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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手現今（現狀認識與展望）

計 劃 的 理 念
本計劃力求在繼承「岩手縣民計劃」成果的同時，實現每位縣民都能夠相互支持並追求幸福

的地區社會，為守護培育幸福而推進相關措施。
為此，在以縣為基礎下的縣民、企業、NPO、市町村等構成地區社會的所有主導團體，均持有

其各自的主體性質，在相互支持的同時，共同描繪出地區生活及工作等岩手縣的未來藍圖。而為了
實現這理想，全民一齊進行是極為重要的。
同時，為了避免社會中的弱勢群體由於地區、職場、家庭等的聯繫變弱而導致孤立，基於社會

包容（社會融入）的觀點推進相關措施，這也是重要的一點。

世界的變化與展望
　●經濟與社會的全球化以及第4次產業革命
正在發展。

　●全球暖化正在進行。
　●資源與能源、食物需求正在急劇增加。

日本的變化與展望
　●人口減少與高齡化社會的急速發展正在對
社會保障制度及經濟活動、社會生活等產
生各種影響。

　●重視「內心的富足」及「寬裕」等要素的群
體正在擴大。

岩手的變化與展望 ～重建復興、「優勢・機會」與「弱勢・風險」～
　●岩手縣的總人口因自然減少與社會減少的兩方面因素而處於減少局面。在推動人口減少對策
上，將各種「不宜居」轉變為「宜居」，這是重要的一環。

　●有必要繼續開展針對東日本大地震海嘯的重建復興工作。此外，為了幫助日本以及世界其他國
家提升防災能力，需要採取以下措施：將基於東日本大地震海嘯的事實所獲得的教訓予以傳
承，並向日本國內外展示重建復興的景象。

基 本 目 標

希望之鄉岩手，
基於東日本大地震海嘯的經歷，

在繼續開展重建復興工作的同時，
相互守護培育幸福

◆本計劃將發揮對東日本大地震海嘯的重建復興措施中學習並總結出的
經驗。
◆根據這一計劃，重建復興工作將繼續推動，並爭取早日實現確保安全、重
建生活、恢復生計，並面向未來，傳承並傳遞從東日本大地震海嘯獲得的
教訓。
◆此外，在實踐重建復興的過程中所發展出來守護每個人幸福的姿態，將
推廣到復興重建的整個縣政治理，將岩手建設成為縣民乃至與岩手相關
的所有人，均能相互守護彼此幸福的地方。
◆這樣的岩手將成為讓全體縣民都能抱有希望的「希望之鄉岩手」。

基本目標的
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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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安全

將推廣相關措施，
以實現三陸的更佳復興重建（Build Back Better）。

「更好的重建復興～四大支柱～」與努力方向

在推動重建復  興所
重視的角度

１ 參與策劃  ～透過年輕人・女性等的參與來促進地區建設～
２ 交流　　  ～透過人與物品的交流活化，促進創造性的地區建設～
３ 合作　　  ～與多樣化的主導團體開展合作，推廣重建復  興等的措施～

為了避免海嘯再次奪走人們的生命，透過多重防災型城
鎮建設及抗災能力強的生命線構築等，推廣抗災能力強、支
撐安全安心生活的防災城市與地區建設。
以及構築抗災能力強的交通網絡，確保居民的安全。

重建生活
保障住宅及工作等，力求重建每位災民的生活。
此外，透過採取重新構築醫療、福祉及護理體制等守護

生命和身心健康的系統及教育環境，以及支援地區社區活動
等措施，力求重建地區生活。

恢復生計
為了使生產者及相關企業能夠充滿幹勁與希望地開展生

產及事業活動，於是透過構築生產體制、在金融方面及制度方面
提供支援等措施，力求恢復農林水產業、工商業等的地區產業。
此外，除了努力開發具有地區特色的商務和服務，提高產

品附加價值和生產率等措施外，更力求發揮基於新交通網絡
所產生的物流效果，活化地區經濟。

朝向未來的傳承與信息發佈
將此日本具代表性的地震海嘯學習據點：東日本大地震

海嘯傳承館修建整備，以傳承東日本大地震海嘯所給予的災
難事實之教訓，並在防災文化中培育此教訓。
此外，透過向國內外發佈重建復興的成果，得以連結至

未來，加深人們對重建復興的理解。

推動重建復  興的基本方向 政策推廣的基本方向
在「10個政策領域」的基礎下採取相關措施，
守護並培育每一個人的幸福。

健康與休閒 領域
力求將岩手

建設為人們健康
長壽，精力充沛
地生活，而且能
夠以自己的方式
享受自由時光的家園。

要堅持「面對東日本大地震海嘯重建復興的基本方針」中的以下兩條原則⸺「確保受災者的正常『生活』、『就
學』、『工作』，保障每個人的幸福追求權利」、承續「遇難者對故鄉的思念」，在配合基於此計劃展開的政策推廣以
及地區重建的同時，推動相關措施。

