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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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7

全球發生事件
馬永火山不斷噴發 75 次「熔岩陷落」
3 級警戒! 偵測 9 次地震 估近日火山爆發

2018/1/19

暴風襲歐洲釀 9 死 路人遭強風吹倒摔地
冬季風暴肆虐吹跑列車 男抱號誌杆保命

2018/1/20

沙塵暴襲土耳其 受襲擊城市如火星表面
能見度差陸空交通受阻 空氣品質惡劣

2018/1/23

天搖地動! 印尼 6.4 強震 大卡車搖晃險翻覆
雅加達明顯搖晃 辦公大樓民眾緊急疏散
東京 4 年來最強暴雪 2 死逾 700 傷 1 台人喪命
風雪太強! 車輛打滑翻覆 一夜 700 起車禍
冰封東京! 日最長隧道塞 10hr 民眾爬梯脫困
4 年來首次大雪警報 東京市區積雪逾 20cm

2018/1/24

草津白根山噴發 "火山碎屑湧浪"1 死 7 輕傷
3 千年後噴發無預兆 遊客:噴石大如嬰兒頭
菲馬永火山噴發加劇 火山灰噴 5 千米高
熔岩至少蔓延 3 公里 緊急疏散 5 萬 6 千人

2018/1/25

33 年首次低溫特報 東京凌晨零下 3.2 度
北海道零下 31.3 度 山形縣積雪近 3 公尺
豪雨成災! 塞納河水位逾 5 米 破百年紀錄
塞納河水位暴漲 7 地鐵站關閉衝擊觀光
羅浮宮防塞納河氾濫 部分區域暫停參觀
昔巴黎恐怖水患 20%市區泡水.萬人撤離

2018/1/26

冰天雪地路面濕滑 羊群過馬路搖晃慘摔
加拿大零下 16 度低溫 路面結冰苦了羊群
新疆賽裡木湖 零下 30 度現"冰之眼"奇景
奇! 冰層結凍宛如"人類眼睛" 記者驚嘆
內蒙古零下 50.2 度 刷新入冬最低溫紀錄
陸遼東灣海港 5 成遭冰封 影響航行安全

