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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高溫天氣（酷熱天氣及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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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陽光

猛烈

濕度

較高

好熱！

風勢

微弱

炎熱天氣
特別提示



極端天氣

破紀錄的大雨：

2021年獅子山襲港期
間，10月8日天文台總
部錄得雨量329.7毫米
，創下十月份單日最
高雨量紀錄

隨著全球暖化，

極端天氣會愈趨頻繁



熱帶氣旋帶來的多重災害

沒有熱帶氣旋
熱帶氣旋可以同時帶來
大風、暴雨、風暴潮等災害

除了令水位上升，熱帶氣旋的強風有可能導
致大量枯葉、樹枝、砂石或雜物等吹到地面，
乘地面流水流動，或有機會令不同地點的排
水系統進水口出現不同程度的阻塞

正常排水

風暴潮或海浪可以導致水位顯著上升

海水可能倒灌



熱帶氣旋 + 長時間暴雨產生什麼共同影響？

教育資源 -> 颱風 -> 天氣影響 ->「多加提防惡劣天氣的共同影響」
氣象冷知識「惡劣天氣的共同影響」

https://www.hko.gov.hk/tc/education/tropical-cyclone/weather-effects-and-impact/00674-Beware-of-Multi-Hazard-Combined-Effect.html
https://youtube.com/watch?v=prFbARyL6TY&list=PLBdhEGSPvUGVuK7fZUxHKzv51Y_2hy_hW


本港正受強風及長時間暴雨的共同
影響

the combined impact of strong winds and 
prolonged rainstorm is affecting Hong Kong

預料本港會受強風及長時間暴雨的
共同影響

the combined impact of strong winds and 
prolonged rainstorm is expected to affect
Hong Kong

• 天文台會透過天文台網站、流動應用程式，以及傳媒簡報會等，在
現行的「熱帶氣旋警報」機制上，額外發放以下信息：

或

天文台加強信息發放
新!



瞭解四季天氣特性

瞭解警告信號內容

及注意事項

計劃階段

活動前數天

參考「九天天氣預報」、

飛行/水上運動天氣資

訊、遠足路徑天氣服務

參考當天天氣預報

留意特別天氣提示

留意天氣警告

活動前一天

活動中

留意特別天氣提示

留意天氣警告

參考雷達、衛星、

閃電定位系統等



惡劣天

氣

暴雨

雷暴

熱帶

氣旋

強烈季

候風

酷熱

寒冷

局部地區大雨提示



香港的氣候

2至4月

漸轉潮濕，霧

和毛毛雨使能

見度降低。

6至9月

炎熱潮濕

有驟雨和雷暴

7至9月

最可能受颱風影

響（通常5-10月

是颱風季節）

10、11月

風和日麗

氣溫適中

12至2月

寒冷而乾燥

有時氣溫急降





香港的氣候

• 大約80%的雨量是在五月至
九月錄得。

• 六月和八月雨量最多，平均
雨量超過400毫米。十二月
和一月最少雨，平均雨量低
於30毫米。



暴雨及其相關警告



利用雷達圖像監測暴雨

• 顯示3公里上空降雨率

• 每6 / 12分鐘更新一次

廣泛地區大驟雨 局部地區大驟雨

• 雷雨雲所覆蓋的範圍較小和不均勻，當某
些地方下大雨的時候，另一些地方可能沒
有下雨。

• 暴雨的強度和發展變化急劇，故此暴雨有
瞬息萬變和此消彼長的特性，因此較難預
測，預報的時限亦較短。

貼士









天氣預測及警告服務 預測暴雨的困難

雷雨雲所覆蓋的範圍較小和不均勻，當某些地方下大雨的
時候，另一些地方可能沒有下雨

暴雨的強度和發展變化急劇，故此暴雨有瞬息萬變和此消
彼長的特性，因此較難預測，預報的時限亦較短

全球電腦模式分辨率不足，大雨預測的參考價值極為有限

暴雨難測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RD1LfacXSk&list=PLBdhEGSPvUGVuK7fZUxHKzv51Y_2hy_hW&index=18&t=202s


