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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HHH防災－哇哉!
社會設計實踐計畫

由早起設計進行使用者訪談及訪談資料的彙整與梳理，接著由水越

設計進行防災知識文宣、主視覺…等設計物的製作，過程中資料的

正確性則由台灣防災產業協會協助審視並提出補充的知識，最終將

視覺及緊急避難包的相關知識實踐於無印良品的商場、網站及該計

畫的成果發表會中，與相關產業人士及一般大眾消費者做接觸，作

為開啟「台灣無印防災元年」及防災設計的重要一環。

緊急避難包設計前期訪談
透過訪談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五位受訪者，了解民眾對防災知識

了解的程度，以及對避難包是否具有概念，希望藉由這五位受訪者

的拋磚引玉，引導大眾思考「防災相關知識」及「緊急避難包」對

自身的重要性。

由台灣設計研究院發起的「設計師社會創新行動方案」，將設計導入

防災設計，結合生活與防災，邀請具影響力的設計師與知名生活用

品零售企業或基金會共同合作，引發民眾關注與討論，傳遞 「設計讓

防災成為一種生活態度」 的核心概念，滲透至民眾日常。

無印良品    水越設計    早起設計

計
畫
緣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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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透過訪談不同年齡、不同身份的受訪者，我們希望藉由不同受訪者

分享的防災觀點來引發大眾思考，這些受訪者的經驗及避難包內容

物並非正確解答，但卻可以引起大眾的好奇心及警覺心，進而願意

關注本專案真正避難包的產出以及相關的資訊。

對象
A. 攝影師 ＆ 運動員（ 20 ～ 30 歲，男 ） － 邱于恆

B. 金融業人員（ 30 ～ 40 歲，女，育 2 歲兒 ） － 黃韻庭

C. 平面設計師（ 30 ～ 40 歲，女 ） － 官佩萱、黃苡蓁

D. 社會設計師（ 40 ～ 50 歲，女 ） － 周育如

E. 高中退休老師（ 50 ～ 60 歲，男 ） － 孫文瑞

訪
談
架
構 以問答方式了解受訪者對避難知識的了解程度、分享相關的知識、

是否有避難經驗……等。

過程

PHASE

1

提供受訪者物資牌卡，而牌卡內容為台灣防災產業協會提供之防災

基本項目，提供給受訪者看是否有覺得需要但沒有準備到的物品。

緊急避難包物資牌卡補充
PHASE

4

「日常 ＆ 防災卷」是一份幫助大家設想災害發生時，可能會遭遇的情

境、當下反應的情境設定問卷，問卷以時間軸作為基礎，協助受訪

者從災害發生當下到 72 小時之間，設想可能會做的事情以及準備的

物資。

「 日常 ＆ 防災卷 」
PHASE

2

請受訪者依照上述情境準備能支撐自身 72 小時的個人緊急避難包，

並請受訪者依據「先自救再救人」的原則，以個人需求為優先準備

這份緊急避難包。此外，由於緊急避難包的概念是希望這些物品能

夠融入生活，因此請受訪者從日常生活會用到的物品進行挑選，並

在訪談當天與我們分享他們事先準備的緊急避難包。

緊急避難包準備及分享

避難知識與經驗分享

PHA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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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了什麼樣的災害？

災害發生後多久時間

了解災害發生後，根據時
間角色所會採取的行動。

時間對應所需要的物品

將情境中所需的物品彙整列出

ex: 地震、火災、水災 ...etc.

分為自己與家人

ex: 拿防災包盡快到約定的避難處、

躲到公司桌下、打開出入口大門 ...etc.

ex: 報紙、手帕、礦泉水、頭燈、行動電源、

乾糧 ...etc.

TADPI

TADPI 為台灣防災產業協會 

Taiwan Association of Disaster 

Prevention Industry 的縮寫，整

份訪談過程的內容，有請防災協會

幫忙做審查，可以藉由不同的受訪

者觀念，將建議提供給大眾作為判

斷是否為實用資訊的參考。

依照台灣防災產業協會提供之防災

基本項目：身分證、文具、多功能

刀 具、現 金、繩 子、塑 膠 袋……

等品項。

「日常＆防災卷」使用說明 審閱與建議

物資牌卡

06



訪
談

A
邱于恆
攝影師（ 28 歲，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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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您跟我們簡介一下自己－職業、年齡、居住環境、喜歡的

