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事件表
目前全球發生災難事件中，第一階段屬『天災地變』
、第二階段屬『政治動亂』
、第三階段屬『金
融風暴』
、第四階段屬『傳染疾病』
、第五階段屬『氣候變化』的循序發生，以下為事件記錄：
年/ 月/ 日

全球發生事件

2014/1/4

英國魔鬼大浪 水淹民宅路面破碎

2014/1/5

英 國 20 年 最 強 暴 風 雨 浪 掀 九 公 尺

2014/1/6

北 美 20 年 最 強 寒 流 戶 外 5 分 鐘 凍 傷

2014/1/8

零 下 53℃ 酷 寒 襲 美 比 南 極 還 要 冷

掀四層樓高巨浪 氣勢如同錢塘潮
道 路 鐵 軌 泡 水 全 國 103 處 水 災 警 報
美 中 西 部 零 下 61 度 民 眾 叫 苦 連 天
超 級 寒 流 灑 水 變 冰 .吹 泡 泡 結 凍

2014/1/10 蝙 蝠 浩 劫 昆 士 蘭 43 度 10 萬 隻 熱 死

暴露室外 一分鐘凍傷

成千屍體散落滿地 宛如下蝙蝠雨

2014/1/14 研究：氣候變遷 歐洲乾旱加劇
冰河消融 海平面廿年升 1 公分
豪雨引發洪水山崩 菲南 22 死
2014/1/15 雅加達淹水 逾 4 萬人遭殃
2014/1/20 百年最慘旱災來襲

加州用水拉警報

法國東南部嚴重水患 2 死 150 多人撤離
2014/1/21 超 強 寒 流 北 海 道 -31 度 泡 麵 也 結 凍

香 蕉 煎 蛋 結 冰 泡 麵 放 30 分 鐘 結 冰

2014/1/25 夏 威 夷 巨 浪 高 達 15 米 像 海 嘯 來 襲
2014/1/28 氣候變遷影響 北極熊竟吃植物
2014/1/29 美國逾 30 州遭暴風雪吹襲 逾億人受影響
2014/1/30 寒流襲歐洲多國 保加利亞 4 死
青海 陸學者拍到球狀閃電 暴雷中現蹤

飄移不定靈異現象 首度科學記錄

2014/2/1

連日豪雨肆虐 義災情頻傳 暴雨襲歐 義法水患嚴重 交通一團亂

2014/2/2

加州大旱 2500 萬人面臨停止供水

2014/2/3

大雪襲斯洛維尼亞 12 萬戶停電

2014/2/4

熱浪襲巴西 聖保羅氣溫飆高

球 狀 閃 電 爆 炸 釋 10 公 斤 炸 藥 能 量

美東暴風雪釀 2 死 數千航班停飛
暖化！ 北極冬季結冰期縮短 24 天
彷彿龐貝滅城 印尼火山爆發 16 死
東京入夜大雪！ 氣溫一日驟降 18 度
2014/2/5

北極寒流挾帶凍雨 再強襲美國
敘利亞恐怖空襲

「桶爆彈」從天而降

聯合國氣象機構今天表示，2013 年氣溫在紀錄中與他年並列第 6 高，證實長久以來的地球氣候不斷暖化。
伊朗五十年最大風雪
美中南部暴風雪 義.英傳淹水災情
2014/2/7

美東北暴風雪大停電 至少 4 死

2014/2/8

中國大陸河北、山西、山東等地昨天降大雪和暴雪，造成 90 條高速公路部份路段封閉

2014/2/9

20 年來最大風雪 東京 3 死 500 傷 積雪 27 公分 45 年首見
英國南部暴雨成災 掀 12 公尺巨浪

2014/2/10 英格蘭西南部 1 月降雨量創下紀錄，部分地區 1 個多月來都泡在水中
「凍」彈不得！ 陸南方六省鐵、公路難行
英國從 5 日至今受到暴風雨肆虐，各地則傳出淹水等災情 ，英國當局目前已發布超過 5 百次的洪水警報，尤其以南部災情最為嚴重 250 年最潮
溼
全球大鬧水荒 人類衝突升高
江西有四萬七千人因為冷空氣和雨雪天氣受災。南昌市有五百多人因為下大雪，路面濕滑而跌倒入院。
玻利維亞暴雨土石流 4 死 9 失蹤
冷 恆春 1 條巷子 2 天奪 2 命
東部非洲蒲隆地安全部長今天表示，首都布松布拉昨天一整夜的豪大雨導致山崩造成嚴重土石流，已有 51 人喪生，多座房屋倒塌或遭洪水沖走。
2014/2/14 冰風暴襲美國 18 人死.百萬戶停電 密西根湖連日雪 9 米巨大冰洞驚奇
2014/2/17 日本暴雪奪 15 命千傷 打亂櫻花季
2014/2/18 酷熱阿拉伯難得下雪 民眾瘋賞雪 因鋒面過境 黃沙滾滾變白雪皚皚 北海道持續暴雪 山梨 60 年最大雪
日大雪菜價飆 空調機也「急凍」

