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日本大震災災情
及其因應作為分析

地震規模: 9.0  (日本氣象廳上修)

震央位置: 38.322°N, 142.369°E

震源深度: 24.4 km (15.2 miles)

發生時間:當地時間3月11日02:46 :23 pm

（臺灣時間 3月11日01:46:23 pm）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報告

•• 地震基本資訊地震基本資訊

•• 本次災害特性與問題本次災害特性與問題

•• 日本因應對策日本因應對策

•• 空間情報於本次地震之應用空間情報於本次地震之應用

簡報大綱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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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震基本資訊：震度分佈一、地震基本資訊：震度分佈

本次震源屬逆衝斷層，由於震
源淺且規模大，海床易受擾動，
容易形成海嘯。

（資料來源：USGS）

• 最大震度為七級（宮城縣），東京為五級。
• 日本與我國之震度分級相同。

震度分佈圖

震央

(資料來源：日本氣象廳)

中央氣象局震度分級表

度分級 地動加速度
(cm/s2,gal) 人的感受 屋內情形 屋外情形

7 劇震 400 以上 搖晃劇烈以致無
法依意志行動。

部分建築物受損嚴重或倒塌，幾乎
所有傢俱都大幅移位或摔落地面。

山崩地裂，鐵軌彎曲，
地下管線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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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構造
本次地震發生位置為太平洋板塊與北美板
塊邊界。（台灣位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
海板塊交界處）

資料來源：USGS

一、地震基本資訊：一、地震基本資訊：地質構造地質構造

此次震央處鄰近區域之地震多屬
中淺源地震 (小於70公里)

太平洋板塊

歐亞板塊 北美板塊



宮城外海發生規模宮城外海發生規模99..00地震的地質條件地震的地質條件

錯動量空間分佈

M7.8     M8.4       M8.2

規模總和約M8.67

(資料來源： 中研院地科所 李憲忠 研究員)

1. 斷層約長400公里
2. 約寬200公里
3. 主要由三個大破裂造成本次地震

（破裂長度要長才會形成多主震，
造成大規模地震）。

震源區域範圍廣大，震動時間長震源區域範圍廣大，震動時間長

(資料來源：日本東京大學地震研究所)

地表加速度

地表位移

地震延時將近200秒

宮城外海震後地表變形圖



一、地震基本資訊：一、地震基本資訊：震後海嘯實際觀測值震後海嘯實際觀測值

實測最大浪高超過30公尺
最大波

測站 抵達時間 浪高

岩手釜石 15時21分 4.1m以上

岩手宮古 15時26分 8.5m以上

岩手大船渡 15時18分 8.0m以上

宮城氣仙沼廣田灣 15時15分 5.6m以上

宮城石卷市鮎川 15時25分 7.6m以上

福島相馬 15時51分 9.3m以上

茨城大洗 16時52分 4.2m

青森八戸 16時51分 2.8m

（資料來源：日本氣象廳）

二、本次災害特性與問題二、本次災害特性與問題

• 災區過於廣大，救援
資訊與時效無法掌握

– 災區範圍廣闊、災情嚴重
，加上避難場所分散(至4
月4日止，尚有2,200個以
上之避難所)，導致災情
與災民資訊很難蒐集，阻
礙救災與支援行動的展開

– 太平洋沿岸移動型基地臺
車子不足，至3/25仍無法
全面將通訊復原。

– 災區中流言四起，經由手
機簡訊傳送。宮城縣警察
25日前往避難所進行宣導
，呼籲避難者冷靜應對。

海嘯受災範圍約561km2（約兩
個台北市），主要集中於岩手、
宮城、福島三縣，其中以福島最
嚴重（327km2，佔全縣1/6)。

(資料來源：日本國土地理院)



日期

人數

災害資料統計1/2 (相關資料統計至2011.4.27)

