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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可反應時間少於6.9秒
肇事工程車主李義祥約有5至8分鐘可緊急通知台鐵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蔣煌基及央視

台海之聲報道 台鐵「太魯閣號」出軌釀

重大傷亡事故進入第五日。台灣運輸安

全調查委員會（簡稱「運安會」） 6日

下午舉行記者會，公布事發現場經過。

運安會表示，當日不只一輛車駐入工

地，工程車跑到鐵軌上到列車撞上，只

有一分鐘。國民黨方面提出有關機構應

負政治責任及成立委員會調查的公決

案，遭民進黨團以人數優勢否決。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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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據台灣中時新聞網報道，台灣地
區衞生福利主管部門成立台鐵「太魯閣號」重大
事故賑災專戶，卻引來質疑，衞生福利主管部門
憑什麼成立捐款專戶？對此，國民黨民代李德維
舉出2個過去民進黨設捐款專戶，最後卻似乎不
了了之的例子直言，他對台灣人民的善心表達敬
意，民進黨當局濫用善款，過去記錄白紙黑字，
斑斑可考；他更感嘆，在台灣，募款從來不是捐
的問題，而是用的問題，必須嚴格監督！

募款須嚴格監督
李德維在臉書發文表示，自己可以理解許多民

眾在清明連假期間，感同身受許多「太魯閣號」
事故死傷者，及其家屬所遭遇的痛苦，急着想要
貢獻一己之力。正因如此，當局不能辜負民眾，
在台灣，募款從來不是捐的問題，而是用的問
題，必須嚴格監督！
李德維更舉出民進黨過往發起捐款，但最後用

途卻令人非議的例子：先是2010年高雄氣爆，高
雄市政府募得數億元善款，結果事後監察院調查
顯示，這筆「救命錢」被高雄市消防局用來汰換
值班台破舊座椅，用來赴日本考察石化管線，用
來搭設遮陽棚，用來購置薪資管理系統，甚至用
來建置「E化公務系統整合暨財產管理及訓練證
照管理系統」。此外，還有珠寶公會公開捐贈的
3,200萬元新台幣，來源與去向都不明。
李德維接着指出，2004年南亞海嘯，當時的新

聞局長林佳龍發起募捐，監察院事後調查認為，這
筆款項應該是「政府收受之捐款」，林佳龍卻在政
府體制之外成立「一萬個希望專案處理委員會」，
並自己擔任主任委員，甚至卸任局長之後，還把這
個委員會帶到台灣智庫，找自己的妻子與機要秘書
擔任基金會要職，繼續操作執行這筆捐款。
對於衞生福利主管部門設專戶募款，李德維質

問，募來的善款要如何運用，執行計劃擬好了
嗎？金額？期程？誰執行？誰監管？付之闕如，
難道只憑衞生福利主管部門負責人陳時中空口白
話掛保證，就要民眾捐錢？他提醒，蔡英文不要
只是在臉書發文羅列民眾可以怎麼捐，請先交代
當局打算怎麼用。

料保險業理賠金額達6.5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中央社報
道，台鐵408車次「太魯閣號」發生
事故，金管會統計，現階段保險業
責任險、信用卡綜合保險以及人身
保險，合計總理賠金額達6.5億元
（新台幣，下同）。
台鐵408車次「太魯閣號」2日發

生嚴重事故，台灣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保險局副局長張玉煇表示，截
至目前，預估保險業理賠金額合計
達6.5億元。
這次事故由國泰世紀產險主簽單

鐵路旅客運送責任保險，預估理
賠金額將達該契約責任約定的單

一事件最高賠付金額2億元；明台
產險承保涉案工程車的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預估理賠金額超過1.4
億元。
張玉煇表示，最新資料調查出傷

亡名單中有4名乘客以信用卡支付票
款，預估給付信用卡綜合保險理賠

金額約7,000萬元。
台鐵「太魯閣號」事故中，現已

查到211名為保險公司保戶，其中有
42名保戶身故、169名保戶受傷；張
玉煇表示，後續保險業將進一步清查
其餘名單，確認是否還有乘客為保險
公司保戶。至於人身保險部分，保險
業預估此次事故身故總賠付金額約
2.4億元，至於傷者尚待後續治療，
目前無法估計理賠金額。

