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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平成 26年 9月發生的御嶽山噴發災害，共造成 58人死亡，69人負傷、5人失蹤，災害

情況嚴重。同時，救援隊員也不得不在特殊環境與火山噴發所引起的二次事故的危險下開

展救援活動。本次災害在安全管理、健康管理、裝備等消防救援方面，留下了許多教訓與

課題。 

另一方面，一般的山岳救援，據《平成 26年山岳救援概況》（平成 27年 6月員警廳發

佈）所載，山岳遇難案件數量以及遇難者數，皆是自昭和 36年有統計記錄以來的最高值，

並有繼續上升的趨勢。從年齡層來看，60歲以上的遇難者占了全體遇難者的一半。今後，

隨著“山之日”的實施等，預計包括此年齡層在內，整體上親近山的機會將持續增多，對

消防機關強化山岳救援的要求也越來越高。 

為此，本研討會，除對發生御嶽山噴發災害之際，消防機關所開展的救援活動進行回顧，

還為把握消防機關山岳救援的實際情況，對轄區內有山岳地帶的消防本部進行問卷調查，

提取近年來關於山岳救援的教訓與課題，並對應對這些教訓、課題的新技術、手法進行了

調查。根據調查結果，請具備專業知識的各領域人士與消防本部的代表人士，就應對方針

等各抒己見，並整理成《山岳救援活動中的消防機關救援活動手冊》。手冊中，除總結了

一般山岳事故相關的救援方針等之外，還追加記載了火山噴發災害特有課題的救援要領與

注意事項。由於火山現象多樣，不同火山有不同個性，御嶽山噴發災害所得教訓未必能涵

蓋今後所有火山噴發災害。但對御嶽山進行案例分析，整理所得教訓，相信仍具有重要意

義。同時還編寫了《山岳（山域）救援活動調查報告》，報告中，對調查結果進行了分析，

對各調查專案的考察與救援活動案例進行了整理，並附上海外文獻的調查結果等，今後，

各消防本部在強化山岳救援活動之際，可用作參考。 

希望本研討會報告，能為提高山岳救援中的救援隊員等的安全管理、健康管理，實現救

援的本質——安全、準確、迅速的救援活動起綿薄之力。 

最後，對協助本報告書編寫的研討會委員、研討會觀察員的各位人士，協助調查的消防

本部的各位人士，表示由衷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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