• 人員傷亡：
– 死亡人數：14,508人

– 失蹤人數：11,452人

– 傷者：5,314人

• 建築物損壞：
– 全 倒：76,749棟

– 半 倒：26,730棟

– 部分損毀：218,150棟

• 避難人員：130,145人

• 組合屋部分：
– 總需求戶數：72,290戶

– 可提供使用戶數：70,665戶

資料來源：日本緊急災害對策本部

東日本大震災人員傷亡逐日累計表

比較集集、汶川地震人口傷亡逐日統計

汶川地震人員傷亡歷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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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集集地震人員傷亡歷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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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地震約於災後20日(3/31)方能
對死亡與失蹤之災情掌握。

• 相較於集集與汶川地震均約於災後
10日內已能對死亡與失蹤災情有較
好之掌控，顯見東日本大震災之災
區廣大以及海嘯災情，均對後續救
援造成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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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森縣(226人)

避難收容人數避難收容人數 130,145130,145人人(截至4/27)

岩手縣(28,215人)

宮城縣(40,051人)

福島縣(59,068人)

茨城縣(355人)

千葉縣(267人)

長野縣(229人) (資料來源：日本消防廳)

0311東日本大震災避難人數逐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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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NCDR張芝苓

自3月底收容人數已穩定於10萬人以
上（集中於岩手、宮城與福島），顯
見未來仍有大規模之中、長期收容需
求。

556,130人

• 震後與海嘯後火災事件：345起，已完全撲滅
• 災區交通損壞狀況：

– 道路損壞：3741處

– 橋梁：71座

– 鐵軌道：26處（尚有16條路線停駛中）

• 維生管線：
– 停電區域戶數：420萬戶

– 停供民生用水戶數：7.9萬戶

• 其他災害：
– 山崩184處

– 堤防損壞4處（皆在宮城縣境內）

– 核電廠損壞（福島第一、第二核電廠）

災害資料統計2/2 (相關資料統計至2011.4.27)

(資料來源：日本緊急災害對策本部)



海嘯浸水土地種類統計海嘯浸水土地種類統計

(資料來源：日本國土地理院)

受海嘯影響區域以農業用
途居大部分，土地鹽化對
未來農作將造成影響。

震後沿岸下陷情形震後沿岸下陷情形

↓ ↓ 50公分

↓↓ 35公分

↓↓ 53公分

↓↓ 66公分

↓↓ 73公分

↓↓ 84公分

↓↓ 74公分

↓↓ 69公分

↓↓ 78公分

↓↓38公分

↓↓ 47公分

↓↓ 29公分

(資料來源：日本國土地理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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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重限制，救災物資難以送達：
– 機場、港灣、道路設施受損，災區部分淹水未退，天候嚴寒降大

雪。
– 地震發生之初，通往災區的主要道路均由自衛隊管制，僅領有「

緊急車輛許可證」的車輛方可進入，企業無法自行運送。
– 災區的油罐車不足，被海嘯沖走、駕駛受災、交通網中斷等原因

造成燃料輸送困難。
– 災區通訊中斷與運送公司未及主動，無法掌握物資送達的資訊。
– 因為對於輻射線危害的過度反應，災區及周圍地區的物流也受到

影響，造成該區域的物資無法送達。
– 由於日本未預期接受各國援助，再加上對於食品安全基準的要求

，使各國對於日本的支援無法送達。

二、本次災害特性與問題二、本次災害特性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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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日宮城縣石卷淹水未退日宮城縣石卷淹水未退 1616日日本北部災區降大雪日日本北部災區降大雪

民生物質供應問題民生物質供應問題 –– 災區災區

由於災區行政機構近乎癱瘓 ，
物資缺乏到讓災民處於斷糧
狀態，直到 16日已經進入第
6天，大量救援物資未到災民
手中。 其主要因素：
1. 災區範圍大
2. 部份地區海嘯淹水未退
3. 15日晚間日本北部災區降
大雪。

日本民眾日本民眾1515日排對取水日排對取水 ((現代快報現代快報)) 日本石油緊缺日本石油緊缺 車輛路上排隊購油車輛路上排隊購油全日本陸續運送物資到重災區，
但物資無法送至各避難所災民
手中。其因素： 1.
道路和港灣遭到破壞
2.機場受損無法空投物資
3.東北重災區因為交通跟電力
中斷，電車停駛或班次減少
4.燃料大量不足無法分配物資



