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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機師關錯油門致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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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塵爆案 184傷者命危

香港文匯報訊 復興航空 GE235 班
機 2 月在台北發生墜河事故，造成 43
人死亡、15 人受傷。台灣飛航安全委
員會昨日上午公布黑盒子完整抄本和
航空器等資料，內容顯示駕駛員收錯
油門，導致兩具發動機都沒有馬力，
最後失速墜毀在基隆河。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根據飛安會公
布的座艙語音通話紀錄器（CVR），
飛機在上午 10 時 51 分 39 秒開始起
飛，10 時 52 分 38 秒，飛機通過 1,200
呎時，駕駛艙出現警告聲。
10 時 52 分 41 秒，駕駛員將自動駕
駛解除，之後陸續收油門，一名駕駛
說收一號發動機，另一名駕駛卻確定
收二號油門。

現場發現40多根煙蒂 警方採集比對DNA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衛生福利部」健保署表示，八仙塵爆
傷者病情時常變化，就醫有 495 人，病危人數有 184 人、非病
危 287 人，死亡已有 2 人，目前傷者在全台 41 家醫院中，有
241 人住在加護病房或燒燙傷病房。此外，鑑識人員經過蒐

剛起飛時已發現系統有問題

證，發現現場遺留 40 多根煙蒂，初步排除是因為燈具高溫造
成。

10 時 53 分 13 秒，飛機失速警告聲
響起，10 時 53 分 35 秒，駕駛員向松
山塔台宣告發動機熄火緊急狀況，並
在 10 時 53 分 46 秒至 10 時 54 分 4 秒，
飛航組員兩次嘗試接上自動駕駛，但
未成功，同時又進入失速狀態。
10 時 54 分 9 秒，駕駛員說「重新開
車 」 ， 10 時 54 分 25 秒 說 「 開 不
到 」 ； 10 時 54 分 27 秒 ， 駕 駛 說
「哇，油門收錯了」，但為時已晚，
飛機在 7 秒鐘內從距離地面 309 英尺
一路下降到83英尺，地面接近警告系
統也在此時響起警告聲，並馬上在 1
秒鐘之後墜落基隆河，整個過程從起
飛到墜毀僅僅2分34秒。
據悉，復興航空 GE235 班機，2 月
4 日上午從台北松山機場起飛後不
久，墜毀在機場10跑道末端東南偏東
約 5.4 公里處的基隆河，機上共 58
人，包括駕駛艙內 3 名機師在內，有
43人罹難。
台灣飛安會主任調查官王興中在公
布墜河空難資料報告時指出，復興失
事飛機剛起飛時就發現系統有問題，
依規定不應起飛。他說，從座艙語音
通話紀錄器顯示，復興 GE235 班機起
飛後4秒，監控駕駛員（PM）就呼叫
「沒有 ATPCS armed（自動起飛動
力控制系統的訊號）」，操控駕駛員
（PF）卻回答「繼續起飛」。
王興中強調，這份報告主要是完成事實資料蒐
集，不包含人為判斷或原因推論。台灣飛安會後續
將進行事故原因分析、改善建議研擬，預計 11 月完
成調查報告草案，並於明年 4 月發布最終的中、英
文調查報告。

綜

合台灣媒體報道，「衛福部」昨天下午召開記者會，健保署署長黃三
桂報告傷者情況。
黃三桂說明八仙塵爆的傷患情況並強調數據會依病況變化，目前就醫是
495 人，醫院內病危人數是 184 人、非病危者是 287 人，已有 2 人死亡。目
前全台41家醫院收治傷者，其中有241位住在加護病房或燒燙傷病房。
黃三桂特別提到，昨天桃園有一名患者出現變化，已經裝上葉克膜（港
稱「人工肺」）。