400 輛車塞爆 輕井澤公路變停車場

2014/2/28 美國最近歷經一二十年來最嚴重、冰封大地的酷寒，最近天氣漸漸暖和，又面臨另外一個危機，許多河川的冰開始融化，碎裂的冰塊擠成一團，
並且開始流動
2014/3/1

美國加州受熱帶風暴侵襲，洛杉磯地區豪雨成災引發土石流，山區的一千戶人家被迫強制疏散

2014/3/26 山頭瞬間崩落!華盛頓土石流 16 死

泥漿噬山谷 受災面積 500 個足球場

2014/3/29 內蒙寧夏大沙塵 北京籠罩毒霾
2014/3/31 香港.華南暴雨肆虐 7 省 16 死 2 失蹤 豪雨+冰雹 香港「黑色暴雨」警戒 冰雹擊破天花板 九龍商場下瀑布 廣西.湖南.江西.福建 降暴雨釀

災 廣東強降雨釀災 道路.機場航廈淹
5.1 地震強襲加州 馬路裂開爆噴泉 天搖地動站不穩 民眾尖叫急逃命
2014/4/1

莫斯科突降 4 月雪 一夜積雪 10 公分

2014/4/10 西非幾內亞南部爆發的伊波拉疫情，蔓延速度驚人，目前已經導致超過 100 人死亡。疫情發生在 3 月下旬，隨後擴散到首都跟鄰國賴比瑞亞。
2014/4/25 陸 18 年來最大沙塵暴 白晝變黑夜 極端氣候
2014/4/28 密蘇里州龍捲風 3 人亡 8 千戶停電 美國中西部災情慘重 2 百棟房屋毀
2014/4/30 驚!龍捲風侵襲美 烏雲密布遮天際
2014/5/8

莫斯科五月飛雪

2014/5/9

廣西暴雨 近萬人受災

龍捲風釀災 21 死 火車翻怵目驚心

2014/5/10 山洪爆發 雲南福貢縣 14 棟屋毀
廣西罕見龍捲風 刮傷 29 人
冰雹夜襲 貴陽嚴重積水
2014/5/11 深圳 6 年最大雨 多處嚴重積水
2014/5/14 越南排華暴動

直擊砸搶逾 500 台廠

2014/5/15 熱帶氣旋向極地移動 日韓當心風暴
2014/5/16 巴爾幹半島豪雨成災，河水氾濫、路橋梁都被淹沒、學校停課、大片地區斷電，多人死亡，數百人撤離家園，「塞爾維亞」已宣布全國進入緊急
狀態。
2014/5/17 台灣 詭異梅雨季驚天暴雨「危急如防颱」
2014/5/19 南歐巴爾幹半島，遭逢百年來最嚴重水患，波士尼亞和塞爾維亞兩國，災情相當嚴重，死亡人數增加到 44 人，傷亡情況還可能持續攀升。
2014/6/5

