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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大地震的防範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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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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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發生的原因

構造性地震
(板塊運動)

火山地震

衝擊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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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帶

 環太平洋地震帶 (Circum-

Pacific seismic belt)

 歐 亞 地 震 帶 (Eurasia

seismic belt) 或稱地中海

地 震 帶 (Mediterranean

seismic belt)

 中洋脊地震帶(Mid-ocean-

ridge seism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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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震帶

(1) 西部地震帶：

震源深度相對較淺(約10 餘公里)。

(2) 東部地震帶：

地震活動頻率最高，因板塊隱沒作

用，震源深度可達到300 公里左右。

(3) 東北部地震帶：

屬淺層震源活動地帶，並伴隨有地

熱與火山活動現象(龜山島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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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震頻率
依據中央氣象局自 1991 ～ 2016 年的觀測資料顯示，台灣地區目前每年
約可蒐錄近40,000次地震，其中有感地震約1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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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災害

(1)房屋建築物傾倒，尤其公共建築物
如戲院、學校、醫院、市場等人口
密集的地方，最易引起重大的傷亡。

(2)水壩崩潰，水庫開裂，河堤決口，
致而洪水氾濫引起水災。

(3)房屋、電線桿斷裂倒塌，引起電線
走火，以及瓦斯、煤氣、爐灶等失
火，造成火災。

(4)公路坍方，橋梁斷裂，路面突起或
下陷，造成交通阻塞，擴大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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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花蓮震災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207/1109693.htm



10

我家在斷層帶上嗎?

http://fault.moeacgs.gov.tw/MgFault/Home/pageMap?LFun=1

http://fault.moeacgs.gov.tw/MgFault/Home/pageMap?LFu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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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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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台南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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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花蓮地震



地表振動與地震波

地震發生時，在震源引起的擾動以彈

性波自震源向四面八方傳播，經過地球內

部或沿地球表面傳播，產生體波和表面波。

如果先不考慮地震波動的衰減與幾何擴散

特性，那麼在地表所感受到的振動應該是

先由P波引起的短週期上下振動，隨後為

由S波引起的短週期水平振動，最後是由

表面波引起的長週期振動。

地震波的能量在傳播的過程中，能量

會逐漸衰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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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波 S波 表面波



強震即時警報是指當大地震發生後，利
用震央附近地震站觀測到的早期震波資
料，快速解算出地震規模、位置與深度，
並以此預估各地區之震度與震波到時等
資訊，再利用快速通訊技術，搶在具威
脅性的地震波（S波）到達前，對各地
區通報預估的震度及震波到時等資訊。

如果強震即時警報的通報比實際破壞性
地震波（S波）更快到達，相關地區就
可爭取數秒至數十秒的預警時間來應變，
是目前最有效的地震減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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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震即時警報 非地震
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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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系統(PWS)功能
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系統（Public Warning System，PWS）」是利用行
動通信系統的「細胞廣播服務技術（Cell Broadcast Service，CBS）」，
提供政府可以在短時間內，大量傳送災防示警訊息到民眾的手機，即時通
知民眾，讓民眾能及早掌握離災、避災的告知訊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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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S系統
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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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系統(PWS)：地震速報
地震速報：
(1)發布條件：當偵測地震規模5.0以上，且任一

縣市政府所在地預估震度達4級、或臺北市政
府所在地預估震度達3級以上。

(2)發布範圍：針對縣市政府所在地預估震度達4
級以上或臺北市政 府所在地預估震度達3級以
上之縣市區域內手機發送警訊。

(3)接收模式：接收到「地震速報」時，手機會強
制發出警報音效，畫面也會自動同步跳出警示
文字。

(4)近震央預警盲區內之使用者，收到預警資訊時
已經或正在感受S波震動；而盲區範圍以外的
使用者，則有數秒至十數秒的應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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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震即時警報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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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防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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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固定與安全配置
日本東京消防廳調查報告，發現近年地震傷者中，30％~50％受傷原因是家具類的翻倒、掉落、移動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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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固定與安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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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固定與安全配置



24

家具固定與安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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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固定與安全配置

http://www.eoc.gov.taipei/Disas
terManual/mobile/index.html#p
=%E9%A6%96%E9%A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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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避難包

• 緊急避難包

的目的?

• 放在哪裡?