運安會尋獲了第一與第八車的行車記錄儀、列
車自動保護系統及列車控制與監視系統，大

多數資料保存了下來。據運安會公布資料，肇事
車有7.5噸，彼時列車時速125公里，在規定的
130公里時速內行駛。從畫面看，列車撞到工程車
後，車頭出現歪斜，並撞擊隧道口左側，撞擊點
正好是司機位置，車頭被削掉一半。接着列車在
隧道內搖擺、左右撞擊，總共滑了360公尺才停
下，工程車則被撞成好幾塊，車身被往前推了30
多公尺。運安會主委楊宏智表示，「太魯閣號」
408次最後影像解讀到9點28分47秒，第八車廂
左側全毀，第七車廂嚴重扭曲變形，第五及第四
車廂嚴重變形。

司機緊急剎車「根本來不及」
據台鐵資料，事發車次於2日上午9時28分撞擊
滑落軌道的工程車。當時車上總人數498人，含座
位372人，站位122人（另有2人車上補票），乘
務員3人，清潔員1人。其中，司機和助理司機2
人皆罹難，另有48名乘客身亡，216人受傷。
肇事工程車視野輔助系統亦已尋獲，一張記憶
卡內留有關鍵證據，另一張則失蹤。運安會專門
委員李綱表示，當日貨車載很多輪胎進入現場。
監視器顯示，事發前不只一輛車，8時49分工程車
進入工地，9時28分50秒列車撞擊工程車，現場

出現粉塵，9時33分事故後，其他車輛還有在移
動，包括機車、吊車等。
運安會解釋，從發現工程車到抵達出事點，司
機可反應時間少於6.9秒。楊宏智說，司機看見橫
躺在軌道上的工程車後立即緊急剎車，「他確實
很盡力去利用那4秒，但是根本來不及」。

李義祥若緊急通知或可避免事故
根據運安會調查，工程車滑落軌道至「太魯閣

號」撞上，中間大約有5分鐘到8分鐘黃金救命時
間，此時只要緊急通知台鐵，再轉知駕駛員，或
可避免該起事故。但花蓮消防局當日9時31分接
到第一通求救電話，之後陸續接到29通，均未有
肇事車主李義祥所打。據悉，李事發後第一通電
話打給了台鐵花蓮工務段，第二通打給了聯合大
地公司人員，告訴他們「出事了」，接着是急電
友人赴工地商量如何處理。
事發後曝光的李義祥身邊神秘人，已被證實其
中一位是板模承包商，也是李的合夥人，另一位
則是台鐵工務段施工主任熊育德。台鐵方面也證
實，熊在撞擊7分鐘後，即9時35分接獲李的電
話，11時左右趕到現場。據悉，包括熊育德等人
均已遭檢方約詢。
發生重大死傷及財損事故，台鐵局聲請假扣押

李義祥、義祥工業社、東新營造有限公司財產獲
准，花蓮地方法院表示，昨天上午持假扣押裁定
聲請強制執行，迅予辦理擔保提存並即行分案，
對台鐵所聲請的執行標的物，包含不動產、車

輛、存款等實施查封，現已執行完畢。

61.9%網民指蘇貞昌負政治責任
島內就「太魯閣號事故，誰該負最大的責

任？」等議題進行網絡民調。結果顯示，39.9%的
人認為承包商該負責，對於「蘇貞昌該不該負
責」議題，多達61.9%的網民認為，蘇該負政治責
任。
國民黨黨團昨日亦在立法相關機構提出公決

案，要求蘇貞昌下台負責，並成立調閱委員會釐
清事故，遭民進黨多數封殺。國民黨黨主席江啟
臣批評，蔡政府執政將近6年，近200名民眾因事
故、軍演罹難，但未有哪個「閣揆」、部長負
責。每次只知靈前慰問，然後轉移焦點、用網軍
帶風向，再卸責給別人。