美國強風 50 節運煤火車車廂脫離軌道 堪薩斯州大風吹!運煤火車倒臥鐵軌旁

2014/6/6

暴雨轟炸華南 貴州民眾受困驚險搶救 平壩縣城變"水都" 救難人員架水上通道 山洪爆發 300 村民受困 把輪胎當救生艇

廣西路面積水暴漲

校園餐廳瞬間倒塌
2014/6/7

極端天氣肆虐 美國科州龍捲風頻傳 龍捲風頻傳航班取消 預報將下冰雹

2014/6/11 印度熱浪侵襲 飆 47.8 度高溫創 62 年新紀錄

各城市氣溫飆破 45 度 用電量暴增政府限電 暴雨襲!巴拉那河氾濫 伊瓜蘇瀑布被迫關閉

德暴風雨侵襲 至少 6 人死亡多人受傷 強風時速 150 公里 滿目瘡痍災情慘重
2014/6/17 內蒙沙塵暴侵襲 龐大沙牆肆虐電力斷

黃沙滾滾宛如災難電影 屋掀樹連根拔起 所到之處滿目瘡痍 經濟損失難以估計

2014/6/21 保加利亞豪雨釀災 度假勝地泡湯 洪水釀逾 10 死 電力中斷交通大亂
2014/6/26 聖嬰現象作怪 日關東多處淹水成災
中非共和國巴姆巴瑞爆發大規模宗教衝突，基督徒民兵與大部分由穆斯林組成的舊日叛軍塞勒卡，自 23 日起一連 4 天流血衝突不斷，已造成至
少 70 人死亡、數百人受傷的慘劇。
2014/6/28 今年入春以來，中國大陸新疆伊犁河谷持續乾旱，5 月以來河谷降雨量不到歷年同期的一半，成為近 19 年來降雨量最少的一次。
2014/6/29 中國華中地區連日來遭逢暴雨侵襲，浙江西南山區溪水、水位迅速上漲，沖毀房屋以及聯外道路和橋樑，兩個小村落也一度成為孤島。
2014/7/4

美國內布拉斯加州一個小鎮上個月遭到龍捲風襲擊，有一棟屋子就這樣被捲上天，幾分鐘之後又完整落地，雖然外觀扭曲變形，但是屋子的基本
架構都還在，有人當場拍到龍捲風狂掃的恐怖場景，這棟屋子在空中旋轉 180 度後在原來的地點落地

2014/7/8

墨西哥 6.9 規模強震 鄰國瓜地馬拉 4 死 強震肆虐 電線桿爆出火球嚇壞居民

2014/7/9

暴力"浣熊"掃沖繩 1 死 38 傷 部份航班停飛 沖繩時雨量 96 毫米破紀錄 河川暴漲淹房
九州 週五逼近關東地區 沖繩九州百航班停飛 明新幹線部分停駛

震源深度 75 公里引發山崩 建築物震裂
梅雨+颱風轟炸 新潟 50 年最大雨百屋淹

浣熊估明登陸

2014/7/10 美國東部八號遭受強烈暴風襲擊，造成至少 5 人死亡
2014/7/14 各地都出現創紀錄的高溫，大陸內蒙古戈壁沙漠也不例外，這兩天地表溫度飆破攝氏 50 度，不但出現海市蜃樓奇景，前兩天的一場雨，還讓兩
億多年前就存在的活化石「三眼恐龍蝦」都探出頭來。
2014/7/15 風雲變色!俄國飆 37 度高溫 驟降 10 度颳強風 烈陽沙灘 突刮狂風瞬降冰雹 遊客上岸驚逃 "子彈雨"逃亡驚魂記 極端氣候發威遊客驚
2014/7/16 暴雨襲溪水漲 湖南鳳凰古城遭洪水吞噬 全城停電水位高漲 12 萬人緊急撤離 大陸各省連日豪雨 積水路坍災情不斷
2014/7/17 甘肅現鼠疫死亡病例
草地枯黃 業者噴漆「恢復生機」
北京天降冰雹 大如乒乓球直徑長達 7cm

車輛被砸"千瘡百孔" 伴隨豪雨嚇壞居民

華南暴雨 34 人死 8 省市受災
加州乾旱嚴重 浪費水重罰 1 天 1.5 萬
大陸新華社今天(17 日)報導，颱風雷馬遜挾帶豪雨侵襲華南和華中，造成至少 18 人喪生、6 人下落不明，超過 30 萬人疏散。
2014/7/18 300 年一遇暴雨 鳳凰古城又飄搖
颱風雷馬遜登陸海南 41 年來最強颱
歐洲熱浪來襲 西班牙高溫飆達 40 度
馬航遭飛彈擊落 298 人全罹難 殘骸如下雨般落地 驚悚瞬間全目擊 地對空飛彈擊落 殘骸四散達 15 公里 山毛櫸飛彈攻擊 逾萬公尺高空遇襲
客機未發求救訊號 俄烏互控駁突襲
2014/7/19 大陸四川驚傳山崩，一條公路上，總計九輛車遭到土石擊中，造成十人死亡，二十二人受傷，一輛汽車的行車紀錄器，拍下整個過程。
2014/7/20 大陸定義為超強颱風的雷馬遜，17 跟 18 號先後 3 次在廣東、廣西跟海南登陸，造成嚴重災情。
號稱 41 年來，侵襲華南最強的颱風雷馬遜，造成到處強風豪雨，屋倒樹歪。
目前已知包括廣東、廣西還有海南 3 省，總共有 17 個人死亡，5 人失蹤，還有 5 百萬人受災，經濟損失高達台幣好幾百億元。