為了實現每位縣民都能夠相互支持並追求幸福的地區社會，在重視多樣化觀點及社會包容（社會融入）之視點的
同時，與構成地區社會的所有主導團體一起開展「10個政策領域」的措施。

教育 領域
力求將岩手

建設為人們能夠
透過學習及人才
培養，得以朝向
未來發揮潛力，
實現自己夢想的地方。

安全 領域
力求將岩手建

設為事故、犯罪率
低，並且對各種災
害風險有所應對，
讓人們能感受到安
心的家園。

歷史與文化 領域
力求將岩手

建設為能夠傳承
豐富的歷史與文
化，並培育依戀與
自豪感的地方。

社會基礎 領域
力求將岩手

建設為具有防災
對策與產業振興
等，支撐追求幸
福生活的社會基
礎完備之家園。

家庭與育兒 領域
力求將岩手

建設為各種情
況的家庭均可相
互聯繫相互支
持，而且能夠安
心養育子女的家園。

居住環境與
社區 領域

工作與收入 領域

自然環境 領域
力求將岩手建

設為每個人都能守
護從中受惠的自然
環境，並且與富饒的
大自然一起生活的
地方。

力求將岩手建
設為，在農林水產
業及製造業等富有
活力的產業基礎
上，確保穩定的雇用關係，並且讓人們能夠從事
可獲得工作價值與支撐生活之收入的都市。

力求將岩手建
設為人們能舒適地
生活，並在人與地
區的相互關係中能夠相互幫助的家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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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社會參與 領域
力求將岩手

建設為男女共同
參與企劃、無論
年輕人・女性・高齡者・殘障人士，均能參加的市
民活動與縣民運動等，支援大家追求幸福生活的
機制之都市。

創造守護生命、與大海和大地共存的故鄉 ⸺ 岩手・三陸重 建 復 興 所 追求的
目標 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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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多項先導性措施，以進一步提昇實現10年後的未來藍圖的確定性，並展望未來，立足於長期視點、創造具有
岩手特色的新價值與服務。

縣政府作為承擔地區責任的主體思想之一，將成為推動力的人與人、人與地區資源連接起來，支撐以每位縣民為
主角的地區建設，力求實現與縣民同行的縣政，以提高整個岩手的底層力量，做最大限度地發揮地區力量。

此外，以在重建復興過程中學習及培育起來的經驗為基礎，力求實現每位縣民乃至社會相互守護培育幸福的同
時，採取措施提高行政經營的品質，使岩手更加揚眉吐氣。

在上述說明的基礎上，不辜負縣民的信任、推動更優質的行政經營、提高本計劃所提出的政策實效性，進而為東
日本大地震海嘯重建復興與實現「希望之鄉岩手」做貢獻。

居民身邊的服務由市町村負擔，以此為基礎，從更加廣域的視點
出發，推動4大廣域振興圈的振興，並守護培育每個縣民的幸福、構築
可持續的地區社會，充分結合各地區的特性以推動相關措施。 

