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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波特牧場 甲烷洩漏事件
Methane Leaking Event in Porter Ranch, California

■  呂 錫 民1

     S.-M. Lu

位在洛杉磯北部的南加州天然氣公司

(Southern California Gas Company)的阿利索

峽谷的儲存設施，在 8,500英尺深處產生的

大量天然氣洩漏，該項洩漏是在 2015年 10

月 23日發現的，此一事件不止是一件“不

幸的事件”，也不是一場小災難，而是一場

大災難。不僅因健康原因，迫使近 2,500家

波特牧場社區居民重新安置家園，另外還有

數千家庭很可能進行另一波搬遷。到 2016

年 2月 17日晚上該公司終於將該口井完全

封住，封井的方法是利用釋壓井置入水泥替

代原先堵井的水和泥漿，使之進入到洩漏

井管中，水泥乾固後將井底封住使之永久

不再打開使用。Well kill封井技術是利用一

長段比重很大的流體 (通常是重質泥漿 )注

入井孔中，造成一很高的水頭高度的靜壓

(hydrostatic head)，來對抗地層中儲氣的壓

力，一般油氣井大修或油氣井災變應變都會

採用。此事件持續約四個月，共有約 7萬公

噸甲烷洩漏至大氣當中，環境代價相當於每

天 700萬車輛的排放量，相對地，普遍存在

的甲烷洩漏現象對於全球環境已形成一種不

可輕忽的人類重大議題。甲烷是天然氣的主

要元素，是僅次於二氧化碳的人類活動主要

產生溫室氣體。甲烷停留在大氣中的時間，

沒有比溫室氣體二氧化碳 (CO2)來得久，

但是在捕獲熱量上的效率卻比CO2高出 86

倍，這使其成為氣候變化的一個十分重要貢

獻因素。

關鍵詞： 封井技術、天然氣井管、甲烷洩

漏、溫室氣體

The Aliso Canyon gas leak at 8,500 feet deep 

in Southern California Gas Company underground 

storage facility north of Los Angeles is a major 

energy,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disaster. The major 

gas leak occurred on October 23, 2015 that forced 

nearly 2,500 Porter Ranch community residents to 

relocate their homes, and then thousands more are 

likely to be forced to relocate as well. By February 

17, 2016, the leaky well was completely sealed by the 

plugging cement transported from a relief well to the 

leaky well replacing the previously injected plug water 

and mud. Hopefully, the well is fully plugged and 

condemned. "Well kill" technology is the injection 

of a large proportion of heavy fluid (usually heavy 

slurry) into the leaky well to counter and suppress 

the formation gas pressure to stop the gas leak. The 

gas leak lasted for about four months with about 

70,000 tonnes of methane leaking into atmosphere. 

That was equivalent to a total gas emission from 

7 million vehicles per day. This is like widespread 

global methane leaks that is a major environmental 

issue that must not be overlooked. Methane is the 

major component of natural gas that is second only 

to carbon dioxide in human activities for producing 

greenhouse gases. Although methane does not stay 

in the atmosphere as long as carbon dioxide (CO2), 

methane captures heat 86 times more than does CO2 

making it a significant contributor to global warming 

and climate change. 

Key words: Well kill, Gas well pipe, Methane 

leakag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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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洛杉磯天然氣外洩  加州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因為天然氣持續從洛杉磯郊區的一個地下儲氣井外洩，美國加州州長傑瑞·布朗宣佈洛杉

