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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臺灣位處於歐亞大陸板塊與菲律賓海板塊的交接處，依據中央氣象局過去90

年的觀測資料顯示，每年有感地震平均約為214次，在1900年至1999年間，共有

89次災害性地震發生，幾乎每年可能會有一件地震災害發生，其中又有23次為地

震規模達七以上的強烈地震，經常導致重大傷亡及財產損失，尤其以1906年嘉義

梅山地震及1999年的921大地震為最，死亡人數超過三千人，房屋損毀超過二萬

棟（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2002）。因此，地震所引發的各種危害，我們不得

不小心謹慎及有所預防。 

地震發生時，人們、學童可能在家裡、學校、路上，甚至車內或電梯裡等公

共場所，可能因周圍潛藏的狀況，而對學童及人們產生危害。而這些潛在危險是

可以避免的，如能對於地震過程的緊急應變能力及平時的預防措施做得好，就可

以消除地震災害於無形。 

身為教育工作者的教師，就擔任此一重任，平時就教育學童這種知識、行為，

甚至利用家庭檢核表的方式，請學童的家長一起來參與，透過和家長的參與行

動，培養學生地震防災的正確態度、行為，較易落實到日常生活習慣中。 

相關課程主題 
「地震災害」於國民小學綜合活動領域中，皆有編排，如康軒版書局六年級

上學期「遠離災害」單元、翰林版書局五年級上學期「臨機應變」單元及南ㄧ版

書局五年級上學期「過安全的生活」等單元皆是與「地震避難」相關教學內容。

因此本課程各活動或內容可作為相關單元之補充教材使用，或配合學校防災演練

與彈性課程進行相關教學。而為推廣本教材，故以能廣泛地運用至各課程領域相

關單元為設計主軸，內容可說相當完備，使教師在實際授課時，可依照學童之特

性與搭配課程之不同，挑選適當的課程內容來進行學童之防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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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領域 出版商 年級/使用學期 單元名稱 

康軒書局 六年級/上學期 大地的奧秘 
自然與生活科技 

南一書局 五年級/上學期 山河大地 
康軒書局 六年級/上學期 遠離災害 
翰林書局 五年級/上學期 臨機應變 綜合活動 
南一書局 五年級/上學期 過安全的生活 

安全生活 
健康與體育 康軒書局 五年級/上學期 

城鄉交流記 
康軒書局 五年級/上學期 自然環境(自然災害) 

社會 
翰林書局 五年級/上學期 關懷臺灣（臺灣的環境災害）

國語 康軒書局 五年級/上學期 機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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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課程學習領域對應能力指標 
單元名稱：地震的預防與避難 
適用對象：國小高年級（5-6年級） 教學總節數：共2節（80分鐘） 
學習領域：自然與生活科技 

十大基本能力 

表達、溝通與分享 
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規劃 
運用科技與資訊 
主動探索與研究 
獨立思考與解決問題 

「自然與生活科

技」領域能力指

標 

5-3-1-1 能依據自己所理解的知識，做最佳抉擇。 
6-3-2-7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法。 
7-3-0-1 察覺運用實驗或科學的知識，可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識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綜合活動」 
領域能力指標 

4-3-1 認識各種災害及危險情境，並實際演練如何應對。  
4-3-2 探討環境的改變與破壞可能帶來的危險，討論如何保護

     或改善環境。 
「健康與體育」 
領域能力指標 5-2-3 評估危險情境的可能處理方法及其結果。 

「社會」領域能

力指標 
1-3-10 列舉地方或區域環境變遷所引發的環境破壞，並提出可

能的解決方法。 
「國語」領域能

力指標 
C1-1-3-8 能清楚說出自己的意思。 
C1-1-4-9 能清楚覆述所聽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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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教材對應的防災能力指標 
單元目標 對應防災能力指標 