2018/1/28

塞納河潰堤緊急疏散千人 1200 棟建築停電
羅浮宮岌岌可危 下層伊斯蘭文物館急關閉

2018/1/30

34 年首見! 東京連 6 日低溫達攝氏零度以下
陸遼東灣驚現海冰! 漁船全呈現靜止狀態
低溫發威! 美尼加拉大瀑布呈現冰瀑狀態

2018/1/31

全球暖化惡性循環 俄"巴塔蓋卡坑"擴大
西伯利亞"地獄之門" 直徑 1 公里.深 86 公尺
凍土消融釋古菌 科學家憂"地獄之門"成真

2018/2/5

莫斯科 60 年最大雪 2 千棵樹折斷 4 萬人缺電
日本鳥取積雪 32 公分 北海道積雪近 90 公分
罕見! 福建大雪蓋梯田 廈門降 37 年首場雪

2018/2/8

北極永凍土加速融化 恐釋出致命神經毒
毒害全球! 永凍土含 1.2 億公升神經毒汞
永凍土融化破壞力強 恐衝擊人類食物鏈

2018/2/9

強震重創花蓮 日本政府民間全力助救災
日本雅虎助募款 金額達約 1500 萬台幣

2018/2/14

日發現最大熔岩穹丘 若噴發 1 億人恐遇難
7300 年前曾噴發 毀滅九州南部史前文化
熔岩穹丘直徑約十公里 若噴發威脅 1 億人

2018/2/20

印尼錫納朋火山爆發 火山灰直衝 5 公里高
今年最劇烈火山爆發 道路染白.飛航警戒

2018/2/27

全球氣候劇變! 北極攝氏 2 度史上最高溫
極地氣溫異常上升 七成南極企鵝恐消失
歐洲比北極更嚴寒 羅馬六年來首度下雪

2018/3/1

鋒面低氣壓夾擊 日颳強風.北海道暴風雪
茨城強風吹翻車輛 3 傷 多棟建築屋瓦吹掀

兵庫.島根紛傳災情 強風豪雨陸空交通大亂
北海道札幌積雪 160 公分 暴風雪警報發布
2018/3/2

最強暴雪襲! NHK 記者困 救援人員凍亡
陸空交通大亂! 民眾被迫航廈.車上過夜
"下車求援凍死" 北海道 5 年前暴雪奪 9 命
兩低氣壓合一 暴風雪威力比不亞於 5 年前

2018/3/3

滿月漲潮.風暴來襲 美東逾 70 萬戶停電
樹木倒塌壓死 5 人 副總統住宅圍籬也遭殃
逾 3 千架航班取消 美氣象局籲民勿輕心
友邦布吉納法索首都遭恐攻 8 槍手掃射逾 28 死
8 槍手高呼"真主至大" 當街掃射.放火燒車
陸空部隊聯手擊斃 8 槍手 多名保安不幸殉職

2018/3/5

轟! 怪風襲擊建材剝落 機場屋頂垮下來
災難片真實上演 桌椅飛天.路樹機車倒
暴雨襲! 冰雹如蛋大 轟炸小鎮近半小時
冷到爆! 內蒙春天像寒冬 低溫零下 30 度
南投對流旺盛 魚池乍見大量冰雹從天而降
劈哩啪啦! 冰雹從天而降 下了近 2 分鐘

2018/3/6

如末日場景 上萬隻海星陳屍英國海灘
海星.螃蟹陳屍海灘 漁民:如戰後場景
超級寒流.颶風侵襲 學者示警海洋浩劫

2018/3/7

南非第 2 大城開普敦 深陷嚴重缺水危機
危機倒數 開普敦訂 4 月 21 日「零水日」
老天不幫忙井枯泉竭 屆時恐將無水可用

2018/3/8

怪獸級暴風雪 滔天巨浪狂襲淹沒屋頂
大浪侵襲麻州 紐澤西居民"划船"外出
紐約大停電 強風吹倒整排電線杆.路樹
嚇! 積雪恐達 60 公分 4 州發布緊急狀態
舊金山下沉中! 2100 年機場跑道恐大淹水
每年下沉 10 毫米 舊金山灣區恐加速滅頂
垃圾掩埋場下沉最快 民憂風災來襲慘淹

2018/3/9

日本新燃岳火山爆發 黑煙沖天 3 千公尺
火山噴石飛濺 800 公尺 熔岩沿山坡順流

2018/3/12

尼泊爾機場傳飛機失事 機上 67 人 17 獲救
客機降落失敗起火燃燒 警消全力搶救中

2018/3/21

又傳爆炸! 德州 1 天發現 3 枚炸彈 川普震怒

2018/3/22

大雪襲美東 華府停班停課.4000 航班取消
3 月第 4 場東北風暴 美東各大城嚴陣以待
德國柏林降 3 月雪 法國巴黎市郊一片銀白
東京 3 月雪亂交通 箱根遊客徒步下山
32 年首發布大雪特報 東京 3 月雪紛飛

2018/3/25

日新燃岳火山再噴發 煙塵高達 3200 公尺
首次出現火山碎屑流 一路蔓延 800 公尺遠
北非沙塵暴狂襲 希臘絕美海島變"火星世界"
克里特島灰濛濛又悶熱 居民喊"快喘不過氣"
10 年來首見嚴重空汙 週末才"歸還"碧海藍天

2018/3/26

天有異象? 俄羅斯.東歐竟下"橘色雪"