●台鐵「太魯閣號」事故殉職的司機員袁淳修6
日完成火化，台鐵局派專列護送他的骨灰、家屬
回台中。 中央社

事
故
經
過
公
布
：

神 州 大 地 ●責任編輯：楊家鈺 ●版面設計：余天麟

兩年前，來自福建泉州南安霞美鎮35歲的外賣小哥洪成木因一次

送餐途中的無意一瞥，第一次幫助走失者回家。事後他便決定走上

公益尋人之路，利用自己平日工作走街串巷的特點，在送外賣時幫

助更多的走失者。兩年來，洪成木在當地共幫助了27位走失者，這

27個家庭因他重新團聚。因救助延誤送餐的情況也常發生，但洪成

木表示自己在告知顧客原因後，一般都被諒解。 ●澎湃新聞

「對我來說，幫助這些眼前的走失者比送餐重
要。要是我看到他們但沒有停下來幫助，我

心裏真的過意不去。」洪成木說。2021年3月5日，
洪成木被評為福建省第一批「最美快遞小哥」。同
時，洪成木還獲得了一些機構發放的公益獎金，他表
示將把獎金都捐贈給更需要的人。

網絡幫忙轉發尋人啟事
洪成木告訴記者，他開始關注尋人信息是在2016
年的時候。當時他在泉州的工廠上班，有空時喜歡在
網上看新聞，刷着刷着就注意到一些當地的尋人啟
事。看着那些尋人啟事上走失的有小孩有老人，有的
患有精神疾病，有的是智力障礙，他很想幫點忙，讓
他們早點回家。他就把這些當地的尋人啟事都轉發到
朋友圈，他的朋友還來問他怎麼經常轉發這些內容，
他說這樣能讓更多人看到，說不定就有見過這些走失
者的人。
談及第一次幫助走失者，洪成木說那是他做外賣小
哥的第二年。那天是2019年1月8日，早上刷手機時
看到了一條尋人信息，照例把它分享到朋友圈，接着
就去送餐。在送餐路上，他遇到一個男子，穿着一雙
紅色的拖鞋，比較顯眼，路過時便多看了幾眼。結果
越想越覺得眼熟，突然想起早上看的尋人啟事裏的走
失男子也是穿着一雙紅色拖鞋。於是他馬上掉頭，拿
着尋人啟事上的信息仔細核對，用本地方言和他交
流，確認了對方就是尋人啟事裏那位走失的男子。
但當時他聯繫不上男子的家屬，手上又有餐要送，
於是就先報了警，事後走失者的家屬趕到派出所順利
把他帶回了家。

「我之前都是轉發網絡上的尋人啟事，從沒想過自
己會因在送餐路上無意中的一瞥而親身接觸到走失
者，並能幫助對方回到家人身邊。」洪成木說，這次
經歷後，他常想到走失者們一個人在路上走着，雖然
會有很多人經過他們身邊，但如果沒有人停下腳步去
幫助他們，那他們會是多麼無助。於是，他便決定要
利用平時工作送外賣走街串巷的特點，留心看看路邊
有沒有走失者，盡舉手之勞幫助他們。

兩年時間邊送外賣邊尋人
在此後的兩年多時間裏，洪成木一邊送外賣一邊公

益尋人，先後已經幫助了27名走失者，他們大部分
是短期內走失的幼童、老人或有精神疾病、智力障礙
的人。

「讓我印象比較深的是一位41歲有智力障礙的女
士，她是我幫助過的走失者裏走失最久的一位，我遇到
她時她已經在街上流浪了二十天。」洪成木說，當時是
早上十點左右，他剛準備送餐，看到她在路邊的垃圾桶
翻東西吃。憑以往的經驗，初步判斷她是一位走失者。
他立刻翻看網絡上當地尋人信息，果然找到了這位女子
的尋人啟事。他趕緊聯繫她家人，將她的照片發給家
人，家人看到照片很激動，他們馬上趕了過來。

