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電南部發電廠暨
高雄營業處搶修過程回顧 
文／林蔓禎   圖／台電公司高雄區營業處

高雄氣爆周年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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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3年 7月 31日深夜 11點左右，高雄

市前鎮區、苓雅區驚傳劇烈聲響，霎時間，火光

劃破天際、照亮夜空，驚醒沉睡中的居民，也帶

來史無前例的空前浩劫與災難！

這起嚴重的石化氣爆事件，不僅造成數十人

死亡、數百人受傷，更將一心路、凱旋路等多條

道路炸毀炸斷，整個三多路更被氣爆威力炸開一

條寬數公尺、長達 2公里的大壕溝；路旁消防車

傾倒、汽車遭炸毀，周圍民宅與商家亦遭嚴重損

害；災區現場哀鴻遍野、滿目瘡痍，宛如戰場般，

令人不忍卒睹。

當各方輿論開始究責，質疑石化管線既已出

現氣體輸送異常反應時，為何不立即通報，反而

繼續進行輸送之際，隸屬於台灣電力公司的南部

火力發電廠與高雄營業處，早已動員起來，秉持

「救災第一」原則，堅守崗位、各司其職，共同

以災區電力的安全與維護為首要任務。

事發至今屆滿一年，一年的時間，是否

足以讓我們了解事實真相、懂得徹底反省和

深思？如今，石化氣爆的原因已釐清，管線

重置的問題也獲得解決，我們回顧歷史，除

了從事件中記取教訓，也切莫忘了當時那一

群為了市民為了高雄，拚命做好供氣、復電

的台電弟兄們與所有的無名英雄！

南部發電廠

台電公司南部火力發電廠主要供應天然

氣發電，負責大高雄地區民生用電、高雄捷

運、加工出口區、大型購物中心與百貨商圈

的電力供應重任。四部機組每小時供電量達

111.8萬瓩，約占全高雄 10%的供電量，是

南部地區最重要的發電來源之一。

氣爆發生當時，甫回到台電宿舍的燃料

組主辦何明聰表示，宿舍距離災區約 400公

尺，能明顯感受到氣爆帶來的威力，但他以

為是地震，並未多加留意。不久之後接到值

班同仁蕭經理打來的電話，才知發生了嚴重

的氣爆事件。所幸在確認台電的天然氣管線

並無任何受損的情形，才暫時放心。翌日，

田丁財廠長即刻成立緊急應變小組，負責專

管護管與對外溝通聯繫。所謂的「護管工

程」，是為了妥善保護天然氣專管，避免被

其他單位進行搶修時波及或遭到破壞所進行

的維護作業。同時，考慮到天然氣管線同樣

經過氣爆災區，為避免再次發生不幸，以及

因應高雄市政府進行災區搶救與道路重建工

程，8月 1日，南部發電廠全廠機組停機、

天然氣供氣專管停止供電。8月 4日，進行

天然氣專管排氣、淨化工程，全力配合高雄

市政府的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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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災難電影般的場景，出現在真實世界

② 8月 1日下午到現場勘災，炙熱的天氣令同
仁分不清臉上是汗水或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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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營業處