2018/3/27

間諜遇害引報復 24 國驅趕 139 俄國外交官
2014 年俄併吞克里米亞以來 最嚴重外交戰

2018/3/29

北海道創 95 年 3 月最高溫 札幌已達 20 度
熱!日本賞櫻季飄高溫 關東 25 度艷陽高照

2018/3/31

肯亞驚見大裂縫 專家:未來非洲恐裂兩半
巨大裂縫撕裂公路 居民房屋遭一分為二
索馬利板塊分裂 每次 2.5 公分速率分離
地殼地函變薄 百萬年後非洲恐分裂兩半

2018/4/2

染病?毒殺? 印度村莊逾百隻猴子離奇亡
猴群神祕傳染病恐殃人類? 居民心惶惶

2018/4/3

玻利維亞 6.8 強震 巴西聖保羅同樣有感
拉丁美洲連震! 友邦薩爾瓦多規模 5.9
罕見奇景! 夏威夷火山驚見橘色龍捲風

2018/4/5

美國德州颳強風 "撕碎"機場殘骸四散
恐怖! 時速 100km 強風襲 毀 8 私人飛機
3 月來最高! 新燃岳火山噴煙竄 5000 米高

警戒維持第 3 級 日氣象廳限制民眾入山
2018/4/6

超級細菌再進化「噩夢」侵襲全美 27 州
抗藥性強! 超級細菌「噩夢」幾無藥可救
感染後無症狀具傳染力 死亡率高達 5 成
美國南加州 5.3 地震 洛杉磯明顯搖晃
5.3 地震近年最強 幸未引發海嘯警報

2018/4/9

北京睽違 30 年降四月雪 驚現"雪饅頭"奇景
好大的風! 貴州 23 層鼓樓被吹垮 怵目驚心
山東秦始皇銅像遭狂風吹垮 引發網路熱論
日本島根 6.1 強震 建築物牆毀 5 人送醫
"上下震後水平搖" 伴隨地鳴民眾驚恐
大田震度 5 級 土石崩水管裂 1100 戶停水
天搖地動逾 15 秒 寺廟百公斤石塊砸落
規模超過 5 地震 18 年來首見 土石流警戒

2018/4/12

阿爾及利亞軍機墜毀 死亡人數增至 257 人
伊留伸 76 型軍用運輸機 起飛後便墜毀農地
阿爾及利亞史上最慘空難 全國氣氛哀戚

2018/4/16

春季風暴侵襲 美國大雪壓垮飯店屋頂
大雪釀災! 積雪約 30 公分 數萬戶停電

2018/4/17

夏威夷暴雨成災 州長宣布進入應急狀態
夏威夷多處土石流 家園泡水居民陷恐慌

2018/4/19

龍捲風襲! 直擊俄亥俄州 2 小客車遭吹翻
悚! 龍捲風襲美東 屋頂掀起.路樹歪倒
一駕駛被路樹擊中亡 數百棟房屋遭損毀

2018/4/22

沙塵暴吞沒伊朗古城 駭人末日景象 10 傷
春天過得像夏天! 日罕見高溫飆破 30 度
華北暴雨交通大打結 河北街道秒變河道

2018/5/2

南非開普敦乾旱 專家:拖南極冰山解救
過去三年幾乎無降雨 開普敦水庫告急
空汙嚴重!WHO 警告:全球 90%人備受威脅
東南亞.東地中海區 空氣有毒物質超標 5 倍

2018/5/3

沙塵暴+強降雨襲印度北部 至少 77 死 143 人傷
強風吹倒屋! 民眾睡夢中遭壓死 156 動物也慘死
美國"機"瘟頻傳 軍機墜機.客機傳爆窗
軍用運輸機失控墜地 5 人罹難 4 人失蹤
西南航空又爆窗 班機緊急迫降克里夫蘭

2018/5/6

土耳其暴雨引洪水 140 車遭沖走 6 人傷
安卡拉山洪暴發 駕駛爬車頂宛如災難片

2018/5/8

嚇! 夏威夷火山活動加劇 岩漿吞噬 26 棟房
驚人! 岩漿大規模蔓延 如巨大火龍盤踞
大量有毒氣體瀰漫 當局疏散 1700 名居民
火山岩漿劇烈噴發毀家園 當地居民痛心

