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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2 中國大陸天津港危險物質爆炸事件 

 

摘要 

2015 年 8 月 12 日晚上 11 點 30 分左右，於中國大陸天津港濱海

新區國際物流中心瑞海公司所屬倉庫，存放數量龐大且超過 40 多種

的化學危險品，因發生火災進而引發多次爆炸，更導致第一時間趕赴

現場救援的消防隊員重大死傷的事件。資料統計截至 9 月 12 日止，

這起事故造成 173 人罹難、798 人受傷，為中國大陸消防人員死傷最

多且後果最慘重的化學危險品事故。 

因此，應該藉由此次天津重大危險品爆炸事故做為警惕，省思若

於我國發生類似重大傷亡之公安事故，現有的化學品管理與防救災機

制是否足以應付，以及目前安全檢查與稽核是否落實，期能降低危險

物質與化學品爆炸的災害風險。 

一、 前言 

天津港目前由天津港集團有限公司負責經營，近年來正加速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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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規模。然而在 8 月 12 日晚上發生瑞海公司所屬危險品倉庫爆

炸事件後，輿論對於天津港周邊區域民眾居住之安全相當憂心與關

切。 

依據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的事件統計指出，近 5 年內

共發生約 200 起的爆炸事件，並造成超過 1,000 人死亡。其中於 2013

年 11 月 22 日山東省青島市發生的輸油管氣爆事件，造成 62 人死亡、

136 人受傷與 2014 年 8 月 2 日江蘇省昆山市中榮金屬公司粉塵爆炸

造成 97 人死亡最為嚴重(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2015)。

然而面對每年不斷發生之工業意外事故，傷亡與後果衝擊層面亦不斷

擴大，應足以喚醒中國大陸政府能正面且積極的重視化學品安全管

理，以及公安事故之防範與落實法令執行成效。 

綜觀這起化學品爆炸事件的可能肇事原因，主要為中國大陸政府

長期追求經濟發展而疏忽於化學品安全管理，另存放大量化學危險品

的倉庫與鄰近住宅區未保持安全距離規定，及在化災緊急應變搶救作

為上的疏失，使得在化學物質資訊不明的狀況下，仍趕赴事故現場進

行滅火的消防隊員因此而喪生。此外由於中國大陸近年來陸續發生多

起嚴重傷亡的工業事故，一再暴露出中國大陸政府於化學品管理及與

災害緊急應變救援上的隱憂，事故不斷發生亦引發中國大陸民眾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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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輿論的嚴重撻伐。 

二、 緊急救援處置綜整 

本次事故為危險物質與化學品爆炸，更導致大規模的民眾與救災

人員嚴重傷亡的情況，相關災情詳如圖 1~圖 2 所示。災防科技中心

經彙整後，提出以下之事件緊急救援處置重點： 

1. 事故規模與衝擊 

根據中國地震台網記錄顯示，第一次爆炸發生時間為 23 時 34 分

6 秒，第二次爆炸在 30 秒後，所測量到的爆炸威力約為芮氏規模 2.9

地震，相當於 21 噸 TNT 黃色炸藥。截至 9 月 12 日下午，累計已經

造成至少 173 人死亡和 798 人受傷，並導致周邊 16 所學校受損，一

萬七千戶民宅受損(央廣網，2015)。 

因為於爆炸後一週內周遭環境檢測陸續量測出氰化鈉和有毒物

質，使得於現場人員救援與廢棄物清除復原工作更加困難。此外對於

天津港亦造成非常嚴重的營運衝擊，不僅傳出外資投資的工廠無限期

停工，天津港碼頭於事故發生後亦停止危險品貨櫃的進出口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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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爆炸事故現場發生前後空照圖(圖片來源：BBC News) 

 

圖 2、爆炸事故現場照片(圖片來源：BBC News) 

2. 初期緊急救援時序 

根據天津市公安消防局於 8 月 13 日的新聞發表會上資料指出，

勤務指揮中心於 12 日 22 時 50 分接獲民眾報案，天津消防局立即調

派三個消防分隊 38 輛消防車趕赴現場，第一批分隊於 23 時 06 分到

達現場展開先期滅火作業，23 時 16 分左右其餘分隊陸續到場，現場

約於 23 時 30 分左右陸續發生爆炸，23 時 40 分再有 35 輛消防車趕

爆炸前 

爆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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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現場。 

由於爆炸發生後現場火勢一直未撲滅，且消防部門於當下無法確

實掌握現場儲存之化學危險品種類與數量，故 13 日上午官方宣布暫

停現場人員搜救的作業，經增派化學兵部隊至現場進行環境偵檢測

後，確認爆炸核心區域之化學品資訊後再進行救援工作。16 日已初

步確認現場存放有大量毒性化學品氰化鈉之位置，並進一步擬訂危險

品物質及防止環境污染擴散之處置措施。19 日公布，爆炸現場的化

學危險品種類大約有 40 種，總重約 2,500 公噸。主要化學危險品分

為三大類，第一類為氧化物，即硝酸銨、硝酸鉀，共約 1,300 公噸；

第二類為易燃物體，主要為鈉及鎂，合計共約 500 公噸；第三類為劇

毒，以氰化鈉為主，約 700 噸。相關救援時序主要可區分為緊急救援、

搶救措施與環境監測與復原重建與事故調查等三階段(如圖 3 所示)。 

 

圖 3、救援時序彙整(災防科技中心繪製) 

三、 事故初步原因探討 



 

6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防救電子報   

第 123 期，2015/10 發行 

 