2014/7/24 復興航空客機在澎湖馬公墜機，造成慘重傷亡，國際媒體高度關注
"麥德姆"襲福建 34 萬戶停電.30 萬人撤離

福州市區水深及腰 低窪地區民眾受困

晉江道路變河道 泉州水深及膝成汪洋 "麥德姆"持續北上

大陸估 15 省恐強降雨
2014/7/28 忽晴忽雨 日本關東雷雨如颱亂交通 馬路如水世界 電桿整排倒農損慘重 高溫直逼 40 度 逾 7 百人中暑送醫 1 死
2014/7/31 染李斯特菌 台南 31 歲孕婦死產
以砲轟加薩市場 17 死逾 200 傷
以炸聯國學校 加薩單日近百死
高溫酷暑侵神州 河南大旱 63 年之最
阿根廷爆債務違約 13 年來第 2 度
伊波拉病毒在西非大爆發，可能是當地人愛吃「野味」惹的禍，非洲很多國家，路邊攤賣猴子肉、蝙蝠肉，甚至有人直接生啃猴肉乾來果腹，世
界衛生組織研究證實，帶有伊波拉病毒的野生動物，特別是和人類基因相近的猴子，是傳播疫情的重要媒介，致命病毒可能就這樣子被吃下肚！
印度遭逢土石流肆虐 40 房淹沒.10 人亡
2014/8/1

尚有 160 人受困瓦礫堆 天氣惡劣救援難

高雄大氣爆消防署統計 25 死 267 傷 2 失蹤
西非目前正面臨史上最嚴重的伊波拉疫情，然而相關國家的醫療現況似乎對疫情難以招架。在賴比瑞亞的首都蒙羅維亞，由於隔離病房人滿為患，
醫療人員被迫到府治療二十名新增病人。西非目前正面臨史上最嚴重的伊波拉疫情，然而相關國家的醫療現況似乎對疫情難以招架。在賴比瑞亞
的首都蒙羅維亞，由於隔離病房人滿為患，醫療人員被迫到府治療二十名新增病人。
這幾天世界各地連環爆，位在南美洲的阿根廷、當地時間 1 號也發生嚴重氣爆，地點是在一家天然氣處理廠，至少造成 1 人死亡、7 人受傷，火
勢猛烈、一度高達 50 公尺，這場大火可能要花一整天才能控制，也造成當地大停電。
以色列和哈瑪斯交火超過 3 個星期，死亡人數攀升到 1400 多人
加薩醫院表示，以色列今天砲擊加薩南部拉法市（Rafah）附近地區，造成至少 40 人身亡，幾小時前生效的停火協議破裂。
中國大陸「中原糧倉」河南省旱情加劇，目前全省受旱面積 2706 萬畝，其中重旱 712 萬畝，有 73.9 萬人出現臨時性飲水困難。
高雄市 31 日晚發生嚴重氣爆事件，目前已知 25 死、267 人受傷。這場台灣史上最慘重氣爆事件引起國際媒體高度關注，南韓媒體引述外電報導
指出，「氣爆現場猶如戰爭廢墟，令人慘不忍睹。」

2014/8/2

昆山爆炸 最輕傷也有 70%燒灼
土耳其煤礦場爆炸 201 死.百人陷地底 電線走火驚爆坍塌 百人遭埋家屬心急 百人困地下 2 公里深
「伊波拉近 40 年歷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疫情」，「已經失去控制」，但仍可遏阻。
台商聚集的江蘇昆山，今天早上 7 點半左右，一家金屬製品公司突然發生爆炸，死傷慘重，大陸媒體報導，目前至少造成了 40 多人死亡，多達
120 人受傷，目前當地警消仍在現場搶救當中。最輕傷也有 70%燒灼

