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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日语。以防万一记住日语。以防万一
蘆火灾（ka ji de si）

蘆请救我（ta si kai tai ku da sa yi）

蘆请帮我叫急救车 / 消防车（kyu kyu xia / xiao bao xia ao yang de ku da sa yi）

蘆避难所在哪里？（hi nan xiao wa dao kao de si ka）

蘆请带我去避难所。（hi nan xiao ai ci lai te yi tai ku da sa yi）

蘆〇〇疼（〇〇 ga yi ta yi de si）

蘆受伤了。（kai ga ao xi ma xi ta）

蘆我现在在〇〇。（yi ma 〇〇 ni yi ma si）

蘆这里是哪里？（kao kao wa dao kao de si ka）

蘆有没有会〇〇〇语的人？（〇〇〇gao ga wa ka lu hi tao yi ma si ka）

蘆厕所（to yi lai），医院（biao yin），便利店（kong bi ni），

公用电话（kao xiu den wa）

备注备注
头（a ta ma）

眼睛（mai）
鼻子（ha na）

耳朵（mi mi）

手（tai）

肚子
（ao na ka）

胸（mu ne）

腿（a xi）

嘴（ku 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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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前　言

日本至今为止曾发生过很大的自然灾害，岛根县也发生过。

灾害发生的时候，不能说“这样做就绝对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所要采

取的措施需要根据当时的灾害情况随时调整。

为减少灾害发生时的被害，提前掌握相关的防灾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不适应日本的生活，难以理解日语的时候，获得正确的灾害信息会比较

困难。因文化和生活习惯的不同，避难时或在避难所有可能会和周围的人发生误会。

平时，记住一些应急时用的日语，和周围的人保持联系，了解日本的生活习惯

非常重要。过去在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时，很多人得到过邻居的救助。

这本书无法介绍所有自然灾害和应对方法。有什么不知道的或者想加深了解的，

请主动去调查。为了灾害发生时不至于手足无措，事先了解日本的生活和自己所在

街道的信息吧。

最好平时就试着和家人、朋友谈论关于防灾的话题。请将自己调查的结果记录

在本册的空栏上。逐渐加深有关防灾的知识和意识，以防万一。另外，应该树立灾

害发生时“ 自己的身体，要自己来保护自己的身体，要自己来保护 ”的基础意识。

目　录
关于日本和岛根县  ────────────── 4

应对灾害  ────────────────────── 5

自然灾害

一定程度上可预测的  ─────────── 9

难以预测的  ──────────────────10

灾害相关日语说明  ─────────────13

链接网址  ─────────────────────14

防灾笔记  ─────────────────────15

应急联系电话  ─────────────────16

本手册按照与实际日语发音近似的读法用罗马字表示日语发音



44

关于日本和岛根县关于日本和岛根县

关于日本关于日本
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南北狭长的岛国。国土面积的70%是山林。山多谷多，

降雨量大时，易发生水患。另外，日本四季分明，由于季节的变化，容易引发台风

和暴风雪等灾害。

同时，日本位于太平洋板块等4个板块的重叠交汇处，易发生地震。另外，日

本温泉多，火山也多。

　

关于岛根县关于岛根县
岛根县由中国山地与海洋环抱的地区和隐岐诸岛组成，据说有能引发地震的活

断层。有时也有台风通过，过去曾因大地震，暴雨，台风等受灾。

近年也发生过诸如“2000年鸟取县西部地震”（7.3级）和“2006年 7 月暴雨”

等严重灾害。2011年火山喷发预告联络会公布的日本110个活火山中，岛根县的三

瓶山也名列其中。岛根县的沙土灾害危险场所达22,304处（2003年）。

岛根县的地形和灾害发生时的照片岛根县的地形和灾害发生时的照片

大山
蒜山

道後山

冠山

恐羅漢山

日野川

斐伊川

千代川

宍道湖 中海

江の川

高津川

高梁川

旭川

吉井川
太田川

島前

島後

島根半島

日御碕

2006年暴雨

2000年鸟取县西部地震

2006年暴雨2007年隐岐暴雨1988年暴雨

1983年暴雨

岛根县也有原子力发电所。如发生事故时，请在县市町村的指示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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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确认避难所确认避难所
避难所指灾害发生时避难的场所。例如学校和公民馆等。在市町村政府可以了

