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啸危险示意图 

要把这示意

图放在需要

就可拿出来

的地方 

●什么是海啸危险示意图 

海啸危险示意图,是预想在最大级海啸发生后形成的浸水深度,浸水范围以

及避难方向,紧急避难场所的地图,有助于在海啸发生时迅速避难。 

坂出市  平成 26年 4月发布 

家庭海啸避难计划 

１ 请在地图上标注自家,工作单位,学校的位置。 

２ 
请把从自家或工作单位等到浸水区域外的最短避难路线标注在地图

上。即使在浸水区域外,避难时也不要向海边,河流方向逃避。 

３ 
把处于各个避难路线附近并且在浸水区域外的广场定为(临时避难场

所)。 

４ 定好家族集合场所(避难场所)用双层圈作为标记。 

５ 标注好每个临时避难场所到家族集合场所的路线图。 
 

家人集合的地方是 

家庭防灾便条 

 

名  字 电话号码 工作单位·学校等 请写暂时避难地方 

    

    

    

    

(例子)坂出 太郎 090-1234-5678 坂出股份公司 某某公园 

 

在市区工作时,请确认所在街区的海啸危险示意图,预先定好地震发生后的避难场所。 

海啸会多次到达 

坂出市政府 

危机监理室 

邮政编码 762-8601   

坂出市室町二丁目 3 番 5 号 

电话号码 0877-44-5023  

mail:kikikanri@city.sakaide.lg.jp 
 

海啸的特征 

发生海啸时,一定要逃避(避难时的注意事项) 

海啸的速度很快 

海啸会在数小时之内多次到达。且第一波到达的

并不一定是最大的。即使海啸退去,也要持续避难

到警报解除为止,绝对不能回家。  

海啸在海上时速可达 800 公里,即使是上陆后时

速也可达 36 公里。因此看到海啸已经到达,就来

不及逃避了。 

 即使浸水不深也很可怕 

海啸会推动势力很强的水块到达。即使进水深度

只有 30 公分，人也很难站立,成人也会被冲走。 

关于海啸危险示意图的询问 

即使地震的震动很小也要避难 

虽然地震的震动很小但时间较长的话,也有发生

海啸的危险。特别是在海岸或河流附近,即使震动

很小也不能大意，要首先避难。 

步行避难(不要开车) 

开车避难遇到堵车,不能前进。有可能耽误逃避时

间。不要慌张,步行避难。 

到浸水区域外避难 

海啸到达坂出市的预想时间是地震发生后 2 小

时。请利用这 2 小时到浸水区域外避难。 

如果留在浸水区域的建筑物内,会发生因周围浸

水被长时间孤立,没有水和食物,受了伤也得不到

治疗的情况。还有可能因海啸的漂流物引发的火

灾而变得无处可逃。请选择比较安全的浸水区域

外避难。  

海啸已经到达,来不及逃避时,请就近到较为坚固

的建筑物或尽可能高的地方避难。  

市政府指定的紧急避难设施 

指定紧急避难设施 地 址 电话号码 备 考 
坂出商业高中 青叶町 1-13 46-5671 指定避难所 

金山小学校 谷町 3-1-23 46-2329 指定避难所 

西庄小学校 西庄町 524-5 46-2662 指定避难所 

林田小学校 林田町 2215-1 47-0270 指定避难所 

白峰初中 林田町 181-1 47-0211 指定避难所 

加茂小学校 加茂町 1098-3 48-0601 指定避难所 

府中小学校 府中町 1193-3 48-0610 指定避难所 

川津小学校 川津町 3093-3 46-3884 指定避难所 

坂出初中 小山町 2-1 46-1188 指定避难所 

旧王越小学校 王越町木泽 1197-8 42-0102 指定避难所 

濑居小学校 濑居町 1500-1 46-9194 指定避难所 

濑居初中 番之州町 11 46-9193 指定避难所 

万叶会馆 沙弥岛 70-1 46-9154 指定避难所 

与岛开发综合中心 与岛町 514-22 43-0766 指定避难所 

岩黑小学校·初中 岩黑 240 43-0104 指定避难所 

柜石小学校·初中 柜石 585-17 43-0203 指定避难所 

南部公民馆 池园町 3-46 46-5480  

西庄公民馆 西庄町 456-9 46-6731  

西庄文化中心 西庄町 1155-1 46-5884  

林田公民馆 林田町 636-5 47-0201  

加茂公民馆 加茂町 645-7 48-0350  

府中公民馆 府中町 1145-6 48-0101  

川津ふれあい会馆 川津町 3093-3      -  

川津公民馆 川津町 4939 46-2553  
 

指定紧急避难场所是指在发生海啸时,为了确保受害人员的人身安全而指定的浸水预想区域外的公

共设施。因为是临时避难场所,海啸过后,要转移到指定避难场所。备考栏里定为「指定避难所」的

设施,还兼有由于灾害不能在家生活,灾后需继续避难生活的设施的功能。 

还有因洪水及泥石流等的危险状况不一样,不同种类的灾害指定的紧急避难场所也不同。 
 

防灾关联设施的地址及电话号码 

坂出市政府 室町 2-3-5 44-5022 

坂出消防署 久米町 1-17-23 46-0119 

坂出警察署 江尻町 1204-1 46-0110 

坂出海上保安署 入船町 1-6-10 46-5999 

香川县中赞土木事务所 江尻町 1355 46-3178 

 