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香港廣泛地區已錄得或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過
30毫米的大雨，且雨勢可能持續。

紅色暴雨警告信號
表示香港廣泛地區已錄得或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
超過50毫米的大雨，且雨勢可能持續。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表示香港廣泛地區已錄得或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
超過70毫米的豪雨，且雨勢可能持續。

暴雨警告信號



2015年10月7日的總雨量圖

分區雨勢差異



天氣預測及警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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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地區大雨提示
• 當個別地區出現大雨，
但雨勢未達至發出紅色
或黑色暴雨警告的指標
時，天文台會按錄得的
雨量來發放「局部地區
大雨報告」

• 分區主要以香港十八個
行政區為劃分

• 天文台會參考錄得雨量
以及臨近預報系統的雨
量預報發出提示，儘早
提示市民個別地區的大
雨情況。



局部地區大雨提示

取消時間: 13:00 HKT

局部地區大雨提示生效中

發出時間: 12:10 HKT



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

當新界北部受大雨影響，
引致該區的低窪地帶出
現水浸或將會出現水浸
時，香港天文台便會發
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
告。

基本上，發出新界北部
水浸特別報告的參考指
標與發出黑色暴雨警告
信號所指的雨勢相若。



山泥傾瀉警告

香港天文台根據土力工程處
的意見，認為持續大雨極有
可能導致大量山泥傾瀉時，
即發出山泥傾瀉警告。

1972年寶珊道山泥傾瀉
圖片來源：土力工程處



「

https://www.hko.gov.hk/tc/rhr/main.html

大雨及雷暴區域資訊」網頁

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

https://www.hko.gov.hk/tc/rhr/main.html


「
學校天氣資訊網頁 https://www.hko.gov.hk/tc/school/school.htm

https://www.hko.gov.hk/tc/school/school.htm


九天「顯著降雨概率」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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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降雨概率」預報為用户提供雨量及未來九天降雨趨勢方面
的額外參考。每日的顯著降雨概率預報表示當日香港廣泛地區累
積雨量達到10毫米（即約雨季期間的日降雨量平均值）或以上
的機會率。



九天「顯著降雨概率」預報
9-day “Probability of 

Significant Rain” Forecast
氣象冷知識

當『九天天氣預報』中某日出現『顯著降雨概率』為『中』至『高』時，表示當
日的雨勢有機會較大，若外出的話會帶備雨具，並會為較大的雨作準備。

根據活動，作出風險評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mgztUXTC-0


雷暴警告

提醒市民雷暴有可能短時間(一至兩小時)內影響
香港境內任何地方。

雷暴的特性

尺度較小，所以影響較地區性。

時空轉變很大，雷暴可以在10至20分鐘內發展
及消散。



2013/5/23

8/8/2014



個案：局部地區雷暴



個案：局部地區雷暴



個案：廣泛地區雷暴及大雨



個案：廣泛地區雷暴及大雨

無雷公咁遠?
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HSCB
2vXm5C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SCB2vXm5C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SCB2vXm5Cs


天文台在6月30日上午7時10分發出雷暴警告，
有效時間至今日下午1時正，預料香港有幾陣狂風雷暴。

預料高達每小時80公里或以上的強陣風吹襲香港。

在正午12時，長洲泳灘錄得每小時約70公里的強陣風。

雷暴發生時，請採取以下預防措施：

1.如身處室外，請儘快到安全地方躲避。
2.離開水面。切勿在戶外游泳或進行其他戶外水上運動。
3.切勿站立於高地或接近導電的物體、樹木或桅杆。
4.提防強陣風。留心被飛散或墜落物件擊中。
5.在高速公路或天橋上的駕車人士應減低車速，提防強陣風吹襲。