解。如果感到危险，市町村发布了准备避难的通知、避难建议或避难指令时，请前

往避难所避难。避难所可以提供“住宿”、“饮食”和“有关灾害和生活的信息”“住宿”、“饮食”和“有关灾害和生活的信息”等。

当灾难降临的时候，不仅仅是当地居民，游客和偶然路过的过客也可以使用，与国当灾难降临的时候，不仅仅是当地居民，游客和偶然路过的过客也可以使用，与国

籍无关。籍无关。请事先确认好所住地的避难所，还应确认好应在何时、通过哪里、去哪里

避难。另外，应事先确认好附近的医院、便利店和公用电话的位置。

有些市町村制作了“灾害预测地图”（上面标明了自然灾害发生时预计会受灾

的地区和避难所的位置），请向市町村政府确认。

在避难所里  为避免人多拥挤引起纠纷，避难所制定了多项规定。

例如例如…
蘆脱鞋 蘆饮食供应时间和量

蘆厕所的使用方法，垃圾处理方法。 蘆不要给别人添麻烦等

或许你会因为自己的生活习惯、宗教等而为难。不知道的可以请教周围的人，

不会的事情请与他人商量。

应对灾害应对灾害

自己在家做一个
自己在家做一个

周边地图吧
周边地图吧

标明避难所、医院、公用电话。标明避难所、医院、公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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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和周围人的合作和周围人的合作
灾害发生时，需要大家互相帮助。如果有人请你帮忙，请帮助他们; 如果有小孩、

老年人、残疾人，请主动帮助他们。平时，留心保持与周围人的联系，这种联系可

以使自己放心、安全。

③应急用品应急用品
当灾难降临时，有可能停电、停煤气、停水。因此，平时就有必要准备应急

用品。

应急用品包括①避难时带的“应急携带品”②维持避难生活的“应急储备品”。

膀应急携带品

（平时准备好放入背包里，以便能及时带出，）

▼食品 ▼生活用品

水 应急食品 毛巾、手纸 衣服

▼贵重物品

银行存折等 印章
护照和外国人登录证 健康保险证

的复印件 现金

▼其它

手机和充电器
便携式手电筒
（备用电池）

便携式收音机
（备用电池） 小刀、打火机 急救用品

10日元硬币:
打公用电话时要用的。

（在留资格卡：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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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把自己想到的也写上去吧。）

膂应急储备品（3天用量的水、食品等）

▼食品 ▼其它

水（以每人每
天3升为基准） 应急食品

小煤气灶、
备用瓶装煤气 铁铲、铁棍

▼其它（把自己想到的也写上去吧。）

膠其它

考虑自己和家庭成员组成，准备好必要的物品。

例如：有婴儿时…奶粉、奶瓶、尿布、辅食等

有孕妇时…脱脂棉、纱布、漂白布等

有需要护理的人时…尿布、常备药等

把自己想到的写上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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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紧急情况下的日语和信息的获得紧急情况下的日语和信息的获得
通过新闻等发布的灾害信息大多都是日语。并且，灾害发生时，容易出现谣言