一、災害的警覺心 
保持警覺心，留意生活中及各種

環境中可能發生的地震災害，並隨時

注意可能的危險。 

1-2-3 能分辨不同的活動場所內可能產生

不同的地震災害。 
1-2-4 能預先察覺生活環境中，當地震發

生的潛在危機。 

二、防災概念與知識 
1.認識校園及社區地震災害。 
2.說出學區內及上學路線上危險因

子。 
3.瞭解地震災害平時檢視的重要性。

4.瞭解當地發生地震受困時，如何緊

急求救。 

2-2-4 在個人生活環境中，能指出生活周

遭既有及潛存的地震災害。 
2-2-5 能在地震發生前，瞭解影響個人及

他人安全的危險因素。 
2-2-6 能知道地震災害發生時，個人應具

有的應變知識。 
2-2-7 能說出地震發生時各種災害發生的

原因及避免的方式。 
2-2-10 能在地震災害發生前，能知道準備

何種物品及進行何種預防工作，以

避免地震災害之發生。 
三、防災態度與價值觀 
1.警覺各種環境（教室、校園、家裡、

  社區）都有潛在的地震危險，進而

學習如何避免或遠離危險。 
2.瞭解地震災害平時檢視的重要性及

透過模擬地震受困時，學習如何求

救。 

3-2-4 能主動關心個人及家人所處的環

境，並和家人討論，以便達成地震

災害預防及能順利逃生之目標。 

四、防災行動技能 
1.針對教室、校園及居家環境完成適

度的檢核。 
2.經由實際行動，提出「預防地震策

略」。 

4-2-2 能說出地震救災應注意事項。 
4-2-5 能歸納不同區域性地震災害發生的

原因，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 

防災教材對應的防災素養指標 
類別 項目 素養內涵 

災害認知 B3 能知道地震災害對於生活環境所造成的影響。 
防災知識 

防備知識 B5 能瞭解地震災害的防範措施。 
防災警覺性 B9 能主動關懷所處生活環境的安全程度。 

防災價值觀 B11 能知道做好地震防災工作能減少地震災害造成 
的損失與傷亡。 

防災態度 

防災責任感 
B12 能在地震災害發生後主動關懷同伴並適時提出

幫助。 
B13 能主動幫助他人脫離危險環境。 

準備行動 B15 能依據不同地震災害類型進行防備工作。 
防災技能 

應變行為 B16 能判斷地震災害訊息並做出正確的反應。 
B17 能在地震災害發生後主動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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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一) 
單元名稱：地震災害的預防與避難（第一節）（40 分鐘）  

教學目標 1.認識校園及社區地震災害。 
2.學區內及上學路線上危險因子之調查。 

學習內容 
1.透過地震相關資料的蒐集與討論，瞭解地震帶來的各種災害。 
2.透過討論與環境觀察，瞭解各種環境（教室、校園、家裡、社區）都有潛在的地震危險，進而學習如何避免或遠離危險。 
3.透過討論，找出當地震發生時，在校園及社區可能發生的災害，進而學會如何避免災害發生。 

教學活動 教師教學與說明 學生活動
時間 
（分）

指導與評量 對應指標註1 

ㄧ、 
引起動機 

1.為每組學生準備一盒小卡片。 
2.教師提問：「小朋友！我們都

經歷過地震，請三分鐘內寫出

地震會帶來哪些災害。」 
3.時間到，寫完先放著。 

分組活動 3 【指導】 
親身經歷或

印象，想到

就寫。（瞭

解學生先備

知識） 

(2-2-4) 在個人生活環境中，能指出生活周遭既有及潛 
      存的災害。 

二、 
認識校園

及社區地

震災害 

1.認識校園地震災害 
(1)觀賞地震影片（校園篇）。 
(2)分組討論「地震對校園帶來

的災害」。 
(3)教師以圖片說明地震對校

園帶來的災害。 
【教師紀錄各組答對張數】 
2.認識社區地震災害 

(1)觀賞地震影片（社區篇）。 
(2)分組討論「地震對社區帶來

聆聽、專

心收看、

討論並適

時回答問

題。 

12 【評量】 
學生用心觀

賞影片，並

參與小組討

論，比賽各

組 答 對 張

數。 
【指導】 
藉由圖片予

以說明，並

(1-2-3) 能分辨不同的活動場所內可能產生不同的災

害。 
(4-2-5) 能歸納不同區域性災害發生的原因提出可能

解決的方法。 
 [C1-1-3-8] 能清楚說出自己的意思。 
[C1-1-4-9] 能清楚覆述所聽到的事物。  
[5-3-1-1] 能依據自己所理解的知識，做最佳抉擇。 
{B3} 能知道地震災害對於生活環境所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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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災害」。 
(3)教師以圖片說明地震對社

區帶來的災害。 
【教師紀錄各組答對張數】 

釐清各種環

境潛藏不同

災害。 

三、 
社區內及

上學路線

上危險因

子之調查 

1.討論「教室、校園、家裡、社 
  區」潛在的地震危險因子。 

(1)分組討論並分類「教室、校

園、家裡、社區」潛在的地

震危險因子。 
A.教室潛在地震危險因

子：電燈、電風扇、櫃子、

天花板、玻璃…等。 
B.校園潛在地震危險因

子：電梯、牆壁、籃球架、

遊戲器材、水塔…等。 
C.家裡潛在地震危險因

子：電燈、櫥櫃、電視、

玻璃、瓦斯爐…等。 
D.社區潛在地震危險因

子：招牌、路燈、電線桿、

加油站…等。 
(2)各組討論、報告「預防地震

    策略」。 
A.教室、校園預防地震策

略：固定櫃子、定期檢

查…等。 

能將危險

因子卡分

類到不同

環境中，

並能提出

解 決 策

略，最後

規劃出安

全的上學

路線。 

25 【評量】 
參與分類不

同環境潛在

的地震危險

因子，並完

成分類表之

內容及規劃

安全的上學

路線。 
【指導】 
教師針對經

常的上學路

線標示出危

險因子，並

提出預防策

略。 

(1-2-4) 能預先察覺生活環境中潛在的地震災害危機。 
(2-2-4) 在個人生活環境中，能指出生活周遭既有及潛 

存的地震災害。 
(2-2-5) 能在地震發生前，瞭解影響個人及他人安全的 

危險因素。 
(2-2-6) 能知道地震災害發生時，個人應有的應變知

識。 
(2-2-10) 能在地震災害發生前，能知道準備何種物品

及進行何種預防工作，以避免災害之發生。 
(4-2-2) 妥善運用空間，減低危險發生。 
[6-3-2-7]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法。 
[7-3-0-1] 察覺運用實驗或科學知識，可推測「可能發 
        生的事」。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識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B5} 能瞭解地震災害的防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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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家裡、社區預防地震策