2018/5/11

肯亞水壩潰堤沖毀下游村落 釀 47 人死亡
東非連續暴雨 3 月以來 132 人死於洪害

2018/5/12

日本長野 5.1 地震 新幹線部分段一度停駛
劇晃引民眾恐慌 山區道路崩塌幸未釀災

2018/5/14

夏威夷基勞亞火山蠢動 熔岩如死亡噴泉
火山裂縫長逾 300 米 夏威夷居民人心惶惶
岩漿退回地表非好現象 恐釀災難性噴發

2018/5/17

春季風暴肆虐美東北 5 死近 50 萬戶停電
閃電暴雨侵襲如末日 龍捲風狠拔路樹
極端氣候打亂紐約交通 數百航班被迫取消

2018/5/18

伊波拉疫情爆發 剛果民主共和國已有 23 死
憂疫情順河流擴至首都 病例恐"爆炸性上升"
多國聯手研發實驗性疫苗 4 千劑已送到疫區
夏威夷火山噴發 腐蝕性"熔岩霧靄"警戒
火山毒霧來襲 驚! 濃度高吸入過多致命
火山裂縫頻噴氣體 CNN 記者連線嚇壞
轟隆! 印尼火山 1 週 2 次噴發 山崩風險增

2018/5/21

夏威夷火山熔岩入海 空拍駭人如地獄
轟隆! 夏威夷火山噴發 碎石飛進住家
岩漿形成火河! 流入海釋放鹽酸毒霧
地震頻傳.噴火山碎石 居民離家避難

2018/5/23

熱! 巴基斯坦高溫飆 44 度 3 天奪 65 命
喀拉蚩熱浪來襲 3 天 65 死人數恐再增

2018/5/28

基勞亞火山持續噴發 衛星影像清晰可見
太空可見熔岩溢流 上千民眾被迫撤離
風暴襲美 美馬里蘭州暴雨成災緊急狀態
洪流襲毀街道 美馬里蘭州宣布緊急狀態
英國雷神發威! 一夜 6.4 萬次閃電擾航班
機場燃料系統遭雷擊 部分航班延誤取消
瘋狂閃電擊中民宅 屋頂全燒毀磚瓦散落

2018/6/4

夏威夷火山持續噴發 部分區域路斷如孤島
瓜地馬拉火山噴發 熔岩奔流 6 失蹤 20 人傷
基勞亞火山岩漿流入綠湖 湖水蒸發成旱地

2018/6/5
瓜國火山爆發疏散民眾 65 人死逾 300 人傷
火山灰噴發近 1 萬米高 攝氏 700 度岩漿流出
1974 年來最大規模噴發 瓜國宣布緊急狀態
2018/6/6
義大利靠瑞士邊界 山區暴雨引發山崩
2018/6/18
大阪 6.1 強震 3 死逾 300 傷 9 歲女童被壓死
全球暖化日漸嚴重 南極冰層加速融化
融冰速度過去 5 年增 3 倍 海平面持續上升
2070 南極冰層消失 1/4 世界大城恐遭淹
2018/6/25
廣西暴雨逾 9 萬人受災 洪澇百屋倒塌
驚悚! 山崩房屋如骨牌倒 樓房遭埋 6 人亡

2018/6/28
地表最高溫! 新疆吐魯番火焰山飆溫 83 度
直徑 65CM.高 12M "金箍棒"溫度計全球最大
2018/6/29
峇里島阿貢火山爆發 逾 8 千旅客滯留機場
7 千米高空竟偵測到火山灰 嚴重影響飛安
伍拉賴機場被迫關 16 小時 取消至少 48 班機
日本好熱! 新潟縣長岡市飆 37 度高溫
各地熱翻 崎玉高溫 37 度東京上看 34 度
印峇里島阿貢火山噴發 國際機場關閉
2018/7/2
台灣豪雨狂下路成河! 高雄鳥松區水淹半身高
1 週內淹 3 天! 大樹區一整天雨量突 300 毫米
義大山路噴泥流 澄清湖神農路水深及腰馬路成河!
屏東豪雨釀災! 大仁科大校門前馬路成水路
屏科大壽比路變"壽比河" 最深處水淹及膝
2018/8/22

