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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哈吉貝颱風  

(一 ) 事件描述  

   哈吉貝颱風 (Typhoon Hagibis)108 年 10 月 12 日晚間 18 時自日本靜岡縣

伊豆半島登陸，颱風中心氣壓為 955 百帕斯卡，中心附近的最大風速為 40

公尺 /秒，最大瞬時風速為 60 公尺 /秒，為關東、東北地區帶來驚人風雨，儘

管哈吉貝颱風 13 日凌晨出海，但大量降雨持續降下，導致災情不斷。  

 

(二 ) 災情描述  

   哈吉貝颱風在日本帶來破紀錄的雨量，對東日本造成慘重災情，死亡人

數上升至 79 人，另外有 11 人下落不明、396 人受傷。哈吉貝颱風所帶來的

豪雨也造成東日本多條河川決堤，據統計，共有 7 縣的 71 條河川出現 130

處決堤，有 5 萬 2,800 棟房子淹水。土石流部份，在全日本 20 縣發生 374

起土石流，其中以岩手縣的 53 起最多，其次分別為宮城縣 44 起、群馬縣 42

起。根據日本內閣府統計，截至 19 日上午 11 時止，仍有 12 都縣合計 4,646

人仍留在避難所生活，其中以福島縣 1,734 人最多、其次為長野縣 1,012 人、

宮城縣 662 人。  

 

 

 

圖 1 哈吉貝颱風 12 日自日本靜岡縣伊豆半島登陸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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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長野縣千曲川氾濫，導致位於長野市赤沼的 JR 東日本長野新幹線車

輛中心的 10 列列車共 120 節車廂嚴重泡水。這 10 列列車佔日本北陸地區新

幹線列車總量的三分之一，導致東京至金澤區間的新幹線運行大受影響。  

   而哈吉貝颱風的大雨，也波及曾發生 311 核災的福島縣。田村市當地一

座存放 2,667 個輻射汙染物垃圾的臨時存放所由於被大雨淹沒，一批垃圾被

沖入 100 公尺外的河流中，雖找回 6 個，但尚不確定共有多少袋垃圾被沖走。

每個袋子的大小約為 1 立方公尺，袋子中裝的是除汙工作中收集的植被，被

沖走以前未採取任何預防措施。市政官員與環境部評估可能造成的環境影

響。  

  

圖 2 哈吉貝颱風過境後，長野縣成為一片水鄉澤國（圖/美聯社） 

 

(三 ) 政府之應變作為  

   日本氣象廳先前預估哈吉貝會帶來驚人雨量，會是「近 60 年來影響最大

的颱風」，預計會受暴風圈影響的路徑區域都嚴陣以待，氣象廳從 9 日開始

就發出了早期警報通知，要民眾及早做好避難準備。日本氣象廳對靜岡縣、

神奈川縣、東京都、埼玉縣、群馬縣、山梨縣和長野縣等 7 個都道府縣發布

最高等級第 5 級的「大雨警告」。此外，氣象廳也對神奈川縣、群馬縣、東

京都、埼玉縣、靜岡縣、長野縣和福島縣的部分河流發布「危險水位」警訊；

也對茨城縣、群馬縣，櫪木縣、東京都、埼玉縣、神奈川縣、山梨縣、長野

縣、靜岡縣、奈良縣、宮城縣、福島縣、山形縣，新潟縣部分地區，發布了

「土石流預警訊息」。日本地方政府並對超過 100 萬民眾下達「避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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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緊急避難命令」。  

   災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前往長野縣勘災，並視察千曲川潰堤現場了解

災區現況，之後也與長野縣知事阿部守一會談，直接了解長野縣在協助災民

及重建方面的需求。警方、海上保安廳、消防廳和自衛隊共出動了約 11 萬

人救難。日本政府將動用預備金 5000 億日圓（約新台幣 1400 億）投入重建

工作，若有必要也考慮追加預算。安倍表示，沒有計畫放鬆搜救工作。防衛

省除了動員現役自衛隊員救災，還徵召數百名後備人員協助，是自 2011 年

東日本大地震後首次採取這種行動。  

   安倍 29 日於內閣會議中，依大規模災害復興法將哈吉貝災情指定為「非

常災害」，可讓各地方政府不需擔心經費支出，能安心致力於災後重建工作，

如果地方政府提出申請，中央政府也會負責道路重建工程，盼助各地儘速重

建。  

 