磯進入緊急狀態。在緊急狀態令中，布朗州長要求南加州天然氣公司以及加州其他氣體儲存公

司，都必須每日以紅外線成像儀器檢查氣井有沒有洩漏問題，同時也要監察氣井的機械完整

性、氣壓以及安全。不過緊急狀態令並沒有動用到任何州基金去幫助清理，只是要求加州公共

事務委員會確保南加州天然氣公司會支付所有費用。

事緣於 2015年 10月 23日，洛杉磯市郊小鎮波特農場（Porter Ranch），南加州天然氣公

司（SoCalGas）一個全西岸規模最大的地下天然氣儲存系統，其中一條地底輸送管開始洩漏氣

體，每天大量向外洩露甲烷等氣體，排放速率約為每小時 3-5.8萬公斤，等同全加州單日甲烷

排放的四分之一。

由於涉事管道深藏地底 2,400米，難以搶修，這類注氣管的主要功用是方便氣體公司將氣

體注入地下儲存庫留待將來使用。天然氣公司曾嘗試用冰牆及液態物質堵塞缺口，但並不成

功。公司其後改用疏導方法，在地底鑽探一至兩個減壓井，以及從中倒入混凝土等物料堵塞缺

口，預估需要 2至 3月才能完成。

該發生在加州歷年來最嚴重的甲烷洩漏，目前已經解決，但是共有超過 1.5億磅（約 6,800

萬公斤）無色的甲烷排放到大氣中，儼如一場「隱形生態災難」。事發現場臭味瀰漫，附近居

民紛紛出現，包括氣促、咳嗽、頭痛、流鼻血和噁心等徵狀，有人投訴幾乎無法呼吸，據CBS

報導，附近 6,500戶申請撒離的民居中，逾 2,200百戶獲安排撤離到臨時避護中心。

南加州天然氣公司在 2015年 10月 23日發現這個位於聖蘇珊娜山（Santa Susana 

Mountains）山腳的瓦斯管道漏氣，5天後正式通知政府。根據加州空氣資源局（California Air 

Resources Board）表示，這條瓦斯管道洩露了大量的甲烷（methane）。據了解，大量居民投

訴，懷疑漏氣事故導致附近民眾流鼻血、頭暈和反胃等眾多身體不適症狀。此後，政府緊急向

約 1,700戶家庭提供免費的臨時安置。而居民除了對南加州瓦斯提出集體訴訟，並帶離他們在

社區學校就讀的小孩。據估計，是次洩漏事故已浪費價值逾 1,100萬美元的天然氣，天然氣公

司將要額外支付 900萬美元作善後，包括資助住戶搬遷及賠償。

「這次氣體洩漏事件是加州有史以來，最具破壞力的環境災難。」洛杉磯市議會議員

Mitchell Englander作以上表示。美國環境保護基金會律師蒂姆．歐科納則對BBC環境事務記者

馬特·麥格拉斯表示，「這是一次環境和公共健康災難」。他說，從時間方面來看，這次事件將

遠遠超過墨西哥灣漏油事件。DF主席奧科諾爾（Tim O'Connor）表示，今次氣體洩漏事故非常

嚴重，就釋出的溫室氣體而言，甚至比墨西哥灣漏油事故更多。有環保人士表示，事故發生至

今釋出的氣體相等於 6個燃煤發電廠或 700萬輛汽車 1日的總排放量。影響相當於燃燒 7億加

侖汽油。「這真是悲劇」。

BBC記者麥格拉斯表示，大量甲烷氣體外洩將對氣候變化帶來相當大的影響。這次意外最

大的問題是設施長時間釋放了大量甲烷。甲烷雖然比起二氧化碳對大氣影響的時間較短，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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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左右。不過因為甲烷的吸熱力較好，所以其破壞力就比二氧化碳高得多，恐怕會為全球氣