委內瑞拉 7.3 強震 恐引發小規模海嘯
大樓疏散! 委國 7.3 強震 哥倫比亞有感

2018/8/24

颶風"雷恩"擦邊球 暴風圈籠罩夏威夷各島
緊急狀態!26 年首見 夏威夷發布颶風警報
民眾急防災 美氣象局:累積雨量上看 760mm
西馬隆颱風登陸日本 四國列車紛停駛
蘇力侵襲濟州島 上萬戶停電.凱蒂貓"斷頭"
西馬隆.蘇力持續北上 北海道恐受夾擊
捷克乾旱嚴重 易北河岸邊"飢餓石頭"露出
"看見我的時候 就哭吧! "飢餓石頭刻文警示
易北河全長超過千公里 缺雨! 水位"直直落"
中歐最古老水文標記 飢餓石近日看到十多顆

2018/8/25

德國森林大火 引爆二戰未爆彈火勢蔓延
森林成超大地雷區 接連引爆阻滅火行動
野火肆虐 500 足球場面積 3 城鎮緊急撤離
未爆彈藏德國全境 遇罕見野火意外引爆

2018/8/28

日高溫夜大雨 關東地區日夜溫差近 10 度
雷雨交加降冰雹 埼玉.群馬逾 5800 戶停電
埼玉.三重飆 37.8 度 連 33 天高溫破 35 度

2018/8/30

熱浪襲美東! 高溫飆 37 度 近 20 所小學停課
美網公開賽選手熱翻 球王掛冰袋休息降溫
熱! 體感溫度 40 度 6 人不敵高溫退賽美網
飛蟲鋪天蓋地來襲! 俄國小鎮如"末日來臨"
"隨手抓一大把"飛蟲大軍入侵 阻行車視線
豪大雨+天氣溫暖! 大量搖蚊侵襲 居民恐慌

2018/8/31

陸華南沿海暴雨肆虐 市區積水汽車變小船
精品店慘變陸上孤島 網友笑:等撈名牌包
連日暴雨襲福建 民眾受困陽台苦等救援
新界多處淹水災情 香港一度發布警報

2018/9/5

燕子重創 北海道新千歲機場外牆崩落
宛如災難片! 強風吹翻卡車 馬路成汪洋
多人遭吹垮鐵皮砸死 強風吹落陽台喪命

2018/9/6

強震劇烈搖晃大停電 函館百萬夜景秒摧毀
6.7 強震民眾驚逃 專家:相當於 5.6 顆原子彈
交通號誌停擺人力疏導 北海道 295 萬戶停電
"全北海道都被震醒" NHK 留守人員歷劫驚魂
驚恐 30 秒! 高樓劇晃急避難 民眾驚呼太恐怖
強震前雷電交加 網友瘋傳"災難降臨預兆"
北海道 6.7 強震 土石流沖毀民宅多人活埋
山腳木屋慘遭掩埋 直升機吊掛災民脫困
厚真町無精密地震測量儀 推估震度"6 強"
北海道天氣仍不穩 雷雨恐再爆二次土石流
札幌土石流灌民宅 土壤液化道路塌陷
4 千自衛隊災區搜救 安倍:增員 2.5 萬人
強震"邊走路邊跳" 國中小緊急宣布停課
驚!貨櫃碼頭土壤液化 堤防下沉 10 公分

