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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中部龍捲風  

(一 ) 事件描述  

   美國 5 月進入龍捲風高峰期，從 108 年 5 月 20 日起，美國中部部分地區

遭遇嚴重雷暴天氣，德克薩斯州、奧克拉荷馬州、密蘇里州和阿肯色州的部

分地區一天之內至少遭遇 21 次龍捲風襲擊，而且還可能會有更多，特別是

密蘇里州和阿肯色州的部分地區；奧克拉荷馬州則是遭受嚴重洪澇威脅。藤

田級數 EF3 等級的龍捲風，25 日夜間襲擊奧克拉荷馬州、奧克拉荷馬市附

近的埃爾里諾 (El Reno)，瞬間造成巨大災情，損害面積超過三公里長，場面

讓人怵目驚心。  

 

  

圖 1 美國奧克拉荷馬州曼古姆市，一場龍捲風在暴風雨中旋轉  

 

(二 ) 災情描述  

   美國近來已進入了 5 月的龍捲風旺季，各地災情不斷。19 日，堪薩斯州、

路易斯安納州與奧克拉荷馬州，就先後遭到龍捲風重創，還有冰雹雷雨的摧

殘，百年大樹被連根拔起，房屋建築、百年莊園也變成破瓦殘骸，如同廢墟，

民眾苦不堪言。奧克拉荷馬州緊急事務管理部於 20 日晚發布消息，全州停

電達 2,085 次，加上高水位與暴風雨的影響，許多高速公路被迫關閉，且多

處農業穀倉、房屋被毀。  

   6 年前的 5 月 20 日，奧克拉荷馬的摩爾市，就曾遭到寬度達 2 公里的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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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五級龍捲風肆虐，它在地面上作亂 37 分鐘，造成 24 死、215 人傷，當時

估計損失金額超過 20 億美元。然而，今（2019）年還才過不到一半，全美

已出現 660 個龍捲風，超過 10 年平均值，以 5 月高峰期看，今年也已遠遠

超標，驚人數據讓人更加擔憂。  

   龍捲風 25 日週六橫掃奧克拉荷馬州埃爾里諾 (El Reno)，把一家汽車旅館

和移動住宅區 (Skyview Mobile Home Park)幾乎夷平，龍捲風全程僅停留短短

4 分鐘，就將建築物上層全掀開，屋體被掃得支離破碎，至少造成 2 人死亡，

另有多人受傷。  

   接下來美國中部，從德州西部到伊利諾州，多達 1000 萬人口可能受到嚴

重水患的威脅，州長已發布緊急狀態，下令各城鎮疏散。鄰近的阿肯色河瀕

臨氾濫，水位可能破紀錄，奧克拉荷馬州塔爾薩 (Tulsa)首當其衝。美國氣象

局 27 日警告，伊利諾州芝加哥可能有龍捲風和暴雨來襲，當地也開始下起

冰雹。  

   受洪水影響，奧克拉荷馬州 22 個縣和堪薩斯州 17 個縣的高速公路，密

蘇里州 330 多條公路均被關閉。美國鐵路公司也暫停了聖路易斯和堪薩斯城

之間的鐵路服務。  

  

圖 2 龍捲風橫掃奧克拉荷馬州，一家汽車旅館和移動住宅區幾乎夷平  

 

(三 ) 政府之應變作為  

   美國中部近來遭到龍捲風和暴風雨侵襲，奧克拉荷馬州災情慘重，日前

有汽車旅館和移動住宅幾乎夷為平地，造成 2 人死亡，至少 29 人受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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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救難人員與搜救犬立即重裝上陣，在破瓦殘骸中尋找生命跡象。當地還面

臨河川潰提的威脅，州長宣布緊急狀態，下令居民疏散，在愛荷華和伊利諾

州也躲不過龍捲風和暴雨來襲。  

   惡劣天氣給當地民眾的生活帶來嚴重影響。由於河流、溪流水位的不斷

上漲，當局敦促奧克拉荷馬州和堪薩斯州幾個小鎮的居民離開家園。在密蘇

里州州府傑斐遜城，市長下令對包括機場在內的一些地區進行強制疏散。  

 

(四 ) 致災原因研判  

   根據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的統計數據，美國每年平均會發生近

1200 場龍捲風。大多數年份的 4 月至 6 月是美國遭遇龍捲風襲擊的高峰，一

天出現好幾次龍捲風的情況時有發生。  

 

