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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地震防災互動書介紹 

 

摘要 

為呼應聯合國《仙台減災綱領》及行政院《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對於民眾防災的重視，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以下簡稱災防科技中

心）於 2022 年出版《地震！別怕！家庭必備的防災互動書》，將地震

災害知識與互動遊戲書結合，打造出適合民眾於家庭中討論與交流的

防災圖書。此互動書內容奠基於日本及美國之地震災害管理相關文

獻，同時蒐整臺灣過去地震災害經驗後進行知識轉譯，內容涵蓋平時

整備、災時應變、災後復原之地震應對作為。書中呈現臺灣常見的住

宅型態與收容形式，並列舉出男女性、嬰幼兒、年長者與寵物於避難

時的特定需求項目，最後附上家庭防災計畫隨身本，提供使用者可自

行填列完成防災檢核及地震應變計畫。書籍內頁透過豐富插圖與互動

式零件設計帶來不同以往的閱讀體驗，藉以吸引孩童與大人翻閱的興

趣。希冀透過此一出版品，讓地震防災知識與管理對策走進大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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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達成提升全民防災知能之目標。 

一、 前言 

臺灣位處於環太平洋地震帶，全世界每年有超過百分之八十的地

震發生於此（李政寬、張惠玲、邱世彬，2009），然而現今仍難以準

確預測地震發生時間與地點。回顧國內關於地震防災推廣，除透過大

眾傳播媒體及校園防災教育管道，宣導「趴下、掩護、穩住」、提倡

防災包之準備，以及填列家庭防災卡外，針對民眾的地震防災推展仍

有成長的空間。 

另方面，為呼應聯合國《仙台減災綱領》及行政院《災害防救基

本計畫》對於一般民眾及災害特定需求者的重視，災防科技中心近年

陸續針對「社區」、「長照機構」，以及「身心障礙者」發展災害管理

教材。有鑑於「家庭」亦屬社會組成中廣泛的群體之一，目前並無特

定災害權責單位負責此類對象防災知能推展，為了滿足家庭此一特定

需求對象，並考量前述國內地震防災推廣仍顯不足的實務需求，災防

科技中心於 2021 年特別針對大眾家庭製作《地震！別怕！家庭必備

的防災互動書》。此一出版品設定專為臺灣量身打造、提供實用且豐

富的地震災管策略，並且希望從民眾的視角來看，是一本好看、好玩

的互動書，不僅可供個人閱讀，亦能親子共讀，也可於校園使用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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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教育圖書，利於大眾自主學習與強化自助能力。 

二、 書籍研發方法 

為了提供實用且豐富的地震災害管理策略，本書內容奠基在日

本、美國及臺灣大量的地震災害管理文獻，瀏覽的書目包含政府出版

品、企業出版品、市售書籍與雜誌，以及企業網站。涉略的面向涵蓋

家庭地震、公寓地震防災、災害心理反應、東日本地震與阪神大地震

受災經驗、母親觀點提供的災害管理策略、單身高齡女性防災策略，

以及防災商品型錄雜誌等等，此外亦瀏覽社區於地震後災害應對之案

例分享。 

完成文獻回顧後，依據平時整備、災時應變、災後復原重建架構，

規劃書籍單元主題（表 1）並進行知識轉譯，產製引言與內文等文字

內容。在書籍製作開發過程中，邀請視覺設計公司與印刷公司共同針

對各單元主題設計情境畫面與互動形式，再進行書籍內頁的插圖繪

製。待書籍初稿完成後，由災防科技中心專業組別及國家地震工程研

究中心等專家學者進行書籍審閱，確認文字及圖像傳達的正確性，同

時也邀請同仁小孩進行試閱，最後依據審閱者意見的回饋進行修改與

調整，完成《地震！別怕！家庭必備的防災互動書》出版品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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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家庭地震互動書單元主題內容與閱讀互動形式 

 

 

 

