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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山竹颱風  

(一 ) 事件描述  

   山竹颱風 (Typhoon Mangkhut)於 107 年 9 月 7 日在關島以東約 2,330 公里

的北太平洋西部上形成，隨後數天迅速向西移動，並逐漸增強，於 11 日發

展為超強颱風。山竹在 14 日轉向西北移動，在登陸菲律賓呂宋前達到其最

高強度，7 級暴風半徑廣達 320 公里、瞬間最大風速更上突破上限的每秒 75

公尺，中心氣壓更一度低至 895 百帕，中心附近的最高持續風速估計為每小

時 255 公里。15 日山竹橫過呂宋北部後減弱，並繼續迅速以西北路徑橫過南

海北部，移近廣東沿岸。山竹 16 日上午減弱為強颱風，黃昏前在廣東台山

附近登陸，隨後移入廣東西部及進一步減弱。17 日晚上山竹在廣西減弱為一

個低壓區。  

   超級颱風「山竹」107 年 9 月 15 日週六凌晨 1 點 40 分在菲律賓呂宋島

卡加延省巴高（Baggao, province of Cagayan）登陸，席捲菲律賓北部並給整

個呂宋島帶來狂風暴雨，陣風風速高達每小時 255 公里，引發大範圍電力和

通訊中斷。中國大陸和港澳地區對「山竹」嚴陣以待。中國中央氣象台 15

日早上發佈颱風橙色預警，預計「山竹」將於 16 日下午到夜間在廣東台山

到徐聞一帶沿海登陸，廣東、香港、澳門等地或沿海地區將出現大風和暴雨

天氣。  

  

圖 1 山竹颱風 9 月 15 日在菲律賓呂宋島登陸，在當地造成嚴重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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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災情描述  

   山竹為菲律賓呂宋帶來狂風暴雨，最少有 82 人死亡、138 人受傷及兩人

失蹤，約 15,000 間房屋倒塌。  

   山竹為珠江口沿岸帶來破壞性的風力及嚴重的風暴潮，多處建築物及沿

岸設施受損，低窪地區嚴重水浸。澳門有 40 人受傷，超過 5,500 人撤離，有

多宗建築物損毀報告。內港離地面水浸高度曾達 1.9 米或以上。山竹亦在廣

東、廣西、海南、貴州及雲南造成至少六人死亡，接近 330 萬人受災。  

   山竹吹襲期間，香港至少有 458 人受傷，超過六萬宗的塌樹及至少 500

宗玻璃窗或玻璃幕牆損毀報告，多處有物件被吹倒、高空墜物及建築物受

損。超過四萬戶電力供應中斷，當中約 13,500 戶停電超過 24 小時，而一些

較偏遠地區及個別樓宇的電力供應在四日後仍未能完全恢復。  

   香港海陸空交通在山竹來襲當天 (16 日 )癱瘓，而翌日部分地區的主要道

路仍因塌樹或水浸需封閉，公共交通服務未能完全恢復正常，大部分專營巴

士路線停駛，港鐵東鐵綫和輕鐵只維持有限度服務。由於政府沒有公布全港

停工，以致市民上班極度混亂，東鐵大圍站出現等上車人龍，場面罕見。  

  

  

圖 2 在山竹吹襲下，菲律賓、港澳多處成為澤國(網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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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政府之應變作為  

   山竹掃過北馬里亞納群島（Northern Mariana Islands），在太平洋快速前

進，瞬間最大陣風達每小時 255 公里。有關當局說，菲律賓大約 1000 萬人

位在颱風路徑範圍。馬尼拉民防辦公室開放山竹路徑上的政府大樓，做為民

眾的臨時避難處所。當局為了因應避難措施，14 日當日停班停課，而山竹影

響菲律賓期間正值稻穀收穫季節，當局也呼籲農民盡早收割農作物，以減少

損失。地方政府發言人山丁（Rogelio Sending）表示：「易有暴潮的沿海自

治市和村莊都在採取預防措施。我們會撤離更多人。」菲律賓災難風險縮減

暨管理委員會（NDRRMC）主席哈拉德（Ricardo Jalad）說，預計呂宋島會

有 400 多萬民眾受到影響，決定 15 日前先行撤離北部 7 省危險地區的 82 萬

民眾，並表示國家減災委員會已規劃出 1742 座臨時避難所，另有 3000 多所

公立學校可以隨時轉換為收容中心。菲律賓政府預測，山竹颱風路徑約將有

4.7 萬多棟建築受損，農損更可能高達 100 億披索（約新台幣 62.9 億元）。

哈拉德補充，擔心巴丹島 (Batan Island)可能因颱風影響而暫時與外界隔離，

已事先採取措施，並將足夠糧食運到島上備用。  

   中國廣東省和香港、澳門多地嚴陣以待。廣東省委書記李希要求當地做

好風險排查與海上作業人員避險工作。香港天文台 9 月 13 日周四發佈警告，

呼籲市民採取適當防禦措施。天文台表示，儘管山竹的路徑依然存在變數，

但由於其環流廣闊，香港周日料仍將有狂風大雨，海面將浪高洶湧。澳門氣

象局也發出特別報告，警告稱「山竹」將對澳門及珠江口造成相當大的威脅，

低窪地區可能會出現「嚴重水浸」。     

 

