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橫濱市長

林  文子

　　今年大型災害不斷。比如6月18日發生了最大烈度為6弱的「以大阪府北部為震源的地震」，以及2018年

7月的暴雨，讓以西日本為中心的地區深受災害。

　　橫濱市為了應對萬一發生災害的風險，加大了各項對策的力度，比如促進設置感震制動器，針對泥石流

災害警戒區域內的大約9800處地點的山崖進行現場調查等。此外，根據本次災害的經驗，實施了在全部市立

小學的上學路上對水泥牆等進行安全確認的措施。充分發揮迄今為止得到的來自災害的教訓，持續積極採取

防災和減災對策，力求保護全體市民的寶貴生命。

　　除了上述「公助」措施以外，我們還希望廣大市民採取保護自己生命的「自助」，在區域相互幫助的「共助」等措施。希望市

民充分利用在區政府等分發的避難地圖和防災小冊子等，重新確認居住場所區域的狀況和到達避難場所的路徑、與家庭成員和附近

鄰居進行聯繫的手段。同時希望大家平時做好準備，進行食品和水的準備，設置防止家具傾倒的器具，確認防災信息獲取方法，參

加區域防災訓練等。

　　防災和減災對策是沒有終點的。為了將橫濱打造成具備強大的應對災害能力的放心安全的城市，讓我們一起提高應對災害的能

力吧。

從平時開始注重防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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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充分嗎？
災害隨時可能發生。讓我們應對萬一發生災害的風險，進行認真檢查！

家庭的安全對策 家庭成員之間對話

形成了
近鄰相互幫助的關係

檢查儲備品
（儲備量的大致標準最少要 3天份）

家庭的抗震性沒有問題

採取了家具的防止傾倒措施

沒有在門前或走廊等避難路徑上放
置物品
沒有在門前或走廊等避難路徑上放
置物品

採取了感震斷路器等防止火災的措施

透過平時打招呼等做法構建了面對面的關係

參加了自治會町內會等防災訓練

確認了發生災害時的聯繫地點和
聯繫方法
確認了附近的避難場所

（家庭成員的集合地點）

透過避難地圖確認了家庭週邊的
危險場所和避難路徑等

飲用水（1 人 3 天份 9L）

食品（方便食品、罐頭等）

真空食品（1 人 3 天份 1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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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災害的準備」
広報よこはま拾い読み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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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災害發生前，
從現在開始能做的事

　　6 月的「以大阪府北部為震源的地震」、7 月的「2018 年 7 月暴雨」等，發生了多次大型災害。
在災害發生之前，透過每個人的準備可以保護更多的生命。讓我們從現在做起，採取措施準備吧。

横浜市　防災の地図

成為「難發生火災的城市、火災不擴大的城市」
　　根據本市的地震受災預想，因地震火災影響，在市內會發生大約 77000 棟房屋燃
燒受災 ※。關於因地震引起的火災，會從建築物出火，透過燃燒擴大引起更大的災害。
為了降低地震火災的受災情況，讓我們採取能夠做到的對策吧。　
　　　　　　　　　　　　　　　　　　　　　　　　　　　　　　　　　※ 設想元祿型關東地震

簡易型
在家用中心和家電量販

店等購買

　　在地震災害時，為了防止電氣引起的
出火，關閉斷路器是有效果的。當感知到
巨大的搖晃時，該裝置會自動關閉電氣，
可以期待這種「感震斷路器」會發揮大大
降低地震時發生火災的效果。

地震
火災

燃燒受災預想大約 77000 棟

關於出火原因，電氣引起的問題佔了大半。
　　關於地震引起的火災，伴隨地震搖晃出現的電氣設備出
火以及停電修復時的出火等，電氣引起的問題是較大的原因。
在東日本大地震中，因本震引起的火災中，發現 6 成屬於電
氣引起的原因。

