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氣與生活
2009年5月25日至6月9日

香港天文台
許大偉、梁鈞傑、楊佩儀



講座目的

• 2007年：
–首次到不同地區，介紹天氣與生活的關係
–重點介紹優化了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系統

• 2008年：
–讓大家了解天氣造成的破壞和防災措施

–重點在於“察覺潛在危險”

• 2009年：
–精明使用實時天氣數據



風

雨

氣溫

天色

天氣系統是大自然的一部份，極端狀態下可引
起災害、造成破壞，適中時它是寶貴資源。



未雨綢繆，趨吉避凶

季節特性、短期氣候預測

七天天氣預測

短期預測、警報

**實時
天氣數據

計劃階段

活動中

**雷達、閃電定位系統、分區天氣等



選擇資訊渠道

詳細程度

操作複雜程度電視/電台廣播

打電話問天氣：
1878200

互聯網：www.weather.gov.hk

PDA網站：pda.weather.gov.hk



雷達動畫雷達動畫雷達動畫雷達動畫

生效中的生效中的生效中的生效中的
警告警告警告警告

分區天氣分區天氣分區天氣分區天氣

熱帶氣旋熱帶氣旋熱帶氣旋熱帶氣旋

閃電位置閃電位置閃電位置閃電位置

天文台網站www.weather.gov.hk



警告及注警告及注警告及注警告及注
意事項意事項意事項意事項

天氣預報天氣預報天氣預報天氣預報

七天預報七天預報七天預報七天預報



香港的季節/天氣特性
（天文台主頁→其他天氣資料 →本地及世界各地氣候資料）



香港的地理配置：
西、北是陸地；東、南是海洋



香港的氣候

冷鋒和東北季候風帶來寒冷而乾燥的北
風；市區氣溫有時在10°C以下。

1月、2月：

間中極潮濕，霧和毛毛雨使能見度降低。3、4月：

風和日麗，氣溫適中。11、12月：

最可能受颱風影響。（五至十一月是颱風
季節）

7至9月：

炎熱潮濕，間中有驟雨和雷暴，下午氣溫
常超過31 °C。每年大約80%的雨量是在五
月至九月錄得。

5至8月：



常見氣象災害和相關的警報

•暴雨（落大雨、行雷閃電、石湖風）

–黃雨、紅雨、黑雨

–北區水浸

–山泥傾瀉

–雷暴

•熱帶氣旋（大眾習慣叫做颱風、打風、掛
風球）

•強烈季候風

•極端氣溫：酷熱天氣、寒冷天氣



造成暴雨的氣象系統：夏季季候風
(西南季候風)、低壓槽



香港的警報及注意事項
（天文台主頁→公共服務→各類惡劣天氣的警告服務）



暴雨

照片來源︰渠務署，
http://www.dsd.gov.hk/flood_preventio
n/flooding_problems/flood_photos/ind
ex_c.htm



暴雨個案：2008年6月6至7日

02 0013:302008/06/0711:302008/06/07黃色暴雨黃色暴雨黃色暴雨黃色暴雨

00 3011:302008/06/0711:002008/06/07紅色暴雨紅色暴雨紅色暴雨紅色暴雨

04 2011:002008/06/0706:402008/06/07黑色暴雨黑色暴雨黑色暴雨黑色暴雨

06 1512:502008/06/2506:352008/06/25北區水浸北區水浸北區水浸北區水浸

00 4506:402008/06/0705:552008/06/07紅色暴雨紅色暴雨紅色暴雨紅色暴雨

00 4005:552008/06/0705:152008/06/07黃色暴雨黃色暴雨黃色暴雨黃色暴雨

10 0514:002008/06/0703:552008/06/07雷暴雷暴雷暴雷暴

34 5012:002008/06/0801:102008/06/07山泥傾瀉警告山泥傾瀉警告山泥傾瀉警告山泥傾瀉警告

02 5016:102008/06/0613:202008/06/06黃色暴雨黃色暴雨黃色暴雨黃色暴雨

時時時時分分分分年年年年/月月月月/日日日日時時時時分分分分年年年年/月月月月/日日日日
持續時間持續時間持續時間持續時間
時時時時分分分分

終結時間終結時間終結時間終結時間開始時間開始時間開始時間開始時間
警告



於於於於2006年年年年6月月月月7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11:15時錄得的時錄得的時錄得的時錄得的24小時雨量小時雨量小時雨量小時雨量



