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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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2

全球發生事件
洛杉磯疑現龍捲風 帳篷吹上天全都錄 恐怖怪天! 民眾逃命遭帳篷支架打傷 怪風強大威力 驚傳女孩遭捲起拖離地 詭異天釀 4 傷 美氣象局:
塵捲風氣流柱

2015/1/4

追亞航空難"最大因素" 疑空中結冰害墜機 未放行竟偷飛 亞航泗水-新加坡航線被砍 亞航撈起 5 大塊殘骸 海象惡劣難尋黑盒子
澳洲野火延燒 4 千公頃 數千民眾急撤離 森林火勢猛烈 500 警消 14 架飛機急滅火

2015/1/7

冰天雪地! 超強北極寒流襲 美急凍入嚴冬 負 30 度超強低溫 電車軌道結冰交通打結 積雪深 15 公分釀多起意外 白宮難逃雪災

2015/1/8

北海道暴風雪 2 千旅客滯留新千歲機場 暴風雪逾 2 百航班停飛 旅客窩機場過夜 雪盲現象意外頻傳 新幹線遭斷電停駛
日本流感大爆發 感冒人數上看 138 萬

2015/1/10 北極寒流襲美加 零下 40 度現"霜震"現象
2015/1/13 噁! 病死豬煉餿水油 陸再傳食安風暴 查封上千噸病死豬 總價值逾 5 億台幣 問題肉製臘肉火腿 110 人遭逮捕法辦
2015/1/14 美急凍! 瓶水迅速結冰 彈跳床成冰床 俄國東北世界最冷 曾測得攝氏-71 度 500 人村落無農作物 "鮮凍"魚肉當主食
火山灰直竄天際 高 1300 公尺今年新高

2015/1/15 日本九州阿蘇火山 13 日晚間再度噴發

2015/1/16 濃霧侵襲陸華北華中 能見度不及 50 米 凍霧搗亂航班大亂 上萬旅客滯留機場 雪花飄
2015/1/22 內蒙根河市上空 出現三個太陽奇景 天有異象?
2015/1/23 罕見雹暴襲澳洲 強風吹翻鐵皮超驚險 怪風轟炸! 鐵皮砸地居民逃命驚恐尖叫 巴西巨大龍捲風 工人遭鐵皮砸重釀 1 死 天降冰雹毀家園 威
力驚如電影災難場景
巴西乾旱無水可用 居民竟和鱷魚搶水 野生鱷魚十面埋伏 居民打水膽顫心驚 氣候問題嚴重 巴西里約飆近 90 年高溫
2015/1/27 "怪獸"暴風雪侵襲美東 6 千萬人挫咧等 6 州進入緊急狀態 紐約.費城宛如鬼城 陸空交通全面凍結 全美 7700 航班取消
五金行湧大批人潮 史上最強暴風雪侵襲 紐約降雪恐破紀錄

搶購民生物資 超市.

2015/1/30 大雪紛飛! 東京市區積雪 3cm 地鐵誤點 冷氣團籠罩 東北地區降雪量達 30 公分
2015/2/1

IS 公布影片 日人質後藤證實已被斬首 後藤慘遭斬首 約旦擔心飛官已遭不測 2 人質遇害 日相譴責.宣布與各國共抗 IS

2015/2/3

寫新紀錄! 暴雪襲芝加哥積雪達 50 公分

2015/2/4

血債血還! IS 燒飛官 約旦處決女炸彈客 殘酷「關籠燒死」IS 早已處決約旦飛官 飛官慘死

2015/2/5

急凍! 北海道下探-30 度 C 入冬來最低溫 暴風雪襲北海道 凍到臉都痛.不能呼吸! 更強冷氣團將報到 關東.關西將降大雪

2015/2/9

復仇殺紅眼! 約旦連 3 天狂轟伊斯蘭國

車輛遭白雪"滅頂" 高速公路事故頻傳

誓言殲滅伊斯蘭國 約旦皇后領軍抗議 恢復空襲!