引起信息混乱。在避难所使用母语未必有人能明白。多语种的信息发布毕竟是有限

的。从平时开始就会听、会读一些简单的日语会有所帮助。（请参照 P. 2 ,13）

也有一些地区由市町村、外国居民援助团体等用外语发布信息。请事先在网上

或者市町村政府了解相关信息。

紧急信息有时会通过电视字幕，或者通过手机的区域邮件等发送。虽然都是日

语，但非常重要，请平时多多留意。

⑤家里及家周边的安全对策家里及家周边的安全对策
防灾要从平时做起，请制定好家里及家周边的安全对策。

⑥其它其它
建筑物上有这种标志的地方是紧急出口。

紧急时可以从这里逃生。
紧急出口标志

①家具的固定

→ 地震等有可能
导致家具倾倒。

③在玻璃窗上贴上防止飞散的膜

→玻璃飞散非常危险。

②过道和出入口不要堆放物品。

→会妨碍避难。

④确认房顶、墙壁有没有损坏。

→ 屋顶的瓦片掉屋顶的瓦片掉
下来、墙壁倒下来、墙壁倒
塌等都很危险。塌等都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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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自然灾害

〈一定程度上能预测的一定程度上能预测的〉

蘰台风 台风 （ta yi fu）

台风一般从日本的西到西南方向向东北方向

移动。每年都会登陆日本。有时也会通过岛根县。

台风到来会引起大雨、大风、沙土灾害、大潮、

大浪等。台风的中心叫“台风眼”，“台风眼”一

般不会刮风下雨，但是其周围都是风雨区域，所

以在台风完全离开之前，需要保持警惕。

蘰暴雨 暴雨 （ao a me）

台风和暴雨有时会引起河流泛滥，家中浸水。

根据自己所住地区的情况，有时需要到高处（高台:

ta ka dai）避难。

蘰沙土灾害沙土灾害 （dao xia sa yi ga yi）

大雨和地震有时会引起不太结实的土沙塌方。不要靠近山边、悬崖。要注意滑坡、

泥石流。

蘰海啸 海啸 （ci na mi）

如在海岸或河边附近，请马上到高处（高台:ta ka dai）避难，直到海啸警告解

除之前，不要靠近海岸或河边。

台风图台风图

（来自气象局网页）

①风速25m/s以上的暴风区
②风速15m/s以上的强风区
③暴风警戒区
④预报圆

③

④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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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预测的难以预测的〉

蘰地震 （ ji shi n）

根据自己所在场所（电车中、电梯中、屋外等）的不同，安全的自救方法、避

难方法也不同。哪种情况下，该采取什么样的避难方法，应事先确认清楚。

地震须知地震须知

①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请躲在结实的桌子或写字台下面，保

护好头部。

②如果着火，首先灭火。如果着火，首先灭火。

即使是一点火星也可能引起大的火

灾。要养成即使是小地震也要灭火的

习惯。

③确保打开门窗等出口。确保打开门窗等出口。

建筑物的出入口因地震有时会打不

开。

特别是中高层住宅，确保避难出口非

常重要。尽可能确保打开门和窗等两

处以上的出口。

④不要慌张的冲出去。不要慌张的冲出去。

盲目冲出去很危险。应确认好周边情

况后，沉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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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不要靠近狭窄的道路、墙壁、悬崖、不要靠近狭窄的道路、墙壁、悬崖、

河流。河流。

屋外的墙壁可能会倒塌，玻璃窗和广

告牌有可能掉下来，要保护好头部，

到安全的建筑物或附近的广场避难。

⑥听从指挥。听从指挥。

人多聚集的地方遇到灾害容易引起恐

慌。不要随便判断，应听从工作人员

的指挥冷静行动。

⑦注意山崩、海啸。注意山崩、海啸。

在容易发生山崩的地区和海边，应迅

速避难。

海边有发生海啸的可能，所以地震稍

过之后，请尽快到高处避难。

⑧ 步行避难，将携带物品控制到最小范步行避难，将携带物品控制到最小范

围。围。

开车的话，易引起交通堵塞，会防碍

救火、救援、救护活动。

⑨靠“左”停车。靠“左”停车。

正在开车时发生了地震，请靠左侧停

车。

⑩不要惊慌、吵闹，沉着行动。不要惊慌、吵闹，沉着行动。

灾害发生时，容易被传言困扰。注意

来自媒体、市町村、消防局、警察局

的信息。

正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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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度0度
（xin dao 0）