候變化帶來極大打擊 (1-3)。

南加州天然氣公司當時立即挖鑽減壓井，並注入水泥堵塞洩漏，然而事發三個月才挖鑿約

1,643米深，離氣體儲存區的 2,590-2,651米深還有一段距離，他們估計還要花上四個月才可以

將洩漏的位置堵塞。較早前，氣體公司已經嘗試在洩漏位置安裝一層隔網，阻止一部份含油的

霧氣氣體以及鹽水洩漏釋出。而州政府亦要求氣體公司盡快將儲存設施內的天然氣抽走，並且

全力阻止天然氣洩漏。以這次意外影響之大，相信南加州氣體公司在事件後亦要處理大量來自

居民訴訟。

1938發現Aliso Canyon發現有油礦後，蓋蒂（Getty）石油公司經營石油和天然氣的生產，

一直到 1970年代油氣枯竭為止，這油田在 1968年 12月 18日曾經發生過井噴和火災，將生產

設備破壞無遺，幸好沒有造成人員傷亡。過後蓋蒂公司把這資產賣給太平洋照明公司（天然氣

公司），1972年太平洋照明公司把這油田改裝為一個佔地 3,600英畝（1,457公頃）的聖蘇珊娜

山地下儲氣窖（underground gas storage）。相對於目前的做法，過去老舊的油井鋼管套並未與

周遭的岩層做密封的措施。現在比較先進的做法會再由雙井套管與岩層之間從上到下整個長度

都灌入水泥，形成雙套管，使管井牢固而且可以阻絕地下水伏流。這口井是 1953年鑽鑿的當

時井管的設計只有一單層的水泥套管，不像後來業界所才取的雙套水泥管套管。

這座天然氣地下儲窖包含 115口產氣井，可儲存高達 860億立方英尺，相當約 24.5億立

方公尺，或 190萬公噸的天然氣，如以 16萬公秉 LNG儲槽來衡量，相當於 26座等量的儲槽

的 LNG儲存量。這是全美國的第二大的天然氣地下儲存設施，也是密西西比河以西最大的

儲氣窖，供應洛杉磯盆地的住宅及商業用戶，工業部門，和電力事業 14家發電廠，供應這

大地區 1/4以上的消費量。該系統連接的天然氣管道遠至德克薩斯州及俄克拉荷馬州。氣源

送到後經加壓注入地下儲窖以高壓方式（2,700psi,約 190kg/cm2）儲存，以提高其儲存容量 

（質量）。

南加州天然氣公司（SoCalGas）的Aliso峽谷天然氣儲存設施於 2015年 10月 23日在其每

日兩次巡查時洩漏即被發現。該公司於事件發生後雖立即向能源管理機構報告，但卻向附近居

民隱瞞實情，波特牧場附近的居民剛開始還以為是哪一人家的天然氣洩漏了。SoCalGas的工作

人員開始還煞有其事地到居民住處挨家挨戶探視說一切沒問題。到 2015年 10月 28日前後紙包

不住火，才承認他們的儲氣窖的確洩漏了。

由於天然氣是 80%以上的甲烷組成，甲烷本身是無色的氣體但可用紅外光線攝影顯像，由

當地電視公司以空拍的方式利用紅外光線攝影拍到的影片可以看到洩漏的天然氣沿著該生產井

外緣像一條黑龍噴向天際。這事件可以說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最嚴重的天然氣洩漏事件。

二、發生原因

2015年 10月 23日該口 SS25號生產井在約 470~500英尺處發生井管破裂，大量高壓天然

氣自裂縫處到處流竄入周邊土壤中，然後竄出到地面。由於井底沒有裝設安全閥（緊急遮斷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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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裝置，沒有辦法止住高壓天然氣的洩漏。