2015/2/13 神奈川突發龍捲風 飛砂走石電杆冒火 暴風捲起砂石砸破窗 倉庫屋頂被捲走
2015/2/16 暴風雪襲 芝加哥 38 輛車連環撞 71 人傷

路面濕滑能見度差 連環追撞 12 人送醫

2015/2/19 超級細菌捲土重來 美醫學中心:7 感染 2 死

內視鏡造成感染 醫院全面提升防疫警戒

2015/2/21 美極端低溫襲擊 尼加拉大瀑布成冰柱 鐘乳石冰柱景象壯觀 噴水雕像凍成冰
2015/2/24 南韓沙塵暴狂襲 2009 年以來空氣最差 5 年來最惡劣!
2015/2/25 暴雪襲美 1 週 34 死 公路打滑出"撞"況
2015/3/4

智利火山噴發煙柱沖天 4 千居民撤離 維拉里卡火山噴發 火焰衝三公里高空
沙塵暴鎖城! 新疆小鎮能見度不到 100 公尺

2015/3/6

黃沙蔽天「呼吸難」

暴風雪襲擊美東 交通大亂 4 千航班取消 大雪道路濕滑釀連環車禍 女遭撞送醫 公路近 60 公分積雪困車輛

2015/3/11 北海道風雪交加 1 千多名旅客滯留機場 北日本大風雪 機場跑道封.百航班延誤
2015/3/18 春分未到全台灣飆破 30 度 專家: 今夏更熱

熱! 台中 32 度嘉義 31.4 度 今年最高溫

專家預測梅雨量偏少 水庫解渴恐不易

2014/3/23 440 年來最嚴重 美加州陷"超級乾旱" 加州省水大作戰 政府備 10 億美元抗旱 濫伐雨林 巴西面臨 84 年來最嚴重乾旱 嚴重乾旱襲南非 國內
玉米價格飆漲 27%
2015/3/24 台灣面臨缺水危機，新北市板新、林口及桃園地區將在 4 月 1 日提前進入第三階段限水，實施「供 5 停 2」措施，也就是供水 5 天、停水 2 天。
2015/3/26 駭人! 五龍捲風襲美 電杆爆火花全都錄 "彷彿世界末日" 氣象主播連線嚇壞了 屋掀.車翻.電杆倒 "水龍捲"也來攪局
2015/4/1

最強風暴襲歐釀 5 死 英客機驚險降落
5 死 風暴移往波蘭

貨車難抵強風側翻 德機場取消 140 航班

2015/4/3

史上第一次大乾旱 美加州強制性限水

澆灌草坪變"過去式" 違者開罰 1 萬美元

2015/4/6

美肯塔基州暴雨侵襲 水淹家園急撤離 疑雷擊釀災 美廠房惡火延燒幸無人傷 美國暴雨雷擊

2015/4/9

5 年來首降 4 月雪 關東現「雪櫻」奇景 陸華中「倒春寒」 "桃花雪.雲海"絕美 "低溫+大雪"凍死茶葉 茶農嘆血本無歸

2015/4/10 極端天氣籠罩中西部 龍捲風冰雹襲擊
風暴車受困雪地

棒球大小冰雹砸車窗 屋頂遭狂風掀翻

超強風暴! 陸空交通打結 乘客無奈苦等

德國.奧地利.荷蘭共

藍紫色閃電"劈地" 打中變電箱竄火花 積雪厚達 15 公分 春季

2015/4/14 美加州豪華郵輪 112 人感染諾羅病毒 旅客船員感染諾羅 流行病學家追因
超級龍捲風撲美 場面震撼如「死神降臨」 車身劇晃如末日 車內民眾拍下驚悚 30 秒 1 天 15 龍捲風橫掃 美中西部重創 3 死 20 傷
「被掀翻」重災區 5 成屋成廢墟
福島核電機圍阻體 超高輻射 40 分能致死 機器人拍攝反應爐現狀 內部影像首曝光 輻射損害電器 機器人拍 3 小時突動彈不得
2015/4/16 黃沙遮天! 沙塵暴襲北京 13 年來最強 能見度不到 1 公里! 北京交通大打結
2015/4/17 日麥當勞虧損嚴重 年底前關 131 家分店 食安風暴接二連三 麥當勞業績滑鐵盧
2015/4/20 義大利外海難民船翻覆 28 生還恐逾 7 百死 20 米船載逾 9 百人 恐為地中海最嚴重船難

卡車直接

挪威多地突降”蚯蚓雨”,數以千計的蚯蚓從天而降
2015/4/21 美國佛羅里達州南部傳出嚴重森林大火，從當地時間 4 月 20 日開始，已經連續延燒 2 天，超過 1000 英畝的土地被捲入火海，更造成嚴重空污問
題。
日本受到鋒面影響，靜岡、東京到岩手縣各地都降下罕見豪大雨，鹿兒島降下 50 年來罕見豪暴雨、琉球短短 3 小時內雨量衝破 130 毫米，創下觀
測史上紀錄。
2015/4/22 日本天無 3 日晴 日照不足影響農作生產
澳洲百年最大暴風雨