略：固定重物、定期演

練…等。 
(3) 我會規劃安全的上學路

線：學生能將上學路上的危

險因子列出，並提出預防

策略。 
註1：(1-1-1)：小括弧表示該學習活動與「九年一貫防災教育課程能力指標」1-1-1相對應。 

[1-1-1-1]：中括弧表示該學習活動與「各領域相關防災能力指標」1-1-1相對應。 
{A8}：大括弧表示該學習活動與「防災素養」A8相對應。 

教學活動設計(二) 
單元名稱：地震災害的預防與避難（第二節）（40 分鐘）  

教學目標 1.檢視教室及居家環境的防震安全。 
2.瞭解當地發生地震受困時，如何緊急求救。 

學習內容 
1.瞭解地震災害平時檢視的重要性。 
2.討論教室及家中擺放及懸掛的物品，是否會因地震搖晃而掉落。 
3.知道並模擬當地震受困時，學習如何求救。 

教學活動 教師教學與說明 學生活動
時間 
（分）

指導與評量 對應指標
註1 

一、 
檢視教室

及居家環

境的防震

安全 

1.瞭解地震災害平時檢視的重要

性 
(1)觀賞影片或圖片。 
(2)教師揭示資料，做好平時檢

視減少傷害的例子。 
2.檢視教室的防震安全，先組成

觀 賞 影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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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評量】 
用心觀賞影

片，並回答

相關問題，

能積極付出

行動。（寫

(2-2-7) 能說出地震發生時各種災害發生的原因及避

免的方式。 
[1-3-10] 列舉地方或區域環境變遷所引發的環境破 
        壞，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 
[6-3-2-7]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法。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識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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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防震檢核小組」。 
(1)各組填寫「教室、校園防震

檢核表」。 
(2)分組報告「教室、校園防震

安全情形」。 
【回家作業】 
3.檢視居家環境的防震安全，學

童和家長組成「防震檢核巡防

隊」。 
(1)填寫「居家、社區防震檢核

表」。 
(2)回學校進行報告「居家環境

的防震安全」。 
4.動手一起做、預防地震災害 

(1)根據「教室、校園檢核表」，

檢視教室、校園裡潛在危險

因子（如：擺放及懸掛的物

品，是否因地震搖晃而掉

落…等），進而動手一起來

改善，如不能做到，則建議

學校協助改善。 
(2) 根據「居家、社區檢核

表」，檢視家中社區裡潛在

危險因子（家中如：櫃子、

電視、盆栽是否因地震搖

晃而掉落…等；社區如：

小組分工

合作。 
 
 
 
 
 
 
組成防震

檢核巡防

隊並填寫

「居家、

社區防震

檢核表」 

10 信、上網建

議…等） 
[5-2-3] 評估危險情境的可能處理方法及其結果。 
[4-3-2] 探討環境的改變與破壞可能帶來的危險，討論 

如何保護或改善環境。 
{B9} 能主動關懷所處生活環境的安全程度。 
{B11} 能知道做好地震防災工作能減少地震災害造成

的損失與傷亡。 
{B15} 能依據不同地震災害類型進行防備工作。 
{B16} 能判斷地震災害訊息並做出正確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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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燈、廣告招牌、電線桿

是否因地震搖晃而掉落…

等），進而動手一起來改

善，如不能做到，則建議

里長協助改善。      
二、 
瞭解當發

生地震而

受困時，

如何緊急

求救 

1.知道當地震發生時，如何求

救？ 
(1)觀賞影片或圖片，如：上課

中、電梯中、乘車中、居家、

公共場所…等情境的正確

求救方法。 
(2)討論正確的求救方法，如：

上課中，聽從老師指導，低

樓層班級學生先保護頭

部，並依路線疏散到空曠

處；高樓層班級學生保護頭

部，先避難在柱旁或桌下，

等搖晃停止後，再依路線疏

散到空曠處並離危險地

點…等。 
(3)整理成容易記憶的口訣，

如：上課中地震求救口訣：

師→護→躲→避（聽老師說

→護頭→躲柱旁→避到空

處） 
2.模擬地震發生在不同情境時，

聆聽並提

問，澄清

觀念，最

後能與小

組合作，

完成角色

扮演。 
 
 
 
 
 
 
 
 
 
整理「地

震求救口

訣」 
 
 
 
 

15 指導： 
示範正確的

求救方法並

整理地震求

救口訣。 
評量： 
學生踴躍發

表，與他人

合作完成角

色扮演。 

(3-2-4) 能主動關心個人及家人所處的環境，並和家人 
討論，以便達成地震災害預防及能順利逃生之 
目標。 

[4-3-1] 認識各種災害及危險情境，並實際演練如何應 
對。 

[5-3-1-1] 能依據自己所理解的知識，做最佳抉擇。 
[6-3-2-7]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法。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識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B12} 能在地震災害發生後主動關懷同伴並適時提出 

幫助。 
{B13} 能主動幫助他人脫離危險環境。 
{B17} 能在地震災害發生後主動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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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求救？ 
(1)分組比賽（依序從第一組開

始，隨意抽出地震級數，

再抽出任意一種情境演示

（含地震求救口訣…等）。

(2)學生互評及老師指導講評。

 
 
 
 
