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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report series is prepared by Raymond Wong after his study visit 
with a group of youth from Hong Kong.

The visit was organized by the Hong Kong Life Planning Association 
from 5 to 12 August, 2018

Part 1 – about the Nepal earthquake in April 2015 

王煒文老師於2018年8月5‐12日，作為香港生涯規
劃協會的顧問團成員，隨20多位大專學生及工作
人員，到了尼泊爾作8天以社會民生文化為主題

的交流考察。行程中王老師也加入了一些他的深
度考察內容，作為他多年的人文研究的一個順帶
補充。

交流回香港後，他會將以下的專題系列，借用他
途中大量拍攝的紀錄照片，以適量的文字補充，
將他對尼泊爾的見聞，從人文的角度為大家作個
演繹。

此乃他等一輯的布佈道，先介紹一下2015年地震

後給尼泊爾尤以加德滿都，所帶來的影響，及部
分重建重修的代表性例䅁。



2015年尼泊爾地震發生於尼泊爾標準時間 4月25
日（星期六）11時56分，最大烈度為7.8級。這場
地震成為繼1934年地震後襲擊該國的最強烈地震。

這場地震震央位於距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西北約
80公里以內的區域，震源深度約12公里。受災範
圍達到20萬平方公里，這次尼泊爾地震所釋放出
來的能量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所釋放出來能量的
1.4倍。 7600多人在此次地震中喪生。受波及範

圍包括尼泊爾、印度北部、巴基斯坦、孟加拉、
不丹和中國西藏部分區域。

尼泊爾標準時間2015年5月12日12點35分，當地再
次發生大地震，矩震級達7.3級。震中靠近珠穆朗

瑪峰和首都加德滿都之間的中方邊境。這一餘震
造成超過2500人受傷，超過125人死亡

2015年尼泊爾地震的震央位置



The source and magnitude 
of earthquake in 2015 

尼泊爾政府在地震後公佈實施緊急狀態的29個重災區中，多

個重災區均位於加德滿都谷地範圍內，谷地裏近半的建築物
已經在地震中被毀或嚴重受損。

首都加德滿都在重災區中受災最重，很多老舊建築倒塌，大
批民眾露宿街頭。加德滿都醫院受損也嚴重，水電供應不足，
部分商店商品斷貨。4月26日，加德滿都特裡布萬國際機場重

新開放，但受機場規模小、管理能力不佳、滯留航班多、救
災飛機密集等影響，大批國際救援力量及物資一時難以到達。

除此之外，當時引致的災害還包括：

• 雪崩

• 山體滑坡

• 疫情的出現

• 通訊終斷

• 全國交通嚴重受損

• 約9000死亡、22000受傷 (官方數字)



地震災情 (網上照片)

The damages of earthquake to Kathmandu, Nepal 
(images from Internet sources)

加德满都王宫广场（杜巴广场
Durbar Square）於地震前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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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具深厚歷史的古建築也受損嚴重，部分甚至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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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區村落受災的情況



部分公路嚴重受
損，影響了救援。



災民的無奈





地震災情 (網上照片)





地震災情 (網上照片)





民眾及其他團體的救災情景 (網上照片)

Rescue immediately after the earthquake 



民眾自發的救災情景 (網上照片)

民眾自發的救災情景 (網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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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民境況





尼泊爾人民主要信奉印度教，死後採用火葬。
圖為死者在廟旁一處土地，集中進行火葬。

王煒文老師於2018年8月考察
尼泊爾加德滿都所見的情況

What Raymond Wong observed 
during his study visit to Nepal 

in August 2018



大部分幸存下來的樓房，除部
分結構狀態還可以接受的少數
例外，大都用臨時的支撐加固，
構成不少潛在的公眾安全隱憂。





很多結構受影響的樓房位於
斜坡之上，其危險性會更大。











邊旁的樓房已經倒塌，危危乎
獨立一角仍有人居住的危房。





部分的樓房在
震中全面倒塌



大學校舍裏所見的損壞



不能不立危牆之下？





大部分佛塔在地震中
均有移位情況出現，
其中亦有倒塌的。



大部分佛塔均有移位情況出現，其中亦有倒塌的
(正前方及兩旁原有多座佛塔，已倒塌，但石料仍留下，待日後重建。)



尼泊爾現時的人口約2千9百多万，主要集中於尼泊爾
中部，即在加德滿都谷地附近一帶，包括尼泊爾第二
大城市波卡拉 ( Pokhara) 。2015年大地震，震央差不多
位於加德滿都與波卡拉兩個城市的中間位置，對人命、
房屋及其他基建設施帶來的破壞，可想而見。