沖走房屋 3 人溺斃

2015/4/24 智利火山沉寂 43 年噴發 4 千居民急疏散 火山灰直竄夾雜閃電 民眾恐慌搶購物資
2015/4/26 地震頻繁 學者：世界進入「強震活躍期」
南亞內陸國尼泊爾於 25 日接近正午時分，發生芮氏規模 7.9 的強烈地震，首都加德滿都路面龜裂，建築倒塌，知名古蹟「達拉哈拉塔」化為塵土，
死亡人數超過 1,500 人，且有很多人仍遭埋困。這次強震不只尼國境內滿目瘡痍，連周邊國家印度、孟加拉、中國大陸亦有災損、傷亡。這是尼
泊爾逾 80 年來最嚴重的大地震。
輻射危機! 東京兒童遊樂場驗出異常輻射 480 微西弗環伺! 孩童逗留玩耍曝露風險

比福島電廠高 20 倍!

2015/4/27 北海道飆破 30 度 四月艷陽天睽違 17 年 日本各地艷陽高照 高溫估持續至明日
2015/4/28 尼泊爾強震死傷攀升 逾 4300 人死 8 千傷 災區空拍影片曝光 土石埋村群鳥竄飛 西藏災情慘 山崩地裂瞬間曝光如災難片
28 萬立方公尺堰塞湖
沙塵暴襲烏魯木齊 能見度不到 100 公尺

吉隆口岸上游 出現

烏魯木齊黃沙朦朧 空污指數達「嚴重」

2015/5/1

夏威夷火山岩漿噴發 火紅岩漿照亮黑夜 1 世紀未有火山活動 難得景象遊客爭睹

2015/5/5

最新！地中海再傳海難 恐 40 人溺斃
受到紐西蘭東部外海的低氣壓影響，太平洋巨浪侵襲美洲沿岸地區，多個中南美洲國家，像是智利、祕魯和墨西哥都受傳出災情，巨浪不僅造成
街道淹水，還沖垮房屋、侵蝕建築，居民的生計也受到嚴重影響。
巴西登革熱大流行 229 人死亡

2015/5/6

尼泊爾強震威力驚人 聖母峰變"矮"2.8 公分 加德滿都地基南移 3 米 尼泊爾"震"撼變化 板塊擠壓致地殼鬆動 釀世界最高峰"縮水"

2015/5/7

龍捲風襲北德 1 死 30 傷 民眾拍下漏斗雲 異常高溫形成龍捲 小鎮滿目瘡痍災情慘

2015/5/10 強風掀巨浪! 紅霞襲菲律賓 居民急撤離 強颱.火山雙重夾擊 菲律賓民眾心慌慌 紅霞擾亂海空交通 近萬名乘客受影響 火山爆發拉警報 菲
國籲山腳居民快逃
2015/5/11 "雙龍捲風"侵襲德州 1 死 1 傷多人失蹤 今年第一個! 熱帶風暴"安娜"強撲美東
2015/5/13 尼泊爾強震連連!繼 4 月 25 號 7.8 的強震之後，12 號再度天搖地動，而且這次規模也達到 7.3，根據 CNN 報導，至少已經 65 人死亡，受傷 1926
人，災區無數房屋倒榻，景象怵目驚心。
2015/5/19 哥倫比亞豪雨爆土石流 至少 40 人死亡

睡夢中逃生不及遭活埋 死亡數恐攀升

地球噩耗! 南極萬年冰棚恐 5 年內消失
2015/5/20 悚! 智利豪雨成災 滾滾洪災沖垮民宅

暖化加劇! 全球二氧化碳濃度創新高
洪水斷對外交通 智利偏遠社區成孤島

爆人道危機! 泰.印尼.馬拒收"海上難民" 供物資.助修船 泰國拒難民上岸引撻伐

孟國難民成人球 難民船恐成"海上棺材"

2015/5/21 驚悚! 不敵連日豪雨 貴州 9 樓住宅倒塌 土石崩塌驚魂 15 人失聯警消全力搶救 暴雨襲華南 湘.兩廣河水暴漲居民受困
南韓出現"新 SARS" 3 人確診 64 人遭隔離 疑接觸駱駝染"MERS" 致呼吸衰竭恐致死
2015/5/22 日西之島火山活躍 1 年半面積擴大 13 倍