該洩漏源是 SS25號生產井一個破裂的 7英寸（180毫

米）的金屬管，SS 25號生產井井深 8750英尺（2,670公尺）

用來將加壓後的天然氣自地窖中提取出來供應到管網。洩漏

處（破裂處）的位置根據 SoCalGas利用各項操作參數推論

大概在井口以下不到 500英尺（150公尺）處（如下圖 1）。

SS25號井是 1953打鑽的，原本裝設有一個安全閥（safety 

valve），可是在 1979年因為老舊破損將之拆除後就沒有補

上，理由是這口井位不是位在距公園或道路 100英尺以內或

距住家 300英尺以內的規定。有專家認為這口井已使用 61年

應該老到可以停用了。還有人懷疑是不是天然氣公司為了增

量供應，除了由內套管產氣以外還利用外套管輸氣。

有一家當地的報紙 LA Weekly首先揭發這口井沒有裝設

安全閥門裝置，這事件發生被批評為可歸因於美國現存破舊

的基礎設施，以及民間公司為利益而提供低落的服務水準。

這事件被人最詬病的地方是井口底下應裝設有一安全閥而未

裝設，該公司於 1979年拆下舊件後就未補裝新件，該公司解

釋所持的理由是沒有法規的要求，其他人認為顯然該公司是

為了省錢而以此為藉口。但經徵詢官方能源管理機構確實有

「不是位在距公園或道路 100英尺以內或距住家 300英尺以

內」的此項規則。

三、當時狀況和採取措施

2015年 11月底以前南加州天然氣公司一共嘗試了 6次封

井技術 (Well Kill)，以高壓泥漿和滷水的混合劑灌進井管中企

圖將裂口以下都堵死，不讓天然氣繼續冒出來氣，可是井底

的壓力高達 2,700psi（約 190kg/cm2），壓井壓不住以及井內因

降壓而結冰，最後還是宣告失敗。

Well kill封井技術是利用一長段比重很大的流體（通常是重質泥漿）注入井孔中，造成一很

高的水頭高度的靜壓（hydrostatic head），來對抗地層中儲氣的壓力，一般油氣井大修或油氣井

災變應變都會採用 (4-5)。

在封井作業的過程當中，2015年 11月 13日那次執行灌漿作業反而把些漏的面積給擴大到

80英呎長 30英尺寬 25英尺深的大洞，儼然是一火山口，並且危害到生產井井頭（聖誕樹）。

如果井頭發生爆裂噴井，大量的可燃性氣體就會自這裡衝出，說不定還會引起火災。

該公司採用同樣的觀念，在 SS25井旁另架設一鑽井井架開鑿一釋壓井 (Relief well)，以

圖 1　 SS25號井構造及洩漏
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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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向鑽井技術斜向深鑽向該井管附近，利用磁通量探測儀器

