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大爆炸如戰場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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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傷傷
石化氣體外洩肇禍 兩消防生死未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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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高雄市前鎮區前日深夜至昨日凌晨連續發生石化氣體大爆炸。據消防署的統計，已有 26 人死亡、280 人受傷，趕赴救援
的兩名消防員則至今下落不明。高雄市政府經初步調查，認為導致氣爆的氣體為丙烯，軍方等救援隊伍在黃金 36 小時內繼續探測生命跡象。
8時
據46中通社報道，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在前晚
分接報前鎮區凱旋三路與二聖路交岔口大

範圍疑似瓦斯外洩，至深夜 11 時 59 分起連續發生
多起爆炸火災，液化氣體沿着雨水下水道等地下
管線流竄，一路從一心、二聖、三多、凱旋路爆
開。爆炸影響範圍包括凱旋三路、二聖路、瑞隆
路、三多一路、崗山南街一帶，面積約 2 至 3 平方
公里。凱旋三路許多路面被炸至塌陷，連前往救
援的消防車也被波及翻倒；受傷、死亡的民眾大
多在騎樓及路旁觀看狀況，其中有二十多位警察
與消防隊員因為救援而受傷、死亡，反而是留在
屋裡的民眾幾乎都沒事。
住在二聖路附近的吳姓護理師說：「爆炸發生
時，還以為是地震，隨後馬路上路燈全停，還有
爆炸聲陸續傳出，外面到處都是燒焦味，殘火不
斷燃燒。」

三多路如戰爭過後

千四軍人投入救援
氣爆事故發生後，軍方即編成救援部隊，投入
兵力 1,439 名和各型機具 125 輛，出動偵檢車、救
護車、悍馬車、照明車、多功能工兵車及生命探
測儀等救災裝備；救災部隊主要執行人員搜索、
搶救、醫療後送及現場管制工作，另有工兵及化
學兵部隊執行路面清理及化學物質消除作業。
據高雄市政府昨日下午 3 時 40 分許發出的新
聞，經初步調查，導致氣爆的氣體為丙烯，目前
氣爆情形已控制住，但消防局主任秘書林基澤和
瑞隆分隊小隊長劉耀文仍下落不明，市府會搶在
黃金救援時間72小時內，全力搶救失蹤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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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救人員帶着搜救犬在凱旋三路現場
尋找有無受困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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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發生嚴重氣爆造成重大傷亡後，台灣
各地紛紛伸出援手；多位縣市長表示願隨時
提供一切支援，各界愛心物資湧入，多家企
業慷慨解囊，1 天之內捐款已突破 2.7 億元
（新台幣，下同）。
台北市長郝龍斌及新北市長朱立倫除已聯繫
高雄市政府，表示全力提供人力、器械協助之
外，還宣布取消原定今日舉行的大稻埕煙火及
三重煙火節，苗栗縣政府也取消原訂今日在後
龍鎮外埔漁港舉辦的海洋觀光季活動。

桃園台南派員救援

桃園縣長吳志揚在昨日清晨 6 點多，即致電
高雄市長陳菊，表示願意提供各項協助，幫
助高雄度過難關。縣府當天上午 8 點多，隨即
由消防局先行派出首批特種搜救人員 6 名及 2
隻搜救犬，前往事故地點配合高雄市府支援
救災工作。
與高雄接壤的台南市，同屬民進黨的市長
賴清德昨天上午宣布，台南市共出動消防水
箱車、水庫車及救護車等救援車輛共 22 車，

學者：管線一處裂爆即連環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高雄市發生台灣有史
以來最嚴重的一起石化氣爆，造成慘重傷亡，氣爆禍
首疑為丙烯。學者推論可能是管線接縫處密封不良、
管線本身鏽蝕、或是工程等外力導致管線破裂和氣體
洩漏，呼籲政府宜全面清查老舊的石化管線。
台灣大學化工系退休教授施信民表示，任何管線都
有洩漏的可能，因為隨着年代老舊，難免會有一些接
縫處出現密封不良的狀況，或是管線本身鏽蝕產生破
洞，也有可能是工程等外力導致管線破裂。
施信民表示，管線連環爆，可能是有多處洩漏、洩
漏後隨水溝路線竄到其他地方；或是一處洩漏爆炸
後，爆炸震動毀損其他部位的管線，再造成多次爆
炸。但實際原因必須到現場勘查才能確定。
他表示，丙烯洩漏的處理方式，除了趕緊關閉上下
油管線外，也可在現場噴撒水霧、二氧化碳、或是其
他惰性氣體稀釋丙烯的濃度，水霧還有降溫的作用。