(四 ) 致災原因研判  

  專家指出，此次影響深廣原因出在地形條件與颱風規模的大小和強度重

疊。哈吉貝的中心氣壓在生成 2 日後達到「狂暴」的強度，加上日本南岸海

水溫度高於攝氏 27 度，較歷年均溫多出 1 到 2 度，讓颱風吸收更豐沛的濕

氣，進而增進其破壞能量；登陸日本時，哈吉貝涵蓋範圍極廣，造成東部地

區大規模受創。  

   橫濱國立大學氣象學系副教授廣安弘典（Hironori Fudoyasu）描述哈吉

貝是「特殊降雨颱」，由於正值秋季，登陸前已先吸引了數波鋒面在日本降

雨，更在登陸後 24 小時內灌入 926 毫米驚人雨量，才會造成大規模淹水。  

   山口大學教授山本春彥則說，東部地區沿途多山，有利哈吉貝降雨，如

關東地區神奈川縣的丹澤大山及東北地區岩手縣的北上市山，都在地形上提

供降雨有利條件。  

   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兼任副教授吳德榮則表示主因是哈吉貝遇上

「秋颱效應」，帶來大量雨勢。哈吉貝 12 日傍晚登陸日本前後，近中心平

均最大風速約為 40 公尺 /秒，僅為中等強度的「中度颱風」。然而，何謂「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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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效應」？當北方冷空氣快速削弱颱風中心強度的同時，其環流的南風、東

南風與冷空氣的強「輻合舉升」作用，在颱風中心抵達前，在其北側已產生

厚實的雨帶，24 小時即帶來近千毫米的「致災性降雨」。  

   此外，為什麼千曲川的潰堤如此嚴重？東京理科大學的二瓶泰雄教授表

示，千曲川下游寬度狹窄，原本接近 1 公里的寬度到了下游剩下 200 公尺，

導致水流難以流動、上游水位容易累積升高，在雨量來得又急又猛的情形

下，就會導致嚴重泛濫。根據國土交通省針對千曲川水位的觀測資料，從 12

日上午經過 16 小時後就已經抵達「氾濫危險水位」，哈吉貝帶來的持續雨

量，使得千曲川整體的水位上升，演變成後來的潰堤與大範圍淹水。  

 

(五 ) 可借鏡之處  

   受到颱風哈吉貝帶來暴雨影響，日本位於埼玉縣春日部市，被稱為「地

下神殿」的首都圈外圍排水道，全面啟動所有設施排洪。為防止河川氾濫，

「地下神殿」內部調壓水槽可貯存主要河川超標水量，再把水排入河幅寬廣

的江戶川，發揮洪水調節作用。這座「地下神殿」2006 年完工，第一次全面

啟動內部所有設施，是在 2015 年造成茨城縣鬼怒川氾濫的關東及東北豪雨

時；而這一次哈吉貝侵襲，則是「地下神殿」時隔 4 年第 2 度全面啟動防洪

排水設施。「地下神殿」主要由排水隧道、豎井、調壓水槽等設施組成，是

一座位於地下 50 公尺深的排水道，全長 6.3 公里，貯水量可達 67 萬立方公

尺，相當於位於東京都池袋的太陽城 60 大樓的容積。從 12 日到 14 日上午

共排出約 1000 萬噸水量，大約可裝滿 15 棟太陽城 60 大樓；2015 年關東及

東北豪雨時排出約 1900 萬噸水量。主要功能是當附近的中川、倉松川、大

落古利根川、第 18 號水路及幸松川等河川水位上升時，利用豎井把水引入

調壓水槽內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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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調壓水槽內部空間巨大空曠，支撐柱排列整齊，因而被稱為「地下神殿」 

 
圖 4 圖取自江戶川河川事務所網頁 

 
圖 5 圖取自江戶川河川事務所網頁 

 

(六 ) 專家分析  

   像哈吉貝這樣會造成重大災害的巨大颱風，未來可能經常性出現，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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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呼籲，應跳脫「堤防神話」，預防性離災避難更重要。這次造成重大災

情的河川潰堤，其中一條是位於長野市的千曲川，堤防大約有長達 70 公尺

潰決，讓大水淹進民宅及北陸新幹線機廠，損失慘重。專精河川工學的岡山

大學教授前野詩朗說，千曲川的水位異常上升，造成堤防潰決數十公尺長。

從千曲川發生的情況來看，這是河水滿溢越堤並有可能造成堤防潰壞的「越

水」，如果只是單純水位上升的氾濫，待水位下降就能解決；但「越水」一

旦造成堤防損壞，就會讓堤防喪失部分功能，淹水情況就會拉長。  

   專精水文學的中央大學教授山田正說，這次氾濫的河川都是堤防寬度相

對河川寬度來得狹窄，容易造成結構性潰壞。山田正說，堤防安全性是由寬

度而非高度決定；若能把堤防寬度增加為兩倍寬，也許就能防止潰堤。  

   日本國土交通省以 200 年洪水標準打造「超級堤防」，但成本是一般堤

防的 10 到 15 倍之多，過去一度被民主黨政府暫停強化計畫，隨後僅在首都

圈的江戶川及多摩川等都市地區進行整建。由於堤防潰決導致水災的情況在

日本各地相繼發生，東京都江戶川區約有 7 成地區是低於滿潮水面的「海拔

零公尺地帶」，區公所 5 月時製作災害預測圖呼籲區民一旦發生水患，必須

離家避難，並在哈吉貝襲日時的 12 日上午馬上發出避難勸告。前野說，要

把全日本的堤防整建到完全不會潰堤，從財政面來看不切實際，應修正有堅

固的堤防應該就能預防水患這樣的「堤防神話」，最重要的是徹底讓民眾有

在豪雨來臨時須及早避難這樣的防災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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