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眾地震應變參考程序 

內容 參考資料 

壹、前言  

  台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地震相當頻繁，二十

世紀(1901-2000)死亡人數超過千人的重大地震即有三

起，分別是 1906 年嘉義梅山地震、 1935 年新竹關刀山

地震、1999 年南投集集大地震。因此藉由防災教育宣導，

增強民眾防災知識，進而建立良好的防災態度與技能，

在危急的時候能自救救人，實屬重要的課題。 

  地震發生時所面臨的境況非常複雜，避難疏散過程

充滿不確定性，正確的操作方式，不易細膩至「時序固

定、細節固定」的標準。雖然如此，良好的參考程序在

大部分的情境下仍具有参考的價值，尤其在緊急操作時

有所依循，以在不慌不亂的情況下，因應災害的動態演

變，做出最好的應變行動，爰提出本地震避難疏散參考

程序，供民眾參考。 

註一 

貳、平時防震準備  

一、準備緊急避難背包，放置於容易取得之處，並告知

家人儲放的地方及使用方法。背包應包括乾電池、

1. 註一 

2. 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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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機、手電筒、哨子、厚手套、三日份的飲水與

乾糧、藥品（含個人藥品與急救藥品）、保暖衣物、

雨衣。其中藥品與飲水乾糧，須定期更新汰換。 

二、了解住家附近之最佳逃生路線與避難場所，家人間

互相約定，發生地震後，應該如何聯繫及集合的地

點，亦即充分利用「家庭防災卡」。「家庭防災卡」

請參考防災教育數位平台之範例 http://防災教育數

位平台.tw/index.htm。 

 

註一 

三、熟悉瓦斯、自來水及電源安全閥開關方式。 註一 

四、住家大型家具、電器應固定牢靠，以免地震時傾倒，

造成損傷或阻隔逃生避難通道；並加強易碎物品之

抗震措施，以防碎裂。 

1. 註一 

2. 註

四 

五、注意住宅結構安全，了解地震時家中最安全的地方。 註一 

六、辦公室及公共場所應經常檢驗防火和消防設備。 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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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設置自動熄火的關閉設備，包括瓦斯等自動熄火、

關閉。 

註一 

八、請勿在有火或高熱器具周邊，放置容易燃燒物品，

如紙、窗簾等易燃物。 

註一 

九、防止瓦斯桶的翻倒，應將瓦斯桶桶體確實固定於靠

牆壁位置。 

註一 

十、機關、團體應規劃緊急計畫，並預先分配、告知緊

急情況時各人的任務以及應採取的行動。 

註二 

十一、加強與鄰居間之交流互助。 註四 

參、緊急避難疏散之時機  

  一般大地震，最激烈的主振動時間通常不會超過 30

秒，必須先保持鎮定以避免傷亡。在室內的人員，應先

保護自己身體，不要立即往外衝，在慌忙逃避時，反而

容易受傷，經判斷有需要緊急避難時，再往外疏散。判

斷是否需要採取避難行動的基準如下： 

 （一）幾乎所有人會感到驚嚇恐慌。 

 （二）搖晃劇烈以致站立不穩，行動困難。 

 （三）高處物品掉落，家具、書櫃明顯移位、搖晃或

翻倒。 

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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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聽到「建築物有異聲」類似碰、碰巨響時，此

代表部分建築物之磚牆或混凝土受擠壓破裂。 

 （五）眼看部分建築物受損嚴重，牆、樑、柱開爆或

明顯變形甚或倒塌。 

  等待強烈地震稍歇時，迅速進行避難疏散（強烈搖

晃當下，難以展開行動）。 

補充說明：地震來時的情境很複雜，大致分類說明

如下： 

一、模擬情境一：輕、中度搖晃，有一些擔心，有些人

會問問左右的人「是不是地震？」，也會抬頭看看

吊燈等是否搖晃，以確定地震已發生。 

 （一）建議動作： 

 「躲在堅固的桌子底下或以低姿勢躲在沙發旁

邊，隨手用物品保護頭頸部」，以避免被掉落物品砸

到而受傷。但若屬土塊厝、磚造、老舊耐震性能不

佳或因裝修打掉過外牆、樑、柱的房子，則需儘速

採取避難疏散行動。 

 （二）說明： 

  一般而言，台灣的房子在輕度及中度地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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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會倒塌，故以就地避難為主，通常不需採取緊急

避難疏散的逃離行動。但置於高處又未固定的物品

可能掉落，因此保護頭頸部避免被掉落物品砸到為

重點。 

二、模擬情境二：搖晃劇烈、站立不穩，行動困難，幾

乎所有人會感到驚嚇恐慌、高處物品掉落，家具、

書櫃、衣櫃移位、搖晃甚或翻倒。 

 （一）建議動作： 

  建議當下「躲在桌子底下或以低姿勢躲在沙發

或樑柱旁邊」，但劇烈搖晃稍歇時，位於低樓層者，

應立即儘速進行避難疏散。但若聽到「建築物有異

聲」類似「碰、碰」巨響，或眼看部分建築物局部

受損，則全樓層均需緊急避難疏散。 

 （二）說明： 

  此情況下，在台灣良好設計、施工的房子或許

有些受損，但仍不至於瞬間崩塌；然而被高處掉落、

翻倒物品砸傷的機會相當高，因此建議當下「躲在

桌子底下或以低姿勢躲在沙發或樑柱旁邊」。待劇烈

搖晃稍歇，位於低樓層者，應立即儘速進行避難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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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強烈搖晃當下，難以展開疏散行動），但若聽到

