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趴下 掩護 穩住

地震搖晃時，保護自己的方法

臺灣位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會處，同時也處於環

太平洋地震帶上，地震活動頻繁，且經常有強烈地震發生。從

民國88年921大地震、105年0206高雄美濃地震、107年花蓮地

震，都造成許多人命傷亡及財物損失。地震搖晃時，家中家具

會發生翻倒、掉落或移動的現象，人們在這時候非常容易受傷

，甚至會造成死亡。

因此，為了減少地震時因家具翻倒掉落而造成的傷亡，希望大

家在平時就能和家人一起檢查居家空間是否安全，家具是否妥

適固定，等地震來臨時，才能有效減少受傷的機會喔。

地震發生的時候最重要的就是保護頭部、頸部避免受傷，應立

即採「趴下、掩護、穩住」的動作，躲在桌下或是牆角，躲在

桌子下時可握住桌腳，當桌子隨地震移動時，桌下的人也可隨

著桌子移動，形成防護屏障，避免受傷，如果是蹲在牆角或床

邊等其他地方避難時，要小心家具、電器、燈具、書櫃或貨架

等。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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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固定防震準備指引

不明3%

住家崩壞3%

家具翻倒、掉落46%

玻璃、尖銳物品29%

其他18%

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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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手、宮城內陸地震

新潟縣中越沖地震

能登半島地震

福岡縣西方沖地震

新潟縣中越地震

十勝沖地震

宮城縣北部地震

日本近年地震因家具翻倒、掉落或移動而造成受傷之比例

         44.6%

       40.7%

29.4%

    36.0%

       41.2%

    36.3%

            49.4%

日本建築學會「阪神淡路大震災－住宅內部被害調查報告書」指

出，阪神淡路大震災受傷人數中，有46%受到家具翻落、掉落或

移動而受傷。

而東京消防廳就近年發生地震進行調查，受傷人數中約有30-50%

也是因為家具翻落、掉落或移動而受傷。

調查報告-日本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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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發生時，家具可能會翻落、掉落或移動，可能會造成下列

危險，學習家具固定的方法，就可以有效防止這些危害：

受到地震搖晃的影響，居家內未

固定的家具可能會翻落、掉落或

移動，民眾容易在這個時候遭到

擠壓或撞倒而受傷。

地震搖晃造成家具翻倒或掉落在

暖爐、鍋爐或其他發熱之家電上

方或周邊，因而引發後續火災。

逃生出入口附近的家具在地震後

翻倒或掉落，進而影響逃生，並

有可能延長救援人員搜救時間。

家具固定可防止地震造成之危害

受  傷

火  災

逃生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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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時家具可能對人造成危害

翻倒 掉落 移動

抽屜滑出 搖晃

變形 物品掉落 門板開閉、掉落

．周邊的人或物品遭受危害
．避難路線受阻
．電器或爐具翻倒造成火災

．周邊的人或物品遭受危害
．避難路線受阻
．電器或爐具掉落造成火災

．周邊的人或物品遭受危害
．避難路線受阻

．收納物品移動、掉落或破損 ．周邊的人遭受危害
．收納物品破損
．避難路線受阻
．收納物品掉落於電器或
  爐具上，因而造成火災

．周邊的人遭受危害
．所發出的聲響造成心理恐慌
．避難路線受阻
．收納物品掉落

．周邊的人或物品遭受危害
．收納物品破損
．避難路線受阻

．周邊的人或物品遭受危害
．收納物品破損
．所發出的聲響造成心理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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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

翻倒

移動

翻倒

門無法開啟 門可以開啟

從床舖上方翻倒 床舖不會被翻倒的櫃子壓到

1 檢查並調整家具位置與方向

注意門口或避難路線所需空間

家具擺放位置不要阻擋逃生出入口或避難路線，注意不要

擺放於可能壓到人的床邊。

房間內物品應集中收納

房間內家具以固定式家具為主，將物品收納到儲藏室、衣

櫥或加強固定的收納式家具內，生活空間中減少堆放雜項

物品，並考慮好放置方向，注意抽屜滑出，尤其家具上方

不要放置未固定物品。

家具固定3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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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基本固定檢查

不需移動時應鎖上腳輪，或利用腳輪托盤等其他工具固定腳

輪，使其不移動。

未靠牆放置，特別是桌子和椅子，都需要採取防止移動的對

策，如使用桌腳、椅腳防滑墊片或吸盤。當家中舖有地毯類

物品時，應使用防滑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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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系統式家具時，應與裝置人員確認是否依施工規定，確實與

