide 

additional land for urban use. 」一再有人提出建議，在長洲興建避風

塘。調查工作尚在進行中，因此，現在提出計劃大綱仍然尚未是成熟

的階段，應該是從實際方面著手，考慮它的發展防波堤是否能夠有足

夠的寬度以提供更多的城市土地利用。 

 

   CHEUNG CHAU OUTLINE ZONING PLAN -香港歷史檔案館提供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69 

從上述文件可見，香港政府當時考慮的重點並非長洲各界急切需要避

風塘的訴求，而是考慮如何增加土地供發展之用。我們在香港歷史檔

案館找到一份 1971 年 8 月 20 日公務局一份長洲填海計劃的圖則，內

裡清楚顯示填海計劃的而且確為長洲增加了不少土地供發展之用。事

實上，70 年代中期啟動的長洲避風塘工程，伴隨的是長洲填海工程，

後來的確為長洲提供了不少的土地供發展之用。現今由北帝廟至大石

口沿海的北社一至七里、海傍街及大興堤路均是填海工程的產物，亦

可說是長洲避風塘的副產品，現今長洲的海鮮美食的兩條街、街市綜

合大樓及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皆是興建在有關新填海土地上，由此

可說，長洲的風災促成了長洲避風塘工程，而伴隨的長洲填海工程卻

促進了長洲的旅遊業及社區設施，再推想下去……沒有佛教慧因法師

紀念中學(即本校)，相信亦沒有本考察報告的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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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洲填海計劃圖則 

-香港歷史檔案館提供 

另外，本校在 1977 年出版《認識長洲》一書中的「本洲經濟概

況」一節中有以下敘述：「但若假以時日，大嶼山行將開發，本洲避

風塘即可興工註 1」，又在「本洲展望的地區發展」一節中有以下記述：

「首期發展將於本年度稍後開展，著重地盤整理工程。為一千三百人  

                       

註 1：「認識長洲」工作委員會：《認識長洲》英女皇登基銀禧誌慶，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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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鄉供鄉村公共房屋；填築土地作輕工業用途，徙置原有之船

排廠。建造污水處理廠及垃圾焚化爐各一座，中學一所，此外並有鄉

村屋宇，地盤整理及填海全部費用一千八百四十萬元，該等地盤約於

兩年後可以使用註 1 。」前者指出本洲避風塘的興建需有待大嶼山的

開發，而後者可所提的中學，正正是本校。 

 

 

 

 

 

 

 

 

 

 

 

 

 

 

 

  

長洲填海工程  摘引自《認識長洲》 

 

 

 

 

 

 

 

 

                       

註 1：「認識長洲」工作委員會：《認識長洲》英女皇登基銀禧誌慶，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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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桌村 

    長洲一向聚集了很多漁民，由於經濟理由及作業需要，他們早期

大多在船上居住，鮮有在陸上居住。據我們訪問繆惠芳及鄧大妹女士

時得知圓桌村是 1960 年颱風瑪麗造成災情而促使興建，就此事我們

曾向長洲區議員鄺國威先生及李桂珍女士提問註 1，他們也認同真有

其事，圓桌村是為了瑪麗颱風而興建的，鄺國威先生更補充當時長洲

鄉事委員會向美國圓桌會講出長洲漁民受到颱風瑪麗的影響，船隻受

到不同程度的破損，喪失了居所，極需要安身之所，因此政府以一元

租金的形式，在位於現今長洲公園的上方，給鄰近居住的漁民興建居

所。最後由長洲鄉事委員會、慈善機構以及長洲居民捐款，聯同政府

資助，合力建造而成。圓桌村共分三期興建，分別是： 

1960 年興建圓桌第一村； 

1967 年興建圓桌第二村； 

1972 年興建圓桌第三村； 

←圓桌第三村 

註 1：長洲區議員鄺國威先生及李桂珍女士訪問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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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們在 1977 年出版《認識長洲》一書中的介紹長洲鄉事委員

會一節中有以下敘述：「本洲漁民，雖海為家，然未忘故土，老弱者

移舟灘野，風雨侵襲，若不堪言。一九五九年間華商會發起徙置，獲

得圓桌會支持，興建圓桌第一、二村收容部份災漁。其後續建第三村，

再作分配。本會成立，繼續籲請政府撥出公地興建，承國際組織及熱

心善長贊助，先後完成信義第一、二村，美經援村，艇戶貧漁，大部

份獲得安居註 1。」同書介紹長洲華商會一節中有以下敘述：「又一九

五五年四月一日，急旋風註 3突襲長洲，釀成漁民巨大災害，及一九

六零年六月九日瑪麗風姨肆虐，災情慘重，該會立即召集街坊各界成

立急賑風災委員會，展開救濟工作，更獲得圓桌會建屋，安置受災漁

民註 2。」從上可見，圓桌村是 1960 年颱風瑪麗造成災情而促使興建

一事並非事實的全部，早在 1955 年的風災長洲華商會已有興建房屋

安置風災漁民的意向，並在 1959 年間獲得圓桌會支持，興建圓桌第

一、二村收容部份災漁。其後於 1960 年落成的第一村，正好趕及安

置 1960 年瑪麗造成的災民註 4。 

                                                         

註 1：「認識長洲」工作委員會：《認識長洲》英女皇登基銀禧誌慶，P.21,22 

註 2：「認識長洲」工作委員會：《認識長洲》英女皇登基銀禧誌慶，P.23 

註 3：我們曾瀏覽香港天文台的網頁，未能找到 1955 年 4 月 1 日的颱風資料，

我們進一步推測 4 月 1 日是農曆，而 1960 是潤年，故我們相信該急旋風是發生

在 1955 年 6 月 2 日的颱風(未有命名機制，故無名)，當時最高風球是三號。 

香港天文台網頁 www.weather.gov.hk 

註 4：「認識長洲」工作委員會：《認識長洲》英女皇登基銀禧誌慶，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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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後，長洲漁民陸陸續續遷上岸上居住，居於漁船上的情況

已愈來愈少，居住及衛生環境改善了不少。隨著國際志願機構贊助的

信義第一、二村及美經援村的興建，加上公共屋村長貴村及雅寧苑的

相繼落成，不少長洲漁民及居住環境欠佳的陸上居民紛紛申請上樓。

長洲避風塘的建成，加上漁船居民數字的銳減，再加上陸上房屋的結

構愈加穩固，令長洲的風災的災情亦相繼地減弱了。 

 

 
圓桌第三村    摘引自《認識長洲》註 1 

 

 

 

 

 

 

註 1：「認識長洲」工作委員會：《認識長洲》英女皇登基銀禧誌慶，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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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輪渡輪渡輪渡輪    

    長洲是位於香港西南面的孤島，渡輪乃島內唯一對外交通的途

徑。我們在香港歷史檔案館找到了一封 1953 年 6 月 29 日長洲華商會

主席馮北財(長洲鄉事委員會的前身)寫予南約理民府長官高志的

信，信內有「邇日本港颶風季節已屆，長洲香港海域，季候風浪，異

常兇厲，該公司(油麻地小輪公司)現派出之民昇直航小輪，船型過

小，希望該公司能在最短期內改派較大小輪，俾各商旅感(減)少精神

上之威脅。」由此可知，長洲風季時的水上交通一向存在一定的風險。 

    我們成功聯絡到新世界渡輪有限公司公關部的負責人，並獲安排

與該公司的船長及海事部負責人進行訪談。他們向我們簡單講解渡輪

在颱風襲港時的指引，並表示不一定要到8號風球方會停航，一切要

由船長審視海面情況方作決定。再者，他們指出，颱風侵港時，來往

長洲的航道會因風向及海面實際情況作出調整。 

    現今來往長洲及港島的渡輪體型龐大，相對地較為穩定，但遇上

大風浪時也不免要左搖右擺，遇上強烈風暴更要停航，令長洲對外交

通完全癱瘓。為了避免混亂，香港天文台和各主要公共交通機構及有

關政府部門已建立緊密的聯系，務求在發出或取消八號風球時，各方

面都事先有足夠的準備。一般情況下，渡輪公司會在停航前透過傳媒

預早公布最後開出的航班，以便在島外上班及上學的長洲居民能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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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趕搭返回長洲的航班，以免出現望船輕歎、鼓譟甚或衝閘的激烈行

為。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77 

 

香港歷史檔案局提供 

    長洲四面環海，西灣位置偏遠，昔日山路崎嶇不平，街渡服務乃

居民出入的最方便的途徑。我們成功訪問了街渡船主鄭華勝先生註 1， 

                  

註 1：鄭華勝先生訪問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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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我們表示颱風襲港時，來往西灣的航道並沒有改變，颱風襲港

時，只要懸掛三號風球就會停船，多年都沒有改變。若街渡停航，船

隻會泊向新渡輪碼頭，與其渡輪雙雙停泊在一起。現今，由大興堤路

至西灣的道路已經完成，西灣居民對街渡服務的需求亦相對地減少

了，間接令颱風對西灣居民的負面影響減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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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總結 