 
填寫互評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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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參考資料 
ㄧ、地震災害的類型 
(一)建築物直接造成的災害 

地震時所發生最直接的破壞便是地面劇烈震動而摧毀我們所居住的房屋及

建築物。累計二十世紀以來，臺灣地區因大地震所造成的建物損害，房屋全倒者

超過五萬幢，損壞超過十三萬四千幢，單就921大地震就造成2415人死亡、29人
失縱、11306人受傷、近11萬戶房屋全倒或半倒。 

 

 
 (a)房屋倒塌 (b)921 石岡水壩被抬高 9 公尺 (c)橋梁斷落 

 

 

(d)鐵軌變形（圖片來源：921
集集地震專題） 

(e)地陷（圖片來源：CRI online） (f)斷層將一側的地面隆起，地

表呈現褶皺變形，圍牆僅呈現

變形 

  
(g)路面毀損（圖片來源：921 集集地震專題） (h)民房倒塌 

圖 1 建築物損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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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家中牆壁龜裂、物品散落

滿地 (b)高樓倒塌 (c)損害嚴重的獨立樓房 

   
(d)教室傾倒 (e)在地震中遭震毀的臺中縣霧

峰鄉光復國中校舍 
(f)學校跑道隆起 

圖 2 社區建築物損害情形 

(二)山崩或海嘯 

地震時，劇烈的地動也可能引發大規模的山崩或海嘯。在海邊，隨地震而引

發的海嘯可能比地震本身帶來的破壞更劇烈。水壩亦可能因為水庫中大量水體的

劇烈震動、強烈的地動或山崩而被摧毀，引發的洪水可能對水庫下游居民帶來比

地震本身更直接的傷害。 

臺灣是一處多山的島嶼，地質活動非常活躍，幾乎在各次的地震後均會發生

山崩的問題，再加上山區的大量開發，潛在的地質災害將不可忽視。山崩可以造

成很大的災害，嚴重時可以毀壞整個村莊，砸死人畜，毀壞工廠、電站，堵塞道

路。河流山崩後的石塊、土塊大量落入河道中，還會阻塞河流，形成洪水災害。

堰塞湖是由火山熔岩流或由地震活動等原因引起山崩滑坡體等堵截河谷或河床

後。貯水而形成的湖泊，由火山熔岩流堵截而形成的湖泊又稱為熔岩堰塞湖。最

新的堰塞湖是2008年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導致的堰塞湖。堰塞湖一旦決口會對下

游形成洪峰，處置不當會引發重大災害。遇到山崩、滑坡，要向垂直於滾石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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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跑，切不可順著滾石方向往山下跑；也可躲在結實的障礙物下方，或蹲在地

溝下；特別要注意保護頭頸部。 

山崩是可以預防的，只要不要隨意挖洞、開礦，並採取措施，如在山上廣泛

地植樹造林，對一些容易發生山崩的陡坡和危岩及早採取預防措施，可以減少山

崩災害。 

臺灣四面環海，若地震發生在海上，海嘯的預防知識也不應輕忽。預防海嘯

在平日就要未雨綢繆，做好下列的防護措施： 
1.在海邊修築防波堤、建設防水閘門、種植防潮林，以阻斷海水或減低海水

進入村落時的衝擊。 
2.在港灣和城市街道的交接處建構較高的防波堤防，並利用可以滑動的閘門

來封鎖道路，避免海水進入。 
3.易造成汙染的物品應集中放置於水泥圍牆之建築中，並在圍牆各處設置小

的進水口及出水口，當海水進入內部時，可以緩和內外的水壓差，避免因

水壓過大而使圍牆崩毀。 
4.直接面海之處，可以建築由鋼筋混凝土做成之大樓或倉庫，當海嘯打上岸

時，可以做為降低海嘯侵入的屏障。 
5.可在距離海岸較遠之高處設置避難所。 
6.規劃逃生道路，以利民眾前往避難，且逃生道路應盡可能遠離海嘯可能溯

溪而上的河川；規劃市區中較為堅固的高樓做為海嘯發生時的避難場所。 
7.應在人潮密集處設置看板，說明逃生路徑及避難方法 
8.在沿岸地區設置廣播系統，藉以發布海嘯預警消息，並指示民眾疏散方向

及避難方式。 
9.沿岸地區的居民應定期實施避難演習訓練，使防災知識得以傳播，並將防

災知識納入義務教育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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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九分二山的山崩景況（圖片來

源：認識地震） 
(b)海嘯（圖片來源:熊之秘夢工

廠） 

 

山崩： 
斷層活動時造

成的激烈振動

會使鄰近斷層

的地區發生大

量的山崩，造

成災害。  
海嘯： 
地震在大洋所

引起的起伏波

浪，通常高達

數公尺甚至更

高，當波浪傳

到海岸時，因

海水變淺而使

波 浪 變 得 更

高，此即為海

嘯。 
圖 3 地震引發的山崩、海嘯災害 

(三)土壤液化 

土壤液化也是一種可能發生的地震災害。劇烈的震動亦可能破壞土壤強度或

使建築物底下的基礎物質液化，而造成建築物傾斜、全倒或損壞。由於地層內疏

鬆的飽和砂土於地震時受到大量外來的壓力，使得砂層內的砂粒因被擠壓而緊密

地靠在一起且體積縮小，這種現象使得砂層內的水無法順利地排出而產生額外的

水壓力。若累積增加的水壓力超過土壤強度，則土壤抗剪強度便會完全消失而呈

現液態，這情形將使土壤失去支撐其上建築物的強度，造成建築物急速沉陷或傾

斜。 

 
(a)（圖片來源：921 集集地震

專輯） 
(b)（圖片來源：財團法人公

共電視文化事業基金會） 
圖 4 地震引發的土壤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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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火災 