尼泊爾是世上最貧窮國家之一，於 2010年前後，約
有近 1/4人口生活仍在貧窮線以下，2015年大地震令

本來脆弱不堪的經濟雪上加霜，現在還未從中全面恢
復。

除基礎設施外，地震構成的破壞對房屋的損毀帶來的
民生問題，主要還有以下的一些長線影響。

1. 不少的居所倒塌，帶來傷亡，令很多家庭離散，或
失去居所。

2. 更多樓房包括一些歷史性的，受到嚴重破壞，不宜
繼續居住或應用。

3. 修復損壞的樓房花費甚高，很多居民不易負擔這些突
發的支出，政府的資助也頗為欠缺，最終令生活質素
倒退。

4. 部分損壞的樓房只做了些簡單的臨時支撐加固，便再
應用，隨時有倒塌的危險。

5. 眾多樓宇建於並排的街道兩旁，倒塌了的樓房形成一
個缺口，降低了樓宇並排相互支撐的效果，也影響了
整體樓房的穩定性。

6. 簡陋的新建樓房與近乎危樓的舊房子並存，亦構成長
久的結構危險。

7. 民間自發新建的房子，投入的資金有限，急就章式的
快速重建，也缺乏政府的監管，其結構穩定性充滿疑
問。

8. 加上其他基礎建設的損壞及久於復修，城市環境整體
有所下降。

9. 歷史文物的損毀，更不能從物質經濟的角度可以形容。



尼泊爾主要城鎮及人口，均較集中於震央加德滿都谷地附近

震央大概位置

震後第一時間作臨時加固的歷史
建築，穩定後再考慮如何復修。



在鬥市中，行人從受臨時支撐加固的老樓子如常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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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的樓宇在並排式的街
道兩旁，形成一個缺口，

如照片中用單薄的支撐架
以鞏固兩旁的建築，是不
足夠的，不是萬全之法。

倒塌後的樓宇空間，仍由廢土料
所填塞，以穩定邊旁的樓房。



頗不恰當缺乏規劃及監管的新建樓房



Re‐constructing the buildings within very 
congested environment inside the old town 

在極狹窄的市內用簡陋的方式重建樓房，安全成疑。

唐

後記

自古以來地震對人類的社會都構成重大的困擾與破
壞。近數百年來歷史有紀錄的個案不少，其中一次
發生於中國明朝中期(1556年)的甘肅陝西一帶，加上
震後振災不力引致的死亡，估計達 6、70萬人。

進入20世紀，廣為人知的個案包括發生於1906年的
三藩市、1920年的中國寧夏、1923年的日本關東(東
京)、 1927年的中國甘肅、 1976年的中國唐山、
1995年的神戶，及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當然，
還有2015年尼泊爾是次的地震，這些個案均對城市
及人口造成重大的破壞。

其他發生在非人口集中區域的例䅁，如在南美洲(亞
根廷、袐魯、智利及墨西哥)、意大利、伊朗、土
耳其、巴爾幹半島或印度等區域，實在不計其數，
也造成重大的損失，動輒帶來數以萬計的傷亡。



至於在救災方面，在20世紀中丶前期，因交通
及資訊仍未能普及，這些大型災害大都只能自救，
尤其是在貧窮落後的國家，政府的幫助不多，
甚至可說是愛莫能助，最終因失救缺乏支援而導
致更大的傷亡。也有些是政策失誤而令悲情惡化
的，唐山大地震可能是個悲哀的例子。

戰後尤以7 、80年代以還，已發展國家大都經濟
發達和物資充裕，國際社會人道主義抬頭，交通
與資訊暢順，加上眾多非政府組織的建立，大大
有利予救災工作的開展。

近年，國際間基本能做到一方有難，各國自其

量力以作支援，所以災後的支援工作改善了不少。
2008年四川大地震，中國調動全國國力支援災
區，更是現代歷史一個獨特先例。

EU $3.3 million

Australia $16 million

Belgium $5.5 million

Canada $4.2 million

各國政府支援尼泊爾地震提供的資助金額
List showing the financial supports from major governments (in US$)

Finland  $3.4 million

Germany  $66 million

HK $6.5 million

India  $1 billion

Japan $8.4 million

Netherlands $4.5 million

Switzerland $26 million

UK $130 million

US $10 million

China  $10 million

Red Cross $0.5 million

Vatican $0.1 million



最後，救災和重建也有現實條件的局限。尼泊爾正有
著不少這方面的制肘。
例如，

1. 在地震中機場跑道也受損，中型以上的飛機不能
升降，嚴重影響救災。

2. 山區間道路設施差勁，對救援及分發物資非常不
利。

3. 缺乏大型救援器材，尤其是吊重機車及運輸車輛。
加上機場受損及公路落後，有設施也不易到達災
場，或引致延誤。

可幸，經過3年多的休養生息，尼泊爾民眾的生活亦

慢慢回復正常。其他有關尼泊爾近年的發展，日後有
機會再多談一點吧。

這是國際救援隊伍稍後到災區支援所見的道路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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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由加德滿都通往第二
大城市波卡拉的唯一國道，
全長約250公里，全程單線
雙向下行車，在正常情況
下行車最少要用7小時。
(王煒文2018年8月考察所見)

行程當天在這路段上，有一輛重型貨車因貨物過重，陷入早已損
去柏油路面而不能開動，致令公路上下行車，有近5公里的車龍，
雙方用了2小時才能通過。在震後的惡劣情況，可想而見。



接下來的一輯，是一個由中國資助的歷史
建築復修個案，請各位留意，繼續觀看。

其他尼泊爾專輯預告:

1. 加德滿都的城市基本情況 (地理、空間
布局、建設、基建、发展條件)

2. 所看到尼泊爾的民生情況

3. 加德滿都及周邊的建築特色 (新建築、
歷史/傳統建築、建築設計，建築技術
的應用)

4. 尼泊爾在宗教色彩、文化、人民素質方
面的介紹

多謝觀看此輯專題報告，稍後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