西之島逾 200 公頃 相當於 55 個東京巨蛋 火山熔岩活躍 專家呼籲附近船隻要當心

2015/5/25 洪災肆虐美國中南部 摧毀千屋至少 3 死 25 年來最大洪水 河水數小時暴漲 7.8 公尺 龍捲風也來攪局 災情慘重居民苦不堪言
2015/5/28 熱浪襲印度 死亡逾千人
南韓新 SARS 第 5 例 診所醫師中鏢
美國德州暴雨成災至少 17 死 當局警告還有一波洪水來襲
聯合國最新報告：非洲 24 國面臨糧食危機
2015/5/29 鹿兒島火山爆發 130 居民緊急疏散
2015/5/30 日本外海 8.5 強震 東京天搖地動
2015/5/31 印度熱浪奪 2200 命 雨季降雨遲到
2015/6/1

恐怖黑雲罩天 吉林遭巨大龍捲風襲擊 氣候異常! 甘肅降冰雹 40 分 果農損失慘 冰雹+暴風雨襲哈爾濱 大樹倒毀車奪命
湖 超過兩千人受困

2015/6/2

亞洲歷來船難 菲渡輪 4300 多人死最慘重

2015/6/4

南韓中央 MERS 管理對策本部今天表示，國家指定的可供 MERS 患者使用的 47 個負壓病房床位中，有 33 個已用於隔離 MERS 患者，占總數 7 成。韓
MERS 超 1600 人隔離 蔣丙煌憂:南韓疫情已失控

廣東暴雨形成堰塞

湖北暴雨釀水災 61 萬多人受災
烏克蘭東部再掀戰火 5 死 39 傷
迦納加油站爆炸！
2015/6/5

近百人躲雨活活燒死

罕見!北海道降 6 月雪 居民:從沒見過 北海道怪天氣 6 月下雪積雪達 5 公分
馬來西亞沙巴清晨 6.0 強震 已知 1 死 4 傷

2015/6/9

霎時天崩地裂!

烏克蘭油槽爆炸大火 消防 2 死 2 失蹤 7 重傷 火勢猛烈爆炸連連 180 消防出動釀慘重傷亡
美國天空現"超級雷雨胞" 似超大飛碟 暴風雨雲風速 161 公里 伴隨閃電雷擊 超絕美! "圓形彩虹"罕見

2015/6/10 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一個小鎮 9 號遭到龍捲風侵襲，一名追風客剛好從車上拍到當時天昏地暗，毀天滅地的恐怖景象，彷佛就是電影般的情節.
2015/6/12 126 人確診.3 醫院封院 出院數增至 7 人 "傳播力比想像強" 接觸 10 分鐘就能感染
直擊"強對流" 馬德里冰雹襲擊烏雲密布 民眾錄影 PO 網 市區淹水交通嚴重癱瘓 冰雹傾盆而下 樹木連根拔起橫躺路中 冰雹直徑達 14 公分
摧殘幾十萬畝農作物
2015/6/13 暖化融冰…北極熊開始吃海豚, 研究團隊的紀錄指出，在去年四月首度發現北極熊吃海豚的現象

2015/6/15 洪水猛獸!暴雨沖毀動物園 獅.熊逛大街
貴州 9 層樓公寓坍塌 4 死 3 傷居民驚逃 客廳.廚房瞬間成峭壁
2015/6/16 日本淺間山火山微爆發 目前尚未傳災損

淺間山輕度噴發 日氣象廳:恐進一步爆發

2015/6/17 "下擊暴流"威力驚人 日紛傳冰雹強風釀災 岩手冰雹+暴雨造成大淹水 萬人緊急避難
力強 時速每小時達 270km 適逢聖嬰年+梅雨鋒面 日各地氣候不穩

