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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華南地區在春季和夏季常受季風、颱風、海陸風和高溫天氣等影響而
出現大雨，大雨不單為民眾出行帶來不便，亦可能導致水浸和山泥傾瀉等
災害，因此精確和及時的降雨報告和預報尤為重要。香港天文台於 2012 年
新增「特別天氣提示」
，讓預報員編寫信息，並即時通過網站、手機應用程
式和社交媒體發放，以提醒市民惡劣天氣將至。由於大雨的發展往往極為
迅速，影響範圍亦不斷變更，為方便預報員編寫與大雨相關的特別天氣提
示，天文台開發了一套應對大雨的特別天氣提示自動編制系統，該系統根
據雨量計錄得的資料和「小渦旋臨近預報系統」的定量降雨預報，以及預
報員自選的天氣狀況描述，自動編成完整可用的分區降雨報告和預報，經
預報員檢視後可用作發放特別天氣提示。這套系統大大簡化有關資訊的編
寫過程及提高工作效率，並有助預報員更及時地更新特別天氣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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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華南地區在春季和夏季常受季風、颱風、海陸風和高溫天氣等影響而出

現大雨，大雨不單為民眾出行帶來不便，亦可能導致水浸和山泥傾瀉等災
害。為更有效提醒市民快將出現的惡劣天氣，天文台自 2012 年起通過網
站、手機應用程式和社交媒體提供「特別天氣提示」信息[1]。該信息由預
報員按照當時天氣狀況編製，大部分與熱帶氣旋和大雨相關。
服務推出首年，
「特別天氣提示」全由預報員人工編寫，雖有範本可供
參考，但由於編寫和輸入信息需時，故此內容通常較為概括，例如指出部
分地區雨勢較大，而較少詳細說明受影響的地區（表一）。
為進一步加強天氣資訊服務，提供更精細的天氣信息，天文台在 2013
年開發了一套「應對大雨的特別天氣提示自動編制系統」(Special Tips on
Intense Rainfall，簡稱為 STIR)，自動按照各分區降雨記錄及「小渦旋臨近
預報系統」[2]的定量降雨預測編製成適用於特別天氣提示的信息，供預報
員考慮採納使用。該系統於 2013 年 4 月開始試驗運行，至今運作雖然只
有數月，但已廣受預報員歡迎和採用（表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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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R 的設計理念
STIR 是基於下述三個設計理念發展而成：
 清晰： 讓公眾清楚明白信息表達的意思；同時，預報員亦明瞭信息是
基於那些觀測和預測彙編而成。
 簡潔： 信息包含充足而非過多的資訊，並以最簡潔的文字表達。
 準確： 信息內容如實地反映降雨實況和降雨預測，而信息內有關分區
和時間的描述亦符合一般市民的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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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R 的介面
STIR 的網頁介面（圖一）讓預報員因應當時情況靈活選擇或更改特別天
氣提示中所包含的內容：
a. 基準時間；
b. 天氣概況；
c. 「小渦旋臨近預報系統」預報的選項（圖二）
；
d. 全港降雨面積比閾值、大區降雨面積比閾值（見下文第 5 節）
；
e. 降雨時段：由 1 至 12 小時，亦可選擇「自午夜起」或「自正午起」；
及
f. 最多三個自定雨量閾值或與暴雨警告[3]相關的閾值，以毫米為單位。
當選擇最後一項中的「與暴雨警告相關的閾值」（即降雨時段選定為一

小時而捷徑選為「Combined」）時，自定雨量閾值會自動填寫為 70 毫米、
50 毫米和 30 毫米，與「黑色暴雨警告」、
「紅色暴雨警告」和「黃色暴雨
警告」所用的閾值相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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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劃分
STIR 的主要功能為自動產生分區降雨報告和預報，而分區主要是按香

港的常用行政分區方法，把香港分為十八個小區[4]（圖三）
，同時採用香港
島、九龍東/西、新界東/西共五個大區的劃分方法[5]（圖四）
。再者，STIR
亦採用「九龍」
（九龍東＋九龍西）
、
「新界」
（新界東＋新界西）和「市區」
（香港島＋九龍）等通用地域名稱整合相關的大區，以進一步簡化信息（表
三）
。上述各種分區方法皆為香港人所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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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R 的操作詳情
STIR 每 5 分鐘利用最新雨量數據運算一次，並根據預報員通過用戶介