坂出市立医院 寿町 3-1-2 46-5131 

回生医院 室町 3-5-28 46-1011 

圣马丁医院 谷町 1-4-13 46-5195 

赤泽医院 府中町 325 48-3200 

西山脑神经外科医院 加茂町 593-1 48-3366 

 

指定急救医院 

地震后尽快到 

浸水区域外避难 

地震后尽快到 

浸水区域外避难 

接受海啸警报·避难信息 

要接受正确的信息 海啸·避难信息的传达途径 

到安全的地方避难后,用

电视及收音机,防灾信息

mail 等接受正确的信息来

准备下一步行动。 

防灾信息 mail 

可接受气象警报及避难信

息的电子邮件。要事先注

册邮件地址。 

注册用 URL 注册用 

ＱＲ码 

 

 

坂

出

市

民 

电视·收音机·互联网 

紧急快报mail 

防灾信息mail 

宣传车·消防车 

气象厅 

坂出市 

电视·收音机·互联网 

紧急快报mail 

消防驻地的播放 
海
啸
警
报 

海啸

警报 

避难

信息 

避

难 

信

息 

海啸浸水深度 

凡例 

4 到 5 米 

3 到 4 米 

2 到 3 米 

1 到 2 米 

0.3 到 1 米 

:0.01到 0.3米 

指定紧急

避难设施 
避难方向 

高速公路 主要马路 

地点标高 

什么是海啸浸水预测 

其预测显示南海海槽巨大地震伴随的最大及海啸在下

述条件下发生时的浸水区域及浸水深等。 
 

预测地震 
南海海槽的巨大地震 

(矩震级 9.1) 

最高海啸水位 T.P.=2.8 米(坂出港) 

地盘高度 
由地震引起的地面盘下沉及液

态化下沉 

潮位 
大潮满潮时发生 

(T.P.=1.592 米) 

沿岸建筑物 
防潮堤及水闸被地震及液态化

的影响不能发挥作用 

 

防潮堤·护岸 建筑物被冲走 

河流堤 河流堤高度到 25% 

水闸等 开放状态 

 ※ T.P.···以东京湾平均海面为基准的高度 

※浸水区域···预测海啸从海岸到陆域到达的区域 

※浸水深度···水面最高时从陆上各地的地面到水面

的高度 

【注意】实际上发生海啸时,可能会超过已预测的浸

水范围及浸水深度。 

立即避难! 

等待信息的话,会延误逃避时间 

要注意河流·堤防损毁等情况 

海啸就要到达时··· 

地震停止后,马上开始避难 

等待电视或收音机的信息会延误逃

难时机。如感觉到震动,要先躲避后

再确认信息为好。 

地震的震动会损坏河流堤防,需要

考虑海啸到来之前海水涌入的情

况。住在河川附近的人要及早避难。 

到附近较为坚固的建筑物或尽可能

高的地方避难。 

地图以「香川县地震·海啸受害预测第一次公开报

告书」(平成 25年 3月 31 号)的浸水区域预测图为

基准作成。 

灾害发生时确认安否·联系方法 

地震等灾害发生后,出现电话联系困难的情况时,有

益于确认家族,友人等的安否及同他们取得联系。利

用体验日时,让全家人都参加吧。 

□体验利用日  

每月 1 号·15 号,1 月 1·2·3 号等。 

灾害专用留言电话 

灾害发生时,电话战线,不能及时

和家人取得联系时,可以利用灾

害专用留言电话留言来传递信

息。 

录音方法 

放音方法 

房子等的固定电话号码 

房子等的固定电话号码 

手机灾害专用 

留言电子布告板 

通过手机·PHS的上网功能,受灾

人员以文字形式注册的留言,用

手机·PHS 号码在全国各地都可

看到。 

注册方法 

确认方法 

首 页 → 注 册 

→ 写留言 
全身 100 字为限 

首 页 →确 认 

→ XXX-XXXX-XXXX 

被灾害者的手机号码 

智能手机灾害专用 

留言应用程序 

安否等信息录音后,家人及友人

用智能手机或电脑可以确认。 

登录的话,安否信息可以通过电

子邮件通知事先指定人。 

保持冷静,确保自身安全。停止摇动后,确认是否受伤及周围情况

到预想浸水区域外避难

马上到浸水区域外的安全场所去避难。 

临时避难场所是

接受确认信息

到达安全场所后,利用收音机或手机收集海啸警报及

避难信息。 

到海啸警报·注意警报解除为止不能回家。为了应对

超出预想范围的海啸,要考虑到更安全的地方避难。

海啸警报·注意警报解除后
如果自家安全的话，可以在家生活。如不能保证安

全,可在避难所生活。 

家族集合的场所是

指定紧急避难所 

设 施 名 地 址 电话号码 

与岛开发综合中心 与岛町 514-22 43-0766 

岩黑小学校·初中 岩黑 240 43-0104 

柜石小学校·初中 柜石 585-17 43-0203 

 指定紧急避难场所是为了避免海啸的危害,保护自身安全

而指定的浸水预测区域外的公共场所。 

市政府·警察等 

应对地震(震动强烈,摇动时间长)

海啸 

警报 
 

避难 

信息 

避难 

信息 

海
啸
警
报 

 

当海啸逼近的时候，请到

附近尽可能高的场所避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