以上天氣稿由天文台於2022年06月30日12時07分發出

雷暴警告生效時，亦要注意強陣風/猛烈陣風

觀測

預測

留意雷暴警
告中的陣風

強雷暴



具破壞力的雷暴陣風

2019年8月25日凌晨的雷達圖像
顯示一道強雷雨帶橫過香港

強雷暴



具破壞力的雷暴陣風

2016年4月13日上午的雷達圖像顯示一道強
雷雨帶橫過香港

當日上午6時半左右，流浮山的風速圖錄得猛烈
陣風超過每小時100公里

「猛烈陣風」指瞬間風速達每小時88公里或以上，即瞬間風力達暴風或以上級
別（過去五年香港每年平均出現4至5次）
「強陣風」則指瞬間風速為每小時70至87公里，即瞬間風力屬烈風級別，較
「猛烈陣風」更為常見

在猛烈陣風/強陣風下，在室外的人士應立刻/儘快躲入建築物內！

強雷暴



颮線與石湖風
• 颮線：由多個雷暴區組成的強烈雷雨帶

• 移動快速，所經之處會出現風向突變和風速急增的現象，俗
稱「石湖風」，可能對戶外工作人士構成危險

• 華南沿岸地區的颮線常於春末夏初時伴隨南下的冷鋒或低壓
槽出現

• 颮線一般會在雷達圖像上呈現為一條狹長的
強烈雨帶，有時會像弧形的彎弓

2005年5月9日 2019年4月20日



颮線與石湖風



颮線與石湖風
• 颮線：由多個雷暴區組成的強烈雷雨帶

• 移動快速，所經之處會出現風向突變和風速急增的現象，俗
稱「石湖風」

• 華南沿岸地區的颮線常於春末夏初時伴隨南下的冷鋒或低壓
槽出現

2019年4月20日（香港時間）

12:30 13:30 14:30

• 颮線一般會在雷達圖像上呈現為一條狹長的
強烈雨帶，有時會像弧形的彎弓



2014年3月30日之暴雨冰雹個案

黃雨
發出時間: 19:45
維持時數: 30分鐘

紅雨
發出時間: 20:15
維持時數: 25分鐘

黑雨
發出時間: 20:40
維持時數: 1小時 50分鐘

黃雨
發出時間: 22:30
完結時間: 01:50
維持時數: 3小時 20分鐘

來源：星島及頭條

與雷暴相關現象 –冰雹



冰雹帶來的破壞
 體積較大的冰雹可砸毀農作物、車輛、房屋，甚至造成牲
畜及人命傷亡。

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與雷暴相關現象 –冰雹

雷暴警告訊息(樣本):