對火災對策有效

讓我們設置感震斷路器吧

【關於感震斷路器的諮詢】

聯繫總務局危機管理科　電話：045-671-3456　傳真：045-641-1677

　　如果在木質住宅較多的地區發生火災，會不斷擴大至附近的建築物，造成更大
的災害。在對建築物進行翻修等時，構建「具有耐火性的建築物」，以此讓城市整
體具備抗燃性，降低地震火災引起的災害。

為了降低地震火災引起的受害

採取建築物的抗燃對策

具有耐火性建築物
●	使用抗燃性材料包裹柱子、大樑、牆

壁等建築物重要部分。

●	在窗子等開口部分設置防火設備。

【關於建築物抗燃性的諮詢】聯繫城市整備局打造防災城市推進科
電話：045-671-3595　傳真：045-663-5225

採取避免負傷和避難延遲的對策

採取防止家具傾倒的對策

　　6 月發生了「以大阪府本部為震源的地震」，因家具傾倒而引起了死亡事
故。傾倒的家具等不僅會造成負傷和避難延遲，也會造成電氣火災。為了保
護自己和家人的生命，我們應該事先採取對策，設置防止傾倒的器具等。

防止傾倒器具的免費安裝服務
　　如果一起生活的家庭全體成員屬於如下 (1) ～ (6) 的任何一種情況，可以
免費安裝防止家具傾倒的器具（器具費用需要自行負擔）。

①	 65 歲以上（放鬆條件）

②	 持有身體殘疾人手冊

③	 持有愛心手冊

④	 持有精神障礙人員保健福利手冊

⑤	 接受了護理保險法需要護理以及需要支援的

認定

⑥	 初中生一下
※關於「初中畢業的人員」到「64歲以下的人員」，
如果不符合 (2) ～ (5) 中的任何一項，就不會成為該
制度的對象。

【報名】到 11月 30 日（週五）為止

暴雨
災害

為了在暴雨災害時保護自己

重要的是「事先確認信息」和「危險來臨前的提前避難」。

　　讓我們事先靈活運用避難地圖等，確認居住的地區和自家發生浸水和泥
石流災害等的危險性，同時研究避難路徑。關於避難地圖，除了在各個區政
府分發以外，還可以在電腦主頁上確認。
　　此外，要頻繁地透過電視和收音機等工具獲得並確認氣象信息和避難信
息，在危險來臨前提早開始避難。

對策 對策

對策

分電盤型
透過電氣施工店
進行設置施工

對象擴大了！

【關於免費實施防止傾倒器具安裝服務的諮詢】聯繫橫濱市創建城市中心
電話：045-262-0667　傳真：045-315-4099

【關於家具防止傾倒對策的諮詢】聯繫總務局危機管理科
電話：045-671-3456　傳真：045-641-1677

使用防災信息 E郵件和 APP獲得信息
請事先登錄

防災信息 E郵件
　　可以讀取二維碼，也可以向
entry-yokohama@bousai-mail.jp 發送空郵件。
會發送登錄引導郵件。

Yahoo ！防災速報
　　可以讀取二維碼，下載可以用智能手機使用的

「APP 版」，也可以登錄電腦和以前款式的手機可以
使用的「電子郵件」版，以此接收防災緊急信息。

關於災害準備工作，請瀏覽此處

【關於此新聞的諮詢】

聯繫總務局危機管理科　電話：045-671-2012　傳真：045-641-1677

防災よこはま
【關於 1頁的檢查項目以及 2頁的諮詢】聯繫總務局危機管理科　電話：045-671-2012　傳真：045-641-1677

檢索

檢索

關於避難地圖，請瀏覽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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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牆和堆積組合結構牆的安全檢查要點　　6 月發生了「以大阪府北部為震源的地震」，發生了水
泥牆倒塌的災害。
　　如果水泥牆不符合標準，在地震時很容易倒塌，不僅
會堵塞道路，阻礙避難、救助和消防活動，而且有時還可
能奪走人員的生命。此外，水泥牆倒塌並引發事故時，所
有人有可能會被追責。
　　讓我們對水泥牆進行安全檢查，防備災害吧！