跨頁 單元主題 資訊內容重點 閱讀互動形式 

1 面對災害常見的反應  六種心理反應 
立體房子 

翻翻頁 

2 平時與家人討論 

 與家人約定的事項 

 臨震行為演練 

 環境風險檢查 

 耐震評估與補強 

翻翻頁 

3 打造安心的居家環境 
 家具防傾倒對策 

 地震防護方法 
翻翻頁 

4 防災物品的儲備 
 循環儲糧法 

 儲備品項目與用途 

翻翻頁 

手電筒尋寶 

5 防災包的準備 
 防災包類型 

 各類對象避難需求 
翻翻頁 

6 地震當下的行動 
 住家各場域趴掩穩行動 

 國家級警報應對作為 

翻翻頁 

滑動 

7 地震中的建築物 
 建築耐震知識 

 臨震行為差異 
立面房子 

8 地震後的行動 

 自助互助公助 

 震後建物評估方法 

 社區防災 

翻翻頁 

9 避難前置作業 
 避難判斷原則 

 離開住家前的準備 

翻翻頁 

滑動 

10 災後避難行動 
 避難方式 

 要留意的環境危險 

翻翻頁 

轉盤 

11 收容場所的生活 
 四種收容空間特性 

 收容經驗反饋 

翻翻頁 

立面人群 

12 災後重建 

 最初復原工作 

 重建的參與 

 地震基本保險 

翻翻頁 

立體房子 

拉卡 

13 家庭防災計畫隨身本  完成屬於你家的地震防災應變計畫 防災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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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書籍內容的知識轉譯 

家庭地震防災互動書在製作過程中花費不少心力進行知識轉譯，希

望將較專業、有距離感的災害知識與國外相關研究成果及出版品，轉

化成可應用在臺灣場域且適用於一般家庭的災害管理行動策略。透過

易於理解的文字敘述及圖像傳達，讓民眾可以較無負擔地吸收地震防

災知識與管理策略，以下以四頁主題為例，說明本書進行的知識轉譯

內容： 

1. 面對災害常見的反應 

小川光一（2016）於其著作《發生災害時與家人一起共存》

中，歸納人們遇到災害容易產生的五種反應與行動，分別為： 

(1) 正常性偏見：輕視災害的危險性，因而延誤逃生時間。 

(2) 呆掉、疑惑：無法接受現實，陷入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情況。 

(3) 想要回家：回去拿忘記帶的貴重物品。 

(5) 來自多數的意見壓力：不敢反對群體意見，即使覺得是錯誤

方向。 

(6) 放棄：不願意多想災害的事情，不再對活下去抱有希望。 

在掌握日文語句表達的意涵後，結合臺灣過去地震後常見的

民眾反應，以符合國人文化背景的論述方式重新詮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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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樂觀偏誤：相信不好的事情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無視災害

可能發生的訊息，因而延誤黃金逃命時間。 

(2) 驚慌呆掉：大多數的人對於眼前發生的危機，不知道該怎麼

辦，常會陷入驚慌且不知所措！ 

(3) 重返險境：人們會想回去拿他們避難時，忘記帶出來的貴重

物品，而再度身陷危險中。 

(4) 從眾傾向：不敢反對他人或全體的意見，可能導致整個群體

走往錯誤的方向。但也可以巧妙運用這種心態，比如說一個

人大喊「這裡有危險快逃！」，其他人很有可能因為那個人的

呼籲而一起逃生。 

(5) 放棄逃生：災害發生時，老人常會放棄逃生的希望，進而導

致家人一起受害。 

(6) 八卦分享：立即到各大社群網站發布或檢視地震訊息，因而

錯失第一時間保護自身的機會。 

2.  打造安心的居家環境 

東日本大震災中，有 30%~50%的傷患是因為家具翻倒掉落

所致（東京消防庁，2020）。臺灣在 0206 花蓮地震中，則有高達

五成受傷的民眾是因家電、家具傾倒所致，另外有一成是受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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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餐具碎屑所割傷（郭耕杖、蔡綽芳，2020）。由上述可見，打

造安全的居家環境是地震防災準備重要的一環。在廣泛閱讀日

本、美國及臺灣相關文獻，並確認目前市面上民眾易於購買與取

得的居家防震產品後，針對臺灣住宅常見的空間使用分區，包含

客廳、臥室、廚房餐區、浴室、衣帽間、玄關等，進行地震防災

與防護收納品的介紹，同時製作成檢核表，使民眾可迅速確認家

中所有空間的安全性。例如，客廳防震收納中分別針對電視、燈

具、沙發、地毯、窗戶、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住宅用滅火器進行

介紹；廚房餐區則分別針對冰箱、瓦斯爐、杯碗等項目進行說明；

臥室則針對床頭櫃、下床處、櫃子等做說明。上述在地震防災互

動書中以室內平面配置圖（圖 1）結合翻翻頁的方式，讓大人與

小孩皆能易讀與易懂，並享受閱讀樂趣。 

 

圖 1、打造安心的居家環境內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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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防災物品的儲備 