群馬冰雹如手指粗 強風吹翻養雞場屋頂 "下擊暴流"威

30 年來最強風暴侵襲 越南首都河內重創 10 級狂風肆虐河內 千棵樹吹倒.2 騎士亡
2015/6/18 奇景! 南加州海灘上萬小蟹 宛如紅海

鮪魚蟹長像小龍蝦 沙灘"陣亡"發惡臭 海水變暖 鮪魚蟹北游到加州出現奇景

大陸暴雨釀災 洪流淹沒湖北 5 棟房屋
2015/6/20 直擊! 土耳其罕見雙水龍捲「海天相連」 冷暖空氣交會 水龍捲威力驚人釀災情
2015/6/22 45 度熱浪襲擊巴基斯坦 至少 150 人熱死 逾百人死於炎熱高溫 醫院進入緊急狀態
2015/6/24 史上最嚴重的伊波拉疫情在西非奪走超過 1 萬 1000 條人命，獅子山就占了 1/3 左右。5 月賴比瑞亞疫情已告結束，但毗鄰的獅子山和幾內亞儘管
獲數億美元金援，仍苦於無法達到零新增病例。
研究人員今天表示，西非國家幾內亞爆發的伊波拉病毒疫情，可能導致約 7 萬 4000 名新增瘧疾患者沒有就醫，因此瘧疾死亡人數恐遠高於感染伊
波拉死亡人數。
2015/6/25 重慶大寧河山崩掀巨浪 13 艘船翻覆 1 死 5 傷 土石崩落疏散 196 人 大寧河出事河段禁航
2015/6/27 法國再傳恐攻 殘忍斷人頭引爆化學工廠 人頭掛鐵欄杆示威!
泰國遭遇 10 年來最嚴重乾旱
2015/6/28 八仙樂園粉塵爆炸 CNN.NHK 快報報導 台灣史上最嚴重爆炸意外
2015/6/30 巴黎酷暑 發佈橙色警戒, 從今天開始，大巴黎地區將進入持續的高溫酷暑天氣。最高溫度將在攝氏三十五度以上，巴黎市中心甚至會高達三十
八到四十度之間，而里昂地區也會高達攝氏三十七度。
台灣各觀測站各地記錄頻創新高，目前臺東大武地區高溫已達３８度；基隆高溫已達 36.2 度
2015/7/2

好熱! 英現 9 年來最高溫 北極熊泡水消暑
罕見! 陸長白山 7 月降雪
好熱! 歐洲熱浪侵襲 英 9 年來最熱 7 月天

太熱球場機房起火 英溫網賽疏散上千人 法.德.西破 35 度如烤箱 民眾大喊吃不消

2015/7/3

新疆發生規模 6.5 強震 震源深度 10 公里

2015/7/5

天氣乾燥強風吹襲 美華盛頓森林大大 一發不可收拾 大火吞噬 500 公頃林地

2015/7/7

全球熱浪襲 怪哉! 上海百年最涼 7 月天 上海 112 年最涼 7 月 最高溫 20 度宛如入秋
冰雹 街道淹水.火車誤點

葉城震感強烈 民眾驚逃釀 5 死逾 20 人傷

2015/7/10 昌鴻掀 5 層樓浪 日本琉球宮古島狂風暴雨

變天! 加拿大怪天氣 晴空萬里突下冰雹 10 分鐘暴雨加

琉球 27 人傷 4 萬 2 千戶停電 200 多航班停飛

昌鴻涵蓋 200 萬平方公里 面積同阿拉斯加

昌鴻直

撲浙江福建 50 多年來登陸最強颱
龍捲風逆襲威尼斯 漏斗雲進逼驚險直擊

老翁連人帶車捲上天 摔地重傷不幸身亡

2015/7/13 日本高溫飆破 38 度 3 死 500 多人熱衰竭
柱狀氣流直竄天際 日本驚見「塵捲風」 2 人熱死 東部颳焚風.北海道高溫破 36 度 中颱南卡來勢洶洶 氣象廳示警民眾防颱
2015/7/14 北京飆破 42 度 民眾車站前打赤膊納涼
驚! 3 人熱死 酷夏難擋日高溫飆破 39 度 戲水躲熱浪 陸水上樂園「見人不見水」
啟動 陸高溫

創入夏來新高溫 河北.山東.河南衝破 40 度

「燒烤模式」

2015/7/15 四川道路積水深逾 1 公尺 約 2 萬人受災
2015/7/17 南卡撲日二度登陸降暴雨 已 2 死 46 傷 德島學校淹 3 公尺 和歌山 2 天降 500 毫米 山梨民宅地基掏空 10 米高邊坡土石崩塌
崖亡 71 歲翁跌水溝喪命 23 萬人離家避難 四國.關西陸空交通大亂