本次事故初步原因主要歸咎於廠商違規、法令規範的缺失及應變

搶救不當等，因此爆炸事故尚在復原重建階段，中國大陸官方的檢討

報告尚未出版，本文僅就目前所彙整的資訊及報導，探討可能的致災

原因，說明如下： 

1. 化學危險品安全法令的鬆綁 

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於 2012 年所發布之「危險化學

品許可證管理辦法」顯示，第三條內文明文「依法取得港口經營許可

證的港口經營人在港區內從事危險化學品倉儲經營」，不需要取得危

險化學品經營許可證，故在上述法令鬆綁情況下，使得瑞海國際物流

公司得以取得危險化學品倉儲事業的經營，亦間接導致這場重大災難

的發生。 

2. 化學危險品申報與運作管理監督疏失 

依據中國大陸官方記者會資料顯示，爆炸現場存放之危險化學品

為 2,500 公噸，其中氰化鈉數量高達 700 公噸，然而瑞海環境影響評

估報告宣稱氰化鈉最大存量僅有 10 公噸，與該倉庫實際運作與所申

報之危險物質與化學品之數量不符，顯見化學危險品申報與運作管理

監督上有明顯疏失。 

3. 化學品災害初期應變的決策判斷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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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火災爆炸事故後的緊急應變措施，應優先以人命保護為要，

本次事故第一批趕到現場的消防隊員，在不知現場存放有大量易燃物

體、金屬及毒性化學物品，逕至噴水滅火導致陸續所發生之大爆炸。

另事故現場於初期搶救時並未劃定警戒區域，導致大批的警消人員身

陷危險品爆炸區域而無法脫身，在一連串錯誤的緊急應變作為及人為

判斷之下，使得上百位警消人員因此而喪生。 

4. 化學危險品存放場所之安全距離不足 

由於危險物質與化學物品可能因為大量洩漏導致火災爆炸的後

果，故危險物品存放地點管制上需訂定和周邊建物土地之間的緩衝

區。根據 2001 年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頒布之「危險化學

品經營企業開業條件和技術要求」，於第六條中明確規範危險化學品

倉庫選址應遠離市區和住宅區，並與週遭公共建築物、交通幹線等距

離至少保持 1,000 公尺。然而此次爆炸受災嚴重之萬科海港城三期的

建物及輕軌東海路站之所在位置，皆少於 1,000 公尺，故此倉庫廠址

已明顯違反上述之安全距離規定。 

四、 議題探討與省思 

彙整本次爆炸事件相關輿情與新聞，綜整此爆炸災害管理各階段

議題如圖 4 所示，於減災階段主要需重視化學品管理，例如化學品運



 

8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防救電子報   

第 123 期，2015/10 發行 

 

作資訊的掌握，以及儲存場所之安全距離等；應變階段需注意化學災

害緊急應變程序及現場環境偵檢技術能量等，復原階段重點在於事故

事故調查與災例經驗學習。相關議題探討與省思如下： 

  

圖 4、災害管理各階段議題彙整(災防科技中心繪製) 

1. 強化危險物質與化學物品之管理 

危險物質與化學物品因具有火災、爆炸等高度風險，故其安全法

令相對於一般物質安全管理較為嚴格。天津市交通運輸和港口管理局

以及公安部消防局對於危險物質與化學物品的管理恐有有重大疏失

之情事，導致事發接近一週之後才能掌握事故現場存放之化學危險品

數量與種類。另外對於瑞海公司違法經營危險化學品業務，及違反中

國大陸儲存場所廠址之安全距離規定等情事，亦需建立平時稽查與資

訊管理等有效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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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強化救災人員之化學災害緊急應變程序與訓練 

有鑑於化學品災害搶救具有高度風險與專業性，我國內政部消防

署於 101 年頒訂「消防機關配合執行危害性化學品災害搶救指導原

則」，其中第四條災害現場搶救標準作業程序中規範：「於不明狀況

時，保持適當安全距離…。」，以及「初期無可供判斷之致災物資訊

或偵檢儀器數據資料時，初期管制區域得參考緊急應變指南…。」(內

政部消防署，2014)，此外於行動方案明文危害性化學品災害處理過

程，處理「對」比處理「快」重要，上述原則主要係確保救災人員之

安全，並防止災情的擴大。 

若能遵照上述原則採取化災搶救作業，或許能降低本次爆炸事件

的發生與衝擊的傷害。有鑑於天津爆炸傷亡慘痛經驗，日本消防人員

記取天津爆炸事故的教訓，於處理神奈川縣美軍「相模總合補給廠」

8 月 23 日所發生的化學物品爆炸事件時，於初期緊急搶救滅火階段

做出正確的判斷，由於無法確認倉庫裡的化學物品種類，怕貿然噴水

反而引發爆炸，故決定等待火勢自然熄滅，雖然導致整棟倉庫焚毀，

卻沒有造成人員傷亡與事故擴大的憾事(台視新聞，2015)。 

此次天津化學品大爆炸案突顯出危險物品管理與存放地點管制

上的缺失，以及第一時間正確處理化學災害與應變的重要性。國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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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單位應以此案例為警惕，全面查察國內危險物質與化學物品之管理

現況、盤點存放數量與位置並更新資訊、檢討存放場所的安全性以及

存放地點的適當性，積極挖掘災害風險並盡速改善缺失。另一方面，

應確保國內危險物質與化學物品存放管理單位與救災單位之間的資

訊共享，加強訓練並強化救災人員處理化學災害的正確觀念與程序，

藉以降低國內化學物品與危險物質外洩或意外爆炸的災害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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