場景來到高雄營業處，這裡是台電公司

負責大高雄地區供電系統的主導單位。因此

氣爆發生後，「恢復正常供電」就是高雄營

業處的第一要務。氣爆事件來得又急又猛，

令人措手不及，高雄營業處在當時的維護組

經理蔡勝輝 (現任資訊組經理 )帶領下，從

8月 1日開始進駐災區搶修，整整 7天時間，

從清晨工作到深夜，夜以繼日、不眠不休，

終於在 8月 7日恢復供電，完成對居民的承

諾。

從民國 69年進入台灣電力公司服務至

今的蔡勝輝經理，30多年來歷經無數次的

颱風、豪雨、洪水等事故，凡事身先士卒的

他總是跑在第一線，從不缺席，身經百戰的

他也總能談笑用兵、化險為夷。然而，一

年前發生的高雄氣爆事

件，搶修過程令他終生

難忘，期間發生的許多

小故事、與當地居民的

互動，更讓他難忘、感動！

8月 1日上午 8點，高雄營業處召開

第一次會議，原本處裡即設有「天然災害應

變中心」亦隨即啟動應變機制，當時高雄營

業處處長及副座均公出台北，也在第一時間

內趕回高雄處理災變。下午 1:00，處長親

自主持第二次會議並全面檢討人力、材料與

機具動原的情形，即刻擬定搶修計畫。下午

2:30進行現場勘查配電設備受損情形，初

步估計高壓電纜 30,000公尺、低壓電纜一

萬 5,000公尺，以及管路一萬公尺有受損的

情形。晚間 7點 30分開會向趙天麟立委與

全體里長報告台電搶修計畫，並由蔡勝輝經

理評估整體情況，做出 5-8天復電的承諾。

一開完會議立刻進駐現場，當時混亂的

局面、圍觀民眾的干擾⋯這些都不打緊，最

令台電同仁難過的是當地

用戶對台電的不諒解。他

們原以為地下管線爆炸與

台電有關，後來得知無關，

且台電也是受害者之後，用戶的態度才有所

轉變。

這次氣爆的發生，沒有預警，也無前例

可循，全靠平日的訓練與現場臨場反應。擔

任現場總指揮官的蔡勝輝，每天一到災區現

場，就必須面對各種無法預知的狀況：現場

的調撥、人員的協調、施工的困難，即使千

頭萬緒，也要立刻做判斷、下決策，複雜困

難的程度絕對超乎想像。往往做到一半發現

不對就得當機立斷馬上調整，現場一百多人

的團隊，除了需具備足夠的專業與經驗，還

得在短時間內磨合、適應，培養工作默契。

幸賴蔡經理的經驗老道，優異的領導統御能

力更發揮了極大的功能，加上台電弟兄平日

即訓練有素、臨危不亂，彼此也有交情，溝

通無礙，更加快工程進行的速度。

當時每日行程是六點進辦公室開會，

說明當天的既定工作計畫與目標，7點到達

現場開始工作。中午休息時間也要跟時間賽

跑，邊吃便當邊開會，平均花 10分鐘吃完

便當兼開完會。就這樣持續工作到深夜，回

到家躺上床時往往都已凌晨 1、2點，睡不

到 3、4小時又得上工了。

戰士沒有選擇戰場的權利

在復電搶修這 7天時間裡，各種天候

狀況幾乎都被台電人遇上：有時早上還艷陽

高照，轉眼間卻烏雲密布，不一會兒便下起

傾盆大雨來。斷路殘壁、地基掏空、管線裸

露⋯，加上大雨帶來的鬆軟土質與泥濘路

面，種種惡劣的環境，更加重施工的困難。

然而，「戰士沒有選擇戰場的權利。」蔡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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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同仁平日巡視呵護的設備瞬間成廢墟

④ 凌亂的管線，真令人無語問蒼天

⑤ 台電公司的搶修同仁，盡全力搶修復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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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經理一句鏗鏘有力的回應，讓我們見識到

