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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海玉樹地震基本資訊
中國青海省玉樹藏族自治州玉樹縣於當地時間 2010 年 4 月 14 日
07:49:38（世界標準時間 4 月 13 日 23:49:38）
，發生規模 Ms7.1（USGS
測得為 Mw6.9）的地震，震央（圖 1-1）位於北緯 33.2°、東經 96.6°，
距離玉樹藏族自治州的州府結古鎮僅僅只有 30 公里，震源深度約 14
公里（USGS 測得為 17 公里）
，震央地區之震度達 9 級。
據中國地震臺網測定，至 5 月 5 日 8 時止，已記錄餘震 1,676 次，
規模 3 以上餘震 15 次，其中 6.0～6.9 地震 1 次，4.0～4.9 地震 4 次，
3.0～3.9 地震 10 次。
1.1 地震成因與歷史地震
本次地震成因為走向滑移斷層錯動，在印度-歐亞大陸板塊的聚
合處造成地表數百公里破裂，其中印度板塊以每年約 46 公釐的速率
向北方歐亞大陸碰撞。此聚合作用造成喜馬拉雅山每年約 10 公釐的
上升，以及西藏高原的增厚與抬升至 4.5-5.0 公里高。
在本次地震區域，西藏高原的擴張呈東偏東南方向；根據地震位
置、深度及地震矩張量，此地震反應主板塊構造之間的作用。西藏高
原相對於歐亞大陸向東移動導致板塊內部有阿爾金山和崑崙山走向
滑移斷層系統，在青海省許多歷史大地震位置分佈在東西向的崑崙斷
層至本次地震位置之間；其中 1738 年規模約 6.5 地震導致超過 300
人傷亡。2008 年 5 月 12 日汶川地震發生在西藏高原邊緣，而本次地
震位置則位於高原內部。
玉樹地處青藏高原塊體的中部，該板塊的地質活動較為強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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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度以上的地震在歷史上持續不斷。自 2000 年起，青海玉樹海岸共
發生了 13 起規模大於 6.0 的地震，圖 1-2 為震央附近自 1990 年起發
生地震分佈圖。主要兩個歷史地震災害為：
1. 1995 年 12 月 18 日青海省瑪多縣發生規模 6.2 地震（34.5°N，97.33
°E），極震區屬無人區。地震中無人員傷亡，該地震造成的直接
經濟損失為 218.41 萬元人民幣。
2. 1990 年 4 月 26 日青海省共和西南縣（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縣）
與興海縣之間的塘格木地區發生規模 7.0 地震（36.01°N，100.01°
E），推測震源深度 12 公里。地震造成 119 人遇難，55 人受傷，
失蹤 18,522 人，直接經濟損失達 16,118.31 萬元人民幣。

圖 1-1 青海玉樹地震震央位置（上： 圖 1-2 震央附近自 1990 年起發生地震分
USGS，下：中國地震局）
佈圖(USGS)

第二章 青海玉樹地震災情
2.1 人員受傷情況
據青海玉樹抗震救災指揮部宣布的統計數字，至 4 月 25 日 17 時
止，這起地震造成有 2,220 人死亡，其中學生佔 207 人；70 人失蹤，
受傷人數 12,135 人，其中重傷 1,434 人。
2010/05,第 58 期

2.2 建物毀損
人口 10 萬的玉樹縣多半是土木造建築，倒塌率高達八成（圖
2-1）。依據官方統計，震後玉樹州的受損房屋達 1.5 萬戶，約有 10
萬人需緊急安置。
強震來臨時正是多數學校早自習，許多學生都在反應不及下被活
埋，其中以青海省玉樹縣民族職業綜合技術學校、玉樹縣第三完小最
為慘重；玉樹縣民族職業綜合學校的女生宿舍甚至完全倒塌殆盡（圖
2-2）
。青海玉樹州 192 所學校中，受災嚴重的有 63 所。震區因地震
坍塌的校舍佔震區校舍總面積的 37.26％；未坍塌而結構受到嚴重損
毀不能使用的校舍佔總校舍面積的 62.74％。
2.3 維生系統及重要設施損害相關資訊
玉樹州發生強震後，玉樹州供電線路嚴重受創，導致玉樹州大面
積停電。截至當地時間 4 月 18 日晚，部分偏遠地區恢復供電。
震區最大醫院玉樹州醫院供電中斷，醫療設備無法使用，夜間救
援困難。青海省電力公司電網搶修人員於當地時間 4 月 16 日上午 10
時到達結古鎮進行全面搶修。經過 1 天緊急搶修後，4 月 17 日 1 時，
玉樹地震震區最大醫院玉樹州醫院的供電線路恢復供電。
地震造成玉樹災區停水，據青海省水利廳資料顯示，截至當地時
間 4 月 26 日，地震重災區玉樹縣結古鎮供水實現全覆蓋，該地區 11
個區緊急集中供水點全部通水，可解決 4.2 萬人的用水問題。
玉樹地震造成當地兩座小水電站大壩出現裂紋，青海黃河上遊水
電開發有限公司迅速調集專業技術人員組隊趕赴災區對大壩進行檢
測、搶修。
2.4 交通系統損害相關資訊
玉樹機場除有線通信和外部供電中斷外，其他設備、設施未明顯
受損，機場與外界的無線電通信、自身緊急應變供電基本正常。機場
可以繼續提供使用。
地震造成山崩，經交通運輸部門全力搶通道路，通往玉樹災區的
主要公路基本暢通，玉樹機場公路全線維持通行 。離震央 200 公里
之青藏鐵路不受地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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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玉樹縣當地多為土木造房屋，於地震中倒毀嚴重（AFP）