時至今日，長洲已經不再只是香港西南一個小漁港了。早年的長

洲很多人住在漁船及僭建於危險山坡上或低漥地區中的寮屋裡，但這

些日子已成過去。公共屋村的相繼落成，私人住宅的質素改善，經濟

轉型下漁民人口的大幅度減少，漁民上岸定居的情況持續，種種因素

下，強烈颱風帶來重大傷亡的年代，相信亦已一去不返。今日的長洲

是一個熱門的旅遊地點，每年的太平清醮吸引大量的中外遊客前來參

觀，仿佛一切在改進之中。我們一向風聞香港政府做事遲緩，未能急

市民之所急，在我們回顧長洲風災的過程中，我們確切發現昔日政府

的有關具體表現，除長洲避風塘在 50 年代提出，70 年代中開始，要

待 80 年代初方建成，其中經歷了 6個 10 號風球，造成了長洲居民大

量財物損失及人命的喪生外，我們更在香港歷史博物館找到一份以下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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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歷史博物館提供 

上述檔案抽取自《華僑日報》1975年 4月 1 日的報章，主題是

推廣新界旅遊業，而需要改善道路及交通，其中第 3點提到長洲新興

街的海堤在 2年前倒塌了，尚未修復，去年(1974)颱風貝絲吹襲時，

東灣賽馬會遊樂場的圍牆亦受損，最近方完成維修及清理工作，由此

可見當時香港政府工作進度的緩慢。 

在回顧長洲風災的時候，我們深切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及人類

的無奈。以往，颱風季節來臨時，市民如臨大敵，嚴加防範；現今，

不少學生及打工一族卻熱切期待，希望多一天額外的假期。若說昔日

香港市民對颱風的訴求，就是天降甘霖，解除制水的威脅，尤其 60

年代初 4天供水一次的經歷至今仍令一把年紀的香港市民印象難忘。 

 

 

《華僑日報》1960 年 6 月 10 日 颱風瑪麗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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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參考資料 
1.報章資料 

《華僑日報 》1960 年 6 月 7 日 

《華僑日報 》1960 年 6 月 9 日 

《華僑日報》1960 年 6 月 10 日 

《華僑日報》1960 年 6 月 12 日 

《華僑日報》1960 年 6 月 15 日 

《華僑日報》1960 年 6 月 20 日 

《華僑日報》1962 年 9 月 2 日 

《華僑日報》1962 年 9 月 3 日 

《華僑日報》1975 年 10 月 15 日 

《華僑日報》1960 年 6 月 10 日 

《華僑日報》1960 年 6 月 15 日 

《華僑日報》1962 年 9 月 7 日 

《華僑日報》1964 年 9 月 6 日 

《華僑日報》1964 年 10 月 13 日 

《華僑日報》1964 年 10 月 14 日 

《華僑日報》1964 年 10 月 16 日 

《華僑日報》1979 年 8 月 3 日 

《明報》 1983 年 9 月 10 日 

《明報》1964 年 9 月 7 日 

《明報》2009 年 2 月 16 日 

《頭條日報》2009 年 2 月 20 日  

《香港經濟日報》2009 年 3 月 19 日   

《明報出版社》，1997 年 12 月版 

《工商日報》1971 年 8 月 17 日 

《星島日報》1961 年 5 月 22 日 

《星島日報》1961 年 5 月 24 日 

《星島日報》1971 年 8 月 17 日 

《星島日報》1999 年 8 月 17 日 

 

2.參考網址 

香港天文台網頁 http://www.weathe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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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考書目： 

1.陳橋：《鏡頭下的歷史》(陳橋三十載新聞圖片錄)，香港，中僑互助會， 

2006 年 9 月第一版。 

2. 可兒弘明喜：《香港艇家的研究》，香港，中文香港大學，1967 年 12 月版 

3. 梁炳華 《離島區風物志》，香港，離島區議會，2007 年 3 月。  

4. 梁榮武 戴世材《風雨人間》，香港，香港天文台， 2008。 

5. 鄭德華《歷史追索與方法探求 香港歷史文化考察之二》，香港，香港中華文

化促進中心 1999 年 6 月。 

6. 廟宇小組編訂：《廟宇指南》，香港，民政署信託基金組，1980 年。 

7. 廣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廣東省自然災害史料》，中國廣州，廣東人

民出版社，1999 年月月 9 月版。 

8.何佩然：《風雲可測 : 香港天文台與社會的變遷》，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2003。    

9.「認識長洲」工作委員會：《認識長洲》英女皇登基銀禧誌慶，香港，離島區

長洲工作委員會，1977 年 11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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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訪問稿 
香港天文台主任梁榮武先生 

1. 你在當天文台職員曾經歷那一個颱風對你比較深刻? 

甲、 他在 1983 年愛倫十號颱風放假,不能返回天文台,多樹受破壞。 

乙、 他在 1999 年約克十號颱風主要負責告訴記者,有颱風當時台長在

場。 

2. 氣候的改變，會令颱風增加或減少? 

沒有任何改變,科學家正研究中。 

3. 往昔在分站選址方面，為何會選在長洲? 

甲、 關心長洲居民的安全。 

乙、 長洲在歷史上是漁港,特別服務漁民。 

4. 現在的長洲分站，並非最早的分站，請問最早的分站在何時建立，又為甚麼

要搬遷? 

最早時在山頂關公忠義亭,因有太多建築物才搬遷。 

5. 何故長洲是最後一個取締懸掛風球的地方?為何要取締? 懸掛風球風球有何

作用? 

古時用目視信號,信號站現在低,作用:一.用來監察風力有多大二.方向在那裏

(如現有三、八、九、十號風球),若取締巿民要重新息應。 

6.現在長洲分站是否依然運作? 

現在長洲分站是依然運作,但是自動氣象站。 

7. 在什麼情況下(風向)，長洲在地理環境上會災情較嚴重? 

不能確認,南面的地面多一危險,因為會引起風暴潮;北面有風暴潮比較少。 

8.與市區比較，長洲居民是否更受颱風影響? 

長洲居民是受颱風影響;市區建築物多,減低颱風的風速。                                                                        

9. 你是否曾到長洲分站工作或參觀，如有，有何印象? 

他沒有到長洲工作,但有到長洲參觀,當長洲天文台的職員喜歡長洲,因為有海鮮

吃。 

10. 我們翻閱記錄，發現 1960 瑪麗、1962 溫黛、1964 露比及沙莉、1983 愛倫

及 1999 約克對長洲影響最嚴重，請問其中可有共通的地方? 

一、每一個都是颱風。 

二、每一個風都最強。 

三、五個颱風正面打正香港今年會將颱風分為強颱風及超強颱風。 

11.在長洲發生石湖風或龍捲風的機會會否比市區大，而所造成的影響，會否比

市區嚴重。 

石湖風:@3-4 月出現  @很強雨帶  @由西向東  @對長洲及其他分區沒有分別。  

龍捲風:@香港少見 @有市民報告給天文台 , 天文台才知道 @春末夏初較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訪問者姓名：張凱淳 & 杜紫欣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   17-3-09   2:45pm     香港尖沙咀天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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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國威區議員     

1. 在長洲經歷印象最深刻的颱風？(年份、名稱) 

瑪麗和溫黛,1960 年和 1962 年。                                                                           

2. 據說 1960 的瑪麗及 1962 的溫黛對長洲影響頗大？(與未興建避風塘有關？) 

影響很大，與興建避風塘有關，若不是受風災影響就不會起避風塘。                                                                       

3. 1962 的溫黛襲港，長洲災民有 1600，八間船廠受摧毀，你可知道? 

摧毀是知道的，當時那兒還沒有避風塘，當晚起了大浪，船隻拋到上岸，還破壞 

了消防員旁的堤壩。                                                                             

4.當時長洲的災情如何？(死傷/財物及船隻破壞) 

當時死了大約幾百人，多數是漁民，當時漁民將家當放入盒子，再擺上船上，如

果船破壞了，家當便沒有。 

5..聽聞有商鋪因為不肯開門救人，致令遭人杯葛，可有其事。 

是有人這樣說的，當時可能因大風而開不到門，也聽不到有人拍門，又或者他                                                                             

們怕風災令店舖受損。                                                                     

6.長洲避風塘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改變)(未興建前漁船的停泊地方可有不同?) 

在 1977 年展開工程，完成是 1982 年，未有改變。                                                                        

7.  70 年代前後，長洲大排檔曾因風暴吹襲(1971 露絲?1975 愛荷?)，致受嚴重

破壞，可有聽聞? 

都可能是瑪麗，因為有幾個風會有可能，當時大排擋用「石棉瓦」搭建的。                               

8.長洲天文台前址是現今關公亭，你對長洲前後兩所天文台有什麼印象? 

