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災危險警告在 1998 至 2011 年清明、中秋、重陽及聖誕節的發出情況 

年份/

節日 

日期 

(日/月) 

火災危險警

告(黃/紅/無) 

雨量(mm)/平均

相對濕度(%) 

天氣報告/預測 

(於當天上午 6:45 取錄) 

1998 

清明 5/4 黃 Trace / 84 N/A 

中秋 5/10 無 

(19:45取消黑

球) 

0.2 / 83 多雲，有幾陣雨。最高氣溫

約 27 度。吹清勁東風，初時

離岸及高地吹強風。 

重陽 28/10 黃 0 / 71 大致天晴。日間天氣乾燥及

有煙霞，最高氣溫為 27 度。

吹和緩偏北風。 

聖誕 25/12 黃 Trace / 77 天晴及有煙霞，最高氣溫約

22 度。吹和緩東北風。 

1999 

清明 5/4 黃 0 / 67 初時多雲，稍後漸轉天晴，

最高氣溫約 23 度。吹和緩北

至東北風。 

中秋 24/9 黃 

(09:40發出一

號風球) 

0 / 63 天氣乾燥。日間部份時間有

陽光及有煙霞。最高氣溫約

30 度。吹和緩北風。離岸風

勢間中清勁。 

重陽 17/10 黃+紅 

(黑球全日生

效) 

0 / 64 天氣乾燥。部份時間有陽

光。最高氣溫約 26 度。吹偏

北強風，離岸海域及高地間

中吹烈風。 

聖誕 25/12 紅 0 / 40 天晴，天氣非常乾燥。早上

天氣寒冷。日間最高氣溫約

18 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

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 

2000 

清明 4/4 無 0.3 / 93 多雲，間中有雨。初時部份

地區有霧。最高氣溫約 25

度。吹和緩西北風，下午轉

為微風。 

中秋 12/9 黃+紅 0 / 57 大致天晴及乾燥，部份地區

有煙霞。最高氣溫約 30 度。

吹和緩偏北風，風勢間中疾

勁。 



 

重陽 6/10 黃 1 / 82 大致天晴，亦有幾陣局部地

區性驟雨。最高氣溫約 30

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 

聖誕 25/12 黃 

(20:45發出黑

球) 

0 / 73 天晴。早上天氣清涼。日間

部份地區有煙霞，天氣乾

燥，最高氣溫約 22 度。吹輕

微至和緩東北風，今晚東風

增強。 

2001 

清明 5/4 無 17.9 / 89 多雲，初時有幾陣雨。最高

氣溫約 21 度。吹和緩偏東風。 

中秋 1/10 黃 9.2 / 67 大致天晴及乾燥。天氣炎

熱，最高氣溫約 32 度。吹和

緩偏北風，稍後轉吹東風。 

重陽 25/10 黃 0 / 74 初時部份時間多雲，日間大

致天晴，天氣乾燥。最高氣

溫約 27 度。吹清勁東風，離

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 

聖誕 25/12 紅 0 / 66 天晴，早上仍然寒冷。日間

天氣乾燥，最高氣溫約 17

度。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 

2002 

清明 5/4 黃 0 / 79 初時沿岸有薄霧，日間部份

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約 28

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 

中秋 21/9 黃 Trace / 79 天晴。最高氣溫約 30 度。吹

和緩東風。 

重陽 14/10 黃 0 / 77 天晴。最高氣溫約 28 度。吹

和緩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

勁。 

聖誕 25/12 黃 0 / 74 大致天晴，最高氣溫約 18

度。吹和緩偏北風，風勢逐

漸增強，今晚氣溫開始顯著

下降，午夜時份氣溫約 14

度，新界會低兩三度。 

--請接下頁 

 



 

2003 

清明 5/4 黃 0 / 73 多雲，日間部份時間天色明

朗。最高氣溫約 22 度。吹和

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

中清勁。 

中秋 11/9 黃 0 / 74 天晴及有煙霞。日間天氣乾

燥。稍後有一兩陣驟雨。最

高氣溫約 31 度。吹微風。 

重陽 4/10 黃 Trace / 70 部份時間有陽光，亦有煙

霞。天氣稍涼。最高氣溫約

28 度。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 

聖誕 25/12 黃+紅 0 / 71 天晴乾燥，部份地區有煙

霞。最高氣溫約 22 度。吹輕

微至和緩東北風，稍後轉吹

北風。 

2004 

清明 4/4 黃 Trace / 85 大致天晴，初時能見度較低

及有薄霧。最高氣溫約 23

度。吹微風，稍後轉吹和緩

至清勁偏東風。 

中秋 28/9 紅+黃+紅 0 / 69 大致天晴，天氣乾燥，部分

地區有煙霞。最高氣溫約 31

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北風。 

重陽 22/10 黃 Trace / 70 初時有一兩陣微雨及部分地

區有煙霞。日間部分時間有

陽光及天氣乾燥，最高氣溫

約 27 度。吹和緩至清勁東北

風，稍後風勢逐漸增強。 

聖誕 25/12 黃 0 / 79 部分時間有陽光及有煙霞。

最高氣溫約 21 度。吹和緩至

清勁東至東北風。 

2005 

清明 5/4 黃 0 / 76 多雲，能見度較低。日間部

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約

23 度。吹和緩東風，初時離

岸海域風勢清勁。 

--請接下頁 

 