地震時除了可能帶來上述直接或間接的災害外，尚有一種更為嚴重的災害—
火災。地震時劇烈的地動會直接破壞如水管、瓦斯管及電線等維生線，外洩的瓦

斯若碰上電線走火或其它燃燒的火苗便會引起火災；此時由於大部分的水管又因

已被震裂而缺水，在無法搶救的情形下便會形成了不可收拾的大火。地震加火災

而造成不可收拾的災害，這幾乎是這一世紀以來全球各地大地震震災的共通模

式。 

臺灣市鎮地區人口越來越稠密，而且居住的環境相當集中，市鎮地區因地震

而引發火災的可能性相當高，因此，加強百姓的防火意識與消防演練，是我們未

來期望將地震災害減低到最小程度的第一課題。 

 
(a)地震引發的火災（圖片來

源：認識地震） 
(b)日本阪神大地震  

（圖片來源：認識地震） 
圖 5 地震引發的火災 

依據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地震震度分級表，目前將地震強度分成八級（表1）：

ㄧ級以下的地震，感覺不到；二到三級的地震，感覺得到，但多不會造成災害；

四到五級的地震，會造成震災；六級的地震，會在震央200公里內造成很大的震

災；七級以上的地震，會在震央200公里內造成嚴重的震災，在200公里以外的地

方，也會受到震災。在發生次數方面：規模8.0以上的地震，全球平均每年1次；

規模7.0到8.0的地震，全球平圴每年17次；規模6.0到7.0的地震，全球平圴每年134次；

規模5.0到6.0的地震，全球平圴每年1319次（姚毓霖，2008）。 

二、地震的危險因子 
在地震頻繁的臺灣島上，如能事先將「地震的危險因子」找出，加以預防，

必能將地震災害降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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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地震震度分級表 

震度分

級 
地動加速度

範圍 人的感受 屋內情形 屋外情形 

0 無感 0.8gal 以下 人無感覺。     

1 微震 0.8~2.5gal 人靜止時可感覺微小搖晃。     

2 輕震 2.5~8.0gal 
大多數的人可感到搖晃，睡

眠中的人有部分會醒來。 電燈等懸掛物有小搖晃。 
靜止的汽車輕輕搖晃，類

似卡車經過，但歷時很

短。 

3 弱震 8~25gal 
幾乎所有的人都感覺搖

晃，有的人會有恐懼感。 
房屋震動，碗盤門窗發出聲

音，懸掛物搖擺。 
靜止的汽車明顯搖動，電

線略有搖晃。 

4 中震 25~80gal 
有相當程度的恐懼感，部分

的人會尋求躲避的地方，睡

眠中的人幾乎都會驚醒。 

房屋搖動甚烈，底座不穩物

品傾倒，較重傢具移動，可

能有輕微災害。 

汽車駕駛人略微有感，電

線明顯搖晃，步行中的人

也感到搖晃。 

5 強震 80~250gal 大多數人會感到驚嚇恐慌。
部分牆壁產生裂痕，重傢具

可能翻倒。 
汽車駕駛人明顯感覺地

震，有些牌坊煙囪傾倒。

6 烈震 250~400gal 搖晃劇烈以致站立困難。 部分建築物受損，重傢具翻

倒，門窗扭曲變形。 
汽車駕駛人開車困難，出

現噴沙噴泥現象。 

7 劇震 400gal 以上 搖晃劇烈以致無法依意志

行動。 

部分建築物受損嚴重或倒

塌，幾乎所有傢具都大幅移

位或摔落地面。 

山崩地裂，鐵軌彎曲，地

下管線破壞。 

註：1gal = 1cm/sec2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地震震度分級表」(八十九年八月一日公告)

(一)社區、居家「地震的危險因子」 

ㄧ至三級的地震多不會造成傷害，四到五級的地震，會造成一些小的災害： 
1.居家方面：如櫃子、電視、陽台盆栽因地震搖晃而掉落。 
2.社區方面：如路燈、號誌燈、廣告招牌、電線桿因地震搖晃而掉落…等災

情。 
3.教室裡：如書櫃、器材櫃、電風扇因搖晃而掉落 
4.校園內：如遊戲器材、盆栽、路燈因地震搖晃而掉落…等災情。 

六級以上的地震，會造成嚴重的震災： 
1.居家方面：如牆壁龜裂、屋瓦掉落、門窗扭曲變形、更嚴重甚至房屋倒塌。 
2.社區方面：如電線桿倒塌、路面受損、鐵軌彎曲、加油站及瓦斯管線常引