兵庫 85 歲翁墜

2015/7/19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全球年度氣候報告日前發佈，結果很不樂觀。包括溫度記錄、海平面高度，極端天氣、災害性氣候出現的頻率，
污染事件，冰川融化等數據均顯示，我們的環境變得越來越糟。
美國夏威夷群島最高峰「莫納克亞山」十七號發現異常氣候，飄下罕見的「七月雪」。
2015/7/20 美國東部及中部近日遭熱浪襲捲，許多地方氣溫逼近攝氏 38 度
陝西暴雨引發山洪 1 死上千人撤離
2015/7/21 2 萬人全副武裝 投入福島除汙
極端氣候！伊朗洪水 11 死 加州暴雨公路坍
地球今年 6 月熱爆，平均溫度創歷年同月新高，今年上半年均溫也打破歷來紀錄。
熱爆! 吐魯番 46 高溫 民眾烤蛋苦中作樂
2015/7/22 伊朗暴雨釀洪水 地基淘空房屋應聲倒
2015/7/23 大陸新疆熱翻天 交警鞋熱到開口笑

沙土烤蛋新商機 剝殼就能吃"口感鮮嫩" 恐成史上最暖一年 專家: 氣溫將"爆表"

三層樓房瞬間倒 民眾驚恐直擊全都錄 洪災襲伊朗沖走 20 輛車 至少 11 人死亡

沙土高溫逾攝氏 50 度 馬鈴薯變薯片

2015/7/31 乾旱助燃! 加州林火蔓延 600 居民撤離 15 處火場日夜延燒 面積達 40 平方公里 民眾生命飽受威脅 緊急逃生餘悸猶存
2015/8/1

熱浪狂襲中東 伊朗體感溫度飆破 74℃

濕氣.高溫夾擊 巴格達 52℃溫度計爆表 天熱缺水斷電 民眾放高溫假上街抗議

2015/8/2

日本長野縣的佐久市，1 號下午突然發生龍捲風。龍捲風襲擊公園，造成 1 名 5 歲男童受傷，龍捲風還把一個充氣拱門吹上天，下面還連帶了一
個 1.3 噸重的送風機，飛到 1 百公尺遠的停車場，砸毀了 3 輛汽車

2015/8/5

印度豪雨成災 兩列火車出軌逾 20 死 低窪地區成汪洋 180 死千萬人受災

印度雨季各地傳災情 災民叫苦連天

地表最強蘇迪勒 外媒:今年最猛颱風 強颱威力如四級颶風 CNN 玩氣象秀 強颱蘇迪勒 美媒示警挾驚人雨勢撲台 陸東南沿海挫咧等 NHK 盯強
颱動態 塞班島已遭侵襲 10 人傷上百人疏散
蝗蟲如麻雀大 大軍過境毀八百頃農田 俄羅斯南部蝗蟲肆虐 三十年最慘災情 疑氣候因素釀蝗害 蝗蟲張翅 12 公分
暴風侵襲加拿大
2015/8/6

猛暑發威百年最熱 日本 1 天千人中暑
度 40 度

群馬近 40 度 東京一週氣溫飆 35 度 1 天千人中暑 5 死 民眾出門也抱冰塊 好熱! 日韓飆高溫 體感溫

人口爆炸! 下世紀地球人估將破百億 非洲出生率冠全球 經濟也跟著崛起?

歐老化危機! 生產力不足 個人負債增

2015/8/8

蘇迪勒重創台灣 外媒緊密關注災害 各地拔樹倒屋 BBC 記錄颱風後慘況 颱風襲福建 網友戲稱"福州變湖州"