 

中秋 18/9 無 

(07:40取消一

號風球,07:55

發出黑球) 

3.8 / 86 多雲，有雨及有幾陣狂風雷

暴。最高氣溫約 30度。吹清

勁東風，離岸海域及高地間

中吹強風。 

重陽 11/10 黃 0.6 / 74 大致天晴，日間天氣乾燥。

最高氣溫約 30度。吹和緩至

清勁東至東北風。 

聖誕 25/12 黃+紅 0 / 62 大致天晴，天氣乾燥，部分

地區有煙霞。最高氣溫約 21

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 

2006 

清明 5/4 黃 0 / 82 多雲，部分時間有陽光，早

上有薄霧。日間天氣炎熱，

最高氣溫約 29度。吹和緩南

至西 南風。 

中秋 6/10 黃 Trace / 77 大致天晴，日間天氣乾燥，

但部分地區有煙霞，早晚有

一兩陣雨。最高氣溫約 30

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北

風。 

重陽 30/10 黃 0.5 / 71 初時有一兩陣雨。日間大致

天晴及乾燥，但部分地區有

煙霞。最高氣溫約 29度。吹

和緩東至東北風，風勢間中

清勁。 

聖誕 25/12 紅 0 / 50 天晴乾燥，但部分地區有煙

霞。早上天氣清涼。日間最

高氣溫約 20度。吹和緩東北

風。 

2007 

清明 5/4 黃 Trace / 84 多雲，有幾陣微雨。早上天

氣清涼。日間最高氣溫約 18

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

岸海域風勢間中清勁。 

中秋 25/9 無 

(06:30取消黑

球) 

2.1 / 87 多雲，間中有雨。最高氣溫

約 28 度。吹清勁東風，初時

離岸海域及高地間中吹強

風。 



 

重陽 19/10 紅 Trace / 56 大致天晴，日間天氣乾燥，

最高氣溫約 27 度。吹和緩至

清勁北至東北風。 

聖誕 25/12 黃 0 / 72 大致天晴，早上天氣清涼，

日間天氣乾燥，最高氣溫約

20 度。吹和緩偏北風。 

2008 

清明 4/4 無 0.9 / 94 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

雨，沿岸地區有霧。最高氣

溫約 22 度。吹和緩至清勁偏

東風，初時離岸海域及高地

間中吹強風。 

中秋 14/9 紅 0 / 60 天晴乾燥，但有煙霞，稍後

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天氣

酷熱，最高氣溫約 33 度。吹

微風。 

重陽 7/10 黃 Trace / 78 大致多雲。最高氣溫約 26

度。吹和緩偏北風，稍後轉

吹東風，並有幾陣雨。 

聖誕 25/12 紅+黃 0 / 67 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乾

燥。最高氣溫約 22 度。吹和

緩北至東北風。 

2009 

清明 4/4 黃 Trace / 79 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

雨。最高氣溫約 23 度。吹和

緩至清勁東風。 

中秋 3/10 黃 0 / 71 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微

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

乾燥，最高氣溫約 31 度。吹

和緩東至東北風。 

重陽 26/10 黃 Trace / 76 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

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

天氣乾燥，最高氣溫約 28

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

海面有暗湧。 

聖誕 25/12 黃 0 / 81 能見度較低。部分時間有陽

光。最高氣溫約 23 度。吹微

風。 



 

2010 

清明 5/4 無 Trace / 95 有霧及一兩陣微雨，下午短

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約 

23 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 

中秋 22/9 無 0.8 / 92 多雲有雨，稍後雨勢有時頗

大及有幾陣狂風雷暴。最高

氣溫約 26 度。吹和緩東南

風，離岸海域風勢清勁。初

時海面有湧浪。 

重陽 16/10 黃 0.2 / 80 大致多雲，天氣稍涼。日間

短暫時間有陽光及乾燥。最

高氣溫約 27 度。吹清勁東至

東北風，離岸海域及高地間

中吹強風。 

聖誕 25/12 無 Trace / 78 多雲。初時氣溫徘徊在 18 度

左右，吹清勁東風。日間北

風增強及有幾陣雨，氣溫顯

著下降至晚上最低約 13 度。 

2011 

清明 5/4 黃 Trace / 74 多雲。早上天氣清涼，日間

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溫度

約 22 度。吹和緩東風，風勢

間中清勁。 

中秋 12/9 無 0.6 / 82 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

雨。最高氣溫約 31 度。吹清

勁偏東風，初時離岸及高地

間中吹強風。 

總結 14年內四個節日發出火災危險警告次數：(若該日為黃+紅/紅+黃則黃色計 0.5次，

紅色計 0.5次，若該日為紅+黃+紅則黃色計 0.3 次，紅色計 0.7 次。) 

(由於 2011年還未到重陽和聖誕，故清明和中秋的最高總數為 14次，重陽和聖誕為 13 次)  

節日 黃色(次) 紅色(次) 總計(次) 

清明 10 0 10 

中秋 6.8 2.2 9 

重陽 11.5 1.5 13 

聖誕 7.5 4.5 12 

有關 1995 至 1997 年的相關資料，請按此。 

此文件由香港惡劣天氣訊息站製作，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轉載或翻製。 

http://www.hk-mcc.net/charlie/hkwwsicnew/hkwwsic5/knowledge/fire/fire9597.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