　　對檢查項目進行檢查，即便存在一個未能打勾的項目，也要懷疑其危險性 ※。
為此，有必要進行拆除或重建等改善工作。首先在外觀方面，對 1 ～ 5 進行檢查，
關於 6 和 7 的內容，請與專家商談。如果存在未能打勾的項目，或者存在不明之處，
請與專家商談。在採取對策之前，請針對通行人員採取明確標識等措施。
※ 如果透過結構計算，確認到水泥牆的安全性，則不受此限制。

對水泥牆等進行安全檢查

加強鋼筋水泥牆 鋼筋

地基

支撐牆

高度

裂紋

厚度

出處：手冊「在地震時保護自己家」
日本建築防災協會 2013.1 部分修改

ブロック塀　横浜市

堆積組合結構（磚瓦結構、石結構、無鋼
筋水泥牆）的牆壁時

如果是加強鋼筋水泥牆
□１	 牆的高度是否從地盤算起 2.2m以下。
□２	 牆的厚度是否在 10cm以上（牆的高度

超過 2m且在 2.2m以下時達到 15cm
以上）。

□３	 牆的長度每隔不到 3.4m，是否存在超
過牆高度 5分之一以上的突出的支撐
牆（牆高度超過 1.2m時）

□４	 是否有鋼筋水泥基礎※
□５	 牆上是否存在傾斜和裂紋。

※基礎是指，支撐建築物，穩定於地盤的部分。

向專家諮詢商談

□６	 牆中是否放入了鋼筋。
□７	 基基礎地基深度是否在 30cm以上（牆

高度超過 1.2m時）。

堆積組合結構是指，堆積磚瓦、石頭和無鋼筋水泥等
做成的構造物。

□１	 牆高度是否從地盤算起在 1.2m以下。
□２	 牆厚度是否在高度的 10分之一以上。
□３	 牆的長度每隔不到 4m，是否存在牆厚

度的 1.5 倍以上突出的支撐牆。
□４	 是否有基礎。
□５	 牆上是否有傾斜和裂紋。

向專家諮詢商談

□６	 基礎的地基深度是否在 20cm以上。

【關於向專家進行諮詢的聯繫方式】聯繫客服中心　電話：045-664-2525　傳真：045-664-2828
【關於此新聞的諮詢】聯繫建築局信息商談科　電話：045-671-2953　傳真：045-681-2436

2020 年東京奧運會、帕運會

開始招募「橫濱市城市志願者」！
　　2020 年 7 月 24 日（週五）～ 8月 9 日（週日）以
及 8 月 25 日（週二）～ 9 月 6 日（週日）將舉行東京
2020 奧運會和帕運會。在橫濱將舉行足球、棒球、軟球
的比賽。
　　本市為了應對東京 2020 奧運會和帕運會，將招募橫濱市城市志願者，負責
在會場週邊和最近的火車站週邊等地進行嚮導服務等。關於招募情況的詳細內
容，請在主頁確認。

招募期間 9月 12日（週三）～12月 12日（週三）
檢索2 年後の夏

【關於此新聞的諮詢】聯繫市民局奧運會與殘奧會推進科
電話：045-671-4588　傳真：045-664-1588

Rugby World Cup 2019TM

開始門票的一般抽選銷售
距離開幕還有 1年！

　　明年將舉行世界盃橄欖球賽 2019。在橫濱
將舉行包括決賽和半決賽在內的 7 場比賽。此外，
門票的一般抽選銷售將於 9 月 19 日（週三）開始。
即便在抽選中有一次失敗的人，也可以申請。

世界盃橄欖球賽 2019 的門票
一般抽選銷售

【關於此新聞的諮詢】

聯繫世界盃橄欖球賽 2019 推進科
電話：045-671-4587　傳真：045-664-1588

檢索

ラグビーワールドカップ 2019　チケット 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