(五 ) 可借鏡之處  

   龍捲風的英文名稱為「 tornado」，是指由積雨雲底向下發展狀似漏斗的

強烈旋轉氣柱，當此旋轉氣柱向下接觸到陸地時稱為陸龍捲，接觸到海面則

稱為水龍捲。嚴格來說，漏斗狀的氣柱要接觸到陸地或海面才稱為龍捲風，

若只懸在空中迴盪，則只能稱為漏斗雲。龍捲風的直徑由數十公尺至數百公

尺不等，平均約 250 公尺，一般都呈上大下小的漏斗狀，漏斗狀雲柱自雲底

向下伸展至地面，繞著本身的中心軸急速旋轉，大多是以反時鐘方向旋轉，

但是也有很少數的龍捲風是以順時鐘方向旋轉的。龍捲風的路徑，平均約在

5 到 10 公里之間，然而亦有長達 300 公里的紀錄；龍捲風的生命期，最短的

不到 1 分鐘，但有些則可長達數小時，平均約 10 分鐘，龍捲風所經之處常

造成嚴重災害。一般形容龍捲風狀似暗灰色的漏斗或象鼻，但是因為風是看

不見的，所以透過肉眼可看見的龍捲風通常是因為旋轉的氣柱中含有雨滴，

或捲起了地面塵埃、海水。  

   龍捲風發生在世界上許多地區，包括美洲、澳洲、歐洲、非洲和亞洲，

而發生最頻繁的地方是美國，主要出現在美國中西部大平原上，因為西側有

從洛磯山脈吹來的乾空氣，南側有墨西哥灣吹來的暖濕空氣，兩股氣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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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乾冷空氣下沉、暖濕空氣上升，使得該地區大氣非常不穩定，特別有利

於龍捲風生成，形成所謂的龍捲風通道 (Tornado alley)。  

   美國由於龍捲風發生頻繁，因此十分重視龍捲風的預報，當雷達資料顯

示有「勾狀回波」時，氣象人員便要密切監測並適時發布警報，以提醒民眾

做好防護措施。臺灣因氣象與地形的限制，龍捲風之規模較小、災情較為輕

微，不過近年來在臺北新店和臺南市區發生的龍捲風都發生捲翻汽車、吹倒

電線桿或吹掀屋頂的情況，可見在臺灣仍不能忽視龍捲風可能帶來的災害。 

  

(六 ) 專家分析  

   藤田級數是龍捲風強度的分類等級，最早在 1971 年由芝加哥大學的藤田

哲也博士提出，並得到了美國國內的長期使用。在 2007 年 2 月 1 日藤田級

別進行了更新改良，稱為改良藤田級數（英語：The Enhanced Fujita Scale, EF 

Scale、日語：改良藤田スケール，又名：EF 級數），成為美國國內龍捲風

強度的最新等級系統。加拿大於 2013 年採用。  

 

表 1 美國國內龍捲風強度的最新等級系統稱為改良藤田級數，又名 EF 級數 

級

數 

風速（估計） 

相對發生

頻率 
潛在損害 

英里每

小時 

千米每

小時 

米每

秒 

EF0 65–85 105–137 29–37 53.5% 
輕微損壞程度。 屋頂和壁板被破壞。樹枝被折斷，樹

根下沉。 

EF1 86–110 138–178 38–49 31.6% 
中等損害程度。屋頂被掀飛，房車損壞或掀倒。門被

吹走，窗戶玻璃破碎。 

EF2 111–135 179–218 50–61 10.7% 
可觀的損害程度。結構較穩定房子的屋頂和牆壁被破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9%87%8C%E6%AF%8F%E5%B0%8F%E6%99%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9%87%8C%E6%AF%8F%E5%B0%8F%E6%99%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3%E7%B1%B3%E6%AF%8F%E5%B0%8F%E6%97%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3%E7%B1%B3%E6%AF%8F%E5%B0%8F%E6%97%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6%AF%8F%E7%A7%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6%AF%8F%E7%A7%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8B%E9%A1%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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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木造房屋地基開始移動，移動住宅被完全破壞，

樹木從根部被折倒。 

EF3 136–165 219–266 62-74 3.4% 

嚴重損害程度。即使結構穩定房子的大部分結構被破

壞，比較大的建築物也遭受嚴重的損害。列車翻車，

被吹跑的樹木會從天而降，笨重的車也會脫離地面。

地基較差的房屋會被掀起，吹到較遠的地方去。 

EF4 166–200 267–322 75–89 0.7% 
極端的損害程度。結構穩定和所有的木造房屋完全被

破壞。車是像小型飛彈一樣被吹飛。 

EF5 >200 >322 >90 <0.1% 

無法想像的、極其劇烈的損害程度。極為堅固的建築

物從地基被摧毀，汽車大小的物體像飛彈一樣被掀至

100米的高空，鋼筋混凝土製造的建築物也遭受到嚴

重的損害，高層建築的結構會遭受很大的變形。 

 

(七 ) 資料來源  

1. 中央氣象局  

https://www.cwb.gov.tw/V7/knowledge/planning/tornado.htm 

2. 每日頭條  

https://kknews.cc/zh-tw/world/gjx8a6y.html 

3. 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802892 

4.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https://www.weather.gov/oun/efscale 

5. Storm Prediction Center 

https://www.spc.noaa.gov/efscal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5%9F%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2%A2%E7%AD%8B%E6%B7%B7%E5%87%9D%E5%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5%B1%82%E5%BB%BA%E7%AD%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