暴雨影響香港港時的注意事項暴雨影響香港港時的注意事項暴雨影響香港港時的注意事項暴雨影響香港港時的注意事項

�留意電台或電視台留意電台或電視台留意電台或電視台留意電台或電視台

�立即停止戶外活動立即停止戶外活動立即停止戶外活動立即停止戶外活動

�學校可能要停課學校可能要停課學校可能要停課學校可能要停課

�遠離危險斜坡和擋土牆遠離危險斜坡和擋土牆遠離危險斜坡和擋土牆遠離危險斜坡和擋土牆

�留在安全的地方留在安全的地方留在安全的地方留在安全的地方

�必需明白暴雨可能引起水浸必需明白暴雨可能引起水浸必需明白暴雨可能引起水浸必需明白暴雨可能引起水浸、、、、山泥傾山泥傾山泥傾山泥傾
瀉瀉瀉瀉、、、、交通意外和不同程度的混亂交通意外和不同程度的混亂交通意外和不同程度的混亂交通意外和不同程度的混亂，，，，同同同同
時亦可以出現雷暴時亦可以出現雷暴時亦可以出現雷暴時亦可以出現雷暴



香港斜坡安全
http://hkss.cedd.gov.hk/hkss/chi/whatsnew/index.htm





渠務署提供的上環水浸短訊服務

• 下載登記表格，請到
http://www.dsd.gov.hk/service_enquiries/a
pplication_forms_services/index_c.htm

• 服務會24小時不停運作
• 每一獨立商住單位、物業管理處、互助委
員會、業主立案法團或相關的居民與工商
團體，最多可以登記兩個電話號碼。



雷殛

八月十八日仍大致天晴八月十八日仍大致天晴八月十八日仍大致天晴八月十八日仍大致天晴，，，，但亦但亦但亦但亦
有局部地區性雷暴有局部地區性雷暴有局部地區性雷暴有局部地區性雷暴。。。。一名行山一名行山一名行山一名行山
人士在屯門遭受雷殛人士在屯門遭受雷殛人士在屯門遭受雷殛人士在屯門遭受雷殛。。。。

拍攝於粉嶺的閃電拍攝於粉嶺的閃電拍攝於粉嶺的閃電拍攝於粉嶺的閃電
(照片來源照片來源照片來源照片來源︰︰︰︰陳卓賢先生陳卓賢先生陳卓賢先生陳卓賢先生，，，，香港天文台香港天文台香港天文台香港天文台) 



不同顏色點不同顏色點不同顏色點不同顏色點
代表不同時代表不同時代表不同時代表不同時
段的閃電位段的閃電位段的閃電位段的閃電位
置置置置

夏季個案夏季個案夏季個案夏季個案
（天文台主頁 → 閃電位置資訊 ）



閃電位置資訊系統 + 地理資訊，更易用！



自選服務



雷暴警告生效時，亦要注意猛烈的陣風



(相片來源: 香港天文台網頁)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5555月月月月9999日日日日的颮線的颮線的颮線的颮線((((石湖風石湖風石湖風石湖風))))

• 在葵涌貨櫃碼頭，狂
風吹塌貨櫃一死兩
傷。有關新聞可參考
http://appledaily.atnext.com/template/app
le/art_main.cfm?iss_id=20050510&sec_id
=4104&subsec_id=11866&art_id=4873480