• 受災嚴重程度凸顯了高風險地區的脆弱性：

二、本次災害特性與問題二、本次災害特性與問題

歷史上，本次災區有多次地震與海嘯之致災記錄

從北海道到房總半島範圍，海嘯浪高
激增。(震後30分鐘)

海嘯的傳播逐漸接近土地(震
後5分鐘)

海嘯浪高在仙台灣海岸累積
(震後70分鐘)

海嘯造成沿岸的海平面變化
(震後2小時)

(資料來源：東京大學地震研究所)

海灣地形
峽灣地形

海灣地形易造
成海嘯能量累
積

海底變淺，浪高開始累積

宮城外海之海灣、峽灣地形容易加劇海嘯災害程度

本次主要受災區原屬海嘯高風險地區本次主要受災區原屬海嘯高風險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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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急醫療團隊雖然派遣迅速，但難以發揮效用：
– 通訊網路中斷，難以蒐集資訊。

– 大部分災區的地方政府機關完全癱瘓，無法支援。

– 許多災民不是淹死就是輕傷，和以往震災災民多受到重傷的類型不同。

二、本次災害特性與問題二、本次災害特性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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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凸顯高齡社會災害防救的難題：
– 多數傷亡民眾屬年紀較高及生理弱勢之族群，後續在避難場所死亡之災民亦

多為高齡者。獨居老人緊急時無人救助，養老、養護及長期疾病療所之緊急
應變疏散人力不足、機制不健全，是災害防救工作困難、加重災情的原因。

二、本次災害特性與問題二、本次災害特性與問題

‧高齡者多數患有心血管等疾病，避難所提供之藥品不足，
以致發生有老人因心肌梗塞死亡事件。

醫療藥品短缺

‧缺水(無法淨身/惡臭)、缺電(無暖氣，100歲老人凍死)、
缺糧食、疾病傳染(流感)、災民心理壓力(哭泣、無助、抑
鬱等情緒反應)等環境條件，更不利於高齡者之避難。

避難所環境條件

‧福島縣因輻射外洩事件撤離了14名老人中，其中12名老人
在避難所內不久便去世，相關研究指出可能與受驚嚇、壓
力、疲勞或環境改變有關。

撤離引發死亡

‧大熊町的雙葉醫院一百二十八位高齡與重症病患，醫院人
員無法於災時進行緊急疏散。

安養護機構的防減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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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生設施之安全度與可靠性不足：
– 維生系統（水﹅電﹅油﹅通訊含交通）脆弱易損，不但阻礙緊急應變救災行

動之展開，而且增加災後民眾恢復正常生活與推動復原重建工作的困難。

二、本次災害特性與問題二、本次災害特性與問題 (5)(5)

東京都及8個鄰近轄區(神奈川縣、埼玉縣、千葉縣、
茨城縣、群馬縣、栃木縣、山梨縣、靜岡縣)分成5個
組別。(屬東京電力和東北電力公司) 14日起輪流停電

ＪＲ渋谷駅前＝１１日午後６時

（時事通信社）（時事通信社）

(ＰＡＮＡ通信社)