當局設基金助傷者康復
此外，鑑識人員經過蒐證，發現現場遺留 40 多根煙蒂，初步排除是因為
燈具高溫造成。檢警目前已採集煙蒂上的 DNA，將會先和工作人員做比
對；不過無論是誰抽的煙，業者都將因未盡到嚴禁參加者抽煙之責，必須
負起責任。
而「行政院長」毛治國昨日主持「行政院」會議，主要針對八仙塵爆案
進行報告。毛治國會後出席記者會宣示4點處理原則，當前是救人第一、不
惜代價，備妥所有醫療資源與經費；第二是「一人一案、長期陪伴」，未
來將成立基金會協助；第三是結合「中央」與地方所有資源，群策群力；
第四要追究責任，檢討原因。
毛治國表示，八仙塵爆傷患眾多，日後康復之路漫長，將妥善運用資源
成立基金會，提供傷患長期照護，讓傷患與家屬放心，會一直陪伴大家渡
過難關。
至於意外責任釐清，毛治國說，絕對會追查到底，活動主辦者、場地提
供者都應該負起責任，消費者保護處會協助受害者辦理訴訟、求償。

大陸醫療援助物資將運台
另據新華社報道，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昨日致函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告
知大陸援救新北粉塵爆炸事故傷者的物資已準備就緒，請其速協調接收、
聯繫事宜。
海協會函件說，事故發生後，大陸衛生部門緊急制定派遣醫療人員赴台
支援預案，籌組燒傷醫療領域一流專家小組，已做好隨時赴台準備，並積
極協調燒傷醫療急需的醫療材料和藥品。著名燒傷醫療專家盛志勇等多位
院士已調集價值 2,000 萬元人民幣的醫用移植皮膚，首批物品已準備就緒，
今明天即可啟運。陝西艾爾膚組織工程有限公司擬無償提供價值 1,000 萬元
人民幣的組織工程皮膚「安體膚」，資料已送交台方紅十字組織及衛生部
門。

■劉致葦的遺體被移回新竹市立殯儀館
劉致葦的遺體被移回新竹市立殯儀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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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燒傷男子不治 成第二名罹難者

香港文匯報訊 因八仙樂園
粉塵爆炸案造成全身 99%燒
傷的劉致葦，和死神奮戰到
第六天，昨日清晨在台中榮
總醫院傷重不治，網友紛留
言希望一路好走，成為這次
意外事件中第二位罹難者。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劉致
葦 2 日凌晨 3 時 30 分出現心室
頻脈、意識狀態改變，經急
救 10 分鐘及電擊後，恢復竇
性心律；院方與家屬討論
後，家屬決定放棄急救，劉
於昨日早上 5 時 41 分心跳停
止，宣告死亡。
就讀台北海洋技術學院的
劉致葦，一心想朝時尚設計
之路邁進，沒想到在八仙樂
園塵爆中被火紋身，燒傷面

積達 99%。劉致葦今年在美
容美髮競技大賽中，獲得新
娘化妝組冠軍。

母親期討公道
此外，劉致葦遺體運回新
竹市立殯儀館，暫時冰存。
由於劉致葦是新竹縣民，新
竹縣長邱鏡淳、社會處長田
昭容也到場關心，劉母看到
邱鏡淳前來，向他哭訴「兒
子參加這麼健康的一個派
對，竟然要拿命來換。」劉
母說，「孩子當下的傷痛真
的不是我們用言語可以形容
的，兒子現在走了，算是解
脫了，請您一定要幫我們討
公道」。
邱鏡淳請劉父、劉母節哀

■劉致葦（右）曾在美容美髮
賽中獲新娘化妝組冠軍。
中央社
順變，為兒珍重身體，並指
示社會處全力協助，啟動急
難救助、馬上關懷、縣民保
險、心理諮詢等系統。

「獨派」大老組「台獨」新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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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賀

香港文匯報訊 面對台灣 2016「總統」與「立委」選
舉逐漸升溫之際，多名「獨派」大老包括前「總統府」
資政彭明敏、吳澧培等，在政治專欄作家金恒煒的串連
下，決定籌組「台灣獨立行動黨」，並揚言將投入 2016
「立委」選舉。此舉為綠營投下分裂震撼彈，分析預
料，對於想要在「立法院」過半的民進黨而言，勢必造
成衝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面對 2016 年大選，由於不滿民進
黨提選人蔡英文在兩岸論述喊出「維持現狀」、「憲政
體制」，在政治專欄作家金恒煒的串連下，「獨派」大
老彭明敏、陳師孟、吳澧培、高俊明等人，決定籌組以
「制憲建國」為主張的新政黨，由金恒煒暫時擔任領
導，政黨命名為「台灣獨立行動黨」，準備投入明年
「立委」選舉。