• 在嘉道理農場暨植物
園，一棵直徑超過80
厘米的樹連根拔起。







善用香港分區天氣
（天文台主頁→香港分區天氣→平均風向及風速、最高陣風）



雷暴中注意事項

• 留在室內，避免戶外活動。留意最新天氣消息。
• 切勿進行水上運動。
• 切勿站立於山頂上或接近導電性高的物體。
• 避免使用帶有插頭的電器，切勿接觸金屬裝置。
• 切勿處理易燃物品。
• 閃電會經地面傳開，潮濕地面尤其危險。不要躺在

地上，應該蹲著，減少與地面接觸的面積。
• 暴雨可能出現，切勿在溪澗或低窪地區逗留。
• 駕車人士應提防強勁陣風吹襲。
• 海上的小艇應提防狂風或水龍捲襲擊。
• 遇上龍捲風時，立即躲入堅固的建築物內、遠離窗

戶、蹲伏在地上並用手或厚墊保護頭部。如在室
外，應遠離樹木、汽車或其他可被吹起的物件。



使用天氣雷達圖像
（天文台主頁→天氣雷達圖像）

降雨率色板降雨率色板降雨率色板降雨率色板

大雨區大雨區大雨區大雨區



局部地區雷暴 廣泛地區雷暴/暴雨

局部地區雷暴與廣泛地區雷暴的對比



夏季個案：2001年5月9日，以
「外推法」預計開始降雨時間



熱帶氣旋可帶來大風和大雨

Source: NASA, US



約克正面吹襲，橫瀾島的風力的急劇變化



颱風的橫切面
天氣截然不同



熱帶氣旋類別熱帶氣旋類別熱帶氣旋類別熱帶氣旋類別 接近風暴中心接近風暴中心接近風暴中心接近風暴中心之之之之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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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力6-7級

熱帶風暴 每小時63至87公里 風力8-9級

強烈熱帶風暴 每小時88至117公里 風力10-11級

颱風 每小時118至149公里 風力12級

強颱風 每小時150至184公里

超強颱風 每小時185公里或以上

熱帶氣旋之分類熱帶氣旋之分類熱帶氣旋之分類熱帶氣旋之分類



如如如如颱風和颱風和颱風和颱風和熱帶低氣壓熱帶低氣壓熱帶低氣壓熱帶低氣壓

與與與與香港的距離香港的距離香港的距離香港的距離相同相同相同相同

熱帶低氣壓熱帶低氣壓熱帶低氣壓熱帶低氣壓::::
香港的風力較小香港的風力較小香港的風力較小香港的風力較小

颱風颱風颱風颱風::::
香港的風力較大香港的風力較大香港的風力較大香港的風力較大



颱風的威力

風暴潮：1937年的一次風暴潮災禍，見

http://www.dsd.gov.hk/FileManager/TC/pu
blications_publicity/newsletter/news31/31-
pg21.htm

強風 大浪



集體記憶

約克

愛倫

荷貝

溫黛

熱帶氣旋
名稱

19993?5002

19834413533310

19792916726012

1962361 297?>130

年份遇事
越洋
船舶

受到毀壞
或翻沉的
小艇數目

受傷
人數

死亡
人數



集體記憶

照片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處

1962年溫黛 1979年荷貝



集體記憶

照片來源：香港歷史博物館

1983年愛倫 1999年約克



颱風襲港時要注意的事項颱風襲港時要注意的事項颱風襲港時要注意的事項颱風襲港時要注意的事項

�留意電台或電視台留意電台或電視台留意電台或電視台留意電台或電視台

�立即停止戶外活動立即停止戶外活動立即停止戶外活動立即停止戶外活動，，，，留在安全的地方留在安全的地方留在安全的地方留在安全的地方

�學校停課學校停課學校停課學校停課

�大風大風大風大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水浸水浸水浸水浸、、、、山泥傾瀉和雷暴山泥傾瀉和雷暴山泥傾瀉和雷暴山泥傾瀉和雷暴
可同時出現可同時出現可同時出現可同時出現