2014/8/3

加州太乾旱 洛城補貼民眾鏟草坪
娜克莉襲日 降下豪雨 48 萬人撤離
尼泊爾中部巴格馬蒂區的杜帕爾喬克縣 2 日凌晨突然發生土石流，下滑山體阻斷當地遜壟西（Sunkoshi）河，造成河水暴漲，已有 9 死、300 多
人失蹤；且在河上游形成高百米、直徑 3 公里的堰塞湖，水位不斷升高。一旦潰堤，恐直接衝擊下游的 7 個縣、2 座水力發電廠，及北印度省分，
目前印度政府已緊急下令上千居民遷村。
伊波拉病毒疫情在西非快速擴散，世衛表示，這是 40 年來最大規模疫情，擴散速度遠超過預期，造成的災難及損失不僅是非洲的問題，整個世
界都是命運共同體。
巴勒斯坦死逾 1700 人 以軍不肯停
以色列再轟加薩 12 巴勒斯坦人喪生
大陸江蘇省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台資企業中榮金屬製品公司昨（2）日上午 7 時 37 分發生粉塵爆炸意外，造成重大傷亡，目前已 69 死、191 人
輕重傷，部分傷者情況危殆。
大陸 12 省區 七千多萬畝農田乾旱 大陸大範圍面臨高溫乾旱「烤」驗，河南、河北、山西、內蒙古、山東、江蘇、安徽、湖北、四川、陝西、
青海、新疆等 12 省區，在超過攝氏 40 度的連日「炙烤」之下，河床斷流、滴水不降、糧區瞬間成為不毛之地。旱區居民辛酸嘆「只差沒用眼淚
澆地」。
阿根廷倒債 引發 10 億美元 CDS 賠償

2014/8/4

雲南 6.5 強震 近 400 死.兩千人受輕重傷 天搖地動 15 秒 龍頭山鎮老街幾夷平地

2014/8/5

雲南 6.5 強震 398 人亡 斷垣殘壁徒手救人 八寶村成孤島救援難

2014/8/6

雲南魯甸地震今天進入第 4 天，根據最新統計，目前已有 589 人罹難，9 人失蹤，2 千 401 人受傷。

土石流沖.堰塞湖水位漲 八百居民急避難

伊波拉疫情延燒 奈及利亞首都增 8 感染 英航宣布 八月底前停飛赴非洲兩國班機
日本大"烤"驗!群馬飆 39.5 度創入夏最高 琦玉飆 38 度東京 36 度 關東避暑大作戰 一個日本兩世界 北海道暴雨 1 天降 1 月雨
高知雨量破千 學生困山上

娜克莉釀暴雨!

2014/8/7

伊波拉失控 932 死 賴比瑞亞宣布緊急狀態 國外首例! 沙國男從非洲返家亡 全球戒備 美發布"最高警戒" 我對西非提高旅遊警示

2014/8/8

墨西哥瓦斯管漏氣驚爆 火舌竄 10 米高空

工地瓦斯管破裂氣爆 當局緊急封街無傷

暴風雨肆虐 賭城湧激流沖走轎車 美西部連日暴雨成災 鹽湖城嚴重走山 大量土石湧進住宅區 重創逾百棟民宅
2014/8/11 哈隆颱風襲日 嚇人! 直擊和歌大走山

櫪木龍捲風毀 447 房 京都嵐山溪暴漲

2014/8/13 世界衛生組織十二日證實伊波拉疫情死亡人數已經突破一千人，眼見疫情持續擴散，世衛十二日也以情況特殊為由，認定使用還未人體試驗的伊
波拉治療用藥 ZMapp 符合道德，兩名感染的賴比瑞亞醫師將在未來兩天內接受藥物治療。
2014/8/15 錢塘江"鬼王潮"來襲 遊客逃竄摔倒濺血
大陸錢塘江昨天迎來俗稱的望汛大潮許多人早早帶著相機到岸邊觀潮，只見滔天巨浪轟的一聲撲向岸邊，遊客紛紛倉皇躲避，許多走避不及的遊
客直接被浪打倒在地，渾身都濕透了。還有人不慎滑倒，當場頭破血流，受傷骨折。
2014/8/18 賴比瑞亞首都蒙羅維亞一處隔離感染伊波拉病毒患者的檢疫中心，16 日深夜遭附近暴民侵入，搶走病房內沾血床單、床墊和醫療器材，並強迫
17 名病患離開中心，外界擔憂伊拉波病毒擴散的風險恐大增。
伊朗西部驚傳規模 6.2 強震 250 人受傷

房子遭震垮.電話線路全斷 震源深 10 公里

2014/8/19 致命的伊波拉病毒持續肆虐，西非的死亡人數已經破千，另外還有 2 千多人被感染，重災區集中在賴比瑞亞、幾內亞，等獅子山共和國全進入緊
急狀態
尼泊爾洪災釀 180 死 恐引爆霍亂流行 數萬災民等救援 尼泊爾軍方緊急動員