人感觉不到
摇晃。

震度1度
（xin dao 1）

室内的一部
分人感觉到
摇晃。

震度2度
（xin dao 2）

室内很多人
感觉到摇晃，
悬挂物轻微
摆动。

震度3度
（xin dao 3）

室内大多数
人感到晃动。
餐 架 上 的
餐具发出声
响。

震度4度
（xin dao 4）

固定的不稳
的陈设品有
可能掉落。

震度5度弱
（xin dao

5 jia ku）

固定不稳家
具倾倒，围墙
破 损，餐 具、
书掉落。

震度5度强
（xin dao

5 kiao）

衣柜等大型
家具有可能
倾 倒，驾 驶
车辆困难。

震度6度弱
（xin dao

6 jia ku）

站立困难。建
筑物的墙壁
和窗户玻璃
破损。煤气管
和水管破裂。

震度6度强
（xin dao

6 kiao）

只可爬行。

震度7度
（xin dao 7）

不能按照自
己的意志行
动。

震级和震感震级和震感

蘆震级（ma gu ni qiu dao） ……… 地震大小的等级单位

蘆震度（xin dao） ………………… 地面摇晃的程度

蘆震源（xin gen） ………………… 地震的发源地

蘆紧急地震速报（kin kiu ji xin sao ku hao）…………

在大的摇晃之前，会通过电视，广播，手机邮
件等发布地震预报（有可能会在几秒或几10秒
后，就会发生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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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警报（qiu yi hao）
灾害有可能发生时，为呼吁人们注意所发布的预报。

“大雨警报”“洪水警报”等，可写作“○○警报”。

警报（kai hao）
重大灾害有可能发生时，为呼吁人们注意所发布的预报。

“大雨警报”“洪水警报”等写作““○○警报”。

暴风雨（bao fu u） 剧烈的风雨。

暴风区域（bao fu yi ki）
台风和强低气压周围，平均风速达25 m / s 以上的区域或有可能达此风速
的区域。

强风区域（`kyou fu yi ki） 风速在15 m / s 以上25 m / s 以下的区域。

风速（fu so ku） 风的速度。常用单位为m / s 。

最大瞬间风速
（sa yi da yi xun kan fu so ku）

一定期间内某瞬间风速最大值。

台风（ta yi fu） 经常与大型、超大型、强、超强、猛烈等词搭配使用。

台风〇号
（ta yi fu 〇 gao）

每年从“1”开始给台风编号。

雷雨（la yi u） 打雷，下雨。　＊雷（ka mi na li）

①一时（yi qi ji）
②有时（tao ki dao ki）
③转（nao qi）

①某现象发生时间不到预报期间的 1 / 4 。
②某现象发生时间不到预报期间的 1 / 2 。
③预报期间的前半和后半现象不同时的连接词。

余震（yao xin） 主震发生后继续发生的小地震，规模、发生次数各式各样。持续时间可达几天。

避难（hei nan） 从发生灾害的场所逃往其他的安全场所。

避难所・避难场所
（hei nan jiao・hei nan ba xiao）

躲避灾难的场所。

避难劝告
（hei nan kan kao ku）

各级政府发布的避难的劝告。出现在有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

避难指示（hei nan xi ji） 受灾危险紧迫时发出的指示。虽无强制力，但建议按照指示避难。

避难准备信息
（hei nan jun bi jiao hao）

各级政府发布的呼吁避难的公告，避难费时较长的人请早做准备。

洪水（kao zi yi） 因大雨、融雪而导致河水水位上涨、泛滥等灾难。

浸水（xin si yi） 被水浸泡，水流入。（如建筑物地板浸水）

悬崖塌陷（ga kai ku zi lai） 坡度很大的斜面上的沙土因大雨或地震而滑落。

警戒（kai yi ka yi） 以防万一，小心！注意！

半损（han ka yi） 建筑物等损坏了20％到50％。

海啸（tsu na mi） 高波浪（波高可达10 米以上。发生海啸时，人及房屋等有被卷走的可能。）

灾害相关日语说明灾害相关日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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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网址链接网址