2018/9/11

4 級颶風"佛羅倫斯"襲美東 百萬人撤離
颶風逼近美國東岸 巨大雲系如八爪章魚

2018/9/16

逾 60 年最強風暴 港澳 10 號風球交通癱瘓
山竹襲菲律賓 14 死 狂風暴雨釀 42 處山崩

2018/9/18

泰登革熱逾 5 萬例 69 死 曼谷淪陷成疫區
赴泰小心! 曼谷逢雨季近 6 千例染登革熱
山竹登陸廣東釀 4 死 嚇! 記者險遭玻璃砸中
深圳工地鐵皮屋吹翻 沿海巨浪強風釀災
香港中環都爹利街 百年古蹟煤氣燈被壓毀
香港停課不停班 民眾擠爆地鐵大排長龍
海洋垃圾被沖上岸 風災後"全還給人類"

2018/9/28

全球暖化持續加劇 南極冰層消融加快 3 倍
東南極冰蓋難逃威脅 海平面恐上升逾 60m

2018/10/1

潭美颱風襲日本 已知 2 死 105 傷 2 失蹤
颱風掠過日本東北部 東京強風暴雨
逾 50 萬戶停電 不敵強風樹倒.貨車翻
交通大亂! 210 航班取消 民眾擠爆機場
颶風挾洪水成完美溫床 "魔鬼巨蚊"襲美
體型比蚊子大 3 倍 見人經過"團團包圍"
穿鞋防叮也沒用 當局撥 1.2 億台幣滅蚊
印尼地震引發海嘯 死亡數攀升至 1200 人
災情慘重.物資不足 印尼公開向國際求援

2018/10/3

印尼索普坦火山噴發 火山灰衝 4 千米高
火山口周圍 4km 警戒 暫無人員傷亡傳出
奇!北極冰封湖冒甲烷 噴火球還傳怪聲
甲烷自"凍土層"釋出 持續破壞大氣層
2050 年永凍土甲烷恐增 1 倍 將加劇暖化

2018/10/7

康芮襲日韓釀災 巨浪撲岸.市區電線冒火球
最大風速每秒 30 公尺 濟州島降雨量 700 毫米

九州逾萬戶停電 福岡機場.鐵路交通受影響
2018/10/11 颶風"麥克"登陸佛州 吹掀屋頂.路樹歪倒
颶風呼嘯! 建築碎片四散.加油站設備吹彎
"麥克"威力強! 1851 年來首登佛州 4 級颶風
颶風釀 1 死 阿拉巴馬.喬治亞進入緊急狀態
佛州要求沿岸 37.5 萬人撤離 2500 人救災
2018/10/12 挾帶風暴潮 颶風"麥可"肆虐佛州 7 死
風暴潮險淹住家 居民喊"如地獄走一回"
海灘如遭龍捲風橫掃 颶風毀中學家園
2018/10/19 全球暖化加劇! 科學家警告:古病菌恐復甦
"黑死病"病菌封存冰層 解凍恐掀人類浩劫
俄男童染炭疽亡 病毒疑源自凍土馴鹿屍體
約旦死海溫泉暴雨釀洪水 至少 18 人死亡
2018/10/30 暴風雨侵襲義大利 水都威尼斯成重災區
2018/10/31 玉兔颱風襲菲律賓 至少 6 死數千人撤離
2018/11/5

暴風雨襲擊義大利 災情遍布全國奪 29 命

2018/11/9

北加州野火燒上千房屋 逾 3 萬人緊急撤離
印度空汙嚴重 新德里如"超大毒氣室"

2018/11/11 巴西里約尼特洛伊土石流 至少 10 人死亡
災難! 加州野火蔓延 死亡人數飆升至 44 人
2018/11/13 以巴衝突再起 以軍遭逾 200 火箭彈狂轟
2018/11/15 新疆降暴雪!積雪半身高 貨車困-20 度雪地
2018/11/16 6 年最強 11 月大雪 擾亂美國東北部釀 8 死

高雄市 道文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