「建築物有異聲」類似「碰、碰」巨響，或眼看部

分建築物受損，牆、樑、柱開爆或明顯變形甚或倒

塌，則全樓層均需緊急避難疏散。 

  聽到「碰、碰」多聲巨響的情況下，建築物可

能部分受損，牆、樑、柱可能開爆或明顯變形，嚴

重者房子會倒塌，但也可能房子雖受損嚴重仍未倒

塌，此種劇烈搖晃當下，一般人均失去行為能力，

只能抓起鄰近座墊等輕軟物品或只用雙手保護頭頸

部並縮起身體保護自己，難以實際躲到桌子底下或

旁邊或樑柱旁邊。待搖晃稍歇時，應儘速進行避難

疏散，因房子若未立即倒塌，也可能因後續的餘震

倒塌。 

 （三）注意事項： 

  在中、大地震時房子雖未倒塌，但被掉落物品、翻

倒櫥櫃砸傷、壓傷的機率較高，因此建議躲在大而

堅固的桌子底下，但若桌子小且進出不易，建議躲

在桌子旁邊，以利行動。 

肆、其他常處情境下的地震應變參考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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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於鋼筋混凝土或鋼構的連棟公寓或大樓內（住家、

辦公室） 

 （一）大聲提醒周遭人員保護自身安全，不要慌張湧

向出入口、逃出建築物，以免因慌亂中逃離而造

成傷害。 

 （二）遠離窗戶、玻璃（可能爆裂）、吊燈等危險墜落

物、以及巨大家具、櫥櫃。利用軟墊保護頭頸部，

躲在堅固的桌子底下或以低姿勢躲在電梯間旁

邊、樑柱旁邊、床或沙發邊、固定牢靠的冰箱旁

邊，同時注意避免被掉落物砸傷。 

 （三）隨手關閉使用中的電源、火源，以防止火災發

生。 

 （四）把出口處的門打開，以避免門框變形無法開啟。 

 （五）依緊急避難疏散的判斷基準採取行動，逃生時

應穿著厚底鞋子或皮鞋，以避免被碎裂玻璃或尖

銳物品割傷。 

 （六）不可使用電梯，以免因震動故障受困。若因地

震受困或有人員受傷，可同時通報 119 及電梯公

司進行救援。 

1. 註一 

2. 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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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若位於地下室或停車場，需盡快離開車內，以

低姿態躲在車旁，引擎比較不會被壓潰，因此最

好躲在車前週邊，但應注意避免來車撞擊。 

 （八）家人或同事間互相關心行動。 

二、於室外、建築物旁的人行道 

 （一）不要慌亂地往車道逃生，以避免被來車撞到。 

 （二）若所處位置緊鄰公寓或大樓，應注意上方墜落

物（招牌、冷氣機、屋瓦、磁磚等）或爆裂的玻

璃碎片。 

 （三）若所處位置緊鄰大樓，可往粗大柱子邊以低姿

勢躲避，因大樓較不易倒塌，萬一倒塌，也有粗

大柱子可形成保命的空間。 

 （四）必要時遠離建築物。 

註一 

三、於電梯內 

  感覺到搖晃時，應即壓停各樓層，待其停止後，隨

即離開。如電梯門不開，應即按緊急開關，呼叫幫

忙。 

註一 

四、於土塊厝或磚造房屋內 

  此類建築物耐震性能較差，土塊厝通常僅有一層

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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樓，磚造房屋也很少超過三層，遇到地震，應儘速

避難至屋外。 

五、於百貨公司、電影院、KTV、賣場內 

 （一）不要慌亂地推擠到逃生口或階梯。 

 （二）遵從相關人員的指揮行動。 

 （三）注意掉下物、玻璃碎片等。 

註一 

六、開車時 

 （一）應減速後靠右側路邊停車，或停在空曠地，熄

火後人在車旁不會被他車撞擊之處，並需注意墜

落物。 

 （二）打開收音機，正確掌握相關資訊。 

 （三）避難時應與人群一起行動。 

註一 

七、於地下街時 

  一般認為地下震動較地面上弱，地下結構也比較耐

震，故切勿慌張。 

 （一）不要慌亂地推擠逃生，假使停電可依出口標示

燈及避難方向指示燈離開。 

 （二）不要使用電梯。 

 （三）遵從管理或服務人員的指示。 

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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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於地下鐵、捷運時 