岛根县 岛根防灾网络中心
（日语、英语、汉语）

http://www.bousai-shimane.jp/

岛根县 沙土灾害信息 （日语） http://www.pref.shimane.lg.jp/sabo/

岛根国际中心 http://www.sic-info.org/

气象厅
（日语） http://www.jma.go.jp/jma/

（英语） http://www.jma.go.jp/en/warn/index.html

总务省消防厅

＊有防灾手册

（日语） http://www.fdma.go.jp/

（英语） http://www.fdma.go.jp/en/

防灾危机管理电子学院 http://www.e-college.fdma.go.jp/top.html

（财团法人）自治体国际化协会

　多种语言的生活信息 http://www.clair.or.jp/tagengo/index.html

　　（日语、英语、汉语、葡萄牙语、韩语、他加禄语等）

　外国人住民灾害支援情报
　　（其中一部分有多国语情报）

http://www.clair.or.jp/tabunka/shinsai/

index.html

岛根国际中心　向手机发送多语种的邮件杂志

传递生活信息、活动信息

登录方法：给下面的邮件发空邮件

（接下来，按照回复的信件指示登录）

＊严重灾害发生时，将提供翻译后的NHK电视台的灾害信息。严重灾害发生时，将提供翻译后的NHK电视台的灾害信息。
（为防万一，请务必登陆）

英语 eng@ifms.jp 汉语 chn@ifms.jp

葡萄牙语 por@ifms.jp 他加禄语 tag@ifms.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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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笔记防灾笔记

姓　名

国　籍

血　型

护照号

外国人登录证号
（在留资格卡 : 2012.7〜）

在日本住址

电话号码
宅电

手机

同住者姓名

工作单位

研修地

学校等

姓名

地址

电话

日本朋友的

联系方式

姓名

地址

电话

本国联系人

的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入管局

大使馆・领事馆

市町村政府

煤　气

电

水

其它必要的联系方式

提前和家人确认好联系方式。



受灾者可通过电话进行留言，其他的人可听留言。通过留言来传达消息。

＊本手册所用照片全部是岛根县过去发生过的灾害时受灾的照片。
＊本手册登载在岛根国际中心的网页上。（可下载）

急救车·消防车鸣警报器时，请让路。

应急联系电话应急联系电话
急救车・消防车急救车・消防车

119
警　察警　察

110

蘂灾害留言电话灾害留言电话（可通过一般电话、手机、公用电话拨打可通过一般电话、手机、公用电话拨打）

使用
方法

１ 7 1 1录音录音 家庭电话 蜷 蜷

１ 7 1 2播放播放 想取得联系的电话蜷 蜷

受灾人可以使用手机等输入文字信息，与他人取得联系。

手机等网上灾害专用留言板服务手机等网上灾害专用留言板服务

在各自手机中的“灾害专用留言板”网页上登陆，确认。
使用
方法

外国居民专用防灾手册〜岛根县〜外国居民专用防灾手册〜岛根县〜
【2012年 3 月发行】第 2 版

发　　行　岛根县　文化国际课
松江市殿町1　TEL 0852－22－5586　FAX 0852－22－6412

监　　修　岛根县　消防防灾课
编　　集　岛根国际中心

松江市东津田町369-1
TEL 0852－31－5056　FAX 0852－31－5055

制作语言　日语、英语、汉语、葡萄牙语、韩语、他加禄语

蜷

蜷

录音

播放

2012.3

＊每月一号或防灾周可以体验“灾害留言电话”与“灾害专用留言板体验服务”。请务必体
验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