起震後火災。 
3.教室裡：如天花板掉落、樑柱震裂、跑道隆起、窗戶玻璃破裂、甚至教室

傾倒。 
4.校園內：如掛燈震落、圍牆倒塌、校園毀損…等嚴重災情。 

不同的地震強度會造成不同的災情，不同的環境，也形成不同的災害。如果

利用「檢核表」事先將周遭環境的「地震的危險因子」檢核出，並加以預防，必

能減少地震帶來的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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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電線桿倒塌 (b)招牌掉落 (c)家中牆壁龜裂、物品散落

滿地 

  
(d)危險道路 (e)鐵軌彎曲 (f)重物掉落 

 
(g)屋瓦掉落 (h)電線掉落 (i)物品震裂 

  

(j)門窗扭曲變形阻礙逃生 (k)坡上房子瞬間移動 3 公里 (l)加油站及瓦斯管線常引起

震後火災 
圖6 地震造成的社區、居家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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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教室「地震的危險因子」 

 
 

(a)教室傾倒 (b)校園毀損 (c)跑道隆起 

  
(d)梁柱變形阻礙逃生路線 (e)教室天花板掉落 (f)窗戶玻璃破裂 

   
(g)掛燈震落 (h)學校圍牆倒塌 (i)教室玻璃震碎 

圖7 地震造成的學校、教室損害 

三、地震災害的預防與避難 
地震在目前仍然無法預測，瞭解地震可能帶來的災害以及知道如何應變是地

震災害防護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因為對一般大地震而言，最劇烈的地動可能都不

會超過三十秒；就算最強烈地震來襲時也不會持續超過一分鐘。在如此短的時間

內要讓自己免於受到傷害，便需要極機智的反應與迅速的行動，這也端賴平時是

否有充實的地震防災知識與紮實的地震防災的演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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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與居家的震災防護 
1.地震發生前 

平時家裡就應該準備好手電筒、使用電晶體的收音機、各型號的電池、

滅火器以及急救箱，並讓家裡每個人都知道上述裝備的存放位置與使用方

法。平時也應備妥飲用水以及乾糧等簡便的食物。大人及家中大小孩們應該

知道水電總開關及瓦斯開關的位置與如何開關；重型家具例如冰箱、衣櫥、

書櫃以及酒櫃等也應固定好，較重的東西則應儘量放在較低的位置；並且要

規劃好大地震發生後家人們要如何疏散與疏散的地點（熟悉住家附近，哪裡

是最好的避難場所，預先清楚熟悉逃生路線）。大地震發生後，家人重聚的

地點也應事先規劃。大地震後通信與交通均可能被破壞，社會可能會出現混

亂的景象，因此學校、公司團體、公共場所經常舉行避難演習，參加自衛編

組，甚至全家組成「防震檢核巡防隊」，發揮自救救人的精神。 
2.地震發生時 

根據地震求生圖顯示，地震發生時因慌亂不當地奔跑往往會造成不必要

的傷害。因此，當地震發生時務必要保持鎮定，在室內的人並應躲在堅固的

桌子旁，而非桌子底下，主要原因是會造成嚴重的震災都是六級以上的強

震，而大多數的桌子均不能承受坍塌的壓力，躲在桌下反而造成更嚴重的傷

害（如地震求生圖）；除此外，更要遠離窗戶、鏡子，並應背向窗戶且注意

保護頭部安全；若室內沒有堅固的桌子可供躲避，則應靠梁柱站立並保護頭

部。如果地震發生時你正在煮飯、燒開水或使用熱水器，應該先把火源關掉

再行躲避，以免發生火災帶來更大的災害。 

地震發生時如果你剛好站在門邊，這時應順手打開大門以避免大門變形

而無法打開逃離。地震發生時若你人在室外，則留在室外便可；但要注意上

方的電線、廣告招牌、屋瓦以及樓頂的違建物如鐵皮屋及鴿子籠等是否會掉

落，以免被砸傷。地震時在巷道間行走的人要靠巷道中央躲避，但大馬路上

因為車子多，所以在馬路上的行人並不要急忙跑到馬路中央。但開車的人則

應該將車子減速靠路邊並躲避到空曠處，但若剛好行經橋梁、天橋或地下道

則應儘速離開。 

社區內的廣告招牌、交通號誌燈、路燈、電線桿、樹木…；房屋、電線

桿倒塌，引起電線走火，以及瓦斯、煤氣等管線斷裂而造成的火災；公路坍

方，橋梁斷裂，路面突起或下陷，造成交通阻塞，以致消防車、救護車無法

出動施救，擴大災情；山坡地大量開發成住宅別墅群，潛伏著極大的危機。

大地震經常造成交通中斷，加上災害是全面性的，相關單位的援助往往無法

立刻到達，所以震後初期，居家社區的防救組織在災害發生時是扮演著第一

線救災的重要角色。災害發生時，村、里長或居民組織負責人應馬上召集組

織成員，立即展開初期的搶救、救火、集合醫療以及飲水的資源，並協助後

續政府救災的行動。在自身已經脫離危險後，應參與社區救災計畫，以及協

助後續的災後復建工作。不要聽信傳言，隨時注意政府發布的指示。 

學校內的老舊建築、圍牆、遊樂器材、水塔、路燈、司令台屋頂、樹木…；

電塔引起電線走火，以及廚房的瓦斯、煤氣等管線斷裂而造成的火災；位於

海邊的學校須嚴防海水倒灌、地層下陷、土壤液化、海嘯…等地震災害；山

區學校則須嚴防地震帶來的土石流、走山、山崩…等重大地震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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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行經學校的路途上需注意廣告招牌、交通號誌燈、路燈、電線桿、