2015/8/9

蘇迪勒襲陸 福州強風大雨馬路淹成河

樹攔腰折斷 福州創史上單日最大雨量

2015/8/11 北半球一月一個颱風 創 50 年來紀錄
氣候異常釀蝗災 印度兩週熱死 2 千人
地球暖化加聖嬰 全球平均氣溫升高
2015/8/12 能量剩 20 億年前一半 宇宙漸衰老?
「它就像老人」專家:宇宙將邁入死亡
2015/8/13 施工出包! 東莞地層下陷數千民眾急撤
3 年內連 5 塌! 大窟窿突現車輛全墜洞內
天津碼頭驚爆 震動程度如 2.9 級地震
化學物倉儲連兩次大爆炸 慘叫聲頻傳
驚見蕈狀雲直衝天際 恐怖景象如核爆
2 公里內玻璃全碎 數十公里外有震感
現場如廢墟島 太空外偵測到大爆炸
天津驚爆慘案如煉獄 現場哀嚎聲四起
天津大爆炸新影像曝光 宛如末日烈焰
劇毒恐入地下水 驚!煙塵向渤海擴散
記者站粉塵中連線 出現頭痛身體不適
首批消防員用水滅火 助長火勢引爆炸
大陸陜西山陽山崩 六十六人慘遭活埋
公司宿舍.民宅遭淹埋 居民緊急撤離
2015/8/18 曼谷驚天爆 20 死 恐怖瞬間天搖地動
血跡斑斑宛如戰場 四面佛商圈驚魂夜
血跡濺二樓 救護形容"如肉品市場"
驚天爆 目擊者:屍橫遍野尖叫聲四起
河北誠信 7 百噸氰化鈉 天津不定時炸彈
氰化鈉屬一級毒物 遇水將產生致命毒
2015/8/20 美西部林火肆虐 驚見 30 米高火龍捲
28 萬英畝林地遭火噬 七百警消滅火
陸散戶重創 55 萬百萬民幣帳戶消失
陸股新投資者 七月大幅減 55.8%
四川暴雨釀土石流 至少十死 14 失蹤
河水暴漲 土石灌民宅.巴士險遭滅頂
暴雨毀屋阻交通 陸估損失十億台幣
2015/8/23 新疆瘧蚊肆虐 豬隻被咬得撞牆自殺
點蚊香沒用 隨便一掌能打死 40 隻蚊
白紋伊蚊叮人兇猛 陸方研究滅蚊對策
2015/8/24 山東化工廠爆炸火光沖天 釀 1 死 9 傷
爆炸震撼 5 公里 化工廠附近民眾急撤
2015/8/25 天鵝颱風登陸熊本縣 狂風掀翻鐵皮屋
屋牆全垮民眾驚醒 海水倒灌車倒栽蔥
不敵天鵝威力 山口縣卡車受困高架橋
九州新幹線全面停駛 日 3 百航班停飛
2015/8/26 強風捲起黃沙 亞利桑那州驚見沙塵暴
當局發布警報 沙塵暴 9 月底才可趨緩
2015/8/27 澳洲紅色警戒 暴雨冰雹.龍捲風肆虐
慘!洪水包圍家園 澳洲居民欲哭無淚
天氣不穩定 澳洲暴雨.龍捲風齊發威
2015/9/1

大陸山東化工區再傳爆炸 傷亡數不明
天津濱海爆炸案 死亡人數達 158 人
天津爆炸逾二十天 鄰近居民餘悸猶存

2015/9/6

美國西部天候乾燥 今年 56 起森林野火

2015/9/8

大陸又傳爆炸 浙江化工廠起火竄黑煙
工人操作不慎爆炸 化工廠瀰漫刺鼻味

2015/9/9

西班牙暴雨洪患 惡水沖毀民宅道路
暴雨重創 兩百輛轎車難敵洪水全毀
沙塵暴襲中東 八人喪命上千人不適

2015/9/10 艾陶颱風過境 日本關東地區大淹水
土崩壓房.河水沖壞橋梁 數十年首見
史無前例豪雨釀災 氣象廳:異常狀態
線狀降雨帶肆虐 逾 70 萬日人急避難
2015/9/11 鬼怒川大水氾濫一夜 5 失蹤 600 人受困
險! 民眾赤腳逃生 鬼門關前保住一命

