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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劑量率的推移
● 福島第一核電站80km圈內距離地表面1m高度的空間劑量率平均，與2011年11月相比減少約65％。

1 

出處：原子力規制廳 東京電力福島第一核電站周邊飛機監測 

2011年11月時點 

空間劑量率的推移 
● 福島第一核電站80km圈內距離地表面1m高度的空間劑量率平均，與2011年11月相比減少約65％。

2015年9月時點 

有關最新的數據請搜尋

http://radioactivity.nsr.go.jp/en/

距離地表面1m高度的

空間劑量率

距離地表面1m高度的

空間劑量率

未獲得放射劑量
結果的範圍

未獲得放射劑量
結果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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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復興廳根據福島縣、原子力受災者生活支援小組資料製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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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縣的復興與再生 避難指示區域的狀況① 

準備解除 
避難指示區域 

限制居住區域 

難以回鄉區域 

●福島縣的避難區域為全縣面積的5％。95％的區域可進行通常的生活。

出處：摘自福島縣主頁 

福島縣的復興與再生 避難指示區域的狀況① 
● 福島縣的避難區域為全縣面積的5％。95％的區域可進行通常的生活。

・縣面積 : 13,783k㎡
・避難區域面積 : 726k㎡　　 縣面積的 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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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災後１年以内に解除された地域 

2 0 12年～20 15年までに解除された地域 

避難指示解除準備区域 
年間積算線量が20ミリシーベルト以下とな 
ることが確実であることが確認された地域 

居住制限区域 
年間積算線量が20ミリシーベルトを超える 
おそれがあり、住民の被ばく線量を低減する
観点から引き続き避難の継続を求める地域 

帰還困難区域 
事故後6年間を経過してもなお、年間積算線 
量が2 0ミリシーベルトを下回らないおそれ 
のある、 2 0 1 2  年 3  月時点で年間積算線
量 が 50ミリシーベルト超の地域 

準備解除避難指示區域 

被確認年累積輻射劑量確實在20毫西弗以下

的地區 

災後1年以內解除的地區 

2012年～2015年解除的地區 

福島縣的復興與再生 避難指示區域的狀況② 
●依次解除避難指示，促進居民回鄉。

力求在2017年3月 
之前解除 

 

難以回鄉區域 

在事故發生的6年後，年累計輻射劑量仍 

未低於20毫西弗，截至2012年3月，年累計 

輻射劑量超過50毫西弗的地區 

限制居住區域 

年累積輻射劑量有可能超過20毫希沃特， 

從降低居民受輻射劑量的觀點需要繼續避難的 

地區 

 

南相馬市 

田村市 

川内村 

楢葉町 

広野町 

20km 

川俁 町 飯舘村 

南相馬市 

葛尾村 

浪江町 

田村市 
雙葉町 

大熊町 

富岡町 
川內村 

楢葉町 

廣野町 

福島 
第一 
核電站 

福島 
第二 
核電站 

福島縣的復興與再生 避難指示區域的狀況② 
● 依次解除避難指示，促進居民回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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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內各地的數值為2016年7月1日時點的情況 單位：微西弗/小時（μSv/h） 

出處：復興廳根據《福島復興的歷程（第17版）》、《放射線風險相關基礎性信息》以及日本政府觀光局、 
   美國環境保護局及法國核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院資料製作而成 

● 

● 

● 

● 

● 

南相馬市（小高） 

  （2016年7月12日解除避難指示區域） 

● 

出處：UNSCEAR2008報告書 

福島縣內空間劑量率的現狀 與世界的比較 
●福島縣內的空間劑量率與海外主要都市幾乎在同一水準。

柏林 紐約 

首爾 

北京 

巴黎 

新加坡 

東京（新宿） 

印度 
（喀拉拉、金奈） 

自然放射線的
地區例 

福島 

會津若松 
郡山 

南會津 

白河 

磐城 

福島第一核電站 

出處：原子力規制委員會放射線監測資訊 

●

0.07

福島縣內空間劑量率的現狀 與世界的比較
● 福島縣內的空間劑量率與海外主要都市幾乎在同一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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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回鄉區域 