那個天文台主要收集訊號及發放訊號，和現時天文台不同，當時掛風球訊號是在                                                                             

長洲警署。    

9.1964 年, 颱風露比襲港，一艘巨輪在南氹擱淺，數十木屋遭破壞，災民逾 200

人，你可有印象? 

可能資料錯誤，那艘巨輪是運載一些難民，南氹那兒應該沒有木屋。                                                                         

10.1983 年，颱風愛倫襲港，兩艘貨輪在東灣擱淺，並漏出油污，你可有印象? 

一艘被拖了出去，一艘在東堤擱淺，幸好沒有衝上東堤小築。 

11.長洲漁民與颱風的關係。(影響作業與傷亡情況) 

漁民以捕魚為生，若颱風打來，他們不會出海作業，當時沒有避風塘，大船會到                                 

其他地方避過。                                                                             

12.在颱風吹襲長洲期間，對你的日常生活及工作有什麼影響?(停電/停航) 

當時不是八號停航，三號也會停的。只有食物會有短缺，因食物是由船運送。                                                             

13.1999 年，颱風風眼掠過長洲期間， 本校 1 名畢業生在玩風帆時喪生，你可

有印象。 

畢業生姓廖，因好勝而在有颱風的時候出海玩。                                                                           

14. 颱風對長洲居民的影響? 

一般與現時的只是沒有遮掩，另外道路會滿目瘡痍，樹木被吹倒。                                                            

15.曾否有長洲居民因為風災向你或離島區議會尋求協助呢?如有，你提供了什麼

協助? 

通常會很少，長洲居民鄰近關係緊密，不會經常與別人求助，也會害怕不好事，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85 

不好外傳，有的話，離島區議會會做一個中介的角色。 

16. 颱風破壞了很多物件,區議會如何善後，區議員在防風的工作可以做什麼? 

他們會做改善的措施，要居民能提出意見，他們就適當地安排各部門處理。                                                                      

17. 長洲避風塘在何時興建?維修情況又如何? 

避風塘由土木工程處負責，會有定時檢查及維修。                                                                       

18. 據說 1960 落成的圓桌村是颱風瑪麗造成災情而促使興建的，可有其事? 

真有其事，因圓桌村透過鄉事委員會向美國圓桌會講出漁民受到颱風影響需要居                                                                       

所，政府以一元租用形式給鄰近居住的漁民興建。                                                                        

19..在長洲曾否有西北石湖或龍捲風造成人命傷亡或財物損失。 

最近人命傷亡少了，因為興建了避風塘的關係，但會有船打破，財物會有輕微損                  

失，岸上的也會有木屋倒塌，因為木屋蓋搭不好，而且水也會侵蝕和撞毀。                                                                         

20. 據了解政府在颱風後有沒有提供資助給漁民作維修工作? 

沒有資助，因為這是漁民的責任，若有困難可向漁農自然護理處的合作社基金                               

反應，但都要透過社會福利處。                                                                           

                                                                           

訪問者姓名：   李焯鈴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11-03-2009，11:45p.m，鄺國威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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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員: 李桂珍       

1. 在長洲經歷印象最深刻的颱風？(年份、名稱) 

在長洲經歷印象最深刻的颱風是瑪麗。                                                                              

2. 據說 1960 的瑪麗及 1962 的溫黛對長洲影響頗大？(與未興建避風塘有關？) 

瑪麗和溫黛這兩個颱風都相當嚴重。有很多船都沉沒和有多宗的人命傷亡。而興

建避風塘是可以增加船的安全，但其實每一個颱風都會對船有一定的影響。                                                                       

3. 1962 的溫黛襲港，長洲災民有 1600，八間船廠受摧毀，你可知道? 

對這件事有印象。有印象但是不太記得詳細情形。因為平時不會接觸到漁船。                                                    

4.當時長洲的災情如何？(死傷/財物及船隻破壞) 

當時長洲的災情十分慘烈，有人死亡和很多漁船沉沒，也有很多木屋比吹襲，災

情都十分嚴重。                                                                     

5.聽聞有商鋪因為不肯開門救人，致令遭人杯葛，可有其事。 

當時的確有商鋪因為颱風的原因而不肯開門救人，但是有沒有杯葛就不太清楚。                              

6.長洲避風塘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改變)(未興建前漁船的停泊地方可有不同?) 

避風塘是很久之前的事。有些漁民會因颱風的強度而不選擇長洲的避風塘，另外

會找一個更安全的地方來停泊。                                                                   

7.  70 年代前後，長洲大排檔曾因風暴吹襲，致受嚴重破壞，可有聽聞? 

不記得是那個颱風影響到長洲大排檔，但確定是有颱風令近海的大排檔受損毀。                                                                        

8.長洲天文台前址是現今關公亭，你對長洲前後兩所天文台有什麼印象? 

據我所知之前的關公亭是為山頂的市民服務，而山頂的天文台是為了漁民服務。                                                                  

9. 1964 年, 颱風露比襲港，一艘巨輪在氹擱淺，數十木屋遭破壞，災民逾 200

人，你可有印象? 

對這件事有小小印象，例如；大鬼灣的房屋被吹毀、有一位婆婆的房屋被吹毀，

但他十分機靈，還用被子來保護自己拾回一條生命，而農埸也受到影響。                                                                       

10.1983 年，颱風愛倫襲港，兩艘貨輪在東灣擱淺，並漏出油污，你可有印象? 

對這年事有印象，因為這次做足了很多善後工作，所以很快就把油污整走.所以

問題也不太大。 

11.長洲漁民與颱風的關係。(影響作業與傷亡情況) 

漁民與颱風兩者一定有很密切的關係，因為颱風會影響漁民的生計，颱風也會令

漁民失去很多很重要的東西，例如﹔人命和財產等。                                                                             

12.在颱風吹襲長洲期間，對你的日常生活及工作有什麼影響?(停電/停航) 

長洲是一個小島，所以十分需要船隻的接送，颱風來到時，船隻也會因颱風的強

度停航，有時返工十分趕急，有時在家裹也會有短暫的停電，所以有很大的影響。                                                               

13.1999 年，颱風風眼掠過長洲期間， 本校 1 名畢業生在玩風帆時喪生，你可

有印象。 

這個印象十分深刻，因為當時我們到埸的時候，他的爸爸很想把他救回，不但救

不回，差點連自己都失去性命，他的家人十分難過，事後我們都有做一些輔導工

作，令他的親人回復心情。                                                                           

14. 颱風對長洲居民的影響? 

颱風對長洲影響十分深遠。因為長洲有很多都是漁民，只靠漁船來生活，有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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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房屋，如果有颱風他們就會擔驚受怕，有時也令陸上居民帶來不方便，例如:

客輪停航等問題。                                                                  

15.曾否有長洲居民因為風災向你或離島區議會尋求協助呢?如有，你提供了什麼

協助? 

有些長洲的居民會主動找我們。有時我們也會主動找上找門幫他們修理房屋，詳

細驗查等。 

16. 颱風破壞了很多物件, 區議會如何善後，區議員在防風的工作可以做什麼? 

颱風來的時候會叫食環署來查清楚，也會看看街道方面有沒有問題，也幫上班人

士留意船班的時間和班次。                                                                       

17. 長洲避風塘在何時興建?維修情況又如何? 

長洲避風塘太約在 70 年代時興建，如果有特殊的情況就會提早維修，如無意外

都會 3-5 年驗查一次。                                                                    

18. 據說 1960 落成的圓桌村是颱風瑪麗造成災情而促使興建的，可有其事? 

圓桌村是為了瑪麗颱風而興建的。但實際情況就不太記得。                                                            

19..在長洲曾否有西北石湖或龍捲風造成人命傷亡或財物損失。 

長洲曾經有西北石湖的出現。雖然龍捲風有人親眼看見，但我本人就沒有看過。

而人命傷亡和財物損失每一個颱風一定會有。只是看多或少。                                                                    

20. 據了解政府在颱風後有沒有提供資助給漁民作維修工作? 

政府就會根據家庭情況而提供資助地方食物和金錢，而金錢就會在 300-5000 左

右會視情況而定。                                                                          

 

                                                                            

 

訪問者姓名：  黎婉婷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  3:30-4:30p.m    17-3-09   李桂珍議員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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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姓名:  王學文      

1. 1971 露絲襲港，長洲大排檔遭受嚴重破壞，可否分享其中見聞? 

長洲大排檔被海水沖走了。                                                                                                                                                    

2.當時  貴鋪遭受破壞，對你的家庭造成什麼影響?你們如何渡過逆境，再次開

鋪做生意? 