戒備信號

強風信號

烈風或暴風信號

烈風或暴風風力
增強信號

颶風信號



2007年起，發出3號和8號信號的
參考測風站增加至8個，覆蓋全港。



熱帶氣旋警告 –
2007 年採取的優化措施

� 擴大發出3號和8號信號的參考測風站網絡
(八個接近海平面的參考測風站) 。

� 半數或以上參考測風站錄得或預料錄得強
風，且風勢可能持續的情況下，會發出3
號信號；達烈風則發出8號。

� 加強地區風勢資料的發放。

� 當預料天氣可能令航空交通嚴重受阻時，
在熱帶氣旋報告中提醒旅客，應在前往機
場前向航空公司查詢航班情況。



熱帶氣旋吹襲期間，
增加地區風勢資料的發放。

� 經廣播，特別指出風速顯著高於香港普遍風勢的
地區；

� 提醒市民注意各區風力不平均的現象，以及鼓勵
市民善用天文台網頁和「打電話問天氣」服務；

� 教育統籌局及勞工處協助向學校、家長及僱主加
強宣傳現行指引內，有關靈活處理學生或在職人
士因個別地區惡劣天氣(例如山泥傾瀉、暴雨及
強風)而缺課、缺勤或遲到的情況的信息。



香港的風力較小香港的風力較小香港的風力較小香港的風力較小

同一強度的氣旋同一強度的氣旋同一強度的氣旋同一強度的氣旋

香港的風力較大香港的風力較大香港的風力較大香港的風力較大



颱風路徑 --溫黛

1.77米風暴
潮

維
港

3.96米最高
潮位

259
公里/時

陣風

天
文
台

133
公里/時

平均
風速



颱風路徑 --荷貝

3.2米風暴
潮

大
埔
滘

4.3米最高
潮位

229
公里/時

陣風

橫
瀾
島

144
公里/時

平均
風速



颱風路徑 --愛倫

1.8米風暴
潮

尖
鼻
咀

3.62米最高
潮位

238
公里/時

陣風

長
洲

171
公里/時

平均
風速



颱風路徑 --約克

0.74米風暴
潮

維
港

2.5米最高
潮位

234
公里/時

陣風

橫
瀾
島

153
公里/時

平均
風速



颱風路徑，差之毫釐，謬之千里



颱風逼近，雲層愈來愈低

高空高空高空高空 ---- 先出現毛卷雲先出現毛卷雲先出現毛卷雲先出現毛卷雲 中高空中高空中高空中高空 ---- 出現高積雲出現高積雲出現高積雲出現高積雲

雨層雲雨層雲雨層雲雨層雲 積雨雲積雨雲積雨雲積雨雲



熱帶氣旋資訊
（天文台主頁→熱帶氣旋→熱帶氣旋警告）



（天文台主頁→熱帶氣旋→熱帶氣旋警告→熱帶氣旋路徑圖 ）

個案：2008年6月25日強烈熱帶風暴風神



強烈季候風信號強烈季候風信號強烈季候風信號強烈季候風信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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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時的注意事項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時的注意事項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時的注意事項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時的注意事項

�留意電台或電視台留意電台或電視台留意電台或電視台留意電台或電視台

�花盆及可能被風吹倒的物件應搬入室花盆及可能被風吹倒的物件應搬入室花盆及可能被風吹倒的物件應搬入室花盆及可能被風吹倒的物件應搬入室
內內內內。。。。工程師工程師工程師工程師、、、、建築師和承建商應將棚建築師和承建商應將棚建築師和承建商應將棚建築師和承建商應將棚
架架架架、、、、木板和臨時性建築物綁緊木板和臨時性建築物綁緊木板和臨時性建築物綁緊木板和臨時性建築物綁緊

�慎防大風及大浪帶來的危險慎防大風及大浪帶來的危險慎防大風及大浪帶來的危險慎防大風及大浪帶來的危險

�公路及高架天橋上駕車的人士公路及高架天橋上駕車的人士公路及高架天橋上駕車的人士公路及高架天橋上駕車的人士，，，，請特請特請特請特
別提防強勁陣風的吹襲別提防強勁陣風的吹襲別提防強勁陣風的吹襲別提防強勁陣風的吹襲