限制居住區域 

 

 

浪江高速路口 

廣野高速路口 

國道6號 

常磐富岡高速路口 

廢爐國際共同研究中心國際共同 
研究樓（富岡町） 
（計劃於2017年3月竣工） 

浮體式海上風力發電場 
實證研究項目（福島縣近海） 
（2013年11月開始實證運轉） 

楢葉遠程技術開發中心 
（楢葉町） 
（2016年4月開始正式運營）

 創新海岸構想的進展 

機器人開發與實證基地 
（南相馬市、浪江町）
（計劃今後整備） 

● 2014年9月國道6號、2015年3月常磐高速公路分別可全線通行。

● 國道6號的日均通行量為約1萬6千輛，常磐高速公路的日均通行量為約1萬輛。

● 致力於構築沿岸新產業的濱海地區正在推進以廢爐、機器人尖端技術以及為引進風電而加強輸電線路等

項目為中心的創新海岸構想。 

避難指示區域交通基礎設施的改善與創新海岸構想 

福島第一 
核電站 

４ 

４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４ 

2014年9月15日 
自由通行化 

南相馬高速路口 

2015年3月1日 
全線開通 

常磐高速公路 

準備解除 
避難指示區域 

避難指示區域交通基礎設施的改善與創新海岸構想
● 2014年9月國道6號、2015年3月常磐高速公路分別可全線通行。 
● 國道6號的日均通行量為約1萬6千輛，常磐高速公路的日均通行量為約1萬輛。
● 致力於構築沿岸新產業的濱海地區正在推進以廢爐、機器人尖端技術以及為引進風電而加強輸電線路等

項目為中心的創新海岸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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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污染水對策

發電站周邊海域（港灣外）海水的放射性物質濃度在

事故發生後的幾個月內迅速降低。 

污水對策的3個基本方針 

6 

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污染水對策 

日本放射性銫的標準值 
（世界衛生組織（WHO）飲用水水質準則）

南放水口附近的放射性物質濃度（月均） （Bq/L） 

● 銫137

●安全且切實地推進廢爐及污染水對策。

●港灣外的放射性物質濃度持續處於與世界飲用水水質標準（世界衛生組織（WHO）飲用水水質準則）相比還

要低很多的狀態。（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也給予了確保了公眾安全的評價）

集水罐 

污染水的淨化處理 

海水配管溝 

地下排水 

大海側遮水壁 

地下水旁路 

輔助排水 

陸地側遮水壁 

海 

①不讓水「接近」污染源

→通過降低建築物的流入量抑制污染水的產生量 

②「不洩漏」污染水

→降低放射性物質向海洋的流出量 

③「清除」污染源

→去除水箱內污染水的放射性物質 

● 安全且切實地推進廢爐及污染水對策。
● 港灣外的放射性物質濃度持續處於與世界飲用水水質標準（世界衛生組織（WHO）飲用水水質準則）相比還

要低很多的狀態。（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也給予了確保了公眾安全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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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第一核電站的環境改善
● 通過站區內的除污等，約90%的區域可穿普通工作服進行作業。（無需穿戴全身防護服、全面型面罩）

7 

福島第一核電站的環境改善 
●通過站區內的除污等，約90%的區域可穿普通工作服進行作業。（無需穿戴全身防護服、全面型面罩）

＜福島第一核電站站區內按工作服分類的區域圖＞ ＜穿普通工作服進行作業的情景＞ 

兩重全身防護服等區域 
全身防護服區域 

普通工作服區域 

提供：日本SPACE IMAGING株式會社, ©Digital Globe 

福島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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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復興廳根據厚生勞動省資料製作而成 