探測管內氣體流率及壓力，在適當的管段利用鑽頭將井管穿

孔，然後自 relief well灌入高壓泥漿讓泥將進入井管中向上昇

到破裂處，或到達某一高程產生大於井底壓力，同時向下灌

入地窖段來達到既堵又封的目地。（如圖 2）。

專家們都認為該公司應該盡快將減壓井做好，及早將洩

漏堵住同時也可以減低居民們的氣憤與不安。自從洩漏事件

發生之後該公司的母公司善普拉能源公司（Sempra Energy）

的股票從某一高度跌落 15%之多。

SS25號井洩漏的天然氣就在地下沿井管到處亂竄，就在

井口四周形成一類似自然環境中的火山口的大窟窿，幸好沒

有發生火警，否則把井口燒壞就會像火山爆發一樣一發不可

收拾。雖然天然氣公司一再很有自信的向大眾說明井頭完好

而且採取相當應變措施後應沒有這方面的安全顧慮，但附近

居民們仍然感到害怕、憤怒、而且無力感。

SoCal Gas的專家和搶救人員 24小時日以繼夜不眠作

業，希望在二月下旬或三月上旬時能完成止漏工程，釋壓

井從 2015年 12月 4日開始施作。施作進度還能配合預定進

度，當然整個工程的過程當中現場工作安全和附近的公共安

全和降地環境衝擊列為第一優先考量，這樣才能順利時工已

達到先向當局承諾的完成止漏的期程。

SoCalGas原本希望到 2016年 1月時能到達 8,500英尺

處，然後施作封井工程，最後讓這口井永久報廢。之前所

作堵漏的工夫完全沒有成功，一月底開鑿釋壓井工程已達到

4,800英尺，幾乎已經超過 8,500英尺的一半以上，到達 8,500

的位置是這口井與氣窖相接觸，一旦釋壓井開鑿完成就可以

將井管壓力降低而使泥漿灌入井管中向上及向下流動達到封

井的目的。

SoCalGas公司同時採取消極的作法，將儲窖內的天然氣轉住到其他地區的儲窖或盡量自這

儲窖發貨出去，同時暫時不再進貨以降低氣窖內儲壓。降低壓力可使洩漏量減少而且執行封井

時也比較容易。降壓的目標值為自 2,700psi降到 1,000~1,200psi之間。根據加州空氣管制局的

當時說法，洩漏情形已有明顯改進，其觀測值最高峰期是 2015年 11月 28日，每一小時來到約

60公噸，到 2015年 12月 22日已降到 30.3公噸 /小時。

一旦封井完成不再洩漏州政府等官方將開始調查發生的原因調查的結果將會影響到未來產

業的操作實務。同時州政府立法人員也在探討是否與頁岩氣水力壓裂法施工有無關聯 (6-7)。

圖 2　 釋壓井構造及封井工
作構想圖



－14－ 一○六年三月

四、堵漏及完全廢井

2016年 2月 16日（星期二）從架設在稍遠方的紅外光線攝影機的錄影可以看到，在約上午

7點 45分時噴向上空的一條黑龍不見了，這表示該公司架設的減壓井已有效的截到該井管身處

並開口注入高密度泥漿，將噴出氣流給擋住了，但這只是控制住不代表這已達到廢井的地步。

有關封井的方法如下示意圖（如圖 3），下圖中右上方圓圖中是這階段的示意圖從釋壓井中注入

高壓泥漿利用井底的壓力將之推入到洩漏井管中使之達到某一高度後泥漿的水頭高度和其粘度

大過於井底壓力而使之不再噴洩。

到 2016年 2月 17日晚上該公司終於將該口井完全封住，而且宣告永久封井。這項封井的

效果是在第三方機構測試確認後宣告的。封井的方法是利用釋壓井置入水泥替代原先堵井的水

和泥漿，使之進入到洩漏井管中，水泥乾固後將井底封住使之永久不再打開使用。

根據加州官方的統計在這洩漏事件中總共約有 8萬噸天然氣洩漏出來，這算是加州最有使

以來最嚴重的天然氣洩漏事件 ,也可能是美國的歷史記錄。雖然 2004年在德克薩斯州發生過天

然氣地下儲氣窖崩坍事件，但那一次曾引起火災將洩漏出來的天然氣燒光，沒有因甲烷洩漏造

成溫室效應 20幾倍的問題。

圖 3　封井工作技術與方法

第 1階段：建構釋壓井

第 2階段：以導向鑽井
技術鑽向洩漏井附近

第 3階段：以磁通感應
器確認洩漏井正確位置

第 4階段：緊挨著洩漏
井準備截近管口

第 5階段：鑽穿洩漏井
灌入泥漿使泥漿進入井

管內止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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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強效溫室氣體排放

相比之下，根據美國環保署的最新估計，每年約有相當於 1.826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的甲

烷，從美國的石油和天然氣部門逃逸。

甲烷是天然氣的一種主要成分，同時也是強效的一種溫室氣體，在大氣中超過 20年的暖化

期間，比二氧化碳的溫室效應高出 84倍。奧巴馬政府已承諾，石油和天然氣部門的甲烷排放

量，到 2025年將減少 2012年水平的 40%至 45%。

實現這一目標意味著，將超越 EPA的 2015年建議，迫使所有能源公司，針對新油氣井和

基礎設施，實施全國範圍內的檢測和洩漏修復。

環保主義者促使奧巴馬政府，應阻止甲烷從現有能源基礎設施的洩漏，同時禁止油氣公司

故意燃燒油井原油副產品，也就是含有高度甲烷的天然氣或石油氣。

甲烷洩漏是“溫室氣體污染的最大不受管制的來源之一”，塞拉俱樂部執行董事邁克爾．

布龍在接受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保護公眾健康，並就氣候變遷採取得更大且更進一步的遏止

機制。”

美國內政部的新建議應提供環保署一個新模式，以改革到現有的油氣井以及私人土地上的

基礎設施，總部設在科羅拉多州博爾德市的環境保護基金會的國家石油和天然氣計畫一級主管

格羅斯曼作以上表示。

“我們現有看到的資源是未來將可預見資源的絕大部分”，格羅斯曼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說。

根據—ICF國際公司—總部設在弗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市一家諮詢公司去年的一份報告，

在 2013年，650億立方英尺的天然氣，已從聯邦和部落土地上的石油和天然氣系統中洩漏至大

氣。

根據美國內政部土地管理局的建議內容，能源公司將可以將公共土地上的油氣井所捕獲的

天然氣，用之於電力設備。該局還可以決定時間和數量規定能源公司，應該針對排放或燃燒天

然氣，支付特定稅款。

目前，主要的問題在於：在被處罰或徵收特許權使用費之前，到底還要等多久，能源公司

才會開始捕獲副產品氣體，包括將其送到管道當中的場合。基本上，在一個油井使用當中或之

前，一些甲烷的洩放和燃燒是必要的，特別是如果管道僅適用於輸送液態化石燃料。

“最終的解決方案是基礎設施建設”，業者表示，“沒有人願意洩漏和燃燒甲烷，如果這些

甲烷可以被移出，甚至是支付使用費，我們亦在所不惜。”

美國內政部可能模仿環保局，提出全國新的油井甲烷洩漏檢測和維修的要求。根據 EPA的

建議，能源公司將需要每半年檢查油氣井一次。美國環保協會的環保主義者則希望該機構能建

立較為頻繁的季度時間表。

該項提議可能會觸及到公有土地上面，數以萬計的全國生產石油和天然氣井，但活躍於西

方的生產者大多感到它的影響將是不均衡的。能源公司有大量的聯邦租賃，其中包括阿納達科

石油公司，加拿大能源公司，WPX能源公司和新油田勘探公司，比同行的如先鋒自然資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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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和惠廷石油公司更容易受到此項規則約束，因為後者的資產多是私人土地。

