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島天氣研究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組別: 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目標 
 知識 - 掌握不同的天氣因子 

- 探討自然因素及人文活動如何影響天氣因子 

 技巧 - 利用不同的考察儀器蒐集天氣因子及附近環境數據 

- 利用不同圖表展示不同天氣因子數據及附近環境 

 態度 - 了解環境改變對天氣因子的影響和責任 

- 醒覺城市發展引致的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對國家安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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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文憑試地理科課程相關課題  

  必修單元七: 氣候變化 — 長期波動還是不可逆轉趨勢？ 

  選修單元二: 天氣與氣候 

 

階段一: 計劃及準備 

  

 前備知識 

1. 列出所認識的天氣因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列出影響上述天氣因子的區位因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探究問題 

根據前備知識所列的區位因素及 P.8/9 地圖*，挑選兩個天氣因子具明顯分別的考察點，並於下表進

行比較。 

考察點 
天氣因子 (平均值) 

光度 溫度 相對濕度 風速 氣壓 

________ 較高 / 較低 / 相同 較高 / 較低 / 相同 較高 / 較低 / 相同 較高 / 較低 / 相同 較高 / 較低 / 相同 

________ 較高 / 較低 / 相同 較高 / 較低 / 相同 較高 / 較低 / 相同 較高 / 較低 / 相同 較高 / 較低 / 相同 

探究問題:  導致兩個考察點天氣因子出現差異的主要區位因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於聖保祿校園上課的學生，請參考 P.8 的地圖；而於聖方濟校園上課的學生，請參考 P.9 的地圖。 

 何時蒐集數據？ 

日期: ________________      時間: _________ 至 _________      季節: ______________ 

1. 天文台於最近三天有沒有發出過以下天氣警告及信號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不同的時間進行考察對考察結果會有分別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何地蒐集數據？ 

是次考察中，你的組別須要挑選兩個考察點，而預期它們有明顯差異的天氣因子。 

以上 因應特定考察目標及要求而挑選合適考察點 的抽樣方法為 _________ 抽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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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蒐集什麼數據及如何蒐集？ 

(參考一手數據蒐集方法 及 考察工具的資料，完成以下列表) 

研習項目 
一手數據蒐集方法 

[A-E] (可選多項) 
所需工具 [1-8] (如有) 操作注意事項 

 天氣因子研究 

 氣溫    

 相對濕度    

 風向及風速    

 光度    

 氣壓    

 影響天氣因子的區位因素 

 附近建築物及障礙物高度    

 附近的土地利用    

 地面覆蓋物料    

 其他因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還有什麼數據可以蒐集?  

一手數據蒐集方法 

A. 觀察及拍照  B. 量度 C. 評分 D. 數數(統計) E. 地圖製作 

野外考察使用的工具 

   

1. 氣壓計 2. 指南針 3. 溫度及濕度計 

   

4. 光度計 5. 風速計 6. 拉尺(30 米) 

 
 

 

7. 手水準儀 8. 顏色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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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二：數據蒐集 

1. 天氣因子研究 

 各小組須要在不同的考察點於同一時間量度光度、氣溫、相對濕度、風向、風速及氣壓。 

 每 5 分鐘量度各種天氣因子一次，共記錄 30 分鐘。 ※每組需要 同步 記錄天氣數據。※ 

考察點 _____________ 

天氣狀況: □ 晴朗   □ 有雲   □ 下雨   □ 煙霧   □ 備註:________ 

 
時間 

天氣因子 

溫度 (℃) 相對濕度 (%) 風向 風速 (米/秒) 光度 (Lux) 氣壓 (百帕斯卡) 

1.  
       

2.  
       

3.  
       

4.  
       

5.  
       

6.  
       

7.  
       

平均值 
   

----------- 
  

另一個考察點 _____ 

的平均值 

   
----------- 

  

 
為何不同考察點須要 同一時間 (同步) 蒐集數據? 

以固定間距 (30 分鐘內每 5 分鐘量度一次天氣因子) 蒐集數據 

是什麼抽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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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響天氣因子的區位因素 

I. 考察點描述 

考察點 ________ A. 附近的土地利用  B. 地面覆蓋物料  

II. 附近建築物及障礙物高度 

利用手水準儀 及 拉尺，量度於考察點 10 米 半徑範圍內 八個方向 的建築物或障礙物高度。 

**位於 10 米範圍外的障礙物，只須記錄它們的種類。 

方向 障礙物種類 
建築物或障礙物與

考察點距離（米） 

附近建築物及障礙物高度 

建築物或障礙物與量度

位置距離 (D)（米） 
仰角 (α) 

記錄員高度 (眼睛到地

面的距離) (H1)（米） 
D x tanα (H2) (m) 

高度總和 

(H1 + H2)