呼籲清查老舊管線
台灣科技大學化工系教授劉志成表示，丙烯是石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台灣高雄市發生燃氣爆炸造成重
大人員傷亡後，中共中央總書記
習近平十分關心，指示中共中央
台辦、國務院台辦負責人向台灣
有關方面轉達他和大陸人民對在
本次事件中不幸遇難同胞的深切
哀悼、對遇難者家屬及受傷同胞
的誠摯慰問。
國台辦立即啟動緊急聯繫機制，
通過台灣陸委會轉達了習近平總書
記和大陸人民對台灣傷亡同胞及其
家屬的哀悼和慰問。

梁振英致哀慰問
香港文匯報訊 就台灣高雄
市發生氣體爆炸事件造成多
人傷亡，香港行政長官梁振
英昨日代表香港特區政府和
香港市民向高雄市遇難者表
示哀悼，並對他們的家屬致
以深切慰問。

本港連環氣爆機會微

一方有難 全島馳援

重災區三多路的氣爆現場，滿目瘡痍有如戰爭
過後；汽車遭爆炸引發的警報聲音，更是四處響
起，居民根本難以入眠。現場火光照亮夜空，路
面及水溝蓋被炸碎，散落於地。位於三多路的彭
小姐表示，起先在屋內聞到濃濃瓦斯味，隨後看
到消防車到場警戒，接近午夜 12 時屋外傳來爆炸
聲，小北百貨後方窗簾店附近烈焰衝天。她說，
幸好附近加油站沒被波及，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與土木技師公會代表事後前
往意外現場勘查，認定現場的管線及馬路損害得
相當嚴重，但除了招牌掉落、鐵門及鐵皮屋等損
毀外，附近房子主結構方面並無太大毀損。
爆炸發生後，高雄市於昨日凌晨零時 40 分立即
成立災害應變中心，由市長陳菊擔任指揮官；台
北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於 1 時開設，台灣「內政部
長」陳威仁、「經濟部長」張家祝及「行政院
長」江宜樺均進駐，隨時掌握最新情況。
台灣領導人馬英九昨日上午 9 點 45 分抵達災害
應變中心，聽取高雄氣爆事故簡報，同時和高雄
市長陳菊進行視訊會議，了解最新情形。

習近平哀悼死者慰問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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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氣爆

■ 台灣陸軍出動兵力協
助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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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產業鏈中最基本的原料，質地單純，但反應性
強，非常容易燃燒，只要完全燃燒，排散出的僅是二
氧化碳和水，不會產生劇毒。
不過，劉志成認為，丙烯等氣體雖不致產生劇毒，但
這些物質可能會在人體、農田、魚塘和地下水等環境累
積，不但易造成污染，也會破壞臭氧層，台灣工業多年
來已奠定完整的上中下游體系，但很多埋設在地下的管
線已老舊，甚至不乏日據時代的管線，包括高雄與雲林
麥寮等地的石化管線，政府都應全面清查。