食品衛生的
標準值 

Council Regulation 
(Euratom)  
2016/52 

CPG Sec. 560.750 
Radionuclides in 
Imported Foods - 
Levels of Concern 

CODEX STAN 
193-1995 

食品 1,200 
嬰兒用食品 

普通食品 
1,000 
1,000 

●以根據科學依據設定的全球最嚴水平的標準值為基礎，通過徹底實施放射性物質檢查確保食品安全。

日 本 歐 盟 美 國 CODEX（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

飲用水 1,000 
牛奶 1,000 

 嬰兒用食品 

10  飲用水
50  乳製品
50  嬰兒用食品 400 

  普通食品 100  普通食品 1,250 

採用根據科學依據設定的全球最嚴水平的標準值 

（単位: Bq/kg） 

※上述標準值是為了將受輻射劑量控制在一定水平以下之值，未必是安全與危險的界限。 

※CODEX（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由聯合國糧農組織（FAO）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共同建立的制定國際食品標準的政府間組織  

（加盟國家：187個國家與歐盟（截至2016年3月）） 

採用根據科學依據設定的全球最嚴水平的標準值
● 以根據科學依據設定的全球最嚴水平的標準值為基礎，通過徹底實施放射性物質檢查確保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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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 別 

　 糙米（2015年度） 約1,048萬件 0件 

蔬菜、水果 1,200件 0件 

畜產品 1,060件 0件 

栽培菌菇 111件 0件 

海產品 2,316件 0件 

野菜、野生菌菇 987件 2件 

超過數量比例 

0.00% 

0.00% 
0.00% 

0.00% 
0.00% 
0.20% 

無超過 
標準值   

（2016年4月1日～2016年6月30日） 
※僅「糙米」為2015年8月20日～2016年3月31日 

超過標準值的品目按照
產地限製出貨 

徹底的 
監測檢查 

原則上，1個月以內
的檢查結果全部 
在標準值以內 

解除出貨 
限制 

有關最新的數據請搜尋 

http://www.new-fukushima.jp/foreign_language_potal 
　（可從地區及作物等搜尋最新的資訊） 

▶安全地出貨

▶面向解除繼續調查

面向福島縣食品安全與放心的舉措 
● 交貨的水產品在出貨前進行徹底的監測檢查等，並公佈結果。
● 與剛發生地震後相比，近年來超過標準值（100Bq/kg）的產品大幅減少。
● 對超過標準值的產品進行出貨限制，流通到市場上的產品均為安全。
● 解除出貨限制依據嚴格的標準進行。

出處：復興廳根據《福島復興的歷程（第17版）》，《福島新發售》網站、農林水產省資料製作而成 

農林水產品監測檢查等的狀況 

  超過標準值的件數 檢查數量

解除出貨限制的流程 

面向福島縣食品安全與放心的舉措
● 交貨的水產品在出貨前進行徹底的監測檢查等，並公佈結果。
● 與剛發生地震後相比，近年來超過標準值（100Bq/kg）的產品大幅減少。
● 對超過標準值的產品進行出貨限制，流通到市場上的產品均為安全。
● 解除出貨限制依據嚴格的標準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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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所提供的資訊，還在繼續對很多食品進行規制，很多食品檢查結果未超過標準值，證明

　了之前不需要進行食品規制及新的食品規制。 

・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認為日本引進了防止超過銫的法定標準值的農林水產品及食品進入

　供應網的機制。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聯合部門認為為應對食品監測及與食品的

　輻射污染相關的事項而採取的措施恰當，且食品供應網得以控制。 

10 

福島縣大米全袋檢查的舉措 
● 特別是大米，自2012年起作為世界上首個舉措，對全部米袋實施放射性物質檢查。

● 2015年的實績均未超過標準值(100Bq/kg)。

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對監測等的評價（摘選自IAEA報告書（2015年11月））