面的選擇編成信息，內容包括「天氣概況」、「降雨實況」、「降雨預報」和
「警惕信息」四部份。
天氣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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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概況」主要用於闡述現時或即將影響香港的天氣系統和降雨機
制。總結預報員過往曾編寫的語句而彙編成 14 個選項，供預報員自行選擇
使用（表四）
。
降雨實況
在 STIR 的運算中，每個雨量計均按其所在地點算入所屬的小區，而根
據該小區的陸地面積和雨量計總數，又可得出該小區裡每個雨量計的代表
面積。
在編定降雨實況時，STIR 採用以下邏輯：
1. 若小區中有任何一個雨量計錄得超過相關閾值的雨量（簡稱達標）
時，該小區便會出現在降雨實況內。
2. 當下列情況出現時，相關的大區會出現在降雨實況內：
a. 達閾值雨量計的總代表面積超逾大區降雨面積比的閾值；或
b. 在該大區內的所有小區均已達標。
3. 當若干大區可合併成一地域通稱（即「九龍」
、
「新界」
、
「市區」）時，
則以該地域名稱所取代。比如，九龍東和九龍西同時達標，則採用「九
龍」這通稱。
4. 當下列情況出現時，降雨實況中會用「多區」取代分別提及的大區：
a. 達閾值雨量計的總代表面積超逾全港降雨面積比的閾值；或
b. 多個大區均已達標。
5. 若錄得閾值的雨量計總數達到代表香港廣泛地區的數目時，則會用
「廣泛地區」取代「多區」
。
降雨預報
由於降雨預報不一定完全準確，即使採用了實時光流變分雷達回波追踪
法和半拉格朗日雷達回波外推法等尖端技術的《小渦旋臨近預報系統》仍
可能存在誤差，現時科技亦未必足以準確預測雨區的增強和衰減，因而存
在不確定性。為確切反映這些不確定因素，分區降雨預報以較概括方式表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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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空間上，分區降雨預報只報大區而不報小區，當預測大區中有任何雨
量計的雨量超過閾值時，該大區便會出現在降雨預報內。
2. 時間上，預報涵蓋未來一兩小時的降雨預測。若預測某雨量計在未來
120 分 鐘 內 任 何 60 分 鐘 雨 量 超 過 30 毫 米 （ 即 [T-54,T+6] 至
[T+60,T+120]，當中 T 為基準時間，單位為分鐘），則該雨量計會包
含在降雨預報內。
3. 為確保用語符合一般語意邏輯，STIR 比較降雨實況和降雨預報判斷
最佳表達方法。預測信息分成四個情景，分別是「沒有預測信息」
、
「預
測將會有雨」
、「預測大雨持續」及「其它預測情況」（表五）。
警惕信息
若降雨實況或降雨預報內有任何雨量計錄得或預測將有超逾每小時 30
毫米雨量時，STIR 會在信息最後加上「請提高警惕。」，以提醒市民大雨
可能帶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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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和展望
STIR 功能豐富，可調參數多，大大簡化特別天氣提示的編寫過程，並

提高工作效率，有助預報員更及時更新有關信息。STIR 推出之初已獲預報
員採用。
透過預報員回饋的寶貴經驗，我們將不斷改善和強化 STIR 系統，將來
更可考慮加入強對流天氣提示，例如雷雨大風；甚至其他天氣系統如冷鋒
過境等過程，為實現全方位精細化天氣預報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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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在 STIR 未推出時，「特別天氣提示」服務曾經發佈的大雨信息。
日期

內容

2012 年 08 月 11 日 06 時 25 分 大驟雨正影響本港部分地區，尤其是香港島一帶，該區
市民應提高警覺。
2012 年 08 月 22 日 11 時 10 分 本港部分地區有大驟雨，市民請提高警愓。
2012 年 08 月 31 日 06 時 55 分 港島及九龍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市民請提高警惕。