(四 ) 致災原因研判  

   根據美國 NASA 報告指出，山竹颱風到達了最頂標的第 5 等級「超級颱

風」，扎實深厚的雲系，風速強度最強又危險，雨量預估可到達每小時超過

266 毫米，正以每小時 27 公里速度向西北西前進，穿過呂宋島後稍微減弱，

但仍會吸收海洋水氣，繼續重新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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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可借鏡之處  

   2000 年起，世界氣象組織決定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地區的熱帶氣旋採用

統一的命名方法。中國、朝鮮、日本、越南等 14 個國家和地區各提供 10 個

颱風名，最終形成了包括 140 個颱風名字的命名表。此後，颱風的名字根據

該表循環使用。「山竹」一詞來源於泰語，原意為一種水果，2013 年被首次

用於風暴命名，替代在 2006 年因侵襲東南亞多國並造成廣泛的破壞而被退

役的颱風「榴槤」（Durian）。  

   「熱帶風暴」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名字而聞名。在北大西洋、北太平

洋中部和東北太平洋，它們被稱為「颶風」。而發源於西北太平洋的同樣氣

象擾動，則被稱為「颱風」。而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則被稱為「旋風」。 

據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的說法，熱帶氣旋是氣象學家用來描述一個有

規律旋轉著的雲團和雷暴氣象系統的通用術語。它們形成於熱帶或亞熱帶水

域，且具有封閉的低水平環流。「最弱的熱帶氣旋被稱為熱帶低氣壓。如果

低氣壓區增強，使其最大持續風速達到每小時 39 英里（約為 63 公里），則

熱帶氣旋將成為熱帶風暴。」「一旦熱帶氣旋達到每小時 74 英里（約 119

公里）或更高的最大持續風速，它就會被歸類為颶風、颱風或熱帶氣旋，名

稱具體取決於風暴形成於世界上哪塊地區。」  

   根據持續風速，颶風被分為 1 至 5 級。在大西洋，6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為颶風季節。在此期間，超過 95％的熱帶氣旋活動發生在該地區。在西北

太平洋，颱風在 5 月至 10 月間最為常見，儘管全年都可以形成颱風。而在

南太平洋地區，11 月至 4 月則是旋風季節。在海上，熱帶風暴可以掀起巨浪。

當這些海浪到達陸地時，它們可以淹沒大片區域，包括城鎮。在陸地上，強

風會造成很大的破壞，它們可能會吹翻房屋，吹倒樹木，甚至吹翻行駛中的

汽車。  

   科學家說，隨著海水溫度的日益上升，這可能導致颶風在未來的強度增

加。溫度越高，大氣可以容納的水汽含量就越多。颶風因此可在受影響地區

帶來更多降雨。不過，颶風形成有很多因素，氣候變化與颶風之間的關係也

相當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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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專家分析  

美國氣象機構「AccuWeather」的高級氣象學家傑森．尼科爾斯（ Jason 

Nicholls）14 日形容山竹颱風「威力強大」，預計在 14 日晚間起至 15 日將

橫掃整個菲律賓北部，接著它將向西前進南海，第 2 次登上陸地的時間點在

16 日晚間，地點為中國雷州半島。  

美軍聯合颱風警報中心（ JTWC）對山竹颱風持續發布紅色警示，推估 24

小時內強度還會持續增強，台灣南部與東南部地區在 15 日與 16 日，有可能

位於它的 7 級陣風範圍內。  

   據香港天文台和日本氣象廳等多個氣象部門預測，「山竹」的行進路線

較此前的預計發生了南偏，這意味著其可能正面侵襲菲律賓的呂宋島，而不

是擦過。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副教授徐袁對 BBC 中文表示，颱風需

要溫暖的海面不斷提供熱能，如果「山竹」得以在菲律賓北部山地登陸，其

此後的風力將有所減弱。  

 

(七 ) 資料來源  

1. BBC News 中文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5532473 

2. ETtoday 新聞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915/1259313.htm 

3. 香港 01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 /300349/颱風山竹 -破壞力太強 -死傷多 -山竹 -

遭颱風委員會永久除名  

4.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4196 

5. 轉角國際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2/33716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