暴風雨之外，極端氣溫亦會引起傷亡！
天氣酷熱，須慎防熱衰竭及中暑。

相關報導相關報導相關報導相關報導，，，，見見見見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80721/4/7af5.html

主因：陽光猛烈 + 風力微弱 + 濕度高



2005年7月19日上午8時
的天氣圖

2005年7月19日上午8時
FY-2C衛星圖片

「打風打風打風打風」之前天氣可能很悶熱之前天氣可能很悶熱之前天氣可能很悶熱之前天氣可能很悶熱



夏季個案：2005年7月19日，多處
錄得高溫，天氣酷熱天氣酷熱
（天文台主頁→香港分區天氣）



秋高秋高秋高秋高，，，，未必氣爽未必氣爽未必氣爽未必氣爽 ？！？！？！？！

照片來源︰漁農自然護理署，http://www.afcd.gov.hk/parks/trails/Chi/hiking/fwalk/fwalk.htm



秋老虎
毒如虎

秋天下午的烈日，也可將新界
部份地區氣溫升至32度或以上





冬季個案冬季個案冬季個案冬季個案：：：：2000200020002000年年年年11111111月月月月12121212日日日日，，，，市區最低市區最低市區最低市區最低
氣溫氣溫氣溫氣溫15151515度度度度，，，，逾百毅行者要求救援逾百毅行者要求救援逾百毅行者要求救援逾百毅行者要求救援





風速愈高，感覺愈寒冷



風寒效應
Wind Chill Effect

15C

13C

1000米米米米
6C

7C
~0C



香港分區天氣
（天文台主頁→香港分區天氣）



防災三部曲

� 了解警報的意義和防災措施

� 制訂工作（生活）守則；可以參考

http://www.weather.gov.hk/informtc/tcArrangec.htm

– 颱風或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守則 ((((勞工處勞工處勞工處勞工處))))

– 熱帶氣旋及持續大雨幼稚園及日校適用的安排 ((((教育局教育局教育局教育局))))

– 熱帶氣旋及持續大雨夜校適用的安排 ((((教育局教育局教育局教育局))))

� 留意最新天氣訊息，然後按�的守則處理



減災鐵三角

• ↔ = 通訊渠道（傳媒、互聯網、通訊公司）

政府

市民

機構



香港政府新聞資料庫
http://www.info.gov.hk/isd/news/cindex.htm



特殊而又危急的情況下要處變不驚

•保持冷靜

•盡快找出安全地點

–風吹雨打時，堅固的房屋比較安全，盡量避免
戶外活動

–有雷暴，不可留在大樹下或金屬旁

•等待惡劣天氣停止，需要時尋求協助



特別活動天氣資訊

•主頁 → 其他天氣資料→ 飛行運動天氣指數

•主頁 → 其他天氣資料→ 水上運動天氣資訊

•主頁 → 地震、授時及天文 → 地震→ 地震
安全守則



地震安全守則 (地震發生時) 

•切勿恐慌，保持鎮定。

•熄滅火種。

•室內的人應留在室內，躲到堅固的傢具，遠離玻璃或
容易墮下的物件。

•戶外的人應遠離建築物、斜坡及架空電線等地方。

•在人多擠迫的地方，不要倉皇逃跑。

•行駛中的車輛應在安全的情況下停下，乘客應留在車
廂內直至地震停止。

•乘搭升降機的乘客應盡快離開。

•隧道內的人應在安全情況下盡快走到空曠之地。



地震安全守則 （地震停止後）

•檢查傷亡及損毀的情況，如有需要，立即尋求協助。

•如懷疑氣體燃料洩漏，應開窗及關掉總掣，離開建築
物並向有關方面報告，切勿燃點火種或在現場打電
話。

•若水電設施損毀，應關掉總掣。

•除報告緊急事故或尋求協助外，不要使用電話。

•若建築物嚴重損毀，餘震可能使它倒塌，應盡快離開
並向有關方面報告。



完完完完 ���� 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