休閒活動

A：攝影師／ 28 歲／公寓／登山、自行車、跟戶外有關都滿喜

歡的

Q：你是攝影師是戶外比較多嗎？

Ａ：對喔

Ｑ：那你們有那種登山團是有結合登山嚮導帶隊＋攝影的嗎？

Ａ：但戶外比較多，是形象居多，比較沒有辦法去太遠的

2. 您認為台灣有哪些最常見的災害？

A: 地震、颱風、水災、火災。火災還滿常的，因為亞洲人的烹

調習慣比較容易用到火爐，很常會忘記關火，就會有火災。

3. 請問您有避難的經驗嗎？

A: 遇到大地震是很小的時候，但不是九二一，九二一當時我在

睡覺哈哈，而且當時我在高雄，高雄比較還好，好像有遇到很

大的地震，但也沒有嚴重到房子傾倒、房屋出入口被封住等，

頂多跟家人一起躲在桌子底下搖晃很久。

Ｑ：所以沒有到離開家很久

Ａ：沒有

Ｑ：你很常有登山的需求，那有沒有在山上遇到天候狀況不好，

有需要在某個地方避難、或是等雨過、或是低溫環境過了後在

行走，有這樣的經驗嗎？

Ａ：因為登山基本上準備的東西是以避難的角度去思考，你可能

會發生的災害就先準備，基本上遇到雨天、太冷等我們都已經

做好充足的準備，雨天基本上不會停下來，除非大到很離譜說

需要避雨的地方，看找不找得到，但如果是自己爬山的經驗，

下雨我們就是穿雨衣、穿雨褲、綁腿一些防水的東西穿上，繼

續活動會比停在原地還重要，因為停在原地可能冷掉，反而不

會比繼續走維持體溫還來得好。

Ｑ：所以算是裝備齊全的狀態下，繼續行進，跟我們認知的避難

狀況還是不太一樣。

4. 承上題，請跟我們分享避難經驗（ 例如：遇到什麼災害 ？ 去

哪裡避難 ？ 避難時間多久？ 攜帶了什麼前往避難？）如果沒有也

可以分享戶外露營或長途旅行的經驗。

Q: 那有戶外紮營的經驗嗎？那紮營準備的東西是不是跟避難要

準備的東西不太一樣？

A: 因為避難的話應該不會帶紮營真正需要的東西，只是會帶食

物的部分，我覺得紮營的東西跟避難包比較沒有雷同，反而是

攻頂包裡面裝的東西，跟避難包比較接近。大包包留在營地，

可是你要攻頂的時候，不需要重裝的那個攻頂包，你要帶的東

西會比較接近求生包。因為有可能上去，可是你的重裝都在原

本下面包包裡，可是你至少要帶足夠的食物、足夠天氣變化太

大的雨衣的什麼都要帶。

5. 待過的職場／學校有避難相關的宣導嗎？最近一次接收到的

防災相關知識是什麼時候？ 內容大概是哪些呢？

A: 因為我是自由工作者，所以可能方便就比較沒有公司可以宣

導這個，但我之前是消防替代役，所以基本上關於避難的應該

算是知識還滿齊全的。

Ｑ：你可以跟我們分享消防替代役裡面比較常演練的，是因應哪

幾種災難，跟幾個重點，例如火災、地震、風災重點是什麼？

Ａ：因為消防比較關注在火災，雖然只要是地震什麼搶救可能都

會有需要，可是因為我們只是替代役，可能只會稍微宣導基本

知識可是急救包這種東西，我們早就大概知道了，因為一家人

聚在一起，或跟朋友聚在一起，大家一起約定好，不管災害有

沒有發生前，大家應該都需要大家坐在一起聊，如果大家遇到

災害的話，最後的集合點會在哪裡，因為大家不知道最後會被

分裂成什麼狀況，所以至少要知道，因為那時候他們有講到，

約時間可能發生災害的當晚幾點我們一定要幾點在什麼地方碰

面，因為這樣才會知道是不是有人沒有逃出來，是不是需要知

會消防人員去注意這件事情，我們教的比較多的是這些大家都

做得到的觀念，因為消防役畢竟是不能進火場，還是不會倒這

麼深入到搶救的這些東西。

Ｑ：所以主要是避難的部分

Ａ：因為逃出來啊，基本上緊急急救包裡面該放的東西

Ｑ：那最近一次收到防災知識應該就是消防替代役的時候吧？

Ａ：大約是 3-4 年前

Ｑ：那時候算是人生接收最多防災知識最齊全的時候？

Ａ：因為剛好畢竟在裡面也是有遇到那種大火災的時候，但當然

我們進不去火場拉

Ｑ：那你們扮演的角色是？

Ａ：我們是在後面支援，看學長需要什麼，或是幫忙收水袋，讓

他們不要這麼累

PHASE

1
避難知識與經驗分享
採問答方式了解受訪者對避難知識的了解程度
及過往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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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你消防替代役當多久呢？