「寧願少掙錢也想助人回家」
送外賣有時效性，和費時費力幫助走失者之間常常

存在衝突，為此他想了很多辦法。如果附近有同事，
他就把單子交給了附近的同事配送。如果暫時沒有同
事能幫忙送餐，他會跟顧客說明情況，問對方能不能
遲一些送到，所幸大部分顧客知道他是因為幫助走失
者才耽誤時間後，都還是很支持。但如果遇到一些比
較着急的客戶，他會跟他們協調能不能退款，再重新
下單，有損失的金額自己掏腰包賠付。
「對我來說幫助這些眼前的走失者比送餐重要，要

是我看到他們但不幫的話，我心裏真的過意不去。我
寧願少掙些錢，也想幫助他們回家。」
洪成木公益尋人的事跡被報道後，很多人稱他為

「尋人超人」。對此，他謙虛地說自己並不是什麼超
人，只是一位普通的外賣員，他更喜歡大家叫他外賣
小哥或者小洪。
「其實我做的事並不難，只是盡自己所能，盡量不

錯過自己身邊能看見的走失者。大家也一樣，只要有
心觀察，參考我剛剛分享的經驗，試着停下腳步，人
人都可以是『尋人超人』。」

福建青年洪成木：其實我做的事不難 人人可做「尋人超人」

近日，同濟大學在一場研究生複試上，
為無臂考生的暖心操作令人點讚。
「老師，下午的筆試，可以為我安排兩

個硬一點的櫈子嗎？我沒有雙臂，需要
用腳寫字。」3月27日上午，同濟大學
法學院教師正在認真進行研究生複試資
格審核。此時，一位身穿白色運動服的
瘦高個子男生戴着口罩走到老師們面前，
輕聲問道。
這位男生叫彭超。同濟大學研究生院領

導得知情況後表示，既要保證複試的公
平性，又要為這位特殊考生提供人性化
服務，確保他能順利完成複試。為此，
同濟大學專門為彭超找來了兩隻木櫈和
一張木板，在筆試教室裏安裝成了一張
特殊的課桌。
3月27日下午1點半，彭超跟其他複試

考生一道走進筆試考場，並用與其他考生
相同的時間，答完了所有試題。3月28日
下午，彭超進入面試教室，老師們對他進
行專業問題和專業英語提問，彭超一一作
答。3月29日，彭超因初試、筆試和面試
成績達到法學院錄取分數線，順利被同濟
大學法學院擬錄取。

6歲截肢卻自強不息
彭超6歲時不幸觸碰到變壓器上的電

線，導致雙臂截肢。但他沒有被命運的挫
折打倒，而是開始嘗試用腳來寫字、洗臉
刷牙、洗衣做飯。經過努力，他完全做到
了以腳代手、生活自理。
彭超曾以608分的高考總成績考入四川

大學法學院。他自強不息，被評為「全國
大學生自強之星標兵」和「第六屆全國自
強模範」。彭超喜歡詩詞，曾在川大中華
經典美文誦讀大賽上表演。大一下學期，
參加了央視的《中國詩詞大會》，他過五
關斬六將，勇奪該節目首位擂主。
在專業學習以外，彭超也積極參加各

種課餘活動、學生工作。他說：「雖然
有不便，但是我還是想要努力跟大家一
樣，別人做得到的我也可以。」在大學
裏，彭超和大家一樣選修了體育課，加
入了學生組織。
「我選的是足球，不用手的！」彭超說

自己球踢得不算好，但是通過上課掌握了
很多足球知識，也很喜歡和大家一起踢
球、互動的感覺。
生活上，彭超能自己做的事情也盡量不

麻煩別人。因為自己在穿衣、洗漱、疊被
子等生活環節上需要花費更長的時間，彭
超就每天都比別人早起。「我心裏一直有
一種信念：我能行的，只要我付出更多努
力！」 ●來源：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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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成木幫助走失
人員與家人團聚，他
的朋友圈裏記錄着
這一段段成功的助
人經歷。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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