（米） 

北        

東北        

東        

東南        

南        

西南        

西        

西北        

 

※在平地上量度※ 

※α<40°※ 

α 

D 

 

H1

H2

建築物高度 = H1 + H2 

   = H1 + D tanα 

如果 α 大於 40°, 有何影響?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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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三:  數據處理、演示及分析 

  

1. 天氣因子研究 

A. 什麼圖表較適合用於比較兩個考察點中隨時間而轉變的數據?  ___________________ 

B. 利用上述圖表，展示兩個考察點各項天氣因子數據。*同一天氣因子圖表中的間距須一致。 

 

2. 附近建築物及障礙物高度 

標示出於考察點 10 米 半徑範圍內 八個方向 的建築物或障礙物高度。 

附近建築物及障礙物高度 

  
 

障礙物種類 障礙物高度 

植物  0-2 米 白色 

建築物  2-6 米 啡色 

懸崖 / 護土牆  6 米以上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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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四:  闡釋及探究的結論 

  

1. 比較兩個考察點中各個天氣因子數據的異同。 

 

2. 根據考察結果，討論於 P.2 的假設是否真確。[當中有沒有其他區位因素存在?] 

 

3. 瀏覽 社會天氣資料網絡 (https://cowin.hku.hk/chinese/series.html)，比較過去三天 聖保祿校園 (6127) 及 

聖方濟校園 (6098) 的氣溫資料。 

然後利用 P.8 及 P.9 的地圖資訊，試描述及解釋兩者氣溫上出現的差異。 

 

4. 根據香港天文台所提供的氣溫資料 http://www.hko.gov.hk/tc/wxinfo/ts/display_element_tt.htm.  

“熱島效應是一個市區常見的現象，導致市區的氣溫比郊區高……”  

比較 位於香港天文台的氣象站、於長洲明愛陳震夏郊野學園自動氣象站 

[https://cowin.hku.hk/chinese/series.html] 及 是次考察所蒐集到的氣溫數據，從而討論上述句子是否

真確。 

 

 

階段五:  評鑑 

  

1. 在 i) 選擇考察地點 及 ii) 量度天氣因子 分別採用了哪一種抽樣方法? 試指出兩種抽樣方法各自的優點 

及 缺點。 

2. 列出有可能導致數據蒐集期間出現偏差的因素? 有什麼方法可以提高是次考察數據的有效性及可靠性? 

3. 是次數據蒐集主要集中於討論 「長洲的天氣因子」。為了解天氣因子與生活環境的關係，試就 市區與郊區

之間天氣因子的差異 製訂一個研習計劃 (例如考察點 / 日期 / 時間 / 假設 / 數據項目 / 抽樣方法 / 

工具表等)。 

 

課後練習: 

請在完成考察後，以 P.10-11 的實地考察日記整理是次考察經驗，作為日後溫習實地考察為本問題之

參考資料。 

https://cowin.hku.hk/chinese/series.html
http://www.hko.gov.hk/tc/wxinfo/ts/display_element_tt.htm
https://cowin.hku.hk/chinese/ser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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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方濟校園 

自動氣象站的 

附近環境 

 

 緯度: 北緯 22°12’27”  

 經度: 東經 114°02'15"  

 高度: 65 米 

聖方濟校園即時天氣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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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祿校園 

自動氣象站的 

附近環境 

 

 緯度: 北緯 22°12’19”  

 經度: 東經 114°01’55”  

 高度: 25 米 

聖保祿校園即時天氣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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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實地考察日記  

 

 相關單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考察重點/題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考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 平日/ 假日 )  天氣概況： 

  考察時間：______________   考察地點： 

______________ 

對於這個考察重點/題目，以上的規劃是否理想？ 

 
 

 一手數據： 

一手數據 

蒐集方法 

蒐集的數據 所需儀器/ 

工具 (如有) 

該項數據蒐集的 

優點/缺點  

(舉例說明) 

改善建議 

(舉例說明) 

 測量     

 觀察     

 數數

(統計) 

 

 

   

 問卷/

訪談 

    

 其他 

(如有) 

    

小島天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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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手資料： 

二手資料 作用 可從以下途徑取得資料 

   

除了以上二手資料外，還需要其他補充資料去回應考察題目嗎？ 

 

 

 抽樣方法(如有)： 

抽樣方法  在進行以下數據蒐集時應用 優點/缺點 

  

 

 

 

 數據處理及展示方法： 

圖表類型 圖表展出的內容及作用 優點/缺點 

   

  

 圍繞這個單元，我建議就以下一方面作出調整，以深化學習或進行延伸探究： 

  建議 (舉例說明) 

 考察重點/題目  

 蒐集的數據及數據蒐集方法  

 考察日期/時間  

 考察地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