牆面、地面等固定完成，故家具以能事先固定為佳，其他活動式

家具及家電產品，為防止翻倒、掉落或移動，建議使用家具固定

器具加以固定，其中實用可靠的方法為利用Ｌ型金屬零件及螺絲

等將家具固定在牆壁上，無法以螺絲固定時，亦可用支柱或黏貼

墊的組合方式處理，各式家具固定器具如下：

Ｌ型金屬零件

運用Ｌ型金屬片及螺絲等零

件，將家具和牆、柱子或地

板固定在一起。

支柱式固定器

並非用螺絲固定，而是設置

在家具和天花板的空間。

二段式家具連結器(I型金屬片)

運用Ｉ型金屬片及螺絲等零

件，將上下疊放的家具固定

在一起。

2 準備各式家具固定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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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固定防震準備指引

裝卸式移動防止帶

連接牆壁和帶腳輪的家

具，防止移動，也可用

於電器產品的固定。

鏈條

用鏈條和鋼鏈等連接吊

掛式照明燈具，防止照

明燈具掉落。

固定墊片

在家具前下部與地面間

的細縫塞入固定墊片，

使家具向牆壁方向傾斜。

櫥櫃門防止開啟器具

防止櫥櫃內物品掉落，

開啟門用金屬器具固定，

以防櫥櫃門打開。

橫桿

以橫桿固定於書架，防

止書架上的書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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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型金屬零件

防止玻璃破碎膠膜

防止滑動軟墊

重物放下方

櫥櫃門鎖

餐具櫃或櫥櫃內物品擺放方式

應輕物放上、重物放下，在每

個層板上鋪以防滑墊，以防餐

具、物品滑動。另外，用金屬

器具固定開啟門。

餐具櫃、櫥櫃

3 確實固定居家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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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質木板補強支撐強度

固定墊片

支柱式固定

二段式家具連結零件

裝卸式移動防止帶

橫桿或
裝卸式移動防止帶

因衣櫃、書櫃重量大有造成傷害的危險，應以Ｌ型金屬片固定

於牆壁，並於其前腳地板處填置固定墊片，防止滑動，不要擺

放於可能壓到人的床邊或通道側邊。

衣櫃

書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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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卸式移動防止帶

裝卸式移動防止帶

牆面固定

底板固定或
以墊片固定

防滑墊片

在冰箱背面以裝卸式

移動防止帶固定於牆

壁，並將其前腳地板

處用墊片固定防止滑

動。

微波爐、電鍋

以裝卸式移動防止帶固定於櫥櫃或牆壁，並將其前腳地板處

用墊片固定防止滑動。同時櫥櫃也應以Ｌ型金屬片固定於牆

壁，並於其前腳地板處填置固定墊片，防止滑動。

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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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固定防震準備指引

黏貼式防滑墊片

鐵線與牆面固定

將電視放置於較低位置，以裝卸式移動防止帶將其固定在

牆壁或桌上。

以透明防爆膜黏著玻璃或採

用安全玻璃，防止窗戶或家

具上的玻璃破碎飛散。

窗戶、玻璃

電視

讓我們一起動手打造安全的居家空間吧!!

家具固定真牢靠 地震來時不會倒

透明防爆膜黏著玻璃
或採用安全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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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居家家具固定檢查表

項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檢核欄 檢查項目

電視固定在牆面或是電視櫃(座)，電視櫃(座)同時也需要固定。

電視應該置放於即使翻倒、掉落或移動也不會造成家人受傷或影
響避難逃生的位置。

冰箱以裝卸式移動防止帶固定於牆壁。

冰箱置放於即使移動也不會影響避難逃生的位置。

冰箱和其他家具上方沒有置放容易掉落的物品。

微波爐固定在牆面或是櫥櫃，櫥櫃同時也需要固定。

窗戶玻璃附近沒有置放大型家電用品或家具。

家電用品也應該固定防止翻倒、掉落或移動。

使用Ｌ型金屬零件固定時，所固定的牆面或是柱子應該要有一定
強度可支撐。

大型櫥櫃使用支柱式固定器時，也應該與二段式家具連結器(I型
金屬片)或固定墊片一起使用。

使用支柱式固定器時，和天花板的接觸面強度不夠時，應在接觸
面加上板子補強。

使用支柱式固定器時，應儘量靠內側安裝。

使用固定墊片時，應確實塞到櫥櫃下方。

會上下分離的家具，要使用二段式家具連結器(Ｉ型金屬片)連結
在一起。

窗戶玻璃要貼上防爆膜，以防止破裂飛散。

為防止櫃子內的物品掉出來，櫃子的門上要安裝防止開啟器具。

櫃子內的收納，盡量把重的物品放在下層。

請依照家具的重量及形狀，選擇適當的固定器具。

置放大型家具時，要考量萬一倒下也不會影響逃生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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