Ａ：是一年的

Ｑ：但是一年中學習的東西還是算滿扎實的？

Ａ：我覺得還好，畢竟替代役是輔助的角色，我在花蓮跟高雄都

有當過，我先在花蓮當才調回高雄，畢竟花蓮是比較偏鄉一點，

城鄉差距還是滿大的，我們在高雄做的都是一些簡單的事，出勤

的狀況滿少的，因為那些會交給真正的消防員，但在花蓮就連

捕蛇什麼的都要去，鄉鎮部分的消防役，可能反而做的事跟了

解的事比較多。

6. 請問您個人或所待的企業有定期更新防災知識嗎？

Ｑ：那你自己個人有在定期更新防災知識嗎？

Ａ：防災還好，但爬山累積出來的經驗，什麼是必備的，反而是

從這種經驗而學習而來的，這樣就算是有累積到。

Ｑ：所以會跟同行的朋友交流？

Ａ：會，因為每次遇到的狀況不同，有些比較玩樂，有些比較

專業，像之前多日縱走，台科大登山社的，就會在那邊看地圖、

GPX，比較專業一點，畢竟縱走危險性比較高。

Ｑ：那縱走一般平均天數落在幾天？

Ａ：一般人的體力而言，南高安東這種應該都是五六天左右，但

我們大概三天就能走完，如果是我們有經驗的人而言，三、四

天差不多。

7. 你知道台灣有國家防災日嗎？ 

A：不知道

Ｑ：他其實是 921，因為 921 算是台灣比較大的大型災害，然後

後來國家就希望說大家對災害有更多的認識，所以就有訂一個

國家防災日，但其實就我們的生活經驗來說，因為你不知道國

家防災日，可能不覺得國家有在宣導這線事情對不對？

Ａ：對，比較少看到宣導，真的除了之前消防衣會跟著學長做

宣導，每個禮拜都要做，會跟他們去廟宇、學校等，其他都沒

有特別留意這件事情。

你覺得防災日是該被強調的嗎？ 

A：是，就算不是大災害，基本的求生觀念大家好像都滿薄弱的

Ｑ：你覺得台灣人普遍求生知識是很不足的

Ａ：因為台灣人都太樂觀嗎？不知道怎麼講，好像有一點太隨便

嗎？比較放鬆，國家太安全了哈哈

Ｑ：你覺得如果有這天，國家都有在宣導，有沒有什麼東西是你

覺得特別重要要宣導的？

Ａ：光是避難包這個，就有很多人不知道要準備這個東西，或者

是就算像我知道，因為我本來就是登山的東西都放在一區，所

以也許我要拿就很快，但是一般人我相信他一般人或是食物、

燈啊、手電筒什麼的家裡也不一定會有，就是他們都散落在各

地，等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絕對不可能知道到底該不該拿，

該帶什麼，所以避難包的觀念還滿重要的，我剛剛有講到共同

朋友那個，大家約好要在哪集合這件事情，我覺得比較重要。

Ｑ：就是避難的時候的默契跟緊覺性

Ａ：因為那才是搶救時機最需要的

Ｑ：互相聯繫、清點人數、到固定避難點

Ａ：畢竟消防人員不知道你們有多少人，可是你確定他不在的話

跟他們講，他們才有辦法更快速地去搜尋。

8. 請問你有聽過緊急避難包嗎？

A：有，有聽過

家裡或公司有準備緊急避難包嗎？

 A：家裡有

Ｑ：跟登山攻頂包是重疊的功能

Ａ：幾乎是一樣的

緊急避難包應該被放置在家裡的哪個地方？

A：因為大家都租個套房什麼的，如果是一個人租外面的話，空

間就是這麼大，可是就是離床不要太遠，畢竟睡覺一醒來，你

要知道馬上該拿的東西是什麼，所以如果離太遠，真的地震太

大什麼東西一阻斷，就拿不到了。

Ｑ：大家普遍還是覺得睡覺警覺性最低，所以要離放自己的睡的

位置最近的地方

Ｑ：那會想說放在家裡的玄關嗎？

Ａ：如果是那種家庭式的，如果真的來不及逃的玄關的話，就拿

不到了，但如果是放在床邊，拿著逃到玄關都沒問題。

Ｑ：就是如果預想到在家受困的狀況，拿了就算被困在家裡，在

家就有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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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

2
「 日常 ＆ 防災卷 」

請受訪者透過日常防災卷假想遭遇災害的情境，
透過這些情境推演出需要攜帶的緊急避難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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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 00 地震發生

5 分鐘後

10 分鐘後

20 分鐘後

1 小時後

3 小時後

02 : 10

02 : 05

03 : 00

05 : 00

17 : 00

02 : 30

10 秒後

觀望四周，確認手機是否在身上。

因為還是搖得很大力，我會先找比較堅固的地方，例如桌子下先躲
一下，確認四周現在正在發生的情形。

這樣一直搖下去，會覺得這樣情況會不會比自己想像的還嚴重，畢
竟這麼大還一直持續，我會想說看要不要趕快找到出口離開家裡。

這時候快點拿準備好的避難包，可是地震大到只能待在房間，也已
經逃不出去了，我只能先想辦法在房間裡面避難，我就先比避難包
帶在身上。

我先確定自己躲的位置是安全的，不會被東西砸落，我就會開始聯
繫家人或朋友他們到底安不安全，然後我覺得之後的狀況可能會差
不多，聯絡完家人可能有一些聯繫的到有一些聯繫不到，但還是要
先保護好自己，或許他們也沒什麼是，還很開心這樣。

現在避難包已經在身上了，我也確認自己逃不出這個房間，但還是
晃的滿嚴重，我是設定房子結構上有點損壞，在家準備等待救援，
試著保持冷靜，思考一下不管我要躲幾天，能夠在最精簡的情況下
維持生命，不能因為很餓就大吃，開始思考食物跟水的分配。

我們實在太習慣滑手機，或是急著要打給誰看能來救你，或一直想
聯絡誰，但你也開始意識到自己暫時也聯絡不到誰可以幫忙，這個
時候我設定的狀況是手機電源還有一半以上，不要馬上把它用完。

1 日後

2 日後

現在雖然是安全的，心裡一定會開始害怕，畢竟這是人的本性，你
可能知道自己這幾天會沒事，但你也不確定會不會有餘震，讓你自
己失去生命之類的，會開始更害怕更擔心，但還是要讓自己保持冷
靜，因為太害怕太擔心，你做的多餘動作都會讓自己能失去更多。
所以開始逼自己保持冷靜。