在過去數小時，珠江口附近有冰
雹報告，預料本港在未來數小時
可能受冰雹影響。



根據天文台的落雹報告日數記錄，香港落雹並不常見，平均
約每一兩年一次（每年約 0.8次），對上一次出現在2021年。

冰雹

2014年3月30日晚上的雷達圖像顯示，帶有
冰雹（紫紅色部份）的強雷暴正影響香港

當晚上在荃灣拾獲的冰雹 （圖片由Ms. 
Susanna Cheung提供）

強雷暴



水龍捲或龍捲風

2015年在交椅洲附近出現的水龍捲

根據天文台的水龍捲或龍捲風報告日數記錄，香港平均每年發生一次
左右，對上一次在2022年6月。兩者相對而言，水龍捲出現頻率較高，
於五月至十月期間較常見。

強雷暴



閃電位置資訊網頁

網址： http://maps.weather.gov.hk/llis/llaw_uc.html

設定戒備範圍及時間
在地圖上選擇位置

http://maps.weather.gov.hk/llis/llaw_uc.html


一小時定點閃電臨近預報

自動分區天氣預報網頁

閃電
預測

閃電
分佈

天文台「流動版本網站」的
「定點閃電預報」

http://www.weather.gov.hk/m/nowcast/lightning/hk_lightning_nowcast_uc.htm

http://www.weather.gov.hk/m/nowcast/lightning/hk_lightning_nowcast_uc.htm


香港實時分區天氣

• 每10分鐘更新一次

實時



氣象衛星圖像

• 每10分鐘更新一次

實時



熱帶氣旋



強風
Strong winds

暴雨
Rainstorm

High waves

巨浪
Storm surge

風暴潮

熱帶氣旋警告Tropical Cyclone Warnings

香港電台及Now新聞台提供
Courtesy of RTHK and Now TV



超強颱風山竹



山竹影響 - 風暴潮



超強颱風山竹 –風暴潮

最高潮位及水浸報告



超強颱風山竹 –電力及食水中斷

有關電力及食水中斷的報告



• 氣候變化所引致的整體海平面上升會增加風暴潮出現
的機會和風險

海水高度= 風暴潮 + 天文潮

➢ 當風暴潮發生在天文大潮時，海水上漲會
導致低窪地區水浸

風暴潮成因



超強颱風山竹 – 越堤浪/巨浪



超強颱風山竹 –塌樹



58

超強颱風山竹 –其他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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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暴潮資訊

天文台 facebook

受風暴潮影響，維多利亞港的
海水高度會在星期日下午 2 時至
6 時期間上漲至海圖基準面以
上約 3.5 米；而大澳的海水高度
會在星期日下午 3 時至 8 時期間
上漲至海圖基準面以上約 4.0 米。
海水上漲可能會引致低窪地區
出現嚴重水浸。

https://www.weather.gov.hk/tide/marine/realtide_uc.htm

https://www.weather.gov.hk/tide/marine/realtide_uc.htm


海圖基準面 –測量潮水高度的基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v_vLB8HMI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v_vLB8HMIw


海浪及湧浪

• 熱帶氣旋及強烈季候風可引起巨大海浪

• 海浪湧入淺水區時，高度會增加，對在海面上人士構成威脅

• 由遠處的強風翻起的巨浪向外傳，稱為湧浪

• 湧浪移動迅速，可在熱帶氣旋仍在遠處時影響香港

熱帶氣旋蘇迪羅逼近本港時的
長洲東灣（2009年7月11日）



有關熱帶氣旋湧浪短片

 https://youtu.be/F1n-jYKcD3g?list=PLBdhEGSPvUGX1EWW54Zt7XN8kFf5NQ-wb

https://youtu.be/F1n-jYKcD3g?list=PLBdhEGSPvUGX1EWW54Zt7XN8kFf5NQ-wb


熱帶氣旋對本港的影響

取決於

•強度

•移動路徑

熱帶氣旋類別 接近風暴中心之最高持續風力

熱帶低氣壓 每小時63公里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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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帶氣旋的級別



取決於

•強度

•移動路徑

半圓效應

東邊登陸

西邊登陸

地理因素

熱帶氣旋對本港的影響



東登西登

登陸位置與本地影響



為了幫助市民理解路徑預報
的不確定性，天文台在路徑
預報圖上加上「可能路徑範
圍」(圖中黃色陰影區域)以
顯示熱帶氣旋可能出現的範
圍。

熱帶氣旋路徑預報 - 「可能路徑範圍」

隨著天文台的熱帶氣旋路徑預測在過去數年陸續有改
善，其誤差普遍有所減少。從2022年6月29日起，路徑
預測圖中的「可能路徑範圍」有所收窄。



路徑飄忽性



路徑與強度預測的不確定性



熱帶氣旋路徑概率預報 (試驗版)

https://www.weather.gov.hk/probfcst/tc_spm_uc.htm

https://www.weather.gov.hk/probfcst/tc_spm_uc.htm




Pre—No.8 Special Announcement
預警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之特別報告

香港天文台宣布會在今天（ 7 月 31 日）下午 2 時正或以前發
出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本港風勢將會增強。

The Hong Kong Observatory announces that the Tropical Cyclone 
Warning Signal Number 8 will be issued at
or before 2:00 p.m. today (31 Jul 2019). Winds locally will
strengthen further.