與縣內外的各種主導團體協作，在實現岩手縣民能夠相互守護培育幸福的
基礎上，讓岩手成為對於外縣市亦能提供守護幸福機會的地方

沿岸廣域振興圈

提出開拓新時代的11個企劃方案，並戰略性、
積極地加以推動。

ILC企劃方案
透過國際直線加速器（ILC）的實現，將可以集

聚世界頂級頭腦及最先進的技術、高級人才，在此
基礎上透過推動創新環境完善工作等，實現建成集聚知識與技
術的國際研究基地的目標。

充分利用因從東日本大地震海嘯中重建復興
的舉措而取得巨大進展的城鎮建設及交通網絡、

港灣機能等，努力實現地區產業的振興，同時透過國內外交流
的活性化，力求將該區域作為連接岩手縣與國內外的靠海側連
接點，創造可持續發展的區域。

以重視人及地區的紐帶關係的岩手縣風土為
基礎，透過充分利用第4次工業革命技術及閒置資

產來提供生活服務、確保人才與收入、促進與城市的交流等以
居民為主體的措施，力求實現富有活力的地區社區。

充分利用縣立醫院與大學等所擁有的醫療數
據、體檢機構所擁有的健診數據等，構築將健康、

醫療及護理數據連結起來的大數據的合作基礎，力求透過對其
靈活運用，實現健康壽命長、能夠生氣蓬勃地生活的社會。 

為了將對岩手縣引以為傲的世界遺產及豐富
多彩的民俗藝能、文化藝術與體育的高度關注傳遞

到下一代，透過構築官民一體的推廣體制等，力求實現縣民在日
常生活中親近、享受文化藝術及體育並從中受益的富足社會。

振興特徵性工業、增加交流人口、促進可再生
能源資源的利用等，力求最大限度地發揮北岩手

的潛力實現地區振興，同時推動人口減少與高齡化，環境問題
的社會的一體化建設，成為可持續發展的先進區域。

透過最大限度地運用信息通信技術（ICT）及
機器人等最先進技術實現生產第一線的創新，進

而實現飛躍性地提高生產效率，創造農林水產品的新價值等，
從而來推廣農林水產業的高度化，力求實現高收益性的農林水
產業。

充分利用以人工智能（AI）為代表的第4次工
業革命技術，透過構築從學齡前到高中教育為止

的優質無縫銜接教育環境，創造嶄新的社會，力求培養拉動岩
手縣未來發展的人才。

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岩手縣豐富的可再生能
源資源，透過將來自可再生能源的氫，作為多樣的

能源資源之一並加以利用的措施，力求實現低碳、可持續的社會。

活用第4次產業革命技術，力求在質和量上提
高與岩手縣地區及人們形成多樣關係的「相關人

口」，實現全球社會均可隨時隨地與岩手縣相連，並透過形成
相關人口的持續且多層的網絡交疊，力求提高「人交密度」。

在跨縣央與縣南廣域振興圈的北上川流域，
透過更進一步促進廣域合作，及第4次產業革命技

術所獲得的產業分野、生活領域的引進，力求創造更易工作、更
易生活、並成為21世紀先行示範的區域。

三陸防災重建復興區域企劃方案

實現富有活力小村落之企劃方案

提高人際網絡密度之企劃方案

文化體育遺產之企劃方案

創造健康幸福之企劃方案

北上川流域企劃方案

北岩手產業與社會創新區域企劃方案

促進農林水產業高度化之企劃方案

推廣氫的利用活用之企劃方案

學習改革之企劃方案

縣央廣域振興圈
【追求的目標】

作為擁有縣都的圈域，透過深化
孕育出產業、人、生活的新紐帶關係
的合作，提高向心力，成為一個承擔
作為東北的基地之功能的地區。

縣北廣域振興圈
【追求的目標】

充分利用多樣且豐富的資源與技
術、培育出的智慧與文化，加深與北
東北地區及北海道的交流與合作，成
為開展新地區振興的地區。

縣南廣域振興圈
【追求的目標】

充分利用與人的連結關係、縣南
圈域的產業集聚及農林業、多樣化的
地區資源，將該地區建設成為生活與
產業和諧、面向世界開拓岩手未來的
地區。

【追求的目標】
作為面向國內外開放的交流基

地，切實推動東日本大地震海嘯的重
建復興，發布信息分享其教訓，透過
充分利用新的交通網絡及各種紐帶
關係創造新三陸，使之成為提高並推
廣岩手之魅力的地區。

開拓新時代的企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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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振興的發展方向

行政經營的基本態度

「四大支柱」與努力方向

https://www.pref.iwate.jp/kensei/seisaku/suishin/1018014/index.html

閱 覽 更 多 資 訊 請 點 擊 此 處！

追求的目標

推動紮根於地區
意識的縣民本位
思想的行政經營

推動戰略性及實
效性兼具的管理
改革

提高職員能力，
以支撐高度行政
經營 

開展高效的業務，
實現兼顧工作與生
活平衡的職場環境 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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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的地區建設，力求實現與縣民同行的縣政，以提高整個岩手的底層力量，做最大限度地發揮地區力量。

此外，以在重建復興過程中學習及培育起來的經驗為基礎，力求實現每位縣民乃至社會相互守護培育幸福的同
時，採取措施提高行政經營的品質，使岩手更加揚眉吐氣。

在上述說明的基礎上，不辜負縣民的信任、推動更優質的行政經營、提高本計劃所提出的政策實效性，進而為東
日本大地震海嘯重建復興與實現「希望之鄉岩手」做貢獻。

居民身邊的服務由市町村負擔，以此為基礎，從更加廣域的視點
出發，推動4大廣域振興圈的振興，並守護培育每個縣民的幸福、構築
可持續的地區社會，充分結合各地區的特性以推動相關措施。 