憂爆發霍亂延燒 尼泊爾鄰國嚴陣以待

3014/8/20 土石流夜襲廣島 毀屋埋人釀 36 死 7 失蹤 3hr 猛灌 204 毫米豪雨 至少 10 宅遭沖走 7 百警消出動搶救 1 消防救人遭埋殉職
2014/8/27 日本國內少女感染登革熱 70 年以來首例

70 年來首見本土登革熱 日本民眾緊張

2014/8/28 北韓人近 9 成缺糧 金正恩視察民生工廠 600 萬人受饑荒所苦 北韓 1/3 童營養不良 北韓糧食危機怎解?聯合國:降軍事預算
2014/9/1

轟天巨響! 巴黎公寓氣爆 6 死 11 傷 2 失蹤 疑天然氣外洩 威力大百公尺外居民驚魂

2014/9/3

水污染缺氧?墨魚群暴斃 撈 50 噸魚屍 離奇景象！魚屍幾覆蓋湖面 臭味薰鼻 氣候變遷 英熱浪襲擊恐一路熱到 11 月
魚群集體暴斃

2014/9/5

日本最大鋼鐵廠爆炸 至少 15 傷 3 人傷勢重

警擔憂工廠再度爆炸 緊急疏散附近民眾

日本最大鋼鐵廠爆炸 至少 15 傷 3 人傷勢重

警擔憂工廠再度爆炸 緊急疏散附近民眾

伊波拉超過 1900 死 全球疫情恐失控 第 3 名美伊波拉患者 為傳教士兼醫師 美患者染伊波拉痊癒出院 受 CNN 專訪
述抗病過程 飢荒嚴重! 賴比瑞亞貧民區宛如鬼城 太飢餓! 隔離營病患逃離尋找食物吃
轟! 博物館驚魂實驗意外爆炸 13 傷

火龍捲燒過來 小朋友遭灼傷尖叫逃

廢水污染缺氧? 墨西哥

"最黑暗的日子" 痊癒者描

液體一倒就引爆 全身著火四處竄逃

2014/9/7

德國湖邊水龍捲 驚險襲擊民宅庭院 民眾冒險拍攝 嚇!水龍捲挾起漫天水柱

2014/9/8

喀什米爾連降暴雨洪水襲村 160 人死亡 巴基斯坦暴雨襲路塌河水漲 近 120 人喪生

2014/9/11 暴雨襲日! 東京街頭傘花開 天橋瀑布驚人 人孔蓋噴泉五米高 時雨量 87 毫米大淹水 關西也淹慘 大阪.兵庫時雨量超過百毫米 豪雨特報!
北海道成汪洋一死 90 萬人撤離
懷俄明州冰天雪地 大樹因風雪攔腰折斷 南加州天乾物燥 國家公園林火烈焰蔓延 640 公頃林地焚毀

2014/9/13 下雪了! 南達他州創百年最早降雪紀錄
百名打火弟兄抗林火

新潟出現龍捲風 高空快速移動活像條龍 北海道雨量持續破表 單日 10 次大雨特報

日本極端天候 青森下冰雹.新潟颳龍捲風
成災 印巴出動軍隊搶救災民

喀什米爾豪雨

2014/9/15 暴雨襲陝西.重慶釀災 土石流肆虐居民苦 暴雨亂交通 四川多座橋樑受損禁通行
2014/9/16 夜空驚見大火球 紐澤西民眾拍下奇景

隕石進入大氣層 高空燃燒成天文奇景

2014/9/18 伊波拉虐西非! 4985 人染病近半喪生 伊波拉急速擴張 救援花費恐達 300 億
人數恐破 2 萬
2014/9/21 現在颱風直撲台灣而來，CNN 警告"未來 48 小時嚴防豪大雨"

伊波拉失控 美軍 3 千人赴西非助防疫

聯合國憂 年底染伊波拉

央視緊盯"鳳凰"動向 警告恐"特大豪雨"

上千"綠球"佈滿海灘 路過民眾嚇壞了!