颱風外圍下沉氣流 港 130 年來最熱

宮城縣澀井川潰堤 史無前例豪雨侵襲
道路掏空.車輛拋錨 共釀 2 死 26 人失蹤
2015/9/12 起重機塌血濺清真寺 美網友諷 911 報應
聖地淪煉獄 信眾急逃竄 107 死逾 230 傷
2015/9/14 直擊!阿蘇火山大噴發 黑煙竄天 2 千米
發布首次"噴發快報" 警戒層級拉高到 3
37 年最大規模噴發 封鎖範圍方圓 4 公里
2015/9/16 美猶他州邊境洪患 造成至少 12 人死
暴雨釀山洪爆發 兩輛車驚險遭沖走
2015/9/18 洪水肆虐芭達雅 民眾遭沖走生死交關
挪威河水暴漲淹沒橋墩 機場關閉因應
智利強震首波海嘯約一層樓高 沿海城鎮淹慘;40 公分高海嘯抵達日本
2015/9/25 麥加朝覲釀悲 踩踏意外至少 717 人死
朝覲秩序大亂 信徒遭推擠踩踏 863 人傷
2015/9/28 杜鵑侵襲琉球 16 級風掀起 13 公尺巨浪
與天鵝不相上下!石垣市逾 300 居民撤離
2015/10/5 "千年前所未見" 南卡州暴雨成災釀 5 死
墓園淹水棺木漂流
汪洋一片災情慘重 目前至少 13 人死亡
颶風襲水位暴漲街道成河 汽車遭滅頂
法坎城.蔚藍海岸暴雨洪災 至少 17 死
強風吹翻廠房 颱風彩虹襲驚見龍捲風
險! 狂風暴雨寸步難行 記者採訪跪地
天文大潮影響 海水倒灌街道嚴重淹水
廣東省驚見龍捲風 吹掀廠房冒出火光
2015/10/12 遼寧大連海面 罕見! 出現多起水龍捲
渤海海域強對流現象 水龍捲短暫現身
2015/10/20 巨爵挾豪雨襲菲 9 死 7 萬人撤離家園
空拍直擊! 惡水淹沒村莊路斷成孤島
巨爵挾雨重創 災民受困屋頂待援救
2015/10/27 歐亞印度板塊碰撞 規模 7.5 強震撼南亞
地牛翻身 CNN 工作人員:30 年最強地震
阿富汗天搖地動 與尼泊爾強震成因同
強震引發土石流 餘震恐怕持續數個月
2015/11/2 德州乾旱後降暴雨 民眾"泡水"險遭滅頂
暴雨阻斷交通 救難隊忙救援疲於奔命
對流旺盛 強風.冰雹.龍捲風接踵來
2015/11/9 約旦暴雨襲 直擊! 洪水淹屋 4 人受困
水勢猛烈救援難 男持鐵鎚破窗救 4 人
遊客受困 17 樓高"蛋糕岩" 直升機救援
聖嬰釀海洋生態亂 驚見百噸藍鯨屍體
海水升溫食物減 鯊魚攻擊.藍鯨死亡
加州沿岸 罕見出現鯨魚和黃腹海蛇
聖嬰現象數十年來最強 海洋生態大亂
2015/11/20 全球暖化 本世紀中北極熊數恐少逾 3 成
危機! 冬天遲來 北極熊面臨滅種威脅
2015/11/23 暴雪襲華北! 北京機場逾 300 航班取消
暴風雪肆虐 陸交通打結.部分地區停課
美國中西部暴雪 芝加哥積雪逾 40 公分
2015/11/25 地牛翻身! 秘魯東部近巴西邊界 7.5 強震
2015/11/26 積雪 44 公分 札幌降 62 年來罕見大雪
2015/12/1 北京霧霾歷年最嚴重 CNN 記者:嘗得到空污
2015/12/3 印度南部暴雨水患惡化 機場淹水關閉
暴風雪侵襲一週 美中西部積雪破 30cm
百年罕見乾旱土裂 威脅巴西雨林生態
2015/12/7 中亞的塔吉克在台灣時間下午 3 時 50 分，發生了規模 7.2 地震，強大的威力，就連喀什米爾還有印度首都新德里都感受得到。塔吉克這起強震深
度只有 10 公里，震央位於穆爾加布西方 89 公里。就連大陸新疆省的和闐還有喀什、阿克蘇等地，也都震感強烈，搖晃長達兩分鐘之久
2015/12/13 IS 用 150KG 炸藥炸醫院 敘國至少 16 死
2015/12/14 一個地球兩個世界 美東暖冬.新疆暴雪
蘇格蘭暴雪肆虐降溫十度 比南極更冷
創 63 年單日最大降雪 新疆零下十四度
2015/12/19 北極高溫 115 年新高 冰層面積加速縮減
2015/12/20 深圳工業區土石坍方 10 公頃園區遭吞沒

土石坍方毀樓房 救難人員搶救受困民眾
2015/12/24 罕見 12 月龍捲風 美南部.中西部重創
龍捲風肆虐 驚!數十噸大貨車倒臥路旁
歐洲難民潮破百萬人 近半來自敘利亞
二戰來最大難民潮 歐盟:需團結解難題
2015/12/28 全球氣候異常 日本.美洲.歐洲天災不斷
北海道強風暴雪 東京低溫民眾厚衣保暖
龍捲風.暴雨.大雪襲美 41 死百萬人受災
南美嚴重水患 巴拉圭 13 萬人逃離家園
英國變「水世界」 全國 250 處洪水警報
龍捲風肆虐德州 達拉斯重創 11 人身亡
六龍捲風接連逆襲 吹翻屋頂.電纜斷
600 棟建築物夷平地 百位居民無家可歸
2015/12/29 專家: 曼谷 15 年後 恐成第 2 個威尼斯
暖化加劇! 百年後曼谷將低於海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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