因為房子上結構損壞，因為是雨天，房子開始滲水，可能情況更
極端，然後又有一點冷，因為害怕會更冷，而且睡覺的時候一定不
可能穿得很多，我的包包裡面有一個緊急救生毯，有一個很薄的很
像金屬材質的鋁箔紙，快點把身體包住，然後穿上雨褲，保持冷靜。
然後會開始更注重自己的進食狀態，讓自己口渴的時候才喝一點點
水讓自己不渴就好，食物的部分，因為我是屬於寧願多帶也不要少
帶的人，因為我曾經在山上餓到過真的怕了，寧願多帶。

雖然我不知道到底要躲幾天，雖然我有多帶食物，但我還是會維持
餓的時候只吃一點點，讓身體能維持基本能量，因為我包包裡面有
放一瓶水，我會開始想之後會不會就沒有水源了，我這時就會把雨
傘打開倒立放著，開始接雨水，我自己包包裡面也有放濾水器，就
是把能夠用的東西濾起來。

其實我覺得 2 日後到 3 日心理狀態除了 2 日後會有一點更擔心了，
畢竟等了 2 日還沒人把你救出去，你可能會開始有點絕望，但感覺
採取的方式還是差不多的，儘量還是讓自己保持穩定、生命跡象穩
定，繼續等待救援，可能我在山上經驗比較豐富，所以如果我遇到
災害應該會比一般人更加冷靜。

如果這個地震「一直持續搖晃」且已經「五分鐘」了，這樣的地震
能量是相當巨大的，人連站都站不穩，而且九樓以上的大樓可能已
攔腰折斷（因共振效應），若是九二一之前蓋（耐震係數較差的房
屋）且是九樓以上（量體很大）的軟弱層建築（一樓柱子少或是懸
空設計），應該已經像雲門翠堤那樣傾斜或坍塌，很難如他文字所
敘述：「我會想說看要不要 ....」這般平靜，這時候大部分的人應該
都是手腳發軟腦筋空白無法理性思考的樣態。

TADPI

此受訪者的思維，隱約
偏向「以為災後會有黃
金三角」的概念，他已
混淆居家避難和災後受
困的場景～
但其實避難包是『帶著
去避難』時使用的；但
若房屋沒有坍塌損壞之
虞，只是斷水斷電缺瓦
斯，那麼還是會建議居
家避難喔。

TADPI

假設他還可以從容更換雨褲與保暖毯，甚至（以登山思維）承接
雨水等待救援！但實際情境與邏輯，如果還有這樣的建築物空間餘
裕（很像民眾常有的迷思：黃金三角），理應他可以自行脫困或向
其它人呼救後脫困，而非一直待在建築物裡面。但從他的後續描
述裡面沒有看到這類求救場景，例如敲擊建築物製造聲響，或用
哨子求救！我認為這部分設定是較不合理的部分～
（臺灣搜救的真實場景很多都是斷垣殘壁，人都是困在細碎瓦礫
堆下，根本沒有辦法從容拿取物資使用喔）

TADPI

12 小時後

24 小時後

72 小時後

天候狀況：雨天（秋冬）災害類別：大地震 地點：家裡 時刻：睡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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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

3&4 緊急避難包準備及分享 + 物資牌卡補充

2

3

4

7

8

10

9

20

13

5 6 12 14

15

11
17

18

1

19

16

照片為受訪者自己準備的緊急避難包內容物，並於訪談時提供物資牌卡給受訪者，牌卡為台灣防災產業協會提供之防災基本項目，
提供給受訪者看是否有覺得需要但卻沒有準備到或是有想到但家中沒有的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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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衛生紙 ：
放輕量包裝衛生紙。

25. 常備藥 ：
會放止痛藥、強效普拿疼，因為不知天
候怎麼變化，或是受傷太痛就可以用。

26. 現金 ：
還是帶在身上好，雖然行動支付也滿方
便的，但帶紙鈔不佔空間。

27.口罩 ：
不佔空間，感覺火災的時候會需要。

28. 急救用品套裝 ：
上山我會帶醫療包，有止痛藥、生理食
鹽水、碘酒還有創傷會用到的紗布跟創
口貼，三角巾也可以放進去，因為有點
類似跟繩子的功能，可以止血什麼的，
且體積也小小的。