外星人入侵?雪梨海灘驚見神祕海藻蛋
2014/9/25 暴雨襲! 名古屋地鐵淹水 影響 11 萬人

地鐵站隔壁大樓積水流入車站 釀大淹水

2014/9/28 日御嶽火山大爆發 再傳 30 人無生命跡象

火山灰瞬間撲天蓋地 登山客驚慌逃命 火山灰吞沒登山客

2014/9/29 日御嶽火山大噴發 釀 4 死 27 人"心肺停止" 黃金時間救援 日本派出 540 人登頂搶救 水蒸氣噴發難預測 西瓜大飛石毀屋砸洞
2014/10/1 疫情擴散! 美國出現首例伊波拉確診病例 德州男疑赴西非旅遊感染 緊急隔離治療 接觸史追男子家人 不排除感染嚴密監控

伊波拉西非肆

虐 台專家:明年初達高峰
逃離 IS 魔掌! 西班牙梅利亞收容所遭擠爆

歐洲最危險邊界! 上千難民湧西班牙領地
拿下西班牙" 警逮伊斯蘭國嫌犯

2014/10/2 伊波拉美擴散 男就醫未即時篩檢追疏失 防疫漏洞? 赴美四天後發病追接觸史

傾家蕩產也要跑! 難民搶購偽造護照入境 IS 嗆"5 年內

醫護人員.女友子女 18 人緊急健康偵測

2014/10/3 美又 1 人染伊波拉 西非採訪記者中招 美伊波拉首例 患者曾接觸多達百人
2014/10/7 伊波拉疫情擴散 西班牙護士證實染病

檢驗陽性反應 護士發燒馬德里醫院治療

2014/10/8 雲南 6.6 強震 6 千屋倒 5 人罹難逾 300 傷 天搖地動屋瓦砸地 昆明市區明顯搖晃
2014/10/10 伊波拉病毒肆虐 世衛組織:國際性危機 封鎖國界設檢查站 西非 4 國防疫上發條 伊波拉失控 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性危機 1976 年首次現蹤 至
今於非洲流行過 19 次 伊波拉疫情失控 獅子山共和國封鎖疫區 西非 4 國疫情延燒 美國急撤 340 醫療志工 不敵伊波拉病毒 資深醫師相繼染
病死亡 伊波拉無藥可醫 世界銀行成立急難基金
2014/10/12 強颱黃蜂橫掃琉球.九州 逾 35 人受傷

黃蜂衝擊威力不減 日 15 萬人撤離避難

2014/10/14 暴雨如瀑布 黃蜂發威狂掃日本 2 死 96 傷

黃蜂 2 度登陸 強風吹垮房屋.圍牆整片倒

2014/10/15 伊波拉病患德身亡 先進醫療仍不敵病魔

穿防護服也沒用? 26 歲護士竟染伊波拉

WHO 發伊波拉警報 亞太若淪陷恐掀浩劫

2014/10/17 疫情延燒! 西班牙通報 4 人疑感染伊波拉
2014/10/20 大陸霾害空氣差 中壢酸雨最糟如番茄汁 酸雨惡化警戒 中壢最糟台北第 2 新竹第 3
2014/10/24 學者驚語:百年內毀滅性火山 恐毀滅日本 學者: 毀滅性火山機率 1% 威脅上億人生命 全球過去萬年噴發火山 7%發生日本境內
美國第 4 例 紐約醫生確診感染伊波拉

醫生曾治伊波拉病患 返國出現發燒症狀

2014/10/27 夏威夷火山爆發 帕霍亞市千人首當其衝 基勞亞火山活動頻頻 6 月再噴發熔岩四竄

火山熔岩釀大火步步進逼 當局籲居民撤離

2014/10/28 北海道初雪紛飛 東京氣溫驟降 10 度 冷熱空氣交錯 日關東地區突降冰雹
2014/10/29 80 年最嚴重乾旱 聖保羅 2200 萬人缺水

枯等雨季來臨 巴西民眾怨政府無對策 百國代表聚哥本哈根 研擬氣候變遷報告

斯里蘭卡嚴重土石流 釀 14 死逾 300 人失蹤 大雨釀土石鬆動 土石摧毀逾 140 間房屋 慘!部分房屋遭 9 公尺厚土石覆蓋 搶救艱鉅
2014/11/5 澳州天空驚現"七彩大洞"

雲層水氣凍成冰晶"雲洞" 奇景震撼吸睛

2014/11/10 「新愛滋」威脅美國 肆虐元凶是接吻蟲 接吻蟲釀致命「新愛滋」美 30 萬人感染 死亡蟲吻 可經輸血傳染.潛伏期長難治療
2014/11/11 極地寒流橫掃加拿大東部
2014/11/13 暖化讓暴雨變多！ 日強降雨 35 年增 13%
伊波拉病毒在西非大規模肆虐，造成賴比瑞亞全國斷糧大飢荒，至今已 2830 人死亡，更影響全國至少 410 萬民眾的基本生存。
2014/11/14 北海道大雪釀災 美國 2/3 面積零度以下
伊波拉肆虐逾 5 千死 獅子山疫情最失控