表二、在 STIR 推出後，獲採納成「特別天氣提示」的個案。
日期、時間

內容

2013-05-03
20:00

一道雨帶正影響本港。在下午 7:45 的過去一小時，本港部分地區有大雨，葵青、
西貢錄得超過 30 毫米雨量，請提高警惕。

2013-05-08
21:5

在下午 9:45 的過去一小時，本港部分地區有大雨，屯門錄得超過 30 毫米雨量，
請提高警惕。

2013-05-08
22:50

在下午 10:40 的過去一小時，本港部分地區有大雨，屯門、荃灣、葵青錄得超過
30 毫米雨量，元朗更錄得超過 50 毫米雨量，請提高警惕。

2013-05-08
23:20

在下午 11:10 的過去一小時，本港廣泛地區雨量超過 30 毫米，大埔錄得超過 50
毫米雨量，請提高警惕。

2013-05-09
00:15

在上午 0:05 的過去一小時，本港部分地區有大雨，中西區、大埔錄得超過 30 毫
米雨量，請提高警惕。

2013-05-18
06:40

在上午 6:30 的過去一小時，本港部分地區有大雨，東區、西貢錄得超過 30 毫米
雨量，請提高警惕。

2013-05-22
02:50

在上午 2:35 的過去一小時，本港部分地區有大雨，屯門及大嶼山錄得超過 30 毫
米雨量，請提高警惕。

2013-05-22
03:40

在上午 3:25 的過去一小時，本港廣泛地區雨量超過 30 毫米，屯門、元朗、荃灣
及大嶼山錄得超過 50 毫米雨量，請提高警惕。

2013-05-25
03:18

在上午 3:10 的過去一小時，本港部分地區有大雨，離島錄得超過 30 毫米雨量，
請提高警惕。

2013-08-30
01:30

一個雷雨區正影響本港。在上午 1:00 的過去一小時，本港部分地區有大雨，港島
西部錄得超過 30 毫米雨量，南區更錄得超過 50 毫米雨量，請市民提高警惕。

2013-09-02
19:30

受雷雨影響，本港局部地區有大雨。在下午 7:20 的過去一小時，南區錄得超過
40 毫米雨量，市民請提高警惕。

2013-09-04
10:05

在上午 9:50 的過去一小時，本港廣泛地區雨量超過 30 毫米。其中西貢區雨勢較
大，市民請保持警惕。

2013-09-05
00:00

在下午 11:45 的過去一小時，本港部分地區有大雨，九龍東錄得超過 30 毫米雨量，
東區更錄得超過 50 毫米，市民請提高警惕。

2013-09-05
01:00

在上午 0:45 的過去一小時，本港部分地區有大雨，九龍東及南區錄得超過 30 毫
米雨量，東區更錄得超過 70 毫米，市民請提高警惕。

2013-09-05
10:05

與低壓槽相關的一個強雨區正影響香港南部。在過去一小時，大嶼山西部錄得約
30 毫米雨量。市民請保持警惕。

2013-09-05
11:50

在過去一小時，本港部分地區有大雨，南區、東區、灣仔錄得超過 30 毫米雨量，
離島更錄得超過 50 毫 米雨量，請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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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STIR 參照的地區劃分
通用地域名稱 大區（五個）
香港島 香港島
市區

新界

九龍

小區（十八個）
中西區、東區、南區、灣仔

九龍東

觀塘、黃大仙

九龍西

九龍城、深水埗、油尖旺

新界東

北區、西貢、沙田、大埔

新界西

離島、葵青、荃灣、屯門、元朗

表四、可選「天氣概況」一覽
中文

English

驟雨正影響本港。

Showers are affecting Hong Kong.

一道雨帶正影響本港。

A band of rain is affecting Hong Kong.

一個雷雨區正逐漸影響本港。

An area of thunderstorm is affecting Hong Kong gradually.

一個雷雨區正為本港帶來大驟
An area of thundery showers is bringing heavy showers,
雨、雷暴及突如其來的強陣風。 thunderstorms and sudden high gusts to Hong Kong.
一個雷雨區正影響本港，為部分 An area of thundery showers is affecting Hong Kong, bringing
地區帶來大雨及狂風雷暴。
heavy showers and squally thunderstorms to some areas.
一道低壓槽正在廣東沿岸徘徊。 A trough of low pressure is hovering over the coast of
Guangdong.
與一道低壓槽相關的雷雨區正
影響本港。

An area of rain and thunderstorms associated with a trough of
low pressure is affecting Hong Kong.

與一股潮濕偏南氣流相關的雷
雨正影響本港。

Thundery showers associated with a humid southerly airstream
are affecting the territory.

與一道低壓槽相關的雷雨區正
An area of thundery showers associated with a trough of low
影響珠江口一帶，並為本港帶來 pressure is affecting the vicinity of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and
狂風、大驟雨及雷暴。
bring squalls, heavy showers and thunderstorms to Hong Kong.
一個雷雨區正橫過珠江口，並為 An area of rain and intense thunderstorms is crossing the Pearl
本港帶來大雨、雷暴及突如其來 River Estuary and bringing heavy rain, thunderstorms and sudden
的強陣風。
high gusts to Hong Kong.
香港[以東/東南/以南]水域的一
個雷雨區正逐漸移近本港。

The area of thundery showers over the waters
[east/southeast/south] of Hong Kong is gradually edging closer to
the territory.

廣東內陸的一個雷雨區正逐漸
移近本港。

The area of thundery showers over inland Guangdong is
gradually edging closer to the territory.

現時位於珠江口以西的雷雨區
正逐漸向東伸展。

The thundery showers to the west of Pearl River Estuary is
extending eastwards gradually.

與[TC Name]外圍環流相關的狂
風驟雨正在珠江口一帶徘徊。

Squally showers associated with the outer circulation of [TC
Name] is lingering around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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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STIR 預測信息內容的四個情景
情
景

描述

圖例

預測信息內容

A

降雨預報並不包
含任何大區

[不提供降雨預報]

B

降雨實況不包含
任何大區，但降
雨預報包含至少
一個大區

預料未來一兩小時 [本港/大區] 將受
大雨影響，雨量可能超過每小時 30 毫
米

C

D

It is anticipated that heavy rain will affect
[Hong Kong/Area(s)] in a couple of
hours. Rainfall may exceed 30
millimeters per hour.
預料大雨會在未來一兩小時持續

降雨實況和降雨
預報包含的大區
完全一樣

It is anticipated that the heavy rain will
persist in a couple of hours.
預料未來一兩小時 [本港/大區將受大
雨影響

所有其他情況

It is anticipated that heavy rain will affect
[Hong Kong/Area(s)] in a couple of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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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全港降雨面積比閾值、
a. 基準時間

b. 天氣概況

e. 降雨時段
大區降雨面積比閾值
f. 自定雨量閾值、
暴雨警告系統閾值

c. 「小渦旋」預報選項

圖一、STIR 的用戶介面簡介

圖二、包含降雨預測信息的 STIR 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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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香港十八小區分界圖

圖四、香港五大區分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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