1. 攻頂包 ： 
避難包是登山用的攻頂包，登山急救觀
念跟避難包很接近，尺寸夠放二～三日
避難物資，也是防潑水及輕量的包。

2. 長柄雨傘 ： 
除了可以擋雨，還可以把雨傘打開後倒
過來放可以接水。

3. 雨衣 ： 
我沒有選登山的Gortex雨衣，因為它透
氣強，如果是要防大雨，鎖住體溫，不用
那麼透氣，所以輕便雨衣更防水。

4. 雨褲 ： 
不要讓自己的褲子及下肢濕掉，因為腳
濕掉會更容易讓自己變冷。

5. 3M手套 ： 
有時候有些銳利的東西，如果戴手套可
以避免自己被二度傷害。

6. 頭燈 ： 
為了讓手方便做事，或是真的在逃生的
時候，要讓雙手可以隨時保持警覺，就
用頭燈。

7. 營燈 ：
 營燈可以掛可以站，照亮四周用。

8. 繩子 ： 
雖然沒有想到要做什麼用，但覺得是一
個可能會需要用到的東西。

9. 乾電池 ： 
至少會帶能維持三四天的電量。

10. 哨子 ： 
如果沒力氣了，就可以用來呼叫。

11. 暖暖包 ：
 因為會怕冷，至少要讓自己是溫暖的。

12. 救生毯 ： 
可以防水、保溫、或是架起來像是天幕
一樣，遇到大雨可以擋雨。

13. 濾水器 ： 
萬一沒有水源時，髒的水池也要接，把
水裝進去後，不管多髒的水都能過濾，
而且它材質是矽膠的很不佔空間。

14. 果凍  ： 
果凍也是糖分，本身也有水份，如果沒
有水分的時候，吃果凍還算可以維生。

15. 鹽糖 ： 
鹽分不夠以可以吃一下。

16. 泡麵 ： 
泡麵可以乾吃，醬料包鹽分滿高的，熱
量也滿高的。 

17. 燕麥棒 ： 
約六條，裡面有蜂蜜、燕麥，糖分高，一
包有兩條，一天吃個一包差不多。

傘骨可做柺杖或骨折固定用的臨時支架。
TADPI

除了保溫，當迷路待援時也能利用鋁箔反
光揮動求救 。天幕擋雨之外，也能當地墊
蒐集露水喔！

TADPI

18. 寶礦力水得粉包 ： 
沖泡水就可喝，如果避難的時候水不夠，
可以乾吃或啜飲，有電解質又有糖份，
求生滿需要的。

19. 黑糖 ： 
要維持糖分時，可以直接拿糖塊來吃，
裡面含有薑，也可以禦寒用。

20. 瓶裝水 ： 
輕量寶特瓶，至少一瓶約600-700ml，
分兩三天小口小口喝。

21. 塑膠袋 ：
反正不佔空間，我會準備大的放進去，
雖然現在有點難想像可以用在哪裡，但
感覺派得上用場。

22. 身分證件 ：
因為放在錢包裡面，我會拿著，萬一真
的出了意外，也能讓別人認得出你。

23. 多功能刀具 ：
受困時應該會滿需要的。

大塑膠袋可以剪裁做成輕便雨衣，手提購
物袋亦可做成骨折用的固定吊帶，也能在
避難所發送飲水時，用來提取水。

TADPI

災後清除頹傾建物時，砂塵瀰漫，會需要
口罩遮掩。

TADPI

此系列的食品清單很到位，兼具體積小、
高熱量、可以快速補充水分及電解質的
優點。若缺少飲用水時，應減少攝取高鹽
分食品（例如：泡麵醬料包或醬瓜），以免
更易口渴。

TA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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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黃苡蓁
平面設計師（ 31 歲，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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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您跟我們簡介一下自己－職業、年齡、居住環境、喜歡的