(a)

(b)

圖 2-2 學校倒塌情形：(a)玉樹民族綜合職業學校救援現場（新華社）
；(b)玉樹
第三完小（Getty Images）

第三章 青海玉樹地震災害應變與救援
3.1 當地環境與救災資源分析
與汶川地震相比，玉樹地震受災區域分布較為集中，便於搜救，
但由於倒塌的建築物以單層土木結構的房屋為主，土坯房一旦倒塌就
是粉碎性坍塌，不像鋼筋混凝土的建築物倒塌後可能還會有安全空
間。因此玉樹地震中被壓埋的人員死亡率可能較高。後續觀察重點放
在傷病人員的醫療救治和衛生防疫上。
中國當局表示，包括專業救援隊和解放軍、武警部隊等隊伍現已
抵達玉樹的救援人力已有數千人，救援力量基本已能滿足災區需求。
婉拒國際社會救援。
此次，中國氣象局（http://www.cma.gov.cn/）針對青海玉樹之地
震開設地震災區天氣實況之網頁，提供災區與鄰近縣市即時之天氣觀
測，其中包括：氣溫、天氣狀態、風向及風速，參見圖 3-1，這些資
訊可做為當地救災人員參考，也可提供救援路線規劃之相關天氣訊
息。中國氣象局對於青海玉樹地震災區所做之天氣即時觀測報告與天
氣預報作業等相關氣象工作，可做為未來台灣地區發生重大災害時之
參考。換言之，如何快速建立災區與災區鄰近地區之天氣即時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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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並提供天氣預報資訊，應可歸納於災區救災規劃之中。
而依現場救援人員表示，由於水渠垮塌引起大水衝毀道路，許多
救援設備無法運送到災區，導致救援工作緩慢；其次語言不通、現場
秩序混亂也增加救援難度；加上高原反應，搜救犬有時根本都不工
作，救援工作困難很大。
青海地屬三江帶，地震活動頻繁，加上平均海拔 4,493 公尺的高
度，氣候（入夜氣溫在攝氏零度以下）和地形的嚴峻帶給各地前往支
援的救難隊考驗。尤其當地居民多為藏族或少數民族，生活本艱困；
震後更造成當地居民的生活困境。

圖 3-1 大陸青海玉樹地震災區鄰近地區之即時天氣觀測資訊（中國氣象網）

3.2 中國政府相關應變作為
1. 主管機關應變


中國國家減災委員會、民政部於 14 日 8 時 30 分緊急啟動國
家四級救災緊急應變，派出工作組趕赴災區協助開展抗震救
災工作。



青海省政府於 14 日 8 時 30 分召開會議，緊急安排與部署相
關規劃。青海省地震局並啟動一級緊急應變。



中國地震局將地震緊急應變級別由原本震後啟動的二級升級
為一級，立即進入一級地震應變狀態。
（2010-04-14 13:23:21.0
中國地震局震災應急救援司）

2. 聯防機制啟動


西北地震應變區域合作聯動會議辦公室啟動聯動機制，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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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寧夏、陝西、新疆等省（自治區）派出地震現場工作隊
赴青海展開地震應變現場工作。


中國青海省軍區立即啟動應變機制，命令玉樹軍分區在做好
自救的同時，積極對群眾展開救援，並命令駐西寧的青海省
軍區獨立團做好趕赴災區救援準備。



中國武警總部立即召開緊急會議，啟動一級緊急應變機制，
成立了抗震救災領導小組，已出動 600 名官兵按每組 15 人全
部進行施救。

3. 救援資源調度


對外發布現在災區所急需之物品包含挖掘設備、帳蓬、被褥、
生活物資、防寒物資。



中國民政部從中央救災物資儲備庫向青海調撥 20,500 頂棉帳
篷、50,000 件棉大衣、50,000 件棉被；青海省民政廳向災區
調撥 8,000 頂棉帳篷。



中國東方航空集團公司 14 日上午迅速調配 2 架客機飛往西
寧，執行西寧至玉樹的救援人員和物資運輸任務。



4 月 17 日晚上 8 時 20 分，玉樹災區即恢復正常供電，近八
成救災安置點都得到電力供應，已有 900 多頂帳篷通電。



青海省水文地質工程地質環境地質調查院在完成勘測調查之
後，4 月 19 日下午正式開鑽打井，以期解決災區的安全飲水
問題。

4. 醫療與防疫措施


中國蘭州軍區命令駐西寧的解放軍第四醫院「高原模範醫療
隊」緊急出動趕赴災區。



4 月 18 日指揮部從玉樹藏族自治州其他五縣及海南藏族自治
州抽調 80 名獸醫技術人員，分赴玉樹重災區展開動物防疫工
作。重點在受災嚴重的結古鎮、隆寶鎮和上拉秀鄉進行死亡
藏獒及家畜的收集、無害化處理和消毒工作。

第四章 遙感資料判釋災害規模
透過由太空中心取得之福衛二號影像，經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初步進行前後期影像比，推估此次震災房屋損毀區域面積約 122.8 公
頃，如圖 4-1；圖 4-2 為災區震前震後影像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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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圖 4-1

(a)震區災前歷史影像（google earth）(b)4 月 15 日幅衛二號衛星影像（國家太
空中心）

圖 4-2 福衛二號影像：玉樹藏族自治區（國家太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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