對我的生意影響大,沒有經營,有段時間做兼職(穿膠花)會給他們在碼頭開臨時                                                                     

檔。                                                                       

3.素知你與消防局人員相熟，你可知消防局在長洲風災中救人的事蹟?可否介紹

昔日曾在長洲風災中救人的消防員接受訪問。 

我不知道消防局在長洲風災中救人的事蹟,不能介紹昔日曾在長洲風災中救人的                                                                             

消防員接受訪問,因為大部分都退休或死亡.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 28/3/09,11:26a.m. 蓮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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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李見定先生 

 

1.      每次颱風過後，相信不少住戶的天線會被烈風破壞?你入行以來，最嚴

重的是那一次？情況如何？  

       一定會破壞了，最嚴重我想應該是溫黛，那時候那些天線吹到全都差不 

多倒下，吹到東倒西歪，電視機的畫面都會有雪花。 

2. 相對市區，長洲住戶的天線被颱風破壞的機會是否更大？  

因為長洲四邊都是海，一颳起颱風來，就容易被破壞。 

3. 當颱風吹襲長洲時，什麼風向會令長洲住戶的天線受到較大破壞？  

東北風最厲害。 

4. 長洲什麼區域住戶的天線較受颱風的影響？ 

近海地區住的居民的天線會影響，因為颱風來多數都以海吹襲長洲， 

所以近海會較嚴重。 

 

 

訪問者姓名：  李焯鈴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 4:30-5:00p.m    24-04-09   寶光鋪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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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渡輪有限公司訪問： 

船長： 

1.做了船長有幾多年? 

做了船長十五年。 

2.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颱風是什麼?為什麼? 

上年 3 號風球，船隻回頭。 

3.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 

船隻回頭。 

4.颱風侵港時，來往長洲的航道會否改變。 

行沒有那麼大浪的航道。 

5.我們曾聽聞昔日颱風襲港時，長洲渡輪上曾有船員因風浪太大， 

在長洲碼頭泊岸時從船上墮海，可有其事? 

沒有。 

6.颱風侵港時，若渡輪停航，船隻會泊往何處? 

長洲碼頭/荃灣。 

7.來往長洲的航線中，可有因風力有關的緣故而產生意外? 

機會很微。 

8.可有在航行時看到龍捲風?如有，是否覺得危險? 

香港地方比較少。 

9.西北石湖刮起時，可有影響渡輪的駕駛? 

一定會，行慢些。 

10.長洲未有避風塘前，颱風襲港時渡輪泊岸時是否有影響? 

幾十年了，影響比較少。 

 

 

船務處職員： 

1.渡輪在颱風襲港時有什麼指引要遵從? 多年來有否改變？ 

有，很多部份要合作，由船長決定，8 號風球會停航，多年來沒有什麼改變。 

2.颱風襲港時，若渡輪要停航，有什麼準則決定？多年來有否改變？ 

3 號落了也可能很大浪。 

颱風侵港時，來往長洲的航道會否改變。 

3.會，看浪從哪來。 

 

訪問者姓名：   江曉彤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 10:15-11:00  18-3-09  長洲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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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洲警署訪問： 

1. 颱風襲港，八號或以上訊號時，警署會有什麼戒備的工作要進行? 

在 3 號風球的時候已經會行動,1 號風球會起鐵網,害怕打破警車玻璃。 

2. 颱風襲港，八號或以上訊號時，警員是否要出外巡邏?若要，有什麼指引? 

要.,多區指揮官會指示,兩人同行,如有報警會出勤。 

3. 颱風襲港，八號或以上訊號時，若有求助，警員出勤時有什麼指引? 

帶頭盔。 

4.在長洲警署紀錄中，會否有颱風襲港八號或以上訊號時的求助及出勤紀錄?如

有，可否在不涉及私隱底下，透露有關個案的性質或類別。 

其實不能說,因關於私人的。有,今年 9 月 3 號的東提小築,很多單位發生了事。 

5. 在長洲警署紀錄中，會否有長洲風災災情的照片或檔案可供本校參考? 

我想沒有。 

 

訪問者姓名： 江曉彤 黃凱琳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 4:00-4:45p.m  06-03-09 長洲警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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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渡訪問 

姓名﹕鄭華勝                           年齡﹕69 

1. 駕駛街渡有幾多年？ 

約有 30 年 

2. 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颱風是甚麼？為甚麼？ 

溫黛，因為有許多人死亡以及太大風。 

3. 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大風，損失嚴重，許多人死亡。 

4. 颱風襲港時，來往西灣的航道會否改變？ 

不變。 

5. 颱風襲港時，若渡輪要停航，有甚麼準則決定？多年有否改變？ 

只要懸掛三號風球就會停船，多年都沒有改變。 

6. 颱風襲港時，若街渡停航，船隻會泊往何處？ 

與新渡輪的碼頭的船隻，雙雙停泊在一起。 

7. 來往西灣的航線中，可有因風力有關的緣故而產生意外？ 

少數有意外，不過沒有太大件事發生過。 

8. 長洲未有避風塘前，颱風襲港時街渡泊岸時是否有影響？ 

街渡會停航。 

 

訪問者姓名： 杜紫欣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 4:30-5:00p.m  14-04-09 街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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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姓名：   繆惠芳,鄧大妹                          年齡：  70,73 

1. 在長洲經歷印象最深刻的颱風？(年份、名稱) 

瑪麗 1960,是夏天。 

2. 據說1960的瑪麗及1962的溫黛對長洲影響頗大？(與未興建避風塘有關？) 

很慘,死了很多人,,有一間酒樓,不開門救人。 

3. 1962 的「溫黛」襲港，長洲災民有 1600，八間船廠受摧毀，你可知道 

沒有瑪麗那麼慘。   

4. 當時長洲的災情如何？(死傷/財物及船隻破壞)                                                                             

不太清楚,只知道很嚴重。 

5. 聽聞有商鋪因為不肯開門救人，致令遭人杯葛，可有其事。 

有,因為如果他們開門的話,他們會有好大的損失,所以不願意開門救人。 

6. 長洲避風塘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改變)(未興建前漁船的停泊地方可有不

同?) 

船會停泊在慧因那邊,當時他們住在船上。     

7. 70 年代前後，長洲大排檔曾因風暴吹襲(1971 露絲?1975 愛荷?)，致受嚴重

破壞，可有聽聞? 

有,火災。   

8. 長洲天文台前址是現今關公亭，你對長洲前後 2 所天文台有什麼印象? 

在天文台掛風球,現在就沒有。 

9. 1964 年, 颱風「露比｣襲港，一艘巨輪在南乙水擱淺，數十木屋遭破壞，災

民逾 200 人，你可有印象? 

沒有。  

10. 1983 年，颱風「愛倫｣襲港，兩艘貨輪在東灣擱淺，並漏出油污，你可有印

象? 

有。  

11. 長洲漁民與颱風的關係。(影響作業與傷亡情況) 

有人給他們食物。   

12. 在颱風吹襲長洲期間，對你的日常生活及工作有什麼影響?(停電/停航) 

長洲人,沒有多大的影響。      

13. 1999 年，颱風風眼掠過長洲期間， 本校 1 名畢業生在玩風帆時喪生，你可

有印象，很突然死了,很慘。  

14. 在長洲曾否有西北石湖或龍捲風造成人命傷亡或財物損失。 

西北石湖常常有,龍捲風沒有,見到不要笑。 

15. 據說 1960 落成的圓桌村是颱風瑪麗造成災情而促使興建的，可有其事? 

有。                                                                     

 

                                                                        

                                                                      

訪問者姓名： 黃凱琳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              鄧大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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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鍾全明校長                              年齡： 50 以上 

1.在長洲經歷印象最深刻的颱風？(年份、名稱) 

1960 年溫黛。                                                                       

2.據說 1960 瑪麗及 1962 的溫黛對長洲影響頗大?(與未興建避風塘有關?) 

聽母親說，風很大,房子半邊給颱風吹破，未有避風塘，風把船吹到岸上，風

就打回頭風。                                                                                                                              

3.1962 的溫黛襲港,長洲災民有 1600,八間船廠受摧毀,你可知道? 

知道得得店原來是海。                                                                  

4.當時長洲災情如何?(死傷/財物及船隻破壞) 

風很大,有回頭風,風把船吹到岸中.死了很多人。                                                                     

5.聽聞有商鋪因為不肯開門救人,致令遭人杯葛,可有其事. 

高升/笑霞園,其中有一間沒開門,居民感覺它沒人情,便不光顧它。                                                                     

6. 長洲避風塘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改變)(未興建前漁船的停泊地方可有不同?) 

很多人拍沙龍(街市)排廠。                                                                     

7.  70 年代前後,長洲大排擋曾因風暴吹襲(1971 露絲?1975 愛荷? ),致受嚴重

破壞,可有聽聞? 

有聽聞,只知道現在晿大戲的地方,就是以前的消防局。                                                                     

8.長洲天文台前址是現今關公亭,你對長洲前後 2 所天文台有甚麼印象? 

沒有印象。                                                                 

9.1964 年,颱風露比襲港,一艘巨輪在南乙水擱淺,數十木屋遭破壞,災民逾 200,

你可有印象? 