休閒活動

A：平面設計師／ 31 歲／住在台北市區電梯大樓／休閒活動是

旅遊，國內外都喜歡。

2. 您認為台灣有哪些最常見的災害？

A：颱風（會有風災跟水災）、地震應該是最多的、火災

3. 請問您有避難的經驗嗎？

A: 目前沒有避難的經驗。

4. 承上題，請跟我們分享避難經驗（ 例如：遇到什麼災害 ？ 去

哪裡避難 ？ 避難時間多久？ 攜帶了什麼前往避難？）如果沒有也

可以分享戶外露營或長途旅行的經驗。

A：我也比較沒有露營紮營的經驗，但蠻常出國或出去旅遊，所

以蠻常準備行李，雖然我很討厭收行李，但因為出去蠻多次，

所以我蠻知道我出去幾天要帶多少份量就足夠我這幾天的生活

所需，所以基本上需要的東西都蠻知道的。

Q：怎麼區分多天、少天旅遊的行李，怎麼取捨裡面的東西？

A：我會先看季節，例如之前去歐洲的時候很冷，所以不管什麼

時候都要全副武裝，大衣圍巾都要一直穿著，但說實在的外套

不可能帶那麼多件、裡面的衣服也不用帶太多，因為外套一直

穿著裡面衣服也拍不到、也不太會流汗，像這樣的經驗累積下

來就會知道冬天旅遊其實不用帶太多套衣服，帶太多只會增加

行李重量，盡量以最機能的、防寒效果最好的、最輕便的衣服

為主要考量，不管少天還多天的行李都可以這樣準備。

5. 待過的職場／學校有避難相關的宣導嗎？

A： 國中或國小學校都會請消防員來學校做宣導，例如地震車，

或是教學生怎麼使用滅火器，比較具體的教學好像是這兩個。

還有每個班級都會練習聽到警鈴響的時候要躲在桌子底下。

國小國中後就比較沒有印象有相關知識，都是長大後社會上真

的有一些事件像是像是火災、風災，新聞上就會在那段期間有

相關的宣導。

最近一次接收到防災相關知識是什麼時候？ 內容大概是哪些呢？

A： 最近一次應該是之前錢櫃 KTV 大火、或是倫敦大火，近期

比較大的災害好像是火災，這時候大家就會開始討論火災應該

躲哪、怎麼躲、怎麼逃，相關的知識那時候好像就比較多。因

為小時候也經歷過一場火災，所以我對於火災相關的避難我就

會特別注意。例如濃煙要趕快關門、小火快逃…等相關知識都

是從網路上或新聞上去得知。大概在兩三年前我在網路上有看

到一個 TED 的影片，是一個消防員出來分享火災相關的逃生

知識，我對於那場演講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因為那場演講顛

覆了我小時候對火災逃生的知識。例如以前都覺得要把被子或

毛巾弄濕嗚住嘴巴，或是趴在地上走。但影片中其實拿布料沖

濕摀嘴巴這件事其實是沒辦法擋住濃煙的毒氣的，因為火場裡

最危險的不是火而是濃煙，大部分在火場受傷的人都不是被火

燒到，而是因為被濃煙嗆到。所以這場演講對我來說更新了超

級多火災的相關知識，那時候我超希望大家都可以更新這些觀

念如果萬一遇到這種狀況大家都可以有正確知識。

6. 請問您個人或所待的企業有定期更新防災知識嗎？

A：目前都沒有，因為我現在是自己開公司，我們沒有做相關

的訓練給大家。

7. 你知道台灣有國家防災日嗎？你覺得防災日是該被強調的嗎？  

A：其實不知道耶。國家防災日在在 9 月 21 日蠻好記的，因為

921 對台灣人來說是很大的災害，而且大家印象都蠻深刻的，

除了日期好記以外，國家應該要有一個節日是每年定時定期，

告訴大家災難來臨應該怎麼做、更新一些最新的相關知識。這

個節日應該不是當成災難來臨時才會用得到，應該像一般大節

日這樣，像情人節、聖誕節這樣，很深刻地告訴大家防災意識，

深刻地建立在大家的觀念裡面，有這個日子其實蠻好的。

8. 請問你有聽過緊急避難包嗎？家裡或公司有準備嗎？

A：有，災難發生萬一需要逃生或是緊急危機的時候可以抓一

下的一個包包。家裡公司都沒有耶～其實知道但都沒有準備。

緊急避難包應該被放置在家裡的哪個地方？

A：因為你不知道災難什麼時候會發生，所以應該要放在離你

最近的地方，如果災難發生是晚上在睡覺的時候發生，應該就

要放在床的旁邊，萬一發生什麼事情第一時間是抓得到的。有

可能是玄關，因為如果要逃出去一定會經過大門，所以如果放

在玄關放一個包不管是誰一抓就可以逃出去。

PHASE

1
避難知識與經驗分享
採問答方式了解受訪者對避難知識的了解程度
及過往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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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

2
「 日常 ＆ 防災卷 」

請受訪者透過日常防災卷假想遭遇災害的情境，
透過這些情境推演出需要攜帶的緊急避難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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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00 地震發生

1 分鐘後

10 分鐘後

1 小時後

3 小時後

23 : 10

23 : 01

20 分鐘後
23 : 20

00 : 00

03 : 00

07 : 00

10 秒後

馬上拿手機跟眼鏡躲到身邊最近的柱子旁邊，躲到柱子旁邊的過程
我也會大叫身邊爸媽、妹妹，確認大家都是清醒的狀態、告訴大家
地震發生了。

確認國家警報，看有沒有寫看看有沒有寫震央在哪邊、幾級，關心
一下即時的資訊。

地震發生一分鐘後就停電了，這時候我會快點去拿手電筒，確認
一下房屋沒有倒塌，如果沒有我會走下樓，去到路面上確認周圍
的狀況。我自己是設定社區有一些傾斜或東西掉落、玻璃碎掉的
狀況，這時候就會考慮社區裡如果有大樓有毀損，可能連我自己
的大樓都有危險。

在樓下確認狀況，在上樓同時，就會聯繫剛剛在身邊的家人，請他
們快速準備東西準備離開建築物。這時候餘震不斷。

趕快準備好緊急避難包，準備離開家裡去到避難場所避難，到避難
場所的過程中會聯繫其他親友。

假設避難場所可能是學校、活動中心或是空地，我預設會有很多人
已經到達這個地方，這時候我會找一個空地把自己安置下來，接下
來會用手機查一下現在的狀況，因為畢竟是晚上，而且不確定電是
否有繼續供應，所以我會拿出我的手電筒或燈、水、扇子，我有特
別準備扇子，因為是夏天而且可能沒電會很熱。

確定目前狀況安全後應該已經滿晚了，就會先休息一下。

1 日後

2 日後

天亮後，關心周邊狀況、盥洗、找公廁上廁所。我會注意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把水補滿，所以會先找可以補水的地方，第二件事是確
認手邊的電器是不是一直呈現有電的狀態。有這兩個東西我一天下
來會比較安心一些。

一天之後可能會開始想有沒有東西吃的問題，看看避難場所有沒有
發放食物或物資，如果有我會帶我的自備餐具去領取，如果沒有就
拿自己的乾糧吃，必且出去周邊觀察狀況，看什麼時候可以回家。

後兩天可能要比較注意的是生活機能，其他比較沒有大問題，因為
我設定的比較不是有大樓倒塌或嚴重的狀況，身邊也沒有人受傷，
但是是需要離開家裡去到避難場所安置的狀況。