樹木…等倒塌所傷；避開危險路段如：電線桿倒塌，引起電線走火，以及附

近加油站等油管線斷裂所造成的火災；注意公路坍方，橋樑斷裂，路面突起

或下陷…等危險路段；山區學校途中應防水壩崩潰，水庫開裂，河堤決口，

致使洪水氾濫而引起的水災、山崩…等危險；海邊學校路途中須嚴防海水倒

灌、地層下陷、土壤液化、海嘯…等地震災害。 

 
圖8 地震求生圖（轉載美國國際搜救隊長道格卡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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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圖9 地震求生圖示 

3.地震發生後 

地震發生後，首先要看看周遭是否有人受傷，是否有東西著火；若有人

受傷就馬上施以急救，若有東西著火便立刻滅火，並通知警察與消防單位。

聞聞看是否有瓦斯漏氣？若有，關掉瓦斯總開關、打開窗戶，並立刻通知相

關單位前來處理。千萬不要使用蠟燭或火柴等明火，並且不要使用電器用品

以免發生火災。地震後並應儘速地疏散到空曠的地方以防餘震來襲。疏散後

應打開用電池的收音機收聽緊急的災變指示，等待救援及幫助救災。疏散時

儘量穿上厚底鞋免得被利物刺傷，並且由高樓疏散時使用樓梯而不要急著使

用電梯。雖然大家會非常擔心親友的安危，但請儘量不要使用電話，讓更緊

急的救災通信得以通暢。 

大地震發生後還會有許多較大規模的餘震來襲，在未確定建築物的結構

是否安全前不要輕易進入室內。大地震後也要儘速離開山區以避山崩，並儘

快從海邊撤離以避開海嘯的侵襲。 

(二)學校的震災防護 
1.地震發生前 

學校的震災防護措施便須於地震發生前著手。學校於平時應該有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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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災防護計畫，並且定期演練。地震發生前便請專家調查各幢建築物的安

危，並且將吊扇、燈具、櫃子及其它儀器設備等牢牢地固定，並鼓勵學生組

成「防震檢核小組」，做好平時檢視的工作。地震前，並先計畫好各個班級

學生的疏散地點、次序與疏散管道。學校教職員必須依任務編組，職員中一

定要有人負責在地震發生時，便立刻關閉全校的火源及水電瓦斯後，再行避

難；地震後，並要有人負責全校的對外求救與通訊。 

老師最主要的工作，則為維持各班同學的安全與秩序。老師如果不能在

極度慌亂的情形冷靜下來，並有效的安撫學生的情緒，學生的恐懼感因相互

感染將更為加深，而使得紊亂的情況更為惡化。 
2.地震發生時 

地震發生時，老師應鎮定並注意自己的安全以免學生恐慌，同時要求在

教室內的學生躲在桌子旁，或以書包保護頭部並背向窗戶，以免被從柱子迸

出來的石塊或玻璃擊傷。在操場上的同學則留在原地，但是在圍牆邊的同學

必須儘速離開，以免被倒下的圍牆壓傷。 

由於早期的學校建築，基於採光的考量，致使學校的教室之柱子均有短

柱的現象而容易造成損壞。基本上梁柱是建築物最堅固的位置，但因短柱現

象，學校的梁柱很可能在地震來襲時最先破壞，尤其是最底層的教室的學生

需先保護頭部，並避難於堅固的桌子旁（如地震求生圖），地震停止後，依

照老師指揮撤往空曠處。 
3.地震發生後 

地震後各個班級的學生應該照避難計畫，有秩序且迅速地疏散至指定位

置；受傷的人員儘速就醫，有火警則儘速處理，並通知消防隊撲滅。較大規

模的餘震在主震後還會繼續發生，在未知建築物是否絕對安全之前不要讓學

生進入教室內，應儘量安排戶外的活動。大地震之後，整個社會及交通將會

進入混亂的狀態，因此學校應該繼續留置學生在安全的地點，而不應該任其

單獨離開。 

四、地震的防震口訣與演練 
(一)地震的防震口訣 

「卒然聞變，不可疾出，伏而待定，縱有覆巢，可冀完卵」。這是1556年華

縣大地震後一個叫秦可大的文人在《地震記》中總結的經驗。他是說當面臨一次

大地震時，人們往往來不及躲，最好就近尋個安全角落，伏在地上，注意保護頭

部和脊柱，等待震動過去再迅速撤離到安全地方。 簡單說，就是「伏而待定」。 

避震要點，選擇安全角落、堅固家具旁就地躲藏；伏而待定，蹲下或坐下，

盡量蜷曲身體，降低身體重心；抓住桌腿等牢固的物體；保護頭頸、眼睛，扼住

掩住口鼻；避開人流，不要亂擠亂擁，不要隨便點明火，因為空氣中可能有易燃

易爆氣體。 
1.在家裡的避震要領： 

應選擇小空間、堅固家具旁就地躲藏；在平房，根據具體情況或選擇小 
空間、堅固家具旁就地躲藏，或者跑出室外空曠地帶。地震後房屋倒塌有時 
會在室内形成三角空間，這些地方是人們得以倖存的相對安全地點，可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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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震空間，如堅固家具下、牆角、廚房、廁所、儲藏室等空間小的地方。因 
此，當地震發生時，如果在室內要注意利用它們。 