  一般認為地下震動較地面上弱，地下結構也比較耐

震，故切勿慌張。 

 （一）緊抓住車內的固定物。 

 （二）不要慌亂地推擠逃生，即使停電也會有臨時電

源。 

 （三）不要使用電梯。 

 （四）地下鐵、捷運的隧道較不輕易損毀，請勿慌張

逃出車外。 

 （五）遵從服務人員的指示。 

註一 

九、於車站、機場內 

  依照服務人員引導，利用軟墊（或手提袋）保護頭

頸部及自身安全，依序離開建築物。 

1. 註五 

2. 註六 

十、於海邊時 

 （一）發生大地震，即使沒有海嘯警報，儘可能離開

海岸線。 

 （二）即使沒有海嘯警報，但若潮汐變動有異常（突

然明顯退潮、遠方似有白色浪沫湧來等現象），

亦應即避至高地。 

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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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注意是否發放海嘯警報，依指示行動。 

伍、不幸受困時該怎麼辦？  

一、如有可能，用隨身的手機撥打 119 電話求救。 

二、保持冷靜，不放棄獲救的希望。 

三、傾聽是否有砂石剝落的聲音，如果建築物還在震動，

應暫時停留在安全的避難處。 

四、判斷建築物處於靜止狀態，再小心扳開障礙物，往

水源或光源前進。 

五、無法脫困時，聆聽外面動靜，適時呼救求援，請勿

持續喊叫浪費體力。 

六、規律地製造求救聲響，例如利用緊急避難背包裡的

哨子或敲擊水管、鋼筋等。 

七、受傷時應先包紮止血，如果傷勢嚴重，緩慢移動至

安全處，靜待救援。 

八、受困時，水是維生關鍵。嘗試尋找水源並節制飲量，

等待救難人員抵達。 

註三 

陸、震後一般注意事項  

一、地震後通常會非常擔心親友安危，儘可能不要使用

電話改用簡訊，或利用政府「1991 急難通訊平台」，

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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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緊急救災通信得以通暢。 

二、檢查身邊人員有無受傷，必要時立即給予協助並送

醫院治療。 

註四 

三、隨時收聽正確災情報導，避免道聽塗說產生恐慌。 註四 

四、離開陡峭山區以避免山崩、落石的危險。 註一 

五、檢查電線是否受損，若有受損應立即關閉電源，以

免發生火災。 

註四 

六、檢查瓦斯管線，若有外洩現象，應立即關閉瓦斯總

開關並打開窗戶，通知消防隊與瓦斯公司（行）派

員處理。千萬不可開、關電器或插、拔插頭，也不

可使用蠟燭、火柴或手電筒，以免產生火花引起爆

炸。 

註四 

七、若有發現起火，在延燒之前立即以水或滅火器滅火，

並通報警察與消防單位，若已延燒則協助救火，並

注意自己安全，也必須通知警察與消防單位。 

註一 

八、檢查水管是否受損，若有毀壞，應關閉自來水總開

關。 

註四 

九、檢查冷氣、招牌是否鬆脫，若有鬆脫應立即修復或

標示。 

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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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檢查玻璃是否破損，並且避開玻璃碎片。 註四 

柒、房屋檢查  

檢查房屋是否安全，並依危急程度採取適合處置方法。 

一、危急程度 A：有下列狀況應立即離開屋內，並儘速

通知專業技師前往檢查房屋是否有崩塌之虞。 

 （一）目視可察覺樓房傾斜。 

 （二）樑、柱鋼筋外露。 

 （三）柱子有連續的 X 型、V 型或倒 V 形、斜向或垂

直向開裂。 

 （四）剪力牆鋼筋外露。 

 （五）加強磚造房屋的承重牆、鋼筋混凝土建築的間

隔牆整片倒塌、傾斜或大面積掉落。 

 （六）樓板開裂，管線破裂。 

二、危急程度 B：通知專業技師前來檢查，確認結構是

否需修復補強。 

 （一）雖然目視無法察覺樓房傾斜，但仍懷疑樓房已

傾斜。 

 （二）柱子有不連續的垂直向、斜向裂縫。 

 （三）樑有明顯而連續的 X 形、斜向、水平向、垂直

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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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裂縫。 

 （四）剪力牆、加強磚造房屋的承重牆、鋼筋混凝土

建築的間隔牆，有長而連續的開裂。 

 （五）樓板角隅出現裂縫。 

三、危急程度 C：不影響結構安全，可自行修補。 

 （一）柱子有細小的水平向裂紋。 

 （二）樑有垂直向不連續的裂紋。 

 （三）剪力牆、加強磚造房屋的承重牆、鋼筋混凝土建

築的間隔牆，有短而不連續的裂紋。 

註一：教育部地震避難疏散參考程序 

註二：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防震避難程序 

註三：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出版之安全耐震的家—認識地震工程 

註四：內政部消防署出版之防震安全手冊 

註五：交通部民航局及所屬各單位震災應變參考程序 

註六：高速鐵路客運之地震避難參考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