消防人員及特搜人員共 45 人，前往高雄協助
救災；並啟動台南市緊急醫療機制，協助高
雄市災變意外的傷者。

一天善款達7200萬
多家企業也紛紛以行動支援災區，慷慨解
囊 ， 截 止 捐 款 破 2.7 億 元 （ 約 7,200 萬 港
元）。其中，台塑集團表示將捐 2,000 萬元給
高雄市政府，專款專用；日月光集團透過日
月光文教基金會捐出 1,500 萬元，協助救災；
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金仁寶集團董事長
許勝雄、頂新集團、老牌水泥股東泥公司、
宏達電及員工、中信金控分別宣布捐贈 1,000
萬元賑災；元大金控、元大金控創辦人夫人
杜麗莊、上海台商協會分別捐款 500 萬元；中
租企業團旗下公司捐款 300 萬元，給高雄市政
府社會局社會救助金專戶；宏碁集團、手機
晶片廠聯發科各捐款200萬元；
宏碁創辦人施振榮個人也捐款
100 萬元，希望能夠幫助受災的
&
民眾。
■據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台灣高雄發生氣
體爆炸事件，死傷枕藉。本港專家指出，香港中
華煤氣公司所用的喉管物料和氣體不同，而監察
系統嚴謹，本港發生連環氣爆的機會不大。學者
則表示，大部分可燃氣體都有氣味，市民一旦發
覺洩漏，應立即通知有關部門切斷氣源。
香港管線專業學會會長黃敬表示，如果地下的
氣體管道和水管接近，會增加管道腐蝕導致氣體
洩漏的風險。而地底管道錯綜複雜，如果有重叠
會增加爆炸風險。
他又說，無論是液體或氣體的管道，如果有漏
氣的話，氣體就有機會隨着其他管道例如排水管
道，去到某個密閉空間積聚，濃度不斷提升，到
了可燃爆的程度後，當有人點火就會即時爆炸。
如果洩漏發生在普通路面，問題不大，因為空氣
會將它稀釋了，達不到爆炸點的濃度。
香港大學化學系副教授馮應昇表示，氣體管道
內有壓力，一旦洩漏，氣體會沿地底擴散，遇上
熱力等燃點的條件，就會爆炸。由於管道通常接
駁到民居供氣，爆炸有機會蔓延至民居，對於居
民影響大。他說，大部分可燃氣體都有氣味，一
旦洩漏應該可以發現，要通知有關部門切斷供
氣，阻止進一步擴散。

甲烷氫氣易消散難積聚
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工程師盧覺強說，對於
高雄發生氣體爆炸事件後，約 4 小時仍未找到洩
漏源頭是不可接受，因為氣體管道應有壓力錶監
察氣壓，若有洩漏，氣壓會驟降，便可檢查出洩
漏位置。反之，香港有系統作即時監察，發生同
類事件的風險低。
香港機電工程署表示，關注高雄爆炸事件，本
港無輸送丙烯的喉管，而輸送煤氣同石油氣的管
道，都有防止洩漏的嚴謹標準，署方亦會定期巡
查。本港中華煤氣公司稱，他們採用的氣體是甲
烷及氫氣，比空氣輕，容易消散，不會積聚。煤
氣公司又稱，地下喉管是由聚乙烯製造，屬於塑
料管道，不會生鏽，漏氣的機會率很低。公司會
定期巡查，亦設有控制中心，監測全港調壓站的
氣壓有無出現不正常情況。

藍綠陣營暫停競選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高雄市發生連
環氣體爆炸，造成嚴重傷亡；國民黨及民進黨昨日都
宣佈暫停一切競選及輔選活動，全力投入救災。
國民黨方面，副主席兼秘書長曾永權昨日上午召
開緊急因應會議，代表黨中央對罹難者家屬表達沉
痛哀悼之意，並作出四點決議，包括要求高雄市黨
部、黨籍議員及各級黨部全力投入協助救災、募集
所需資源；黨籍縣市長全力調度人力、物力、器具
投入救災；國民黨將暫停競選及輔選活動；黨團也
成立災變協調支援小組，全力投入救災相關事項的
協調與支援工作。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昨日一早到達民進黨中央黨
部，邀集秘書長吳釗燮等主管召開災害應變會議。
蔡英文並提出四點指示，包括黨中央即刻暫停所有
選舉活動，原訂周末啟動的全台輔選授旗活動全部
暫停；請南部執政縣市首長投入協助救災，並盡速
提供一切資源及人力；責成南部縣市地方黨部即刻
投入協助救災工作；在緊急救災告一段落後，全黨
協助募集救援物資。

■高雄氣體爆炸已造成26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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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烯易燃用途廣
高雄氣爆目前傳出可能是乙烯或丙烯肇禍。丙
烯是乙烯以外最重要、且用量僅次於乙烯的烯
氫，為石油化學領域極重要的基本原料之一。
丙烯在常溫下是無色無味氣體，非常容易燃
燒，不具腐蝕性，可溶於水、乙醇及醋酸，蒸氣
會導致眩暈或窒息，若接觸到則會
導致嚴重的凍瘡。
一般人所熟知的許多消費性商品
如地毯、綑帶、汽車零件塑膠、玩
$
具、漆料等，都是由丙烯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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