甲烷通常被稱為天然氣，是在火爐和取暖常用的，但它也是一種強效溫室氣體，它徘徊在

大氣中的時間比二氧化碳短，但在很多時候，它能更有效地捕捉太陽輻射熱量。（例如，過去

二十多年來，甲烷的全球變暖潛能值是大於二氧化碳 72倍）。在 2013年，研究人員發表了一

篇論文記載，當駕駛在波士頓 785英里的道路上，他們共發現了 3,356甲烷洩露地點；在 2014

年一紙報告裡陳述，在華盛頓特區 1,500公路里程當中，就有 5,893處天然氣洩漏。

就規模而言，洛杉磯的洩漏還是屬於比較小的洩漏，在阿利索峽谷甲烷排放量，是目前加

州最大的單一滲漏來源，已經累計的甲烷洩漏量共有 87,000多公噸。

甲烷本身是無異味的，因此往往需要添加氣味，才能發覺它的存在。學者們量測阿利索峽

谷的甲烷最高水平為 25或 50ppm，但是更大的危害是人們身體的健康，因為伴隨微量氣體，將

包括一種致癌物質—苯。不過，即使加臭劑就足以驅使人們離開該處。

當有很多小型的阿利索峽谷事件加總起來，這就形成一個很大的環境問題，不僅是在加州

而已，而是在全美國各地，甚至是全世界。波特牧場 (Porter Ranch)事件之前，已有超過 86,000

噸甲烷已經被釋放，根據環境保護基金會在網上發布透露，此一事件涉及在 1950年初的首次

鑽井。然後，在 1973年，該油田被抽乾後，它的用途被改變，當作地下甲烷儲存場，是約可

容納超過 1,300億立方英尺天然氣的一部分。

“這又回到石油和天然氣的歷史上”，康奈爾大學教授安東尼 Ingraffea最近告訴媒體：該

油井約鑽鑿於 1953年或 1954年。因此，它的壽命在 60歲以上，而且它的存在不應該維持這麼

久。其原本目的在於生產石油幾十年之後，然後掩埋起來並撤除任何功能。

數十年甚至一世紀前開鑿的油氣井點，在美國本土到處可見。因為許多油氣井在環保法律

成立之前就已經開鑿，所以州和聯邦監管機構往往不知道它們的位置，或者瞭解到它們洩漏

的程度到底有多少，但在 2011年，ProPublica估計，在過去的 150多年以來，美國可能開鑿了

1,200萬口油氣井，其中絕大多數是不再生產。

在加州阿利索峽谷油氣井，其中一款 7英寸套管破裂，其原因通常是由於它的腐蝕，但是

直到去年 10月，它仍然被用來運輸碳氫化合物。“老金屬管道生鏽，這些都是鋼製管套”，研

究學者分析，“它們最初具有某種應用的腐蝕抑製劑，但最後殼體內流動氣體和液體的太多使

用，以及殼體外部曝露於天然氣和液體後，因此發生了腐蝕。”在美國，約有數百座油井已被

改變用途，作為石油和天然氣存儲領域的一部分，但是數以百萬計的更多油氣井卻未被記載於

管理文件上，研究人員認為，這些廢棄的油井經常不斷地洩漏石油和天然氣，因為它們從來沒

有充分地被堵塞住。

有些洩漏十分嚴重，以至於成為“超級噴射器”，按照 2014年 12月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

的論文集的論文，研究人員在賓夕法尼亞州抽樣 19廢棄井的甲烷，結果發現僅有其中之一出

現在該州的官方文件當中。“令人吃驚的是，每口井，都有一些甲烷氣冒出來”，普林斯頓大學

教授邁克爾Celiasaid，將這些研究結果公佈出來。甲烷是最有強效的溫室氣體之一，在洩漏至

大氣層的第一個十年中，其捕獲的熱量超過二氧化碳的 86倍。因此，這些洩漏可能對氣候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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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產生重大影響。

六、波特牧場事件被稱為氣候災難

SoCalGas的文件指出，截至 2014為止，公司 229儲氣井有一半已超過 57年，其中有 52口

井超過 70年。

事實上，加州阿利索峽谷洞庫使用的 111口井有近一半是在 1953年之前鑽鑿的，災難發生

的 12月當時，空氣質量檢查員已有來到現場，檢查災難中心 SS-25附近的一些其它井，結果發

現 16口井中的 15個井，檢查發現它們也有“比較輕微”的洩漏。這些老化的油氣井仍是美國

家輸送石油和天然氣的管道。在超過 160萬英里的天然氣管道中，有超過三分之一是在 1970年

以前建成的。

風險是如此嚴重，它們已為奧巴馬政府的能源部長歐內斯特．莫尼斯所關注。“天然氣系

統中的配送管道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在 2015年四月份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舉辦的一項活動