8 小時後

11 : 00

24 小時後

12 小時後

72 小時後

天候狀況：夏天災害類別：地震（ 6、7 級 ） 地點：家裡 時刻：晚上

為何要先下樓確認情況再上樓？是因為擔心自己大驚小怪，鄰居
都還在家中，但自己已經衝出門外很丟臉嗎？上下樓這段時間，這很
可能會將自己置於不必要的風險之中。

TADPI

還可以準備：簡易餐具（例如有叉子和湯匙合併的設計款）
TADPI

還缺：證件影本（房地契 / 戶口名簿 /...）
TADPI

情境和邏輯大致都很符合。
唯獨『先下樓再上樓』可能會增加無端風險。

半夜十一點，假設受訪者還沒睡，那躲到柱子旁或許可以，但若
已經在床上就寢，那就有另外的避難情境了。總之，一切以就地
避難為主。可以理解要躲到柱子旁是認為柱子安全，但首先平常
要先確定它不是裝飾柱，而且這柱子不在落地窗旁邊。總之先確
認身旁沒有危險掉落物才是首要。

建議房屋若傾斜，或聞到空氣中濃厚瓦斯味，就直接拿取包包出
門避難。不用下樓確認是否只有自己大驚小怪。

不要觀望等別人有動作才做，『率先避難』是非常重要的準則。要
牢牢記住，我們最多只有 8~11 秒可以避難。

TA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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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

3&4 緊急避難包準備及分享 + 物資牌卡補充

2 3

8

9

8

10

11 12

17

18

11 13 14

15

16

4 5

6 7 1

照片為受訪者自己準備的緊急避難包內容物，並於訪談時提供物資牌卡給訪談者，牌卡為台灣防災產業協會提供之防災基本項目，
提供給訪談者看是否有覺得需要但卻沒有準備到或是有想到但家中沒有的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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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濕紙巾 ： 
因為是夏天所以可以放一下，有這個品
項會蠻方便的。

21. 急救用品套裝 ：
如果有人受傷的話應該會用得到。

22. 常備藥：
我有一罐每天一定要點的眼藥水。

23. 聯絡備忘錄 ：
萬一有人不知道我是誰，想聯絡我身邊
的人好像可以用到，用手機或一張小紙
條好像就可以聯繫，也不佔空間。

24. 哨子 ：
萬一有危險叫不出來可以用的到。

25. 多功能刀具 ：
這個放包包不佔空間所以帶一下。

1. 避難包 ： 
這是我平常在用的電腦包，這種背帶有
緩衝，質量比較輕的。

2. 扇子 ： 
因為是夏天，就抓了一把扇子，可以減
緩熱的感覺。

3. 保鮮盒 ： 
去緊急避難場所如果有物資及食物的
發放，就有容器可以裝。

4. 零食 ： 
避難時身上要有乾糧，所以就抓了一包
可以馬上吃。

5. 小毛巾 ： 
盥洗用的小毛巾，需要擦拭可以使用。

6. MUJI手電筒 ： 
除了可以當手電筒照明以外，這款還有
一個功用是可以立在桌上，變成立燈，
不用拿在手上就可以空間照亮。

7. 塑膠袋 ：
大約三斤容量，這個東西我個人是覺得
帶著有備無患，對我來說它是一個彈性
很大的容器，不管要裝東西、當手套或

是當作隔絕的東西都可以使用的到。

8. 眼鏡＋眼鏡盒 ： 
如果沒有眼鏡會沒辦法移動會看不清
楚東西。

9. 手機 ： 
一定要帶手機，不管是查資訊、聯繫，
手機很重要。

10. 隨身衣物 ： 
我準備大概二～三天的衣物可以更換，
這邊是兩件短袖兩件短褲跟簡單的貼
身衣物。

11. 行動電源充電器 ：
怕手機沒電一定要帶，但怕沒有充電的
地方，如果有手搖式充電器是最好的。

12. 手機充電線 ： 
手機要充行動電源一定要記得帶線。

13. 面紙 ： 
一定要帶，上廁所、流鼻水都會用到。

14. 旅行用牙刷、牙膏、牙杯  ： 
牙杯是矽膠的很有彈性、可以收很小、
牙刷可對折，這些都可以很省空間。

15. 旅行沐浴組 ： 
雖然不確定能不能洗澡，但有機會可以
洗的話就用得到。

16. 保溫杯＆水 ： 
我覺得沒有吃東西可能還好，但一定要
帶水，所以我帶了一個容量稍微大一點
的保溫杯。

17. 野餐墊 ： 
如果來到避難場所，需要在這裡休息或
過夜的話，野餐墊可以幫助你有一塊乾
淨的地方可以休息。

18. 鋁箔紙／保鮮膜 ： 
食物放入容器時，如果沒有辦法取得水
源時，用鋁箔紙或是保鮮膜鋪在保鮮盒
裡面，當你使用完畢沒辦法清洗，就可以
直接撕掉，容器就能維持乾淨的狀態。

19. 安全帽、頭盔 ： 
體積太大，如果有可以壓扁的就會準備。

此項與第4點，都提到「就抓了」的動作～
意即這些物品不是平常就準備在避難包
裡的！必須再次提醒大家，若不於平常就
收納好，真正災害來臨時是沒有時間再去
思考、選擇及拿取的。食物和飲水要定時
補充，檢查保存期限。