不知道。                                                                     

10.1983 年颱風愛倫襲港,兩艘貨輪在東灣擱淺,並漏出油污, 你可有印象? 

有印象,有一輪很大的貨輪擱淺在東灣。                                                                   

11. 長洲漁民與颱風的關係。(影響作業與傷亡情況) 

家里用鐵線綁着石頭,防上屋頂破爛,用膠桶來盛屋頂漏下來的水。                                                                     

12.在颱風吹襲長洲期間,對你的生活及工作有甚麼影響?(停電/停航) 

家里用鐵線綁着石頭,防上屋頂破爛,用膠桶來盛屋頂漏下來的水.乘颱的時候

很驚險。                                                                                                                             

13.1999 年,颱風風眼掠過長洲期間,本校 1 名畢業生在玩風帆時生, 你可有印

象? 

有印象。                                                                 

 

訪問者姓名:陳倩珊                  

訪問日期 時間及地點: 3/5/09 3:00p.m. 校長室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95 

受訪者姓名：姚佑強副校長                              年齡： 60 以上        

1.據說 1960 瑪麗及 1962 的溫黛對長洲影響頗大?( 與未興建避風塘有關?) 

1.漁船多,漁民多 2.到別的地方避颱風 3.沒有機器,只有逃忙                                                                   

2.1962 的溫黛襲港,長洲災民有 1600,八間船廠受摧毀,你可知道? 

不知道   。                                                                

3.當時長洲災情如何?(死傷/財物及船隻破壞) 

不知道  。                                                                   

4.聽聞有商鋪因為不肯開門救人,致令遭人杯葛,可有其事. 

不知道。 

5. 長洲避風塘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改變)(未興建前漁船的停泊地方可有不同?)                                                                

政府要降為了保障市民安全,因為漁民太多,應要求興建避風塘. 

6. 70 年代前後,長洲大排擋曾因風暴吹襲(1971 露絲?1975 愛荷? ),致受嚴重破

壞,可有聽聞? 

  不知道。 

7.長洲天文台前址是現今關公亭,你對長洲前後 2 所天文台有甚麼印象? 

氣象站在關公亭附近,舊的設備簡漏,颱風時早上的時候是符號,晚上的時候是

點燈 。                                                                  

8. 1964年,颱風露比襲港,一艘巨輪在南乙水擱淺,數十木屋遭破壞,災民逾200,

你可有印象? 

不知道。 

9. 1983 年颱風愛倫襲港,兩艘貨輪在東灣擱淺,並漏出油污, 你可有印象? 

不知道。 

10. 長洲漁民與颱風的關係。(影響作業與傷亡情況) 

不知道。 

11.在颱風吹襲長洲期間,對你的生活及工作有甚麼影響?(停電/停航) 

沒有影響。                                                                      

12.1999 年,颱風風眼掠過長洲期間,本校 1 名畢業生在玩風帆時生, 你可有印

象? 

有印象 。                                                                   

 

訪問者姓名:陳倩珊                  

訪問日期 時間及地點: 3/5/09 3:40p.m. 副校長室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96 

受訪者姓名： 英姐                                       年齡：   58    

居住地區﹕ 長洲 

1. 在長洲經歷印象最深刻的颱風？(年份、名稱) 

   溫黛                                                                       

2. 據說 1960 年的瑪麗名 1962 年的溫黛對長洲影響頗大？(與未興建避風塘有

關？) 

    應該是                                                                       

3. 1962 年的「溫黛」襲港，長洲災情 1600 人，八間船廠受摧毀，你可知道？ 

   不清楚，年紀太小                                                                           

4. 當時長洲的災情如何？(死傷/財物及船隻破壞) 

颱風十分強大，會比現在更強大。                                                                       

5. 聽聞有商鋪因為不肯開門救人，致令遭人杯葛，可有其事。 

    不知道                                                                                                                                                   

6. 長洲避風塘的歴史。(興建年份及改變)(未興建前漁船的停泊地方可有不

同?) 

 忘記興建年份，未興建前漁船的停泊地方在長洲避風塘或香港仔避風塘。                                                            

7. 70 年代前後，長洲大排檔曾因風暴吹襲(1971 露絲？1975 愛茜？)，致受嚴

重破壞，可有聽聞？ 

沒有印象                                                                       

8. 長洲天文台前址是現今關公亭，你對長洲前後２所天文台有甚麼印象？ 

    沒有                                                                                                                      

9. 1964 年，颱風「露比」襲港，一艘巨輪在南氹擱淺，數十木屋遭破壞，災

民逾 200 人，你可有印象？ 

曾聽過但沒有親身去過                                                                      

10. 1983 年，颱風「愛倫」襲港，兩艘貨輪在東灣擱淺，並漏出油污，你可有

印象？ 

沒有印象                                                                       

11. 長洲漁民與颱風的關係。(影響作業與傷亡情況) 

沒有印象                                                                       

12. 在颱風吹襲長洲期間，對你的日常生活及工作有甚麼影響？(停電/停航) 

沒有，因為當時還未有出來工作。                                                                                                     

13. 13.1999 年，颱風風眼掠過長洲，本校一名畢業生在玩風帆的喪生，你可有

印象？ 

聽過，沒有親身去過看                                                                      

 

訪問者姓名：   杜紫欣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  MMLC    3﹕45p.m.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97 

受訪者姓名：大輝                                 年齡： 29    

1.在長洲經歷印象最深刻的颱風？(年份、名稱) 

溫黛,1962 年。                                                                        

2.當時長洲的災情如何？(死傷/財物及船隻破壞) 

聽老人家說十分嚴重,他的船損毀嚴重,損失幾千元(在以前幾千元算是很了不

起).                                                                          

舊消防局海邊屍體遍野,漁船在慧因的位置擱淺 。                                                                         

3.長洲避風塘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改變) 

不知道。                                                                        

4.長洲街坊橋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拆卸年份) 

不知道。                                                                     

5.長洲漁民與颱風的關係。(影響作業與傷亡情況) 

颱風一到,漁船不可以出海,影響收入,漁民提心吊膽,整天看著漁船,害怕漁船翻

沉。                                                                                                                                                    

 

訪問者姓名：陳曼莉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  4/2/2009  3:37 p.m.  真味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98 

受訪者姓名： 江爵樂                                      年齡： 52        

1. 在長洲經歷印象最深刻的颱風？(年份、名稱) 

在 1979 年的荷貝。                                                                                                                                                    

2. 當時長洲的災情如何？(死傷/財物及船隻破壞) 

好像很多船隻都被破壞了，也有船不知去了哪…..好像有人受傷。                                                                         

3. 長洲避風塘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改變) 

不知道。                                                                                                                                                    

4. 長洲街坊橋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拆卸年份) 

大約四、五十年代興建。                                                                                       

5. 長洲漁民與颱風的關係。(影響作業與傷亡情況) 

損失了很多金錢。                                                                                                                                                    

 

訪問者姓名：  江曉彤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12:00-12:30  23-01-09  餐廳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99 

受訪者姓名：李石允                                           年齡：73  

1. 在長洲經歷印象最深刻的颱風？(年份、名稱) 

1962 溫黛  

2. 當時長洲的災情如何？(死傷/財物及船隻破壞) 

有人死傷.損失財物無法估計,船隻被破壞都不能開船 

3. 長洲避風塘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改變) 

二十多年歷史,並沒有改變 

4. 長洲街坊橋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拆卸年份) 

大概七十幾年歷史.一九八多年拆卸 

5. 長洲漁民與颱風的關係。(影響作業與傷亡情況) 

傷亡很少 

 

訪問者姓名：李焯鈴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6:00-6:30P.M 07-02-09  西灣路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100 

受訪者姓名： 李志輝                                     年齡：  50     

1. 在長洲經歷印象最深刻的颱風？(年份、名稱) 

1962 的溫黛 

2. 當時長洲的災情如何？(死傷/財物及船隻破壞) 

打沉船，船全部都在沙灘上，有人死傷，但少。財物損失無法估計。                                                                                                                                                                                                                           

3. 長洲避風塘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改變) 

大約六十、七十年代，因船多要興建，沒有改變。                                                                                                                                              

4. 長洲街坊橋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拆卸年份) 

於早期興建，大約七十、八十年代拆卸。                                                                                                                                                   

5. 長洲漁民與颱風的關係。(影響作業與傷亡情況) 

會影響作業。                                                                                                                                                  

 

訪問者姓名：  李焯鈴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 25-01-09，3:49p.m.，西灣路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101 

受訪者姓名：林伯                                   年齡：58 

1. 在長洲經歷印象最深刻的颱風？(年份、名稱) 

溫黛。 

2. 當時長洲的災情如何？(死傷/財物及船隻破壞) 

損失嚴重,死傷慘重,船隻吹毀。                                                                       

3. 長洲避風塘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改變) 

大約 30 年代。 

4. 長洲街坊橋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拆卸年份) 