中，莫尼茲在說，“美國內大約有一半輸送管道的年齡超過 50歲，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

區域。”並且維護這些衰老管道的成本預計將是非常龐大的。“為環境甲烷洩漏和安全理由，

估計替換所有的老化的基礎設施，例如超過 50年以上的天然氣配送管道，估計需要 2,500億美

元”莫尼斯認為。

雖然在波特牧場本身並沒有在進行任何水力壓裂，但是州政府記錄顯示，石油公司能在天

然氣儲存地點確實進行了水力壓力作業，藉此協助天然氣注入地底。實際上，在波特牧場附近

另一油井，曾在超過 9,000英尺地底深處進行水力壓裂作業。“大約一年平均兩次，燃氣儲存設

施運營商會使用水力壓裂以提高存儲，主要是供應南加州阿利索峽谷地區使用，加州議會科學

和技術供應商在 2015年 1月的一份報告指出。”

高容量水力壓裂大約是在 15年前開發的，結合水平井鑽井之後，刺激頁岩氣生產風潮，

研究人員表示，總體而言，在頁岩氣高峰生產期間，已經有許多的甲烷以非常高的速度洩露在

大氣層當中。有學者有一直在研究，自從頁岩氣風潮以來，甲烷也經歷了多年的洩露，其等

在 2011年的一個里程碑式論文共同創作裡發現，天然氣生產對氣候的影響可能會比燃煤更糟

糕，如果有足夠的甲烷洩露出去。“結論是，頁岩氣開發是在 2009-2011年時期展開，在一個

完整的生命週期為基礎，包括存儲和傳遞給消費者的產銷過程當中，可能有 12%的平均甲烷洩

漏率”，發表在能源和排放控制技術期刊裡，豪沃思教授在同行評審的論文結論當中作以上表

示。

相比之下，環保局的官方估計比較保守，認為相關氣體的洩漏約占全國總量不到 2%。但

是學者普遍對環保局提供的估計不太信任，因為它們的數量似乎與實地測量不一致。在此期

間，在波特牧場的災難顯著增加加州在甲烷排放上的問題，因為其已增加該州整體洩漏率達

21%，很多人都擔心到目前為止的洩露可能僅是冰山一角。“在加州阿利索峽谷存儲設施目前

儲藏 1,370億立方英尺的天然氣”，眾議員布拉德．謝爾曼在 1月 6日寫信給美國環保署及其他

監管機構寫到，“我們需要立即展開研究遏止這種氣體散逸的最佳手段，因為目前的阻漏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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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遠遠落後持續洩漏速度。”

七、結　論

環境保護基金會估計，此次洩漏的環境代價相當於每天 700萬車輛的排放量，促使專家呼

籲此一洩漏是BP墨西哥灣石油洩漏以來，美國最嚴重的環境災難。根據報導，吸入有毒煙霧

的居民，已經產生噁心，頭痛，流鼻血，頭暈等現象。此一洩漏事件已經成為國際頭條新聞，

但是一項新的研究揭示：美國加州的甲烷氣體洩漏並不是最近幾年影響環境的唯一和最大事

件。

根據國家地理雜誌報導，位於委內瑞拉蓬德馬塔油井，火焰燒毀了約 768,000噸的天然

氣，數量約接近加州洩露量的 10倍。在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研究人員將研究

結果都記錄起來，其中科學家利用高科技攝像機和衛星捕捉在 2012年全球範圍所發生的廢氣

燃燒，結果令人震驚：研究人員估計在 2012年全球約有 1,43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在油井附近