與縣內外的各種主導團體協作，在實現岩手縣民能夠相互守護培育幸福的
基礎上，讓岩手成為對於外縣市亦能提供守護幸福機會的地方

沿岸廣域振興圈

提出開拓新時代的11個企劃方案，並戰略性、
積極地加以推動。

ILC企劃方案
透過國際直線加速器（ILC）的實現，將可以集

聚世界頂級頭腦及最先進的技術、高級人才，在此
基礎上透過推動創新環境完善工作等，實現建成集聚知識與技
術的國際研究基地的目標。

充分利用因從東日本大地震海嘯中重建復興
的舉措而取得巨大進展的城鎮建設及交通網絡、

港灣機能等，努力實現地區產業的振興，同時透過國內外交流
的活性化，力求將該區域作為連接岩手縣與國內外的靠海側連
接點，創造可持續發展的區域。

以重視人及地區的紐帶關係的岩手縣風土為
基礎，透過充分利用第4次工業革命技術及閒置資

產來提供生活服務、確保人才與收入、促進與城市的交流等以
居民為主體的措施，力求實現富有活力的地區社區。

充分利用縣立醫院與大學等所擁有的醫療數
據、體檢機構所擁有的健診數據等，構築將健康、

醫療及護理數據連結起來的大數據的合作基礎，力求透過對其
靈活運用，實現健康壽命長、能夠生氣蓬勃地生活的社會。 

為了將對岩手縣引以為傲的世界遺產及豐富
多彩的民俗藝能、文化藝術與體育的高度關注傳遞

到下一代，透過構築官民一體的推廣體制等，力求實現縣民在日
常生活中親近、享受文化藝術及體育並從中受益的富足社會。

振興特徵性工業、增加交流人口、促進可再生
能源資源的利用等，力求最大限度地發揮北岩手

的潛力實現地區振興，同時推動人口減少與高齡化，環境問題
的社會的一體化建設，成為可持續發展的先進區域。

透過最大限度地運用信息通信技術（ICT）及
機器人等最先進技術實現生產第一線的創新，進

而實現飛躍性地提高生產效率，創造農林水產品的新價值等，
從而來推廣農林水產業的高度化，力求實現高收益性的農林水
產業。

充分利用以人工智能（AI）為代表的第4次工
業革命技術，透過構築從學齡前到高中教育為止

的優質無縫銜接教育環境，創造嶄新的社會，力求培養拉動岩
手縣未來發展的人才。

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岩手縣豐富的可再生能
源資源，透過將來自可再生能源的氫，作為多樣的

能源資源之一並加以利用的措施，力求實現低碳、可持續的社會。

活用第4次產業革命技術，力求在質和量上提
高與岩手縣地區及人們形成多樣關係的「相關人

口」，實現全球社會均可隨時隨地與岩手縣相連，並透過形成
相關人口的持續且多層的網絡交疊，力求提高「人交密度」。

在跨縣央與縣南廣域振興圈的北上川流域，
透過更進一步促進廣域合作，及第4次產業革命技

術所獲得的產業分野、生活領域的引進，力求創造更易工作、更
易生活、並成為21世紀先行示範的區域。

三陸防災重建復興區域企劃方案

實現富有活力小村落之企劃方案

提高人際網絡密度之企劃方案

文化體育遺產之企劃方案

創造健康幸福之企劃方案

北上川流域企劃方案

北岩手產業與社會創新區域企劃方案

促進農林水產業高度化之企劃方案

推廣氫的利用活用之企劃方案

學習改革之企劃方案

縣央廣域振興圈
【追求的目標】

作為擁有縣都的圈域，透過深化
孕育出產業、人、生活的新紐帶關係
的合作，提高向心力，成為一個承擔
作為東北的基地之功能的地區。

縣北廣域振興圈
【追求的目標】

充分利用多樣且豐富的資源與技
術、培育出的智慧與文化，加深與北
東北地區及北海道的交流與合作，成
為開展新地區振興的地區。

縣南廣域振興圈
【追求的目標】

充分利用與人的連結關係、縣南
圈域的產業集聚及農林業、多樣化的
地區資源，將該地區建設成為生活與
產業和諧、面向世界開拓岩手未來的
地區。

【追求的目標】
作為面向國內外開放的交流基

地，切實推動東日本大地震海嘯的重
建復興，發布信息分享其教訓，透過
充分利用新的交通網絡及各種紐帶
關係創造新三陸，使之成為提高並推
廣岩手之魅力的地區。

開拓新時代的企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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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手 縣

岩手縣民計劃
（2019～2028）

希望之鄉岩手，基於東日本大地震海嘯的經歷，
在繼續開展重建復興工作的同時，

相互守護培育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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