沒有印象。 

5. 長洲漁民與颱風的關係。(影響作業與傷亡情況) 

財計損失,沒有生意。 

 

訪問者姓名：林再寅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28-01-09 12:30-1:00p.m 大新街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102 

受訪者姓名：肥佬                                   年齡：66 

1. 當時長洲的災情如何？(死傷/財物及船隻破壞) 

由於地理關係,每次颱風,打西北、西南風,中間地受害。在八十年代前,長洲的醫

療 

設備十分差,加上交通問題,令到災情更為嚴重。 

2. 長洲避風塘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改變) 

大約1974年(提霸)開始,最初麻石是平鋪,但水會蓋過提霸1-2年後再改良,把麻

石                                                            弄得不

平滑,正式的提霸在 80 年代。 

3. 長洲街坊橋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拆卸年份) 

以前叫街道碼頭,俗稱方便橋。 

4. 長洲漁民與颱風的關係。(影響作業與傷亡情況) 

每次有颱風,漁民回到避風塘。 

 

訪問者姓名：陳曼莉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     4-2-09   3:45pm   真味菜館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103 

受訪者姓名：范萍妹                     年齡：64 

1. 在長洲經歷印象最深刻的颱風？(年份、名稱) 

1962 溫黛       

2. 當時長洲的災情如何？(死傷/財物及船隻破壞) 

死傷無數,財物及船隻一無所有 

3. 長洲避風塘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改變) 

興建於 70 年代中期 

4. 長洲街坊橋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拆卸年份) 

不清楚興建年份及拆卸年份  

 

訪問者姓名：張凱淳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2 月 1 號 1:30P.M 長洲信義村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104 

受訪者姓名： 袁坤                                         年齡： 58     

1. 在長洲經歷印象最深刻的颱風？(年份、名稱) 

印象最深刻的颱風是約克。年份是 1999 年。                                                                                                                                               

2. 當時長洲的災情如何？(死傷/財物及船隻破壞) 

 長洲的災情是有些船隻被破壞，死傷比較少，但財物損失比較多。                                  

3. 長洲避風塘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改變) 

 避風塘是 70 代早期的建槃物。是填海出來的。                                                                                

4. 長洲街坊橋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拆卸年份) 

 不清楚興建的時間，但時候不上 20 年。                                                 

5.長洲漁民與颱風的關係。(影響作業與傷亡情況) 

 颱風令到漁民有傷亡的情怳發生。                                                                     

                                                                              

訪問者姓名：杜紫欣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  1/2/2009 他的家 6:00P.M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105 

受訪者姓名：高四                       年齡：72 

1. 在長洲經歷印象最深刻的颱風？(年份、名稱) 

1962 溫黛 

2. 當時長洲的災情如何？(死傷/財物及船隻破壞) 

有小艇嚴重受損,有些沉沒,木屋損毀,避風塘內的家艇亦大量損毀 

3. 長洲避風塘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改變) 

中期 

4. 長洲街坊橋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拆卸年份) 

不清楚 

5. 長洲漁民與颱風的關係。(影響作業與傷亡情況) 

影響生態環境   

 

訪問者姓名：黃凱琳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4 月 2 日 下午 5 時 42 分 中興街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106 

受訪者姓名：張有德                                  年齡：53 

1. 在長洲經歷印象最深刻的颱風？(年份、名稱) 

1971 年 露絲 

2. 當時長洲的災情如何？(死傷/財物及船隻破壞) 

比十號風球更嚴重,很少人死傷,船隻嚴重破壞.  

3. 長洲避風塘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改變) 

80 年代 

4. 長洲街坊橋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拆卸年份) 

大概在三十年代,八十年代拆卸 

5. 長洲漁民與颱風的關係。(影響作業與傷亡情況) 

颱風來的時候不能作業,過後要修理船隻,也不能作業 

 

訪問者姓名：李焯鈴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2 月 7 10:00P.M 街上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107 

受訪者姓名：張衍慶                                   年齡：80 

1. 在長洲經歷印象最深刻的颱風？(年份、名稱) 

1962 年溫黛。 

2. 當時長洲的災情如何？(死傷/財物及船隻破壞) 

水上人死傷多,財物損失嚴重,船隻大量受到破壞。                                                                       

3. 長洲避風塘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改變) 

興建於 70 年代中期左右。 

4. 長洲街坊橋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拆卸年份) 

沒有印象。 

5. 長洲漁民與颱風的關係。(影響作業與傷亡情況) 

影響及傷亡十分嚴重,並留下深深的印象。 

 

訪問者姓名：張凱淳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20-1-09,長洲信義村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108 

受訪者姓名:郭邦                                   年齡：  62    

1. 在長洲經歷印象最深刻的颱風？(年份、名稱) 

印象最深刻的颱風是溫黛。年份忘記了。   

2. 當時長洲的災情如何？(死傷/財物及船隻破壞) 

   當時長洲的災情是很多沉船事件發生。大約有 20-30 隻。                                                                                                             

3. 長洲避風塘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改變) 

長洲避風塘約有 30 年。多了很多漁船進港。                                                                                    

4. 長洲街坊橋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拆卸年份) 

 很久之前，但忘記了。                                                                          

5. 長洲漁民與颱風的關係。(影響作業與傷亡情況) 

 颱風令到漁民減少 2-3 天的收入和幾天不可以工作。                                                                      

                                                                             

訪問者姓名：杜紫欣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 4/2/2009 北社新村 7:34P.M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109 

受訪者姓名：陳和                                   年齡：62 

1. 在長洲經歷印象最深刻的颱風？(年份、名稱) 

溫黛。 

2. 當時長洲的災情如何？(死傷/財物及船隻破壞) 

船隻吹上沙灘。 

3. 長洲避風塘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改變) 

約 30 年代。  

4. 長洲街坊橋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拆卸年份) 

70 年代拆卸,興建不知道。 

5. 長洲漁民與颱風的關係。(影響作業與傷亡情況) 

影響生計。 

 

訪問者姓名：黃頌欣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 27-1-09 長洲新興街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110 

訪者姓名：陳金妹                                  年齡： 40    

1.在長洲經歷印象最深刻的颱風？(年份、名稱) 

愛倫,1983 年。                                                                       

2.當時長洲的災情如何？(死傷/財物及船隻破壞) 

因為我家住得接近海邊,所以水還差些浸到我家的腳邊。                                     

3.長洲避風塘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改變) 

沒有印象。                                                                           

4.長洲街坊橋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拆卸年份) 

大約在 1979 年拆卸,但興建忘記了。                                                                      

5.長洲漁民與颱風的關係。(影響作業與傷亡情況) 

颱風時十分害怕漁船會翻沉,因為整個家都在漁船,本身沒有機會讀書,如果漁船                                                                            

也沒有,就不能養育家庭。                                                                           

 

訪問者姓名：  黎婉婷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  8/2/2009 (家中)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111 

受訪者姓名：黃带有                                        年齡：61        

1.在長洲經歷印象最深刻的颱風？(年份、名稱) 

瑪麗小姐,露絲 1971 年 。                                                               

2.當時長洲的災情如何？(死傷/財物及船隻破壞) 

環境惡劣,死了十多人,船隻被吹上街上。                                                                

 3.長洲避風塘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改變) 

 避風塘興建了 30 多年,曾經被吹毀了一半.                                                              

4.長洲街坊橋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拆卸年份) 

街坊橋的興建人出生就有,又稱延橋仔或泰安橋2 條.划船過海.拆卸年份的 30

年.                                                            

5.長洲漁民與颱風的關係。(影響作業與傷亡情況) 

漁民無法作業.                                                                                                                                         

 

訪問者姓名：杜紫欣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 27/1/2009  11:05a.m.  他的家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112 

受訪者姓名： 黃帶喜                                       年齡：  70    

1. 在長洲經歷印象最深刻的颱風？(年份、名稱) 

瑪麗，1960 年                                                                                                                                

2. 當時長洲的災情如何？(死傷/財物及船隻破壞) 

吹毀船隻，死了很多人。                                                                                                                                                                                                          

3. 長洲避風塘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改變) 

約 20 年。                                                                                                                                            

4. 長洲街坊橋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拆卸年份) 

約 30 年前，兩、三條。                                                                                                                                                    

5. 長洲漁民與颱風的關係。(影響作業與傷亡情況) 

無法工作                                                                                                                                                    

 

訪問者姓名：  杜紫欣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  飯店，30/01/2009，08:31p.m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113 

受訪者姓名： 黃漢                                        年齡：  77     

1. 在長洲經歷印象最深刻的颱風？(年份、名稱) 

1962 年的溫黛。                                                                                                                                                    

2. 當時長洲的災情如何？(死傷/財物及船隻破壞) 

很大風，一時又沒有風……有些小棚子倒下。                                                                                                                                                                                                                                                                                        

3. 長洲避風塘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改變) 

不記得，很多年前的事。                                                                                                                                                    

4. 長洲街坊橋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拆卸年份) 