2.在學校的避震要領： 

正在上課時，要在教師指導下迅速抱頭、閉眼、躲在各自的桌下。在操

場或室外，可原地不動蹲下，雙手保護頭部，注意避開高大建築物或危險物。

不要回到教室去，震後應當有組織地撤離。千萬不要跳樓！不要站在窗外！

不要到陽台去！必要時應在室外上課。 
3.在戶外的避震要領： 

就地選擇開闊地蹲下或趴下，不要亂跑，不要隨便返回室內，避開人多

的地方；要避開高大建築物，如：樓房、高大烟囱、水塔下，避開避開高大

建築物，如：樓房、高大煙囪、水塔下；避開危險物高聳物或懸掛物，如變

壓器、電線杆、路灯等、廣告招牌、吊車等；避開危險場所，如：狹窄街道、

危舊房屋、危牆…等。 
4.在公共場所的避震要領： 

聽從現場工作人員的指揮，不要慌張，不要擁向出口，要避免擁擠，要

避開人流，避免被擠到牆壁或柵欄處。 
(1)在影劇院、體育館等處： 

就地蹲下或趴在排椅下；注意避開吊灯、電扇等懸掛物；用背包等保

護頭部；等地震過後，聽從工作人員指揮，有組織地撤離。 
(2)在商場、書店、展覽、地鐵等處： 

選擇結實的櫃檯、商品（如低矮家具等）或柱子邊，以及內牆角等處

就地蹲下，用手或其他東西護頭；避開玻璃門窗、玻璃櫥窗或櫃檯；避開

高大不穩或擺放重物，易碎品的貨架；避開廣告牌、吊燈等高聳或懸掛物。 
(3)在行駛的電（汽）車內： 

抓牢扶手，以免摔倒或碰傷；降低重心，躲在座位附近。地震過後再

下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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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地震防震口訣表 

地點 口訣 
保持鎮定勿慌張，護頭求救渡難關 

電梯 
震後電梯勿搭乘，自助助人解困厄 
聽從老師躲柱旁，震後避到空處去 
堅固物體好避處，救急物品不可少 
身在高樓勿近窗，課堂學生守秩序 
順序離開到操場，上下樓梯不爭先 

教室 

集合點名勿落單，災害損失可減少 
保持鎮定判斷好，行車減速靠邊停 
確保安全最重要，切勿急停防追撞 行車 
防止災害再擴大，遠離高架避陸橋 
路上行人空地避，相互扶持做好事 

行人 
小心行走避來車，少用電話供急用 
護頭躲避保平安，墜物電線注意防 
關閉瓦斯斷電源，震後避到空曠處 
堅固傢俱好避處，備有救急物品包 

家裡 

身在高樓勿近窗，家庭防震計畫好 

資料來源：張聖宗整理，2009 

(二)地震防震演練 

地震避難方式必須依照震度的大小、搖晃的方式及所在的位置來選擇正確避

難方式。目前在臺灣地區所用的震度標準共分為以下八個級數： 
0級（無感）：:地震儀有記錄，人體無感覺。 
1級（微震）：人靜止時或對地震敏感者可感到。 
2級（輕震）：門窗搖動，一般人均可感到。 
3級（弱震）：房屋搖動，門窗格格作響，懸物搖擺，盛水動盪。 
4級（中震）：房屋搖動甚裂，不穩物傾倒，盛水容器八分滿者濺出。 
5級（強震）：牆壁龜裂，牌坊煙囪傾倒。 
6級（烈震）：部分建築物受損，重傢俱翻倒，門窗扭曲變形。 
7級（劇震）：房屋傾倒、山崩、地裂、地層斷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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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不同地震規模的避難方式： 

發生不同規模的地震時，避難方式如下表所示。 

表 3 不同地震規模的避難方式 

地震規模                      避難方式 

0-2 級 不需動作、保持鎮靜，仔細觀察逃生路線及躲避位置（持續搖晃

加劇則採下一級避難措施） 

3-4 級 馬上躲到平時模擬預備之最安全位置，如：堅固的桌子或傢俱底

下或靠樑柱，保護頭、頸。 

5-7 級 採比桌、床高度為低的姿勢（蹲、臥）；躲在桌子、床舖的旁邊，

形成一塊「生存空間」（三角空間）。 

2.不同搖晃的方式的避難方式： 

地震的搖晃方式會因斷層的動作不同，如滑動.錯動.正斷層.逆斷層平移

斷層…等（在此不多做解釋）形成左右搖晃或上下跳動。而最常造成建築物

結構損害的上下跳動會比左右搖晃來的嚴重的多，然而地震來臨時任何人都

無法預測震度是多大，而大多數的人又對地震的級數不是很瞭解，因此往往

採用了錯誤避難方式造成遺憾。因此搖晃的方式來判斷方式亦可做出正確的

逃生動作，簡單的說左右搖晃的地震比較會使大型傢俱或擺設或吊掛的物品

掉落，因此用0-4級的方式來處理避免受傷，上下跳動的地震比較會造成建

築物的倒塌，尤其是先上下後左右的地震更甚因此用5-7級的方式來處理避

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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