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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eather.gov.hk/cis/climahk_c.htm

香港⾬量的地域差異

香港面積較小，地形複雜，

各處土地用途亦有差異，

因此不同地區受大雨、水

浸或山泥傾瀉的影響也會

有分別。



2008年6月7日的暴雨和嚴重山泥傾瀉

⼤嶼⼭東涌路的⼤型⼭泥傾瀉

(Source : GEO, CEDD)

⼤嶼⼭快速公路水浸

(原相: WiNG)

大嶼山破紀錄的泥石流

(1.8公里⻑)

(Source : GEO, CEDD)

天⽂台與⼟⼒⼯程處合作研究因應氣候變化，

如何減低山泥傾瀉的風險

2008年6月7日早上十一時的

24小時累積⾬量分佈



氣候變化問題刻不容緩……

按目前各國提交的減排目
標，最壞情景或可避免，
但仍未足夠限制地球升溫
於2oC內

0.9 – 2.3 oC

1.7 – 3.2 oC

2.0 – 3.7 oC

3.2 – 5.4 oC



年⾬量有上升趨勢，但降⾬⽇數減少

越來越多極端降雨越來越多極端降雨

在⾼溫室氣體濃度情景下，香港每年最⾼⽇

⾬量和每年最⾼連續 3⽇⾬量的未來推算

(毫米)



極端少⾬的年數 -年⾬量低於1289毫米; 極端多⾬的年數 -年⾬量⾼於3168毫米

極端少⾬的年數 極端多⾬的年數

期間

1885 - 2005 2 3 

2006 - 2100 2 12 

(相片來源：水務署)

(相片來源：渠務署)

極端多⾬的年份會增加，但出現乾旱情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氣候變化令降雨變化增大





暴雨預報的挑戰



30.3.2014



強對流天氣產生冰雹 ( 30.3.2014 )

香港天文台收到香港多處的冰雹報告



“黐身”的暴雨

2015-07-22

http://www.hko.gov.hk/blog/b5/archives/00000175.htm



分區雨勢差異、局地急劇發展



預報暴雨發展的困難

以下個案會否發展為暴雨？



2018-04-14



香港天文台在四月十四日下午六時五十分發出之

特別天氣提示 : 

與冷鋒相關的一道強雷雨帶正影響廣東並逐漸向

南移動，可能在未來一兩小時影響本港。市⺠應

提高警惕。



!!!



2018-04-15





短期內香港廣泛地區可能受大雨影響，

市⺠應提高警覺。



!!!



2016-05-15



香港天文台在五月十五日

下午五時四十五分發出之

特別天氣提示

現時位於珠江口以西的一

道雷雨帶正向東移，並可

能在未來兩三小時影響本

港。市⺠請提高警惕。





2016-05-03



香港天文台在五月三日

下午一時五十五分發出

之特別天氣提示

與低壓槽相關的雷雨區

正橫過珠江口，並預計

在未來兩三小時影響本

港，市⺠應提高警惕。



!!





暴雨警告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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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ko.gov.hk/wservice/warning/rainstoc.htm



暴雨警告大不同

https://goo.gl/kTm7Ve



• 提高警覺
– 「黃」⾊信號提醒市⺠將有⼤⾬並可能
進一步發展至「紅」色或「黑」色暴雨。

– 「黃」色暴雨警告生效時，部分低窪或
排水情況不理想的地區已經會出現水浸，

河道亦有機會氾濫。

– 市⺠應留意「局部地區大雨報告」列出
受影響的地區及其錄得的⾬量，掌握最

新⾬量形勢及有所防備。

• 『留在安全地點』
• 不上學 � 即放學 �

• 不上班 ？ 即下班 �

暴雨警告生效時的應對措施



黃雨… 係會水浸㗎



https://goo.gl/i5387H https://goo.gl/i6BqB2



• 雖然暴⾬警告已經取消，但市⺠仍須警覺有關河道氾濫可能帶來的

危險。

• Though rainstorm warning has been cancelled, people should stay alert 
to the danger that may be brought about by river flooding. 

河道氾濫的威脅

(暴雨警告取消後會維持2小時)



雖然暴雨警告已經取消，但市民仍須警覺有關河道氾濫可能帶來的危險。

注意事項



局部地區大雨報告

局部地區大雨報告：西貢區在上午 7 時 40 分的過去一小時錄得超過 70 毫米
雨量，有可能出現嚴重水浸。

可能受大雨影響之市⺠，應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

的損失。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發，市⺠應遠離河道。駕駛人士應注意道

路可能出現嚴重水浸及交通擠塞。

以上天氣稿由天文台於 2017 年 08 月 01 日 07 時 47 分發出

http://www.hko.gov.hk/wservice/warning/lhvyrain_uc.htm



網址：

http://www.weather.gov.hk/school/school_uc.htm

熱帶氣旋及持續大雨幼稚園及日校適用的安排

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時你應該怎麽辦？

熱帶氣旋及持續大雨夜校適用的安排





暴雨臨近預報



什麼是臨近預報？

• 對未來數小時的天氣變化作出預測，主要應對⼤⾬、閃電、冰雹和

雷雨大風等惡劣天氣。

• 相比「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和「九天天氣預報」描述本地整體的天

氣變化，臨近預報針對的惡劣天氣影響範圍小且變化急速，要求極

高的計算資源，務求精確度和及時提供預報產品。



「小渦旋」臨近預報系統

SWIRLS
Short-range Warning of Intense 
Rainstorm in Localised Systems



「小渦旋」的預測原理 (1)

香港
Hong Kong

從雷達每六分鐘資料自動

追踪雨區動向



「小渦旋」的預測原理 (2)

結合地面⾬量站數據，分析

天氣雷達探測的降雨分佈



本港⾬量分佈圖網⾴



「小渦旋」的預測原理 (3)

所在的位置

My Location
智能電話

Smart Phone
智能電話

Smart Phone

您所在的位置有雨。您所在的位置有雨。

13:0013:00

智能電話

Smart Phone

您所在的位置有雨。

13:00

根據雨區移動方向和降雨分析，

外推未來幾小時降⾬位置與強度



「小渦旋」的預測原理 (4)

閃電位置資訊系統提供閃電分佈，

⾃動預測未來⼀小時的閃電位置



如何使用流動平台和個人化天氣服務

掌握雷達雨區實況的移動趨勢、

降雨與閃電預測？



• 支援暴雨及相關惡劣天氣預測和警告服務

「小渦旋」預報資料

狂風、閃電、冰雹

及大雨預測圖



「小渦旋」如何支援其他政府部門

• ⼟⼒⼯程處

–山泥傾瀉警告與預測技術研究

• 渠務處

–水浸與⾬量關係的研究

49



山泥傾瀉警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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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斜坡的空間分佈

運用「降雨-滑坡概率」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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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滑坡總數

輸出即時運算

人造斜坡

「降雨-滑坡關係模型」

實時降雨-滑坡分析24小時實時降⾬量的空間分佈



山泥傾瀉警告點發出？

https://goo.gl/S7ws9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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