• 考量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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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避難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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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避難包注意事項

• 除前述建議項目外，考量個人需求物品。
• 放在門口處。
• 最好家庭成員1人1份，或考量家庭包。
• 建議住家、工作地點及車上各準備一份。
• 在緊急避難包上加註日期，提醒自己定期重新考量內

容並更新，避免過期或不符需求。
• 考量年長者、嬰幼兒、寵物、行動不便者之個別需求。
• 請和您的家人討論，有那些東西是一定要放在避難包

裡的，但要考慮是可背得動的，而且是維生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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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緊急用品(3日份)



1. 集合家庭成員，共同討論家
庭防災計畫，討論下列問題：

–我如何收到災害緊急通知或
預警?

–附近的避難收容場所在哪裡?

–避難路線怎麼走?

–災時如何與其他家庭成員聯
絡?

–災時住家外的會合地點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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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防災計畫
2.在思考家庭防災計畫時，注意下列事項：

–家庭成員不同年齡需求

–協助他人之責任

–經常去的地點

–日常飲食需求

–醫藥需求

–行動不便或特殊需求者之需求

–寵物

–學齡孩童

3.寫下家庭防災計畫，讓家庭每個成員都
很清楚，並經常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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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防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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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防災計畫



地震發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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趴下、掩護、穩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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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不便一樣可以保護自己



地震發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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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後安全確認

 當地震停止時
確認整個家人的安全。

 迅速的關掉瓦斯
要確定瓦斯已經關閉，並且告訴大家，我已經把瓦斯關閉了。

 如果火災發生則需迅速滅火
大聲呼叫發生火災並撥打119，使用滅火器滅火，若火勢太大請立即離開
火場。

 檢查出口是否暢通
 山崩、土石流與海嘯注意

 在山區應注意土石崩落及土石流(震後豪大雨可能發生土石流)。
 沿海地區民眾應注意海嘯警報。如果海嘯警報發布，立即疏散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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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受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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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一受困

保持冷靜，如有可能，用隨身的手機撥打119電
話求救。

 若受困嚴重毀損建物內可節奏性敲打東西發出聲
音讓搜救人員知道，或是吹哨子或其他聲響讓外
面的人知道。

 聆聽外面動靜，適時呼救求援，請勿持續喊叫浪
費體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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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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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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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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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離家避難時

前往避難收容所，確認安全狀況。
途中，應注意餘震造成的建築物或磚牆倒塌或外牆磁磚、招
牌掉落可能造成危險，要儘量遠離。

若遇到需要幫助的老弱婦孺，應主動協助。
為了行動的方便與安全，請攜帶必要的個人物品即可(緊急
避難包)。

不使用汽車和機車。
請儘量選擇較寬的道路行走，較為安全。
遠離小路、籬笆、懸崖、河川。
磚牆、門柱、自動販賣機容易因地震而倒下，所以不要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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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避難疏散地圖

• 消防署官網
• 各縣市消防局

在思考家庭防災計畫時，就
應該討論住家附近的避難場
所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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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避難疏散地圖：松山區中正里
日本台湾交流協会
台北事務所

民權公園
(防災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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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公園

臺北市政府選定具有開放空間
及緊急救援道路之大型避難場
所，於90年9月完成12 區防災
公園，平時作為民眾休憩運動
及教育之場所，倘若發生重大
災變時則作為避難收容、救災
作業整備、指揮及復原重建之
要據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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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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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聯絡-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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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聯絡

災後盡量使用簡訊或通訊軟體聯絡。



地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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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情報站 http://www.emi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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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署臉書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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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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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行動防災APP
臺北市行動防災App除了可
掌握即時的天氣資訊(雨量、
水情及颱風警報)、停班停
課資訊、監控影像、醫療院
所、防災公園及防災地圖等
緊急避難資訊，亦新增災情
案件查詢及展示功能，提供
民眾掌握即時災況，同時也
設計了「關注資訊」功能，
可自由選訂所需的資訊，並
使用顏色區分降雨強度，以
更直覺的方式顯示及判別降
雨量之大小，並達到提醒之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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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手冊

https://www.119.gov.taipei/detail.php?type=article&id=11212

https://www.nf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72

消防署 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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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line

https://youtu.be/jhoJH9s89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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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分防災準備
少一分災害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