（通常檢測模式）

（合格與否判定）
（檢測結果）

（判定標準值）

福島縣大米全袋檢查的舉措
● 特別是大米，自2012年起作為世界上首個舉措，對全部米袋實施放射性物質檢查。
● 2015年的實績均未超過標準值(100Bq/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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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2011  2011  2012  2012  2012  2012  2013  2013  2013  2013  2014  2014  2014  2014  2015  2015  2015  2015  2016  2016 
 4-6    7-9       10-12      1-3    4-6    7-9      10-12       1-3      4-6    7-9      10-12       1-3    4-6    7-9       10-12       1-3     4-6     7-9     10-12       1-3     4-6 

90 
430 120 649 828 1,092

1,3021,4581,627 
1,7531,9212,0051,987 

2,3702,153 

2,151 
2,0312,243 

2,214 
2,142 

2,044 

2,316 

299 

380 

36.9% 
278   300 

202 
154 

135 

84 
30 

34 33 

25 

10 9 
4 

0 0 0 
0 

0 

57.1% 

41.0% 

25.1% 
21.6% 

13.4% 
9.6% 7.7%

4.6% 1.5% 1.7% 1.6% 1.0% 0.5% 0.4% 0.2%   0% 0%     0%     0%   0.0%
0% 

50% 

100%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超過100Bq/kg 

100Bq/kg以下 

超過率 

（超過率） （檢體） 

福島縣海產品的調查結果 
●福島縣的海產品在剛發生地震後的2011年4～6月超過標準值(100Bq/kg)的比例為57.1％，

但之後持續降低，從2015年4月起為0％。 

出處：摘選自農林水產省資料 

福島縣海產品的調查結果
● 福島縣的海產品在剛發生地震後的2011年4～6月超過標準值(100Bq/kg)的比例為57.1％，

　但之後持續降低，從2015年4月起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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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分析檢查 精密檢測 出貨自行約束判斷 

超過25Bq/kg 

超過100Bq/kg 

超過50Bq/kg 

50Bq/kg以下 

25Bq/kg以下 出貨 

由於超過標準值
而不出貨 

自行約束出貨 

可出貨 

出處：復興廳根據福島縣主頁製作而成 

加強監測檢查 國家標準 

自主標準 

（漁協實施） （縣水產試驗場實施） 

福島縣海產品相關自主檢查 
● 在福島縣，自行約束漁業捕撈作業，實施試驗捕撈與銷售※。
● 對超過標準值的產品進行出貨限制，確保送到消費者手中的海產品的安全性。
● 漁協根據比國家標準更為嚴格的自主標準（50Bq/kg）實施自主檢查，重視安全與放心。

※「試驗捕撈與銷售」：從2011年3月起，在自行約束捕撈作業中，對於根據海產品的放射性物質檢查結果穩定低於標準值的海域、魚種，實施試驗性的捕撈與銷售。 

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對監測的評價（摘選自IAEA報告書（2014年2月）） 

日本在2012年為了使居民的受輻射劑量低於國際標準，作為食品的上限值，採用銫134、137的合計為100貝克勒爾。 

結合這一標準，日本對海水及食品鏈中的食品建立了全面的監測體系。此外，日本引進了基於國際標準的食品管理標

準值。 

該系統性措施及相關地方自治體實施的出貨限制確保了流通到市場上的海產品的安全性。 

福島縣海產品相關自主檢查
● 在福島縣，自行約束漁業捕撈作業，實施試驗捕撈與銷售※。
● 對超過標準值的產品進行出貨限制，確保送到消費者手中的海產品的安全性。
● 漁協根據比國家標準更為嚴格的自主標準（50Bq/kg）實施自主檢查，重視安全與放心。
※「試驗捕撈與銷售」：從2011年3月起，在自行約束捕撈作業中，對於根據海產品的放射性物質檢查結果穩定低於標準值的海域、魚種，實施試驗性的捕撈與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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