交通運輸受阻，導致
物流不順，很多超商
都沒貨可賣。

限電導致電車班次減
少，城市交通混亂與
管理問題。

• 大規模複合型災害造成國家整體的衝擊：
– 複合型災害（如核災、供電短缺、交通運輸系統嚴重破損等），對日本之

產業、經濟、民眾生活生計以及社會安定等，造成難以估計的深刻打擊。

本次災害特性與問題本次災害特性與問題



主要災區之災情類別主要災區之災情類別

• 核災變化不易掌控，災後造成國際危機：
– 核能災害之原因十分複雜、多變，既定因應對策很難依序、按牌理進行，災

後的輻射污染、擴散影響擴及全球。

• 大規模災害之災後重建經費與時間難以估計：
– 本次大震災、海嘯以及核災等造成各類災害，不但所需投入的復原重建經費

，預估將超過15兆日圓，嚴重排擠日本政府施政的其他經費。而且重建涉
及的面向與層級超出以往經驗，故必須投入之能量與時間也將難以估算。

二、本次災害特性與問題二、本次災害特性與問題



三、日本因應對策三、日本因應對策 中央政府重要應變作為歸納

• 成立緊急災害對策本部，統籌各項資源調度及應變處置，並立即出動自衛隊、警
察、消防隊、海上保安及醫療等人員投入救災。

• 成立核能災害對策本部，處理核能災害應變相關事宜。
• 派遣調查團至重災區宮城縣、福島縣以及岩手縣，並公佈重災區適用之復原重建

法令。
• 總理發佈核電廠附近避難指示。
• 請求駐日美軍協助救援。
• 設置電力需求與供應緊急對策本部，調度電力供應事宜。
• 設置災民生活支援特別對策本部，安置災民並提供相關法律協助。
• 召開朝野震災對策聯席會議，各黨派共同協助災後復原重建。
• 協助外籍人士避難，並提供電話免費翻譯。
• 召開各級政府災民生活支援聯席會議。
• 設置災區安全、安心確保對策工作小組。
• 設置捐款分配決策委員會，統籌各方捐款分配事宜。
• 內閣府每日定期召開記者會說明災害處理情況。
• 每日定期發佈地震災害處置報告書及核能災害處置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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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資通訊相關應變措施災後資通訊相關應變措施

• 全力搶修
– 3/11恢復重災區外周圍縣市通訊
– 3/12恢復重災區企業用回線
– 3/13除重災區的中心地點部分，外圍大部份

電話通訊已經回復

• 由各電信公司提供
– 免費提供語音、文字留言服務

所有電信公司,所有系統用戶皆可使用,並支援多國
語言，可透過電話(171)、網頁(WEB171)與手機

– 免費公用電話
於全國744個處所設置免費公用電話

– 提供臨時住宅免費電話機

– 避難所提供免費網路

– 災區無線網路、簡訊及手機email通信免費

– 提供防救災相關單位免費衛星電話借用

– 提供災區大量手機充電器

– 利用手機免費收聽災區消息
災害訊息廣播電台
可用收音機收聽/網路收聽/手機收聽



災後資通訊相關應變措施災後資通訊相關應變措施

• 臨時FM廣播台陸續開臺
– 東北、關東地區受災區的當地

廣播臺，陸續開臺，並且簡化
開放手續，臨時災害播放臺至
3/22共有12臺。

– 東京的各廣播局和日本媒體播
放協會也向災區播放節目和資
訊。

• 利用無線通訊
– 因地震而被切斷光纖的宮城、

岩手縣17個區域，以無線電傳
播暫時替代。

– 東日本NTT利用衛星通訊的通
信網等，在災損嚴重的地區，
以無線通訊使用。

震災即時資訊更新方式震災即時資訊更新方式

28

災後提供通訊服務狀況查詢災後提供通訊服務狀況查詢

• 震後通訊損壞狀況
– 固定式電話(市內電話)約

150萬戶斷線

– 企業用戶約15,000線斷線

– 約27,900個行動電話基地
台受損

• 災後透過Web GIS呈
現相關資訊，可查詢
之項目
– 服務狀況(正常/中斷)

– 搶修狀況(預計修復日期)

– 免費手機服務地點

– 免費衛星電話服務地點

– 免費手機充電服務地點

– 移動基地台位置



疏散收容安置疏散收容安置

• 支援避難者，東京都旅館擴大接受避難者的居住。
• 針對震災受災的岩手、宮城、福島縣等受災戶已建造

17,692戶（另5,807戶預定建造）的暫時住宅。
• 提供公務員宿舍、公營住宅給受災者使用：目前已確保公

務員宿舍與公營住宅共52,973戶給受災者使用。
• 組成搬離居民自治會：因震災約有一半居民避難的宮城縣

南三陸町，陸續有許多居民放棄了重建而移往縣外。搬離
居民組成自治會，掌握離開居民的動向。

30

收容模擬推估收容模擬推估 v.s. v.s. 實際需求實際需求

• 依「日本海溝千島海溝周邊海溝型地震對
策」(該對策已考慮海嘯)即推估宮城縣避難
人數規模可能達到33萬人，並據以設置收
容所，地點多設置於學校。

• 最高峰時約有55萬人避難，人數最多即為
宮城縣，計35個市町村共開設1,273個避難
所，約收容31萬多人。

• 物資調度仍出現問題，導致災民於收容所
受到二次災害。

宮城縣災民於收容場所情況

「日本海溝千島海溝周邊海溝型地震對策」最大避難人數預估

避難所所在地以
電子化方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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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士安全之處置外籍人士安全之處置

