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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天地 

日本東北大地震之海嘯災害對台灣海岸工程之啟示 

陳 賜 賢  

臺灣省水利技師公會榮譽理事長 

 

 

一、前言 

2011 年 3 月 11 日約 14 時 46 分日本

東北地區宮城縣外海，在三陸附近約北緯

38°、東経 142.9°，發生其國內観測史上

最大 M9.0 之地震，震源深度約 10km 到

24km，並引發超過 10 公尺高的大海嘯，因

地震伴隨海嘯及火災等二次複合形式災害

造成多數死傷。 

由此次災害可看到在沿海部分有許多

重要工程設施，包括核能電廠、LNG 等有

害危險物，道路、鐵路、機場及港灣，另

外因海嘯造成的船泊沉沒、觸礁、破損、

油污及貨物等流出，使港灣功能降低、水

域污染、地區災害擴大的危險。目前台灣

沿海有很多設施並未考慮海嘯發生後防災

對策，有必要從本次災害檢視國內若發生

類似災害其預防及補強對策。

二、海嘯災害探討 

海嘯日本漢字稱海嘯(つなみ、津

浪:tsunami），其發生主要原因為海底地型

突然巨烈變化(如地震或海底火山)所產生

大湧浪，日本三陸海岸在明治昭和時代即

曾發生過類似災害，海嘯傳播速度其公式

如下: 

 

 

當發生海嘯時其湧浪常因海底地形及

海岸形狀之不同，而發生波浪放大效應，

主要原因為海嘯湧浪由外海到近岸其水深

由深變淺，波長變短，導致波能集中，海

嘯位能轉變為動能使波高放大，其傳遞情

況說明如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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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海嘯湧浪從外海到近岸，不同水深傳遞速度 

 

易發生海嘯波高放大之海岸型態如下

圖 2，由左到右其中 V 字型海岸較輕而布

袋型海岸其放大效應則最明顯。 

 
圖 2:易發生海嘯波高放大之海岸型態 

而本次日本東北海岸工程損壞情況最

受囑目代表設施有二:(一)世界最深防波

堤『長約 2000m 深 63m 之釜石湾口防波

堤』；(二)日本第一萬里長城-『長 2433m

高 10m 之田老町海堤』，此兩者在本次海嘯

災害雖都有毀損，然其損壞原因及設計功

能與災後復建方向值得台灣海岸工程界借

鏡，僅以釜石湾口防波堤下參考日本国土

交通省及独立行政法人港湾空港技術研究

所災害調查報告資料彙集整理說明如下:

釜石湾口防波堤位於布袋型海岸出口如下

圖 3，因易發生放大效應，鑑於之前多次

災害發生，因此陸續進行 990 m 之北防波

堤與 670m 之南防波堤之２段構成之灣口

防波堤，開口部份則以 300m 潛堤銜接並供

大船操船進出，左右則各留 50 m 開口備小

船通行，該防波堤約於 2009 年完成，長

約 2 公里長，平面圖如下圖 3，斷面展開

圖及標準斷面圖如下圖 4、5，防波堤水深

63m 為世界最深之防波堤，總工事費約日

幣 1200 億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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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釜石湾口防波堤俯視圖(資料來源:1) 

 

圖 4: 釜石湾口防波堤斷面展開圖(資料來源:修改自 1) 

 

圖 5: 釜石湾口防波堤標準斷面圖(資料來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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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波堤堤身構造主要為沉箱構造大部

分在浸沒於海面下，沉箱底部基礎則為消

波塊及約 700 萬 m3 之巨大拋塊石，再鋪設

寬 30 m 之消波塊，消波塊距平均海面約

6m，在設計分析考量可防止 100 年迴歸期

約 5.6m 高之海嘯及延遲海嘯到達陸地時

間。

三、世界最深防波堤災害原因之推定 

依據日本港湾空港技術研究所於外海

20km 設置之波浪計觀測值進行模擬分析

判斷本次東北大地震所引發之第一波海嘯

高 10.8m，越波後對靠近陸地側防波堤基

礎造成沖刷破壞，破壞主要原因依該技術

報告說明，可分四點說明如下圖 6包括(1) 

海嘯越波後在防波堤前後因高低落差形成

跌水沖刷(2) 海嘯傳遞時對沉箱形成巨大

水平推力(3) 海嘯傳遞過程因沉箱間縫隙

而產生強烈射流(4)跌水及射流對基礎平

台沖刷；南堤前面港外側之最大水位約

+10.8ｍ，港內側水位則約+2.6m，因此水

位差約有 8.2m，堤前後水位差造成跌水沖

刷，特別是基礎平台受此影響，同時強烈

射流約 10.5m/s 穿越，形成渦流使得約有

70%之堤身基礎消波塊因此強烈水流沖刷

破壞。

 

圖 6: 防波堤破壞主要原因(資料來源:修改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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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界最深防波堤設置防止海嘯之效果評估 

釜石港内有無設置防波堤情況之海嘯

高比較，可分為 4點說明如下圖 7，包括 4

個評估點: 

1.海嘯湧浪高度之降低: 13.7m → 

8.0m(海嘯高有減緩 4成) 

 

2. 海 嘯 湧 浪 溯 升 高 : 20.2m  → 

10.0m(最大溯升高減低 5成) 

3.水位溯昇遲延時間約 6分 

4.港區陸地淹水面積由 141ha→25ha 

 
圖 7:有無設置防波堤情況之海嘯高比較(資料來源:修改自.1) 

五、日本陸上萬里長城--岩手縣宮古市防潮堤 

田老地區之防潮堤(台灣稱海堤)為二

層式保護，在平面地圖上呈現 X形狀(如下

圖 8)內外 2 層結構，從 1934 年開始第一

階段建設於 1958 年完成，其後又陸續建造

直到 1978 年(昭和 53 年)全部完成，整理

如下表，總工事費約日幣 50 億円。田老地

區人口約 4000 人，大部份為老人，地震後

海嘯越過 10m 高防潮堤進入市區，使得仍

有約 70%建築物遭受海嘯襲擊破壞。

 
(資料來源:修改自.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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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田老地区之防潮堤呈現 X形狀保護市中心(資料來源:.6) 

六、防止海嘯對策之思考 

日本於阪神大地震後針對橋樑設計政

策進行檢討，以更高的設計強度加強橋樑

耐震能力，但對在人口稀少的濱海城市投

資建造成本如此高之海岸工程，是否重建

恢復原來的情況，其相關之經濟效率如何?

目前日本有兩種不同看法，其一認為需加

強海岸工程提昇結構物耐海嘯能力；其相

關論述整理如下:(1)驗證海嘯數值模擬並

與海嘯波高痕跡進行比對(2)石油及瓦斯

槽桶等危險建築物耐海嘯能力需加強評估

(3)相關建築及工程構造物 (機場、道路、

鐵路等) 耐海嘯能力探討(4) 提升有關海

嘯觀測及預警能力；日本港灣技術研究所

即提出『直立浮上式防波堤』如下圖 9，

作為防止海嘯工程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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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直立浮上式防波堤(港湾空港技術研究所) 

另一方面部份學者則認為有關硬體工

程是否能有效地減少災害損失，其效益應

量化評估，原則上偏向法令管理方式作為

主要對策，即海嘯危險區應限制人民居住，

並加強海嘯疏散演習，本次田老地區有居

民即說『防波堤があるから大丈夫』誤以

為有 10m 高防波堤，而失去警戒心，導致

129 人死亡，71 人下落不明。無論如何，

未來的海嘯保護是一個結合的硬體和軟體

之綜合方案，將依每個地區環境的差異而

有不同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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