有鑑於大規模地震後，民生基礎設施可能遭遇中斷或毀損，

若家中平時有針對上述情況進行準備，並儲備充足的日常用品，

就能減少災害發生帶來的不便性。另外，地震後若住家安全，也

能選擇「在家避難」，持續過著符合自身需求的生活。 

在參考日本及美國相關文獻後，於家庭互動書中第四跨頁單

元呈現三個重點，首先介紹防災物品儲備採取的最佳方法，說明

「循環儲糧法」的概念（武藏おりえ，2017；三平洵，2019；加

藤剛敏，2019；瀬尾香織，2019；永旺琉球株式會社，2020），

即是平日採買大於平常消耗量的日常用品，將多的備品成為庫存

儲備起來，平常照常享用與消耗，一邊消耗一邊添購，使家中隨

時保有儲備品，這種方式能保持儲備品皆是即期良品，又不會造

成家庭額外的花費。 

另外，彙整出對人類生存重要的物資清單，如飲用水、食物、

料理器具、衛生用品、照明與急救用品等項目（武藏おりえ，

2017；アベナオミ，2017；川崎市男女共同参画センター，2020）

提供讀者參考。最後是爬梳地震後，在停電、停水、瓦斯中斷的

情況下，災後生活的巧思與經驗方法，如在缺水的狀況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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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鮮膜覆蓋碗盤或砧板，並結合刨刀或廚房剪刀處理食材，就能

減少用水量；另外，家中若備有卡式瓦斯爐及瓦斯罐，在瓦斯管

線中斷及停電時也能烹煮熟食；同時可透過儲備果汁來攝取蔬果

中的維他命，對於災後不易取得蔬果的狀況下也不致影響生命延

續（陳瀅如，2015；アベナオミ，2017）。上述在地震互動書中

以手電筒尋寶的互動方式，引導讀者瀏覽住家各空間可儲放的防

災物品，並藉由翻翻頁的設計詳列出物品清單，提示災時的用途

與使用方法。 

 

圖 2、防災物品的儲備內頁設計 

4. 防災包的準備 

地震後若需要外出避難，考量初期物資可能無法快速抵達災

區，因此建議平時可先將有助於個人延續生命或促進生活便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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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裝放在防災包中。關於防災包的準備，在閱讀日本文獻時發

現，平時外出攜帶的包包，即可打造成最基本的防災包，不僅地

震來時可立即攜帶出門，平時出門隨身攜帶亦能提高防災準備的

意識與安心感（大嶋朋子、橋村伸也、松山冴里，2011）。另外，

防災包又可分成裝放避難必要攜帶的物品以及二次取出的物

品，前者供一日疏散避難時使用，裝放一日生存所需之最少物

品；後者作為較長天數收容安置使用，於疏散後經過一段時間，

確認安全後返回家中拿取（瀬尾香織，2019；上北山村役場，

2020）。防災包中攜帶的內容物亦視對象類型與季節需求而有所

不同，如長者需考量老花眼鏡與假牙、針對嬰幼兒準備揹巾及奶

瓶、女性需要的生理用品、寵物提供近照與飼料，以及為冬季備

有暖暖包與保溫瓶等保暖用品，以促進生活便利性（大嶋朋子、

橋村伸也、松山冴里，2011；アベナオミ，2017；武藏おりえ，

2017；瀬尾香織，2019；郡司麻里子，2019；川崎市男女共同参

画センター，2020）。 

本書根據上述內容，著重在災害時序、不同對象，以及避難

時節等面向，轉化成以「日常外出包」、「一日避難包」及「多日

避難包」的分類與文字語彙來呈現，透過精細豐富的繪圖，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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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翻頁閱讀方式吸引民眾一探究竟。 

 

圖 3、防災包的準備內頁設計 

四、 結語 

有鑑於近年有感地震頻發，為了讓一般家庭成員及幼童易於

理解地震防災知識與管理對策，透過家庭地震防災互動書的製

作，打破災害資訊艱深難消化的問題，書籍提供豐富的視覺感受

與動手操作活動式零件的樂趣，讓讀者能以好玩有趣的方式探索

防災知識，輕鬆學習災前到災後的各種因應行動。此書於今年二

月出版後，發放予全國國民小學及公立圖書館進行推廣，並以政

府出版品之方式，上架於博客來、誠品、金石堂、五南文化廣場

以及國家網路書店，以便民眾透過多元管道取得，加速防災知識

的流通與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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