主管機關為外務省，調查對象類別包含：

•各國領事館駐外人員：位於受災區僅韓國總領事館，由

外務省完成安全確認。

•國際交流學生：由外務省國際交流基金會及日本國際協

力機構(JICA)進行安全確認。

•旅行團體、觀光客、個人：由在日本之各國大使館及旅

行業者聯合提供安全調查資訊，東北震災地區參加旅行

社行程的旅客約5,500人，其中安全確認完畢約4,600人，

持續確認中約900人，截至3月16日13:00國土交通省統

計。

•各國僑胞、長期旅日者：經由日本紅十字和紅十字國際

委員會(ICRC)網站追蹤調查。

1. 提供電話免費翻譯服務
在機關或避難所交談時語言不通，可以打電話尋求翻譯協助，包括英語、華語、

韓語、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等多種語言。
2. 多種語言防災指南
消防局提供日文、中文、英文、韓文不同語言之防災宣導手冊或防災指南，
協助外籍人士了解防災措施與疏散避難作業。

相關服務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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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年度日本東海地震防災策略年度日本東海地震防災策略

具體量化
減災目標

死亡人數

約9,200人

約4,500人

約4,700人

• 強化住宅耐震性※

• 提升海嘯避難觀念

• 減少地震火災發生

• 整備海岸保全設施

• 崩坍地危險區域對策

約700人減少

約3,500人減少

約300人減少

約100人減少

約90人減少

住宅耐震提升普及率
75%　90%

(2003年) (10年後)

（※）具體實例

•應用「地區住宅補助金制度」
以及稅制配合等

經濟損失

約37兆日圓

約19兆日圓

減少

約18兆日圓

約減少3兆日圓

約減少12兆日圓

約減少2兆日圓

約減少2兆日圓

減少

• 資產損失(住宅耐震能力提升普及化)

• 鄰近區域等影響

• 產業活動停止(確保勞動力、事業體)

• 東西幹線交通中斷(提升新幹線、
高架橋等耐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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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衛隊及自衛隊及NGONGO民間民間救災救災組織組織協助協助

各級政府緊急成立
「抗震減災本部」

設立臨時部門

民間組織主動申請

政府依屬性、需求
調派任務

衛生
醫療

災後
重建

號招
募捐

民間組織輔助救災

物資
捐贈

災害
救援

人員
調查

• 日本各地近3萬個民間組織震後即開始行動。

• 主要招募各類志願者，提供衛生醫療和重建

等支援，輔助政府救援工作。

• 初期任務為廣泛號召募捐、建立網絡合作機

制、協調捐助物資和調動志願者，為後續進

入災區做準備。

• 另有「居民防災議會」的自願組織協助社區

防災活動。

1. 據《自衛隊法》第83條，日本自衛隊的
救災可從兩方面同時發動。一個村長就
可以直接聯繫防衛大臣，就具體需要請
求救援；而自衛隊也可以自行判斷形勢，
隨時出動。

2. 《 NGO法》倡導民衆力量參與救災。

相關法規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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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民眾參與：日本全國防災日演習擴大民眾參與：日本全國防災日演習

日本於2010年9月1日首度舉行三大地震齊發的綜合

演習，日本政府在首相菅直人坐鎮指揮下，展開全

國防災救災訓練，共有35都道府縣，總估計約68萬

人參加。

三大地震齊發的救災演習、歸納出救援活動規模

及廣域互援協調等需要解決的問題。

各地自衛隊、警察、消防隊之外，就連駐日美軍

也派遣艦艇參加模擬救災。

政府在財政預算中投入超過1億日元的經費製定地

震對策大綱及全國地震演習計畫。

主管機關:日本政府中央防災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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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全國防災日地震災害規模設定日本全國防災日地震災害規模設定