政府提醒返家路程偏遠、轉折或居住離島的市民，現應啟程
回家。政府已通知屬下此類員工下班。

教育局宣布：
所有學校今日停課。



72

極端情況

➢如因超強颱風引致「極端情況」，例如公共交通服務嚴重
受阻、廣泛地區水浸、嚴重山泥傾瀉或大規模停電，政府會
審視情況（包括公共運輸及其他範疇），決定是否需要發出
「極端情況」公布。

➢如需要發出「極端情況」公布，政府會在天文台把八號警
告改為三號警告前，向市民公布。

相關重要信息會透過手機程式「我的天文台」推送

「我的天文台」已支援極端情況重要信息功能。



遠足應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9J0Q2z0YT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9J0Q2z0YTI


海

風速預測

潮汐觀測及預測

水上運動
天氣資訊



陸

遠足路徑
天氣服務



空

飛行運動
天氣資訊

熱成指數
滑翔指數



雨季的山澗

• 活動當日天氣？

• 活動前數天是否
下過大雨？

小心

山洪暴發



（李國麟攝於大嶼山狗牙嶺附近）

• 難以察覺身邊地勢的潛
在危險

能見度低

• 山路濕滑

天氣潮濕

霧季遠足



陽光

猛烈

濕度

較高

好熱！

風勢

微弱

炎熱天氣
特別提示



與酷熱天氣相關的天氣系統

• 副熱帶高壓脊 (晴空，風勢
輕微)

• 高空反氣旋 (晴空，風勢輕
微)

• 熱帶氣旋的下沉氣流 (煙霞)

• 西南氣流 (潮濕，有驟雨)



2015年8月8日上午8時
的天氣圖

2015年8月8日下午11時
JMA Himawari 衛星圖片

「打風」之前天氣可能很悶熱



36.3

35.4

37.6

36.3

36.4
37.8

36.1
35.5

36.3

35.9

35.4
36.5

36.8
37.1

37.9

夏季個案：2015年8月8日，多處
錄得高溫，天氣酷熱
（天文台主頁→香港分區天氣）

http://www.hko.gov.hk/wxinfo/ts/indexc.htm


香港暑熱指數
綜合反映了溫度、濕度、風速及太
陽照射的影響



防暑三寶：水、傘、太陽油

炎熱天氣
特別提示



氣象冷知識
[天氣與健康─炎夏篇]

紫外線指數



避暑有法

•在戶外活動，應多喝水和不要過度勞累。感覺不適時，盡
快到陰涼的地方休息。

•避免長時間在陽光下曝曬，以免受太陽紫外線曬傷。應
穿上鬆身衣服以及配戴適當帽子和能阻隔紫外線的太陽
眼鏡。

•泳客或在戶外遊玩的人士應重複塗抹防曬系數15或以上
的太陽油。



風寒

效應

蒸發

冷卻

好凍！

輻射

冷卻



你的高度？你的溫度？

每垂直上升一公里，
氣溫平均下降約6度

18度

12度

大帽山：957米



強烈季候風信號

 表示在本港境內任何一處接近海平
面的地方

 冬季或夏季季候風之平均風速現已
或將會超過每小時40公里

 冬季季候風一般從北面或東面吹來

 夏季季候風則主要是西南風

 在十分空曠的地方，季候風的風速
可能超過每小時70公里。



強烈冬季季候風 2016年2月6日

2016年2月6日上午8時的天氣圖



來源：now 新聞



氣候變化 IPCC AR6 視頻簡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app=desktop&v=w8UyEYgcXNQ


熱帶氣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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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温室效應帶來
的暖化，與熱帶氣
旋相關的降雨會有
所增加，熱帶氣旋
平均中心風力可能
會增強



平均海平面在所有濃度情景都會繼續上升

海平面上升增加風暴潮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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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8.103.146.185/V2/eBook/ebook_cloud/ebook_cloudquiz_basic_uc.htm

http://118.103.146.185/V2/eBook/ebook_cloud/ebook_cloudquiz_basic_uc.htm
http://118.103.146.185/V2/eBook/ebook_cloud/ebook_cloudquiz_basic_uc.htm


