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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宮城外海地震基本資訊

日本東北地區之宮城縣外海於當地時間 2011 年 3 月 11 日
14:46:23（臺灣時間 3 月 11 日 13:46:23）發生規模M9.0 的地震，震
央位於北緯 38.322°、東經 142.369°，距離仙台市東方 130 公里，東
京東北方 373 公里，震源深度約 24 公里，震央地區宮城縣之震度達
7 級，東京震度達 5 級（日本與我國震度分級相同）。該地震為日本
自 130 年前有紀錄以來規模最大的地震，也是 1900 年以來全球規模
第四大的地震。

圖 1 日本宮城外海地震地震震央位置
（資料來源：USGS）

圖 2 日本宮城外海地震震度分佈(資料
來源：日本氣象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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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發生後，日本氣象廳立即發佈海嘯警報，大海嘯警報發佈範
圍包含岩手縣、宮城縣、福島縣、北海道太帄洋沿岸中部、青森縣太
帄洋沿岸等多處，而實際測得最大浪高超過 7.3 公尺。太帄洋海嘯警
報中心(Pacific Tsunami Warning Center)亦針對俄羅斯、關島、臺灣、
菲律賓、馬紹爾群島、印尼、夏威夷、澳洲、祕魯、智利、美國西部
沿岸等地發佈海嘯警報。
據USGS資料顯示，本次地震發生前二天，亦即日本時間 3 月 9
日於距離震央東北方約 40 公里處發生Mw7.2 之地震，且震後 20 小時
內該區域又發生 3 起規模大於Mw6.0 的地震。而本次地震後 40 分鐘
內便發生 4 起規模大於Mw6.0 之餘震，其中更有一起規模為Mw7.1。
總計地震當日（亦即震後約 9 小時內）發生規模大於Mw5.0 的餘震便
有 72 起，其中大於Mw6.0 的餘震 15 起，大於Mw7.0 的餘震 1 起。
二、

本次地震成因與鄰近區域歷史地震

日本位於「太帄洋火環（Pacific Ring of Fire）」上，同時位於全
球四大地質構造板塊上，是世界最易發生地震的國家之一，世界上芮
氏規模 6 以上的地震大約有 20% 發生在日本。本次地震發生機制屬
西北西－東南東方受壓擠的逆衝斷層，由於震源淺且規模大，海床易
受擾動，容易形成海嘯。
本次地震災區鄰近區域於 2008 年亦曾發生致災地震：
• 2008 年 6 月 14 日「岩手‧宮城內陸地震」
，位於東京以北 300 公
里外的岩手縣山區發生芮氏規模 7.2 的地震，震源深度 8 公里，
屬於淺層地震，造成當地 13 人死亡，並有 10 人行蹤不明，81 人
重傷，370 人輕傷，住家全倒 33 棟，半倒 138 棟，部分損壞 2,181
棟，火災 4 件，東北新幹線仙戶-八戶段及陸羽東線子牛田-新莊
段暫時停駛，停電最多有 29,005 戶，48 起山崩土石流，7 處堰圔
湖等方面的嚴重災情。
• 2008 年 7 月 24 日東北地區的岩手縣沿岸北部發生芮氏規模 6.8
的地震，震央深度 108 公里，屬於深層地震，造成當地 1 人死亡，
35 人重傷，176 人輕傷，住家全倒 1 棟，部分損壞 377 棟，火災
1 件，停電最多有 8,276 戶，6 起山崩土石流等方面的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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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綜合災情說明

本次地震災情，根據日本內閣府的緊急災害對策本部所發布資料，
於地震災害發生時多數建物、橋梁以及道路已經遭受到破壞或損毀，
有些地區甚至出現土壤液化以及崩塌災害之現象，而強震更於外海引
發巨大海嘯，入侵內陸最遠達近 7 公里之陸地，引發更重大之災情。
本次地震所帶來之損失，包含橋梁、道路、鐵路、維生管線、建物、
大地災害等各面向，故根據地震災害類型歸類進行概述，大致災情如
下所述：

圖 3.宮城外海地震震後海嘯實際觀測值（資料來源：日本氣象廳）

1. 人口傷亡統計：目前死亡之人數約 4314 人，失蹤人數為 8606 人，
而根據日本內閣府所逐日公布之資料繪製地震人員傷亡曲線圖，
相關統計數據仍持續大幅上升，顯見對於災情尚無法完全掌握。