假設東海、東南海和南海三大海溝型地震同時發生。

2010年9月1日上午07時00分演習時間

模擬震源

芮氏規模8.7地震規模

震度7級，包含靜岡縣、愛知縣、三重縣、和歌山等各縣。最大震度

災情模擬 死亡數(人) 建物倒塌數(棟)

建物完全倒塌 約 12,200人 約 309,000棟

海嘯 約 9,100人 約 42,000棟

震後火災 約 900人 約 81,000棟

震後山崩 約 2,600人 約 27,000棟

合計 約2萬5仟人 約55萬棟

• 死亡人數

12,596人

• 建物全倒

46,017棟
東日本大地震災情統計直逼防災
日地震災情模擬之規模!!!

統計至
2011.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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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目前採行之救援及重建政策日本政府目前採行之救援及重建政策

• 日本內閣估計震災損失達10兆日圓，政府正積極籌措相關
重建經費：
– 公務員減薪賑災、救災追加預算案(用於清理廢墟、搭建臨時住宅

、修復道路、港口及學校等基建工程。)、動用國家養老金的特殊
賬戶、特殊賬戶類似政府儲備金(每年特別預算的結餘資金)、提高
兒童補助金、高速公路通行免費等政策。

– 日本政府將設立首相領導的「復舊復興戰略本部」，並增設防災
復興大臣，將未來5年訂為「集中復舊復興期間」，從財政、稅收
、政策和組織等層面進行重建。

• 災民協助之相關措施：
– 針對有居住需求的災民，提供國家住宅及公共住宅等相關訊息，

計有52,973戶。
– 災民簡易貸款申請及災民存款帳戶簡易認證。



四、空間情報於本次地震之應用四、空間情報於本次地震之應用

•日本部分
第一時間藉由直升機航拍即時傳達並公布災區受災狀況

2天後（3/13）國土交通省發佈災區航照影像。

•國內資源
福衛二號於3/11接收資訊，因天候狀況允許3/12中午即
提供相關影像。

•國際資源
由於本次災害規模甚大，各國相關影像陸續提供分享，
UN-SPIDER並將各國提供之影像整理列表提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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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震後提供災情判釋參考之各類影像本次震後提供災情判釋參考之各類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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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解析影像(小區域)

• 光學高解析影像，能有效提
供使用者直覺式災情分析及
小範圍的詳細災情監測，唯
易受雲雨遮蔽之影響，但仍
是當前災害發生後，最廣泛
應用的空間影像類別。

• 本次地震後提供災情判釋參
考之此類影像有：

• 福衛二號

• 日本空拍影像

• Digital Global WorldView
• GeoEye
• RapidEye

中解析度影像(大區域)

• 中解析度影像，能有效提供
使用者大範圍的受災監測及
相關區域間的災情聯結，具
有光學與雷達二類影像，其
中雷達影像，不但可減低雲
雨遮蔽之擾，對於災後的立
即性監測，更有所助益。

• 本次地震後提供災情判釋參
考之此類影像有：

• Aqua/MODIS
• TerraS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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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我國福衛二號福衛二號提供之影像：仙台提供之影像：仙台 海嘯侵襲狀況海嘯侵襲狀況

災前影像災前影像災後影像災後影像

海嘯侵襲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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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我國福衛二號福衛二號提供之影像：仙台沿海提供之影像：仙台沿海

災後影像

災前影像

疑似淹水地區研判

2011/03/12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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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我國福衛二號福衛二號提供之影像：仙台機場提供之影像：仙台機場

災後影像

災前影像

海嘯侵襲範圍

2011/03/13 攝

海嘯侵襲範圍之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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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解析度影像：中解析度影像： Aqua/MODISAqua/MODIS仙台仙台

Image Collected April 1, 2011

Image Collected February 26, 2011

災後影像

災前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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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解析度影像：中解析度影像：TerraSARTerraSAR--X X 仙台仙台

簡報結束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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