復興：不會影響保險金理賠
此外，復興航空昨天下午舉行記者會，回應飛安
會的調查報告，復興執行長陳欣德表示，外界認為
基隆河空難傾向「人為疏失」， 但不會影響保險金
的理賠。
對於究竟是正駕駛或副駕駛關油門，興航總經理
吳滬生稱，飛安會未公布，復興也不便公布。
■今年 2 月發生的復興空難造成
43 人死亡。
43人死亡
。
資料圖片

南部始發 洪秀柱月中走訪基層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與「準總統」參
選人洪秀柱，昨天在行程會議中達成共識，確立兩大原
則，包括從南部開始「走訪基層」行程，及安排行程將
穿插政治與非政治性活動。
綜合台灣中央社報道，為能讓未來開始「走訪基層」
行程能夠更加順暢，洪秀柱昨天上午與國民黨秘書長李
四川等人舉行行程會議。洪秀柱「競選辦公室」發言人
游梓翔會後受訪時表示，洪秀柱過去從初選到現在，本
來就有很多團體邀請，所以最近幾周都會有一些個別安
排的行程；但當天會議不是在討論這些個別行程，而是
希望把未來「走訪基層」的行程能整體呈現。
游梓翔說，「走訪基層」的原則包括，從南到中、從
中到東，再從東到北；安排行程時希望中間穿插政治性

及非政治性活動，例如人文關懷、關心弱勢等。他表
示，下周會有一個中部的個別行程，之後大約在 7 月中
旬會開始「走訪基層」行程。

台博會天津開幕

閩自貿區多行業
可持台灣證書執業

拜會連戰 兩岸政策獲肯定
此外，洪秀柱昨天前往連戰辦公室請益，結束後在國
民黨中央黨部召開記者會對外說明。
洪秀柱表示，連戰相當肯定她對兩岸政策的看法與說
明。連戰特別提到 2005 年「胡連會」曾提出五大願
景，其中談到一項就是達成和平協議；連戰認為這件事
情為了台灣好，是要落實的。
洪秀柱說，連戰對她的兩岸政策能夠延續、深化、強
化，表示非常認同。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李
欣 天 津 報
道 ） 「2015
天津．台灣名
品博覽會」
（台博會）昨
日在津開幕，
800 家台灣廠
■市民在健康醫美形象館前排隊，爭相體驗
商攜 2 萬餘種
台灣高科技健康檢查。
李欣 攝
產品亮相。這
也是迄今大陸舉辦的最大的兩岸經貿交流盛會。
本屆台博會展覽面積 6 萬平方米，設 2,000 個展位，除上屆
已有的台灣精品、台灣農業精品、智能生活體驗、電子商
務、健康醫美形象 5 個展館外，今年還規劃了台灣印刷風采
藝術、科技應用體驗、台灣原住民形象、微笑形象、台東城
市形象等6個新館。
今年的台灣精品館以「台灣精品．快樂生活」為主題，共
有 74 家代表台灣最高水平的知名台灣品牌參展，產品涵蓋消
費電子、電動車等多個方面，共分為「綠能科技」、「文創
生活」與「運動保健」三大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建忠 福州報道）福
建自貿辦官員昨日在此間表示，福建近日出台
措施，賦予平潭自貿片區制定相應從業規範和
標準的權限，在框架協議下，允許台灣建築、
規劃、金融、醫療、旅遊等服務機構的執業人
員，持台灣有關機構頒發的證書，在批准範圍
內在區內開展業務。
閩自貿區 4 月底掛牌以來，相繼開放建築、
規劃、旅遊等領域，允許在這三個領域持台灣
證書的台執業人員，經批准在區內開展業務。
而此次，平潭自貿片區則擁有制定相應從業規
範和標準的權限，並將開放的領域延向金融與
醫療。
福建自貿辦官員續介紹，福建還出台措施，
全面落實對台灣居民開放的專業技術資格考試，
並規定，在自貿區內企事業單位等機構任職的台
灣人才，允許對其台灣學歷、任職資歷、技能等
級等方面視同大陸同等水平予以採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