約 40 尾年代興建。                                                                                                                                                   

5. 長洲漁民與颱風的關係。(影響作業與傷亡情況) 

船隻要維修。                                                                                                                

 

訪問者姓名：   江曉彤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2009 年 2 月 2 日 2:30pm 家裡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114 

受訪者姓名：鄭志明                                      年齡：  60       

1. 在長洲經歷印象最深刻的颱風？(年份、名稱) 

印象最深最深刻是颱風溫黛。年份是 1962 年。                             

2. 當時長洲的災情如何？(死傷/財物及船隻破壞) 

當時情況十分嚴重，例如有船隻被吹往沙灘和吹毀大排擋。                                                                       

3. 長洲避風塘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改變) 

大約在 20 年前，曾經被一次颱風吹毀避風塘，但當時避風塘還未興建完成。 之

前沒有樓梯，但現在為了方便釣魚人士，所以就興建一條樓梯。                                                      

4. 長洲街坊橋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拆卸年份) 

街坊橋又稱廷橋仔，這裡有 2 條橋。拆卸的年份是約 30 年前，當時還沒有鐵欄。                                                              

5. 長洲漁民與颱風的關係。(影響作業與傷亡情況) 

颱風令到漁民減少收入，引致死亡。 

                                                                        

訪問者姓名：   江曉彤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   22/1/2009 他家附近 6:34p.m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115 

受訪者姓名：鄧成宙老師                         年齡：   49    

居住地區﹕ 長洲     

1. 在長洲經歷印象最深刻的颱風？(年份、名稱) 

   如果要確實的時候，則不太清楚，因為知道溫黛的時候約60 年代那時候年紀

小，俱體那一個颱風真的不太深刻。                                                                      

2. 據說 1960 年的瑪麗名 1962 年的溫黛對長洲影響頗大？(與未興建避風塘有

關？) 

雖然那一個時候，約 1-2 歲，但是我們亦明白到長洲的地理環境特別是海傍那

裏，十分接近海傍，如果沒有避風塘的防波堤阻擋，特別是吹西南或西方的風，

波浪就會十分大，我記得小時候即使見到溫黛的時候印象十分深刻，每逢一颱風

完結後，出街的時候，滿目瘡痍，基本上全部的茶樓﹑酒館前面的帆布，各方面

殘破，因為那裏面向風的位置，加上遇上海浪，沒有甚麼的東西遮擋，我覺得如

果欠缺防波堤的話，會導致當時，特別在碼頭沿海傍一帶的商店及房屋有一定的

影響，但不致於完全地吹毀前面的大排檔及餐廳，如果有浪的時候，就會有影響。

（亦即使容易吹毀一些帆布及帳蓬。）                                                                    

3. 1962 年的「溫黛」襲港，長洲災情 1600 人，八間船廠受摧毀，你可知道？ 

我不知道，我當時只有 1-2 歲，但在成長階段中亦聽街坊說過，年紀大的街坊對

溫黛亦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4. 當時長洲的災情如何？(死傷/財物及船隻破壞) 

每一次的颱風，長洲的房屋一般都是木屋，即使不至於溫黛級數每逢颱風，長洲

居民就像如臨大敵，作出準備。而且以前的房屋設備並不先進，特別是屋頂的瓦

片隨時吹起，引致屋頂漏水。                                                                       

5. 聽聞有商鋪因為不肯開門救人，致令遭人杯葛，可有其事﹖ 

已往長洲生活的情況，因為颱風一到比如一些店舖﹑米鋪﹑酒樓會全部關門，不

過裏面是有人，第一﹕他們未必知道外面是有人死了，而要外出救人，致於如果

外面有求救拍門，我相信長洲居民十分融洽，而且鄰里關係好。我估計長洲居民

未至於見死不救。但問題實際上可能不知道出面發生甚麼事情，因為大風你們都

會把門關上。                                                                            

6. 長洲避風塘的歴史。(興建年份及改變)(未興建前漁船的停泊地方可有不同?) 

確實具體興建年份的情況不知道。漁船會照樣停泊在西邊的避風塘所謂避風塘可

能會是防風讓漁船停泊，以往，我印象記得都是在避風塘，而且東灣會比較少。                                                                      

7. 70 年代前後，長洲大排檔曾因風暴吹襲(1971 露絲？1975 愛茜？)，致受嚴

重破壞，可有聽聞？ 

聽說過，忘記了是那一個颱風，但是因為以前的大排檔，就是剛剛在碼頭邊

緣位置，類似現在的漁業聯合會出面的位置，即是海龍王位置，海龍王沿海的路

是填海而來。而那一個大排檔則在邊緣位置，去飲茶的時候，頭只要向外望就是

海了，所以一有大浪，別說是颱風，只要水漲就會有浪花淺上大排檔，更何況，

那裏是面和風位，一定是首當其衝，而且那一些大排檔十分簡陋。                                                                    

8. 長洲天文台前址是現今關公亭，你對長洲前後２所天文台有甚麼印象？ 

沒有印象，不過以前經常經過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116 

9. 1964 年，颱風「露比」襲港，一艘巨輪在南氹擱淺，數十木屋遭破壞，災民

逾 200 人，你可有印象？ 

沒有印象，年紀太小。                                                                                                                                     

10.1983 年，颱風「愛倫」襲港，兩艘貨輪在東灣擱淺，並漏出油污，你可有印

象？ 

有印象 。                                                                      

11.長洲漁民與颱風的關係。(影響作業與傷亡情況) 

以往因為各方面的資訊沒有那麼發達，只有收音機接收資訊，往往收音機預

測，也沒有現在那麼準確，不過只要預測有颱風，漁船就很快駛回避風港，當預

測有颱風未必去到三號風球，而且以前的風球每一級都有，印象最深刻只要預測

颱風，他們就回駛回港，對他們來就保障比較大。                                                                      

12.在颱風吹襲長洲期間，對你的日常生活及工作有甚麼影響？(停電/停航) 

影響十分大，引致無法上課，8 號亦停課，引致酒樓生意大受影響比如8 號

風球，可能上午已經風球除下，但下午則幫於清理風災被吹毀的東西，影響船隻

停航，可能停航 2-3 天，令長洲變成孤島，無法出外。                                                                     

13. 1999 年，颱風風眼掠過長洲，本校一名畢業生在玩風帆的喪生，你可有印

象？ 

知道有這一件事情，不過比較可惜，但颱風玩這一些水上活動未必比較明

智，作為本校的老師覺得比較可惜。                                                                      

 

訪問者姓名：   杜紫欣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  mmlc    3﹕00p.m.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117 

受訪者姓:    黎志康                                年齡： 62     

1.在長洲經歷印象最深刻的颱風？(年份、名稱) 

瑪麗小姐約 40 多年。                                                                     

2.當時長洲的災情如何？(死傷/財物及船隻破壞) 

街坊橋被吹毀。                                                                     

3.長洲避風塘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改變) 

避風塘興建了 30 多年,多了避風塘,減少沖浪。                                                                  

4.長洲街坊橋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拆卸年份) 

街坊橋的興建在 60 年前,被颱風吹毀,所以拆卸年份有渡輪船碼頭。                                                                                                                        

5.長洲漁民與颱風的關係。(影響作業與傷亡情況) 

希望能夠保住船隻,漁民生許沒有問題,希望人命沒有傷亡。      

                                                                                                                               

訪問者姓名： 杜紫欣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 5/2/2008  7:41p.m. 他的家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118 

受訪者姓名：黎帶勝                                   年齡：40 

1. 在長洲經歷印象最深刻的颱風？(年份、名稱) 

愛倫,1983 年。 

2. 當時長洲的災情如何？(死傷/財物及船隻破壞) 

有一隻漁船在長洲避風塘吹去大嶼山附近,漁船打翻和海水打上地面。 

3. 長洲避風塘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改變) 

沒有印象。 

4. 長洲街坊橋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拆卸年份) 

拆卸大約在 1978 年,但興建年份不知道。 

5. 長洲漁民與颱風的關係。(影響作業與傷亡情況) 

因為颱風的時候,不能出海,減少收入。 

 

訪問者姓名：黎婉婷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8-2-09(家中)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119 

受訪者姓名：  黎樹新                                      年齡：  71     

1. 在長洲經歷印象最深刻的颱風？(年份、名稱) 

印象最深刻是溫黛和荷貝，分別在 1962 年和 1979 年。                                       

2. 當時長洲的災情如何？(死傷/財物及船隻破壞) 

當時死了很多人，船有很也沈沒和受損，建築物受到影響和很多船被沖走和破壞。                                                                                            

3. 長洲避風塘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改變) 

沒有印象。                                                                                                                                                    

4. 長洲街坊橋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拆卸年份) 

大約在 1949 年左右有街坊橋。拆卸年份就忘記了。                                                                                                  

5.長洲漁民與颱風的關係。(影響作業與傷亡情況) 