以火焰方式燃燒掉，數量約為該年天然氣產量的 3.5%。火焰燃燒是廢物處理的一個過程，文件

中並沒報告燃燒地點和氣體體積。衛星目前已經探測出全球約有 7,000火燄燃燒地點，其中俄

羅斯火焰燃氣數量最大，有 250億立方米。加拿大在 2012年約有 332個火焰燃氣地點，美國則

有 2,399，其次是俄羅斯的 1,053。

甲烷是天然氣的主要元素，是僅次於二氧化碳的人類活動主要產生溫室氣體。甲烷停留在

大氣中的時間，沒有比溫室氣體二氧化碳 (CO2)來得久，但是在捕獲熱量上的效率卻比CO2高

出 86倍，這使其成為氣候變化的一個十分重要貢獻因素。早自 2015年 10月，洛杉磯西北的加

利福尼亞阿利索峽谷天然氣儲存設施被發現巨大的洩漏。洩漏對附近居民是一個嚴重的健康風

險，其次甲烷是天然氣的主要組成部分，更是一種強效溫室氣體，有人把此次洩漏現象稱之為

一場氣候變化的“災難”。可以肯定的是，此次洩漏很顯然地將持續數週。但由於美國各地方

天然氣洩漏，每天數以千計，加州阿利索峽谷的天然氣洩漏，約貢獻全國總洩漏的 1%，實際

上影響程度是相當小的。

在過去十年間，美國在天然氣產量和消費量上都有大幅增長，各種使用水力壓裂頁岩氣的

生產問題曾經有激烈地爭論過。因為已經取代煤炭用於大量發電，自從 2005年高峰以來，天

然氣已經減少美國從發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約 18%。二氧化碳 (CO2)是最重要的溫室氣體，

但甲烷排在第二。美國環保署估計，在 2013年，甲烷大約貢獻美國國內溫室氣體排放量約

10%，而最大的來源是來自石油和天然氣產業。這些天然氣的洩露，不管是故意或無意的，主

要是發生在油氣產井、壓縮機站、輸送管道和其他設施當中。

近年來，美國環保署估計從天然氣系統產生甲烷洩漏已受到質疑，對於天然氣是否是一種

全球氣候變化因應措施因此產生爭論。由美國環保協會支持的環保組織，曾進行最全面的研

究，建議從天然氣系統中洩露的甲烷量可能比美國環保署的估計大約高 50%，但仍有很大的不

確定性存在。

雖然此項洩漏確實是很龐大的，但是更令人吃驚的事實是，它與其他石油和天然氣甲烷排



－19－鑛冶 61/1

放量相比是很小的，相關人士透露。美國環保署估計，在 2012年，從美國國內的天然氣系統

所洩漏的甲烷量約是 1.3億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如果這個數字有 50%的低估，我們可以得到大

約 1.95億噸CO2-E的甲烷。利用這個估計，我們可以說，在未來至少超過 12個月時間，加州阿

利索峽谷將增加美國的天然氣系統的甲烷排放量大約 2%。當計算美國整個天然氣系統時，包

括甲烷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例如，從生產、運輸、和燃燒天然氣的所有排放，阿利索峽谷在

12個月期間增加溫氣排放總量約 0.3%。

首先，該洩漏情事迫使家庭洛杉磯波特牧場附近居民暫時搬遷，擾亂了成千上萬人的生活

與生命。其次，雖然幅度不大，該次洩漏對氣候變化確實有所影響。正如上文所述，任何單一

排放源看起來，對龐大整體能源系統規模看起來很小，但是加州阿利索峽谷事件提醒美國油氣

業者，天然氣老化的生產、運輸與儲存設施，需要進行密切監測。但最重要的應該是，加州阿

利索峽谷事件給了相關企業和政策制定者一項重要警訊：整個油氣供應鏈上的甲烷洩漏問題需

要立即予以解決。

最近的一項研究估計，大部分的甲烷洩漏可以極低成本防止或補救，有些人已經發現，絕

大部分的排放是來自小數量的“超級噴射器”，亦即沒有受到監控的設施，該等持續地將甲烷

排放到大氣當中。這項研究表明，精心設計的州或聯邦的規定，可讓實施甲烷防漏的企業獲得

應有的獎勵。美國環保署多年來開展一項自願性計劃，以鼓勵企業減少排放，最近提出的新規

定，藉此限制新的天然氣設施減少甲烷排放量。此外，一些國家現在也有在要求石油和天然氣

生產限制其甲烷排放量。

但是，這些舉措代表了許多例外情況，基本上它們不是一種常態。人們對於甲烷從石油和

天然氣系統的排放了解甚少，並在大多數情況下，並不受政府機構所監督和管制。隨著全世界

因應氣候變化的挑戰而向前邁進的同時，加州阿利索峽谷應該讓我們集中心思，鼓勵企業和政

策制定者解決更大的問題：現在正是減少整個石油和天然氣系統的甲烷排放量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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