如何獲取最新資訊？
天文台 facebook

天氣隨筆



度天隊長聊天機械人

好學不倦的「度天隊長」學
了新語言，能夠以中文或英
文回應查詢！現在「度天隊
長」會因應用戶在「我的天
文台」上的語言設定來進行
對答。此外，除了在「我的
天文台」外，大家還可以經
天文台Facebook專頁找到
「度天隊長」。快來跟「度
天隊長」互動啦！

https://www.facebook.com/hk.observatory/


「我的天氣觀察」：齊齊幫手睇天氣

流動應用程式「我的
天文台」推出名為
「我的天氣觀察」的
試驗功能，讓大家可
即時分享附近地區的
一些天氣現象資訊，
如彩虹、雷暴、冰雹
等。期待在「我的天
氣觀察」裡見到你的
分享。



「我的天文台」定點降雨
及閃電預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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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香港地區未來兩小時及一
小時內定點的降雨及閃電預測
資訊

當預測用戶所在或所選位置未
來兩小時內會下雨，或未來一
小時內該位置的15公里範圍內
有閃電時，程式會自動提醒用
戶



「我的天文台」定點大雨
通知服務

當用戶在「設定」開啟收取
「定點大雨資訊」通知後，如
用戶所在或所選位置的區內在
過去一小時錄得超過50或70毫
雨雨量時，程式會自動提醒用
戶

用戶亦可透過「定點大雨資訊」
功能內的選項去瀏覽「大雨及
雷暴區域資訊」流動版網頁，
以獲取更多大雨範圍的資訊



「我的天文台」個人化
通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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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我的天文台」
的「設定」功能 ,開
啟關注的天氣警告



雷達圖像實況
Actual Radar Images

所在的位置
My Location

智能電話
Smart Phone

您所在的位置有雨。

13:00



雷達圖像實況
Actual Radar Images

智能電話
Smart Phone

您所在的位置有雨。

13:06

所在的位置
My Location



雷達圖像實況
Actual Radar Images

智能電話
Smart Phone

您所在的位置有雨。

13:12

所在的位置
My Location



雷達圖像實況
Actual Radar Images

智能電話
Smart Phone

您所在的位置有雨。

13:18

所在的位置
My Location



雷達圖像實況
Actual Radar Images

智能電話
Smart Phone

您所在的位置有雨。

13:24

所在的位置
My Location



雷達圖像實況
Actual Radar Images

智能電話
Smart Phone

您所在的位置有雨。

13:30

所在的位置
My Location



雷達圖像實況
Actual Radar Images

智能電話
Smart Phone

您所在的位置有雨。

13:36

所在的位置
My Location



雷達圖像實況
Actual Radar Images

智能電話
Smart Phone

您所在的位置有雨。

13:42

所在的位置
My Location



雷達圖像實況
Actual Radar Images

智能電話
Smart Phone

您所在的位置有雨。

13:48

所在的位置
My Location



雷達圖像實況
Actual Radar Images

智能電話
Smart Phone

您所在的位置有雨。

13:54

所在的位置
My Location



雷達圖像實況
Actual Radar Images

智能電話
Smart Phone

您所在的位置雨量輕微或無雨。

14:00

所在的位置
My Location



雷達圖像實況
Actual Radar Images

智能電話
Smart Phone

您所在的位置雨量輕微或無雨。

14:06

所在的位置
My Location



雷達圖像實況
Actual Radar Images

智能電話
Smart Phone

您所在的位置雨量輕微或無雨。

14:12

所在的位置
My Location



雷達圖像實況
Actual Radar Images

智能電話
Smart Phone

您所在的位置雨量輕微或無雨。

14:18

所在的位置
My Location



雷達圖像實況
Actual Radar Images

智能電話
Smart Phone

您所在的位置雨量輕微或無雨。

14:24

所在的位置
My Location



雷達圖像實況
Actual Radar Images

智能電話
Smart Phone

您所在的位置雨量輕微或無雨。

14:30

所在的位置
My Location



如何使用「我的天文台定點降雨預報」？

•第一步 Step 1:
• 通過天文台網站
下載「我的天文
台」應用程式



如何使用「我的天文台定點降雨預報」？

•第二步 Step 2:
• 先點選左上方的菜單，
再選擇「定點降雨預報」



如何使用「我的天文台定點降雨預報」？

•第三步 Step 3:
• 通過「設定」啟動接收提示
訊息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