馬利「伊」情拉警報 4 人喪生.醫院封院 死者生前接觸人數難計 感染範圍恐蔓延

2014/11/15 橄欖樹染病 義大利橄欖油漲價
極地渦旋發威 愛達荷降雪破紀錄
最新印尼發生強震了！印尼摩鹿加群島外海，發生了規模 7.3 強震，地震震源深度 47 公里，震央在干那低西北方 134 公里處。太平洋海嘯預警中
心，已經發布了海嘯警報，並表示震央周圍 300 公里內、都可能出現危險海嘯，目前正密切觀察中。
氣溫急降！ 日本冬日報到札幌降雪 15 公分

2014/11/16 大水淹古城 義大利熱那亞豪雨成災
2014/11/18 荷.英爆發禽流感 防擴散封養殖場地區

禽流感疫情擴散 疑候鳥將病毒帶往歐洲 南韓傳 H5N8 禽流感疫情 埃及女染病亡

2014/11/20 紐約州 1 天內降雪 193 公分 破全美紀錄 暴風雪亂交通 600 起車禍
美暴雪成災雷"亂入" 紐約驚見雷打雪

白雪皚皚伴閃電 對流旺盛促生"雷打雪"

2014/12/23 天搖地動! 日本長野 6.8 強震至少 39 傷 5 房屋全遭震倒 消防瓦礫堆搶救生還者 6.3 強震襲四川康定縣 釀 4 死近 60 人傷
刻不容緩! 積雪厚達 2 米鏟雪 24 小時不停歇 暴雪後憂洪水來襲

2014/11/25 暴雪過後氣溫升 紐約州恐面臨大水淹城

起落架黏地"凍"彈不得 74 乘客徒手推

2014/11/27 零下 52 度 起落架結冰乘客雪地推飛機

日阿蘇火山連 3 日爆發 煙灰高達 1 千公尺

煙灰飄數十公里 班機停飛農民受影響 航班停飛旅客滯留 火山噴發維持 2 度警戒

2014/11/28 冰雹強襲布里斯本 大如高爾夫球砸爛桌椅 30 年來最強暴風 吹斷電線 7 萬戶無電可用 超強暴風吹翻直升機 市區大淹水 40 人受傷
2014/12/2 冷氣團發威! 大陸日本天寒地凍雪世界 新瀉海邊掀 2 層樓巨浪 北國降雪 70 公分
林車禍頻傳民眾困車內 黑龍江冰封高速公路 北京創入冬最低溫

內蒙古零下 35 度 面紙沾水瞬間成冰棒

新疆降雪 50CM 吉

2014/12/7 超級颱風"哈格比"襲菲 100 萬人急疏散 強風暴雨毀屋倒牆 電線遭毀釀大停電 海燕颱風殷鑑 菲律賓嚴陣以待駐守災區
2014/12/8 加州乾了 3 年! 專家:千年來最嚴重旱災 加州受旱災衝擊 今年農損估 22 億美元
颱 CNN:極具毀滅力
2014/12/11 暴雪肆虐美東 積雪逾 30 公分殃 1.2 萬人

哈格比強颱逼近 菲律賓急疏散 50 萬人

13 年來首見超級冬

暴雪+豪雨侵襲釀災 交通癱瘓電力中斷 暴雪! 波士頓天寒地凍

2014/12/13 狂風暴雨肆虐 加州土石流河水暴漲釀災 惡浪吞噬家園 土石埋屋百戶居民急撤離
2014/12/17 北海道暴風雪 陸空大亂 336 航班停飛
超過 5 千戶停電
恐怖份子屠殺巴基斯坦校園 145 人喪命
學士校園大開殺戒

降雪達 70 公分 風速每秒 50 公尺近強颱 能見度差轎車撞電杆 側風吹翻大卡車

機場關閉 336 航班取消

血洗校園 槍手開殺戒掃射學生驚嚇逃命 6 小時對峙 巴國軍隊擊斃 7 名武裝份子 為報復軍方攻擊 神

2014/12/28 法國東部大雪封路 1.5 萬輛車受困公路 斯洛維尼亞連 10 天暴雪 樹木成"冰雕"
2014/12/30 英首宗伊波拉病例 1 名醫護確診感染 獅子山搭機返國 查接觸史隔離治療

高雄市 道文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