台電人誓言達成任務、堅持到底、努力拚搏

的精神！

蔡經理表示，既然承諾 5-8天恢復供

電，就無論如何都要做到。台電的弟兄也都

有此共識，沒人喊累，也沒人說不加班。「我

們有 7、8個班，一天有十幾個工地在做，

我每天會駐在當天最難處理的點，其他的工

地就由幾位課長、班長協助處理。我們有位

線路班的同仁鄭介彰，是重災區的受災戶，

他一樣天天上工，過家門而不入。」蔡經理

瀟灑的說著。節約能源課課長洪敏捷也說：

「當你看到那個災區、那種慘狀，所有台電

人的責任感便油然而生。」放飯時間，在哪

裡領到便當哪裡就是餐廳，所以騎樓下、公

園裡、馬路旁⋯，隨處都有台電人吃便當的

身影。原本預計每天收工後回公司開檢討會

議，但很快發現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於是

就地開會，往往夜深人靜時只剩台電同仁還

聚在一起討論公事。

用戶的肯定是最大的原動力

氣爆事件屬於突發性災變，事發後各

單位人馬紛紛進駐災區進行支援與搶修，白

天的時候，警察、憲兵、電力公司、瓦斯公

司、自來水公司、消防局⋯，還有許多看熱

鬧的人群。但一到夜晚，人潮逐漸散去，約

莫 8點鐘過後，通常只剩台電的工作班還在

趕工。這時，一股混合著燒焦味、化學氣體

與金屬熔蝕後的嗆鼻氣味陣陣飄了過來，奇

怪的是，白天時味道並不重，但一到夜晚就

特別明顯。有些台電同仁覺得害怕，想跑，

蔡經理於是安慰同仁：「不用跑啦！我們心

存善念，而且做的是對的事，是在幫他們，

所以根本不用害怕，免驚！」經理這番話確實

能穩定軍心，種種靈異傳聞與現象，也不再困

擾夜夜加班的台電人。

一開始，當地用戶因為對台電人員的工

作不了解，以致產生誤解。例如進行地下電纜

線工程時，必須一個個人孔蓋、一站一站統統

接好了，才能一次供電通電。民眾不清楚，以

為台電偷懶，做一半就離開，但台電人員無暇

逢人便一一解釋，導致民眾誤解的情形時常發

生。不過很快的，當用戶看著台電人員天天從

清早做到深夜，已能充分理解台電人員的認真

與辛苦。

後來，當地居民已將台電人當作自家人

看待，只要穿著台電制服走在馬路上，就會有

民眾遞上飲料⋯。很多不認識的民眾默默送來

點心、消夜；老先生買來一大袋麵包，丟著就

走，同仁連謝謝都來不及說；台電工程車停在

路邊，一回頭發現車上滿滿的都是礦泉水⋯。

這類情形天天上演，也表示台電的行動受到用

戶的肯定。媒體不報導、不給掌聲都沒關係，

但能直接感受到當地居民對台電的認同，就是

最好的回饋與鼓勵。「一罐飲料、一塊麵包都

只是心意，但禮輕情意重，你知道嗎，大熱天

裡的一碗冰都能讓我們這群大男人吃到快掉

淚！」蔡勝輝略帶激動的說。

搶修工程進行到第 7天，所有工程施作一

切順利，無任何工安問題產生。深夜 11時 30

分左右，就要進入最後一個階段「低壓活電」

的工程時，天空開始雷聲大作，蔡經理正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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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沒有選擇戰場的權利，只有完成任務與目標的
使命

⑦ 課長抓緊吃飯時間，分配工作

⑧ 累到席地而睡的台電同仁，他們另外的身分是
人子人夫人父

⑨ 搶修工作的進行，吸引媒體關注、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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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下大雨恐會延誤時程時，一旁有位阿伯立

刻說：「放心，絕對不會下雨！過了 12點

就是頭七了，你們趕快通電，好讓我們清理

家園。如果真有亡者，也讓他們有路燈的指

引，照亮回家的路！」說完，雷聲停了，8

月 7日 0點 20分，完成低壓活電與最後檢

測，0點 25分正式完成供電通電，連續 7

天的奮戰總算告一段落，同仁們疲憊的臉龐

終於露出一絲笑容。

此時，剛才的阿伯與幾位關心的民眾要

求與台電弟兄合影，於是在昏暗的燈光下，

留下了這歷史的鏡頭，這一幅珍貴動人的

畫面！ 0 點 30 分，現

場收拾完畢，同仁一一

搭上工程車離開。頃刻

間，天空風雲變色、雷

電交加，雨，開始下下

來了⋯⋯。

管路原地更新復原工程

氣爆發生後，在高雄區營業處的極力

搶修下，讓災區７日復電。但南部發電廠的

管線天然氣管線，因為與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下水道箱涵復健工程的施作有所牴觸，在市

政府的要求下，8月 14日，於一心路路段

進行天然氣管線切除工程。這在用電量屬尖

峰階段的盛夏時期，對台電來說是痛苦、困

難的抉擇，此時全台供電備載容量率更數度

低於供電警戒線 (6%)以下。供電情況雖然

吃緊，但為了維持供電品質與穩定度，必須

向鄰近的興達、大林等發電廠尋求替代能源

以因應南部發電廠龐大的

能源短缺。至於每日高達

2,000萬元的替代燃料成

本，台電公司則全數自行

吸收，只為了提供更好的

用電品質給民眾。幸好因

調度得宜，也未實行限電措施。

因此，盡速讓南部發電廠恢復供氣發

電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而管路原地更新復

原的工程更是一大挑戰。這條管路是南部火

力發電廠的命脈，停止供氣發電期間，台電

有形的損失約 20億元，但無形的損失則難

以估計。為加快恢復供氣發電與管路原地更

新復原的時程，在這 3個月期間，南部發電

廠便召開近 50次的專管復建會議，以及多

次說明會，分別向高雄市政府、中國石油公

司、當地居民與民意代表溝通協調，詳細說

明天然氣管線的用途與安全性，以釋大眾疑

慮。尤其為回應市政府「石化管線不回埋」

的政策，黃重球董事長、朱文成總經理、鍾

炳利副總經理與發電處劉奇宗處長更數度南

下坐鎮，並親赴市政府向陳菊市長說明「天

然氣管線是作為發電之用，是民生管線，而

非石化管線」的內容，才獲市府同意原地更

新復原工程之進行。

103年 11月 12日，歷經 102天的艱

辛過程，南部發電廠的天然氣專管終於完成

復原更新並通過安全檢測，當日即進行天然

氣專管通氣建壓，第一部機組 (GT12)順利

於晚間 7點 22分併聯，11月 13日全廠各

機組亦完成首次併聯，南部發電廠天然氣專

管原地更新並恢復使用。

後記

無論是災區復電、管線回埋、停止供氣

協助災區重建等事項，台電同仁由上到下，

都承受著極大的壓力，但沒人有怨言，只想

趕快把事情做好。儘管過程一波三折，但在

多方溝通、相互協調、努力之下，終究不辱

使命，艱鉅任務至此圓滿達成，也讓今日的

高雄，重現經濟繁榮之景象。

10 11 12 13

⑩ 台電同仁此時希望的除了快速復電，還有
搶修工作零災害

⑪ 工作班一個點換過一個點的修復線路

⑫ 夜幕低垂的凱旋路上，只見台電同仁繼續
搶修工作

⑬ 8月 7日 0點 25分災區全部復電，疲備的
台電同仁，應受災戶的要求留下了歷史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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