因為之前沒有足夠的買樓，所以很多漁民都是住在船上，所以颱風一來，就會很                                                                       

容易有傷亡和死傷。 

                                                                              

訪問者姓名：   黎婉婷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 30-01-2009，家中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120 

受訪者姓名：黎麗珍                                   年齡：39 

1. 在長洲經歷印象最深刻的颱風？(年份、名稱) 

1983 年愛倫。 

2. 當時長洲的災情如何？(死傷/財物及船隻破壞) 

火船在東灣附近擱淺,很多貨物在東灣飄浮,漁排死很多魚約 100 斤。                           

3. 長洲避風塘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改變) 

沒有印象。 

4. 長洲街坊橋的歷史。(興建年份及拆卸年份) 

拆卸年份大約在 1979 年,但興建年份不知道。                                                                       

5. 長洲漁民與颱風的關係。(影響作業與傷亡情況) 

因為父母是漁民,令收入不平衡。 

 

訪問者姓名：黎婉婷 

訪問日期、時間及地點：8-2-09(家中)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121 

2007 年 5 月 7 1 日口述歷史記錄 

題目﹕長洲天文台及政府其他部門 

姓名﹕羅先生 

提供的資料﹕ 

以前有「燈號」有一至十號，他小時候會由碼頭那一個方向望向天

文台。早上則望颱風懸掛的信號；晚上則觀看「燈號」。 

備註﹕應找醫療輔肋隊作出查詢及尋找有關資料 

 

訪問者姓名：杜紫欣 

訪問日期及地點：6-5-09 長洲舊鄺記空地 

 

姓名：梁小姐（七十多） 

 

  有條橋位於北社給船停泊（時間不明）。最深刻的颱風是瑪麗，在以前打風時，

船隻都是停泊在澳門，而四十多年前新渡輪巳興建，可是當打風時，不要說是去

香港，連聯絡也有困難。 

  避風塘在瑪麗時還未建成。 

 

訪問者姓名：林再寅 

訪問日期及地點：6-5-09 長洲舊鄺記空地 

 

題目:瑪麗 

姓:羅小姐 

資料:一號風球時就停船,那時吹毀很多船,死了很多人,以前長洲並沒有避風塘,

會在銅鑼灣停泊。 

 

題目:瑪麗 

姓:李先生 

資料:他在十多歲時,因為長洲避風塘興建,而停泊在長洲。 

 

訪問者姓名：張凱淳 

訪問日期及地點：6-5-09 長洲舊鄺記空地 

 

題目:  瑪麗 

姓名:  何小姐 

資料:  船全部都沉，死了很多人。 

 

訪問者姓名：李焯鈴 

訪問日期及地點：6-5-09 長洲舊鄺記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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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溫黛 

姓: 何太 

資料: 死了很多人,船隻被打浸 

 

題目: Mary 

姓: 鄭 

資料: 當時兒子浪打上岸 

救助或幫助漁民煲粥 

的碓沒有人打開門救人,為了保護自己,而不過開門 

 

訪問者姓名：黃凱琳 

訪問日期及地點：6-5-09 長洲舊鄺記空地 

 

姓名:李小姐 

 

資料:最深刻的颱風是愛倫.會依颱風的方向來走風 ,如接近本港就要避開颱風.

若不在香港範圍就不用避開颱風.所以要觀察颱風影不響我們和看看颱風的大小

來選擇避不避風. 

 

訪問者姓名：黎婉婷 

訪問日期及地點：6-5-09 長洲舊鄺記空地 

 

題目:瑪麗 

姓名:吳女士 

資料:我記得最深刻的颱風是瑪麗,當時死了很多人,我住在澳門,當時風力很強

大,就把圍桿吹斷,還吹毀了樹木,接著有水浸的情況。颱風吹襲的時候,長洲當時

沒有避風塘,漁船就泊到梅窩。颱風還把長洲碼頭附近的石壆吹崩了。 

 

 

訪問者姓名：陳倩珊 

訪問日期及地點：6-5-09 長洲舊鄺記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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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洲消防局回應 

 

  本校曾分別於本年2月及3月透過信件及電郵向長洲消防局查詢有關長洲風災

的資料,長洲消防局於 28/3/09 致電本報告顧問老師朱劍虹先生回覆,並有以下

的回應: 

1.該局於颱風侵襲期間,會暫停一切恆常處理的文書工作,全情戒備; 

2.該局消防員若在颱風侵襲期間執勤,出動的消防車必須裝上保護網,以防雜物

撞破消防車的玻璃; 

3.該局表示消防員的守則並不容許在執勤期間拍照,故並無照片可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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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鳴謝 
1. 長洲警署 

2. 長洲消防局 

3. 離島政務處 

4. 新渡輪有限公司 

5. 香港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梁榮武先生 

6. 長洲區議員鄺國威先生 

7. 長洲區議員李桂珍區女士 

8. 鍾全明校長 

9. 姚佑強副校長 

10.鄧成宙老師 

11.王學文先生 

12.李見定先生 

13.繆惠芳女士 

14.鄧大妹女士 

15.英姐女士 

16.大輝先生 

17.江爵樂先生 

18.李石允先生 

19.李志輝先生 

20.林伯先生 

21.肥佬先生 

22.范萍妹女士 

23.袁坤先生 

24.高四先生 

25.張有德先生 

26.張衍慶先生 

27.郭邦先生 

28.陳和先生 

29.陳金妹女士 

30.黃帶有先生 

31.黃帶喜先生 

32.黃漢先生 

33.鄭志明先生 

34.黎志康先生 

35.黎帶勝先生 

36.黎樹新先生 

37.黎麗珍女士 

38.吳穎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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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黃子華老師 

40.朱劍虹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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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報告成員 

組長：李焯鈴 

組員：張凱淳  林再寅 陳曼莉 陳倩珊 江曉彤  

黎婉婷  杜紫欣 黃頒欣 黃凱琳  

顧問老師：朱劍虹  黃子華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J702長洲風災回顧 P.127 

十一.撮要 

風造就了長洲李麗珊開創了香港奧運史上的零的突破，亦對長洲

造成了不多的災害。面對不可改變的大自然災害，長洲人唯有自求多

福，以改善設施及改變生活模式的方法從災難中再生。我們透過香港

天文台網上的資料，結合報章有關的報道註 1及口述歷史的徵集，嘗

試保留長洲在颱風吹襲下的災情。 

   為集中探討颱風吹襲長洲所產生下的災情，我們把範圍限定為十

號颶風信號(俗稱十號風球)。六十年代初期，香港曾經多次發出十號

颶風信號。1960 至 1964 年間平均每年一次，其中以 1964 年最特別，

竟然一年內兩次。我們曾訪問過不少長洲人士，其中他們以為印象最

深刻的颱風是 1960 年的瑪麗及 1962 年的溫黛。 

時至今日，長洲已經不再只是香港西南一個小漁港了。早年的長

洲很多人住在漁船及僭建於危險山坡上或低漥地區中的寮屋裡，但這

些日子已成過去。公共屋村的相繼落成，私人住宅的質素改善，經濟

轉型下漁民人口的大幅度減少，漁民上岸定居的情況持續，種種因素

下，強烈颱風帶來重大傷亡的年代，相信亦已一去不返。今日的長洲

是一個熱門的旅遊地點，每年的太平清醮吸引大量的中外遊客前來參

觀，仿佛一切在改進之中。我們一向風聞香港政府做事遲緩，未能急

市民之所急，在我們回顧長洲風災的過程中，我們確切發現昔日政府

的有關具體表現，除長洲避風塘在 50 年代提出，70 年代中開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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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80 年代初方建成，其中經歷了 6個 10 號風球，造成了長洲居民大

量財物損失及人命的喪生。從我們找到的文件可見，香港政府當時考

慮的重點並非長洲各界急切需要避風塘的訴求，而是考慮如何增加土

地供發展之用。事實上，70 年代中期啟動的長洲避風塘工程，伴隨

的是長洲填海工程，後來的確為長洲提供了不少的土地供發展之用。

現今由北帝廟至大石口沿海的北社一至七里、海傍街及大興堤路均是

填海工程的產物，亦可說是長洲避風塘的副產品，現今長洲的海鮮美

食的兩條街、街市綜合大樓及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皆是興建在有關

新填海土地上，由此可說，長洲的風災促成了長洲避風塘工程，而伴

隨的長洲填海工程卻促進了長洲的旅遊業及社區設施，再推想下

去……相信亦沒有本考察報告的出現了。 

在回顧長洲風災的時候，我們深切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及人類

的無奈。以往，颱風季節來臨時，市民如臨大敵，嚴加防範；現今，

不少學生及打工一族卻熱切期待，希望多一天額外的假期。若說昔日

香港市民對颱風的訴求，就是天降甘霖，解除制水的威脅，尤其 60

年代初 4天供水一次的經歷至今仍令一把年紀的香港市民印象難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