圖 4.日本宮城外海地震逐日人員傷亡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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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通建設災害：至 3 月 17 日上午所公佈之資料，本次地震合計造
成 1,233 處道路損壞，主要集中於宮城縣、茨城縣、櫟木縣以及
埼玉縣等四個縣市，其餘交通建設損壞尚有 47 座橋樑損毀，4 處
鐵軌道損壞。此外，仙台機場更因海嘯之衝擊，無法使用而封閉，
並造成近千人受困。
3. 大地災害：合計共有 84 處崩塌災害產生，其主要分布於山形線以
及櫟木縣兩縣市內，其餘如迪士尼樂園，因土壤液化嚴重休園暫
停營業 10 天。
4. 建物災害：建物損壞嚴重之區域，主要分布於岩手、宮城以及福
島等三個縣市，因此地區除為強震區外，尚為海嘯主要侵襲區域，
故造成建物嚴重毀損。依相關統計資料：建物全倒 7,438 棟、半
倒 8,808 棟、流失 40 棟、燒毀 142 棟、浸水 3,920 棟以及部分毀
損 92,177 棟，但由於宮城縣相關資料尚未完全有效查報，故建物
損毀之數量應仍有大幅增加之可能。
5. 其他建設災害：主要包含電力、供水與通訊等相關之管線、電塔
以及發電廠等供給民眾維生所需之設施出現無法使用之狀態，本
次地震發生後根據統計約造成 49 萬戶斷電，近 157 萬戶無水使用，
同時地震與海嘯接連衝擊，同時造成福島第一以及第二核能電廠
出現嚴重損壞，現階段已進入國際原能總署核安標準的第 4 級緊
急狀態，日本政府也已疏散電廠 30 公里內之居民，而鄰近國家也
同時針對可能隨氣流飄散的輻射污染物質進行監測，以防止相關
災情蔓延。
6. 火災以及特定區域：根據日本消防廳統計本次地震共引起 269 起
火災事件，其中至統計時間為止前，已完成撲滅者共 263 起，尚
有 6 起持續撲滅中，而在起火燃燒事件包含千葉製油廠以及仙台
市內配油管線漏油燃燒的重大火災事件。
四、

日本目前應變概述與未來觀察議題

日本政府於震後半小時(下午 3:14)成立緊急災害對策本部，統籌
各項資源調度及應變處置作為。並立即出動日本自衛隊投入救災；而
後，由於福島核能電廠發生破壞，另於下午 5:05 成立核能災害對策
本部，隨即召開一系列工作會議，並召開多次記者會對外界說明最新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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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福島第一核電站為東京電力公司的第一座核能發電廠，共有六
個機組運行中。地震發生當日，1 至 3 號反應爐正在運轉，4、5 和 6
號已停機做定期檢查。因地震預警系統之作用，1 至 3 號反應爐於震
後執行了自動關機程序，但因地震與後續海嘯對電網造成大規模破壞，
緊急柴油發電機組雖然啟動，但是在 15 點 41 分突然中止運轉，日本
政府於 3 月 11 日宣布進入「核能緊急事態」
。因應核能電廠事故，目
前已撤離核電廠方圓 20 公里內居民約 18 萬人，並呼籲核電廠方圓
20km至 30km處居民家中掩蔽。
在災民收容部分，各縣疏散避難人數最高時累計超過 55 萬人，
其中以宮城縣最多，計有 35 個市町村共有開設 1273 個避難所，約收
容 31 萬多人。另外，由於電力供應吃緊，對於東京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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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組別實施限電措施，從日本時間月日早上 6 時
20 分到晚上 10 時，每組實施約 3 小時的限電。
在震後通訊緊急應變措施部分，電信業者全力搶修通訊設施，當
日晚間即恢復重災區外周圍縣市通訊，3 月 12 日恢復重災區企業用
回線，而 3 月 13 日除重災區的中心地點部分尚未修復外，大部份電
話通訊已經回復，並免費提供語音、文字留言服務以及一連串便民之
因應措施。
因本次地震受災範圍大且災損類型多樣，日本官方目前包含救
援、收容等相關應變作業仍持續進行，後續我國應持續關注之重點建
議如下：
1. 震後都市安全之議題
本次地震都市維生系統(供水、供電與道路)嚴重破壞，影響中、後
期災民收容。同時，建築物、公共設施與道路橋梁之全面性震後
安全檢測，將是重要工作。
2. 大規模災民收容安置與管理
雖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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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 33 萬人，雖已高於本次地震實
際收容人數之 31 萬人，然對於大規模收容所之開設與管理，仍傳
出物資調度不足之災情。故如何有效調度與供應電力、管理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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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為災後面臨的重要課題。
3. 海嘯重災區之災區清理與防疫
考量衛生與進行災後重建工作，災區倒塌房屋與受損公共建設需
儘速清除，然本次海嘯影響之重災區廣達青森、岩手、宮城、福
島、茨城等東北沿海多個縣，最深入侵內陸近公里，面積達
多帄方公里，如何對於如此大規模災區進行清理以及後續相關防
疫措施，均值得持續關注。且本次受災地區許多為農業區域，海
水入侵對於耕地影響之處置，亦為重建之重點。
4. 福島核能電廠事故緊急應變
目前日本已與國際合作，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 與美國政府均已
派出核能專家前往日本共同處理此次核能事故，後續仍須持續密
切關注與留意其發展。
5. 日本政府、媒體與民間處理重大災害之方式與態度
由相關媒體報導與專文可知當災害發生後，日本全國對重大災情
均以冷靜及團結之態度面對，顯示日本國民帄日以建立高水準之
災害風險認知。因此，處理方式將值得我國密切注意。
6. 罹難或失蹤國際旅客之處理
本次受災嚴重地區為著名景點，且東京市亦為國際性大都市，吸
引大量國際旅客與遊學生前往，對於災後國際人士之救災與相關
緊急疏散作業，亦為我國可能面臨之情境。
7. 國際援助的處理方式
目前世界各國政府與國際組織均已經對日本提供各項援助，因此
如何進行各項協調與聯繫工作，將可供我國作為參考。
8. 重建對策之研擬與財政籌措
重災區相關基本公共建設幾近全毀，增加重建工作的困難。而未
來針對海嘯高潛勢地區是否應採高標準設計，也是重建工作值得
觀察之重點。
9. 震災對日本社會、經濟之影響
日本重建經費之籌措對於日本財政之影響程度，以及重建之鉅額經
費是否影響日本後續之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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