TADPI

災害發生的時間不一定。也許是夏天或
冬天，也可能是白天或夜晚，即使是夏天
的夜晚都可能冷到發抖，因此適當的保
暖物品是必須的。雖然你的情境想像是
設定夏天，但避難所也可能冷氣太強，因
此建議多準備一條大圍巾（或是鋁箔毯），
可當三角巾或保暖巾，用途多多。

TADPI

會把度數較不夠的舊眼鏡當作備用眼鏡
放在包包，也會放數組拋棄式隱形眼鏡，
備而不用

TADPI

避難行進間使用，怕有掉落物。但若手邊
沒有帽子，以雜誌捲曲或衣物包包暫時遮
擋也是可以的。

TADPI

醫生開立的處方簽紙本可以收放備用，
若罐子不見時方便跟醫生說明。

TADPI

每個避難包都可放一份 「 Check List 」
或 「 家庭防災卡 」 ，上面除了註記物品的
更換期限，也能填上緊急聯絡人資訊，和
與家人約定集合的地點。

TA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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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黃韻庭
金融業行政人員（ 33 歲，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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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您跟我們簡介一下自己－職業、年齡、居住環境、喜歡的

休閒活動

A：我的職業是金融業的行政人員，也是一個兩歲小孩的媽媽，

年齡是三十好幾，居住環境是文山區的電梯華夏，喜歡的休閒

活動是騎腳踏車、跑步之類的，剛有問到會不會去露營，目前

都還沒有去過，但之後會想帶小孩去體驗。

2. 您認為台灣有哪些最常見的災害？

A：颱風、水災

3. 請問您有避難的經驗嗎？

A：沒有，只有公司有避難演習，每半年一次，我們就會去附近

的避難公園，練習走逃生梯之類的。

Q：那走逃生梯的這個過程有什麼ＳＯＰ嗎？例如要帶避難包、

往哪個方向走等等的宣導嗎？

A：例如說不能搭電梯，然後要盡快抵達避難處。

4. 待過的職場／學校有避難相關的宣導嗎？

A：公司有發放避難包。

Q：公司有發放避難包，那大致上避難包中有沒有哪幾個印象

深刻的？

A：有工地用的那種安全帽、水、糧食、口哨、充氣式保暖類似

氣球的東西。

5. 最近一次接收到防災相關知識是何時呢？ 內容大概是哪些呢？

A：剛好在上個禮拜五，公司有發資料出來，教我們防災演練的

時候要做哪些事情，如果在公司遇到類似的事情要往哪些方向

逃生，應該要注意哪些事項這樣，剛好是宣導性的。

Q：那請問有演練嗎？

A： 有，就逃到附近的公園。

6. 請問您個人或所待的企業有定期更新防災知識嗎？

A：臉書的相關訊息，例如火災相關的會多看一眼，我們的大樓

有一次樓下爺爺沒有關瓦斯，整個大樓在冒煙，就有請先生趕

快去敲門提醒這樣。

7. 你知道台灣有國家防災日嗎？你覺得防災日是該被強調的嗎？  

A：好像知道但不知道是哪一天哈哈

Q：是 921

A：原來是這天啊～

A：我覺得一定要宣導，因為台灣人很多時候都太安逸，如果沒

有真的親身經歷這些事情，會有點不知道該怎麼應對，像我也

知道避難包的東西，但我家真的沒有準備啊～只有幻想說要帶

上哪些東西，要記得拿，其實有跟先生說一直要準備，但就一

直還沒。

8. 請問你有聽過緊急避難包嗎？家裡或公司有準備嗎？

A：有的，是一個書包，但家裡還沒哈哈，但有想大概要準備的

東西了。

9. 緊急避難包應該被放置在家裡的哪個地方？

A：家裡大門旁邊的櫃子裡，出去的時候抓了就能走。

PHASE

1
避難知識與經驗分享
採問答方式了解受訪者對避難知識的了解程度
及過往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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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

2
「 日常 ＆ 防災卷 」

請受訪者透過日常防災卷假想遭遇災害的情境，
透過這些情境推演出需要攜帶的緊急避難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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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 00 地震發生

5 分鐘後

10 分鐘後
02 : 10

02 : 05

10 秒後

地震發生，我會從床上跳下去抱我兒子，然後再感受一下地震強度
趕快把大門打開。

然後會確認另一半醒過來，看一下國家緊報的狀況

先抓一個很大的購物袋，然後帶寶寶的必要物品，因為我們要準備
離開建築物了。

我會請老公把在地下室的車子開出來，然後我們會開到外面比較空
曠的地方。

地震時，可反應避難的時間非常短暫（ 約是 8~11 秒內 ）。所以思考
後再去把大門打開的動作是錯誤的。沒有足夠時間。雖然抱兒子是
人之常情，但應該「先救自己，再救他人」，所以更好的作法是平
常就應該時時檢視：「孩子和主臥的床邊是否安全？若地震搖晃是否
會有掉落物砸傷？」基本上地震發生時，若在睡夢中，我們也應該
盡量待在床上用枕頭保護頭頸。待第一波晃動過去，再下床避難。

TADPI

不要害羞，地震時大聲呼救提醒其它人注意是功德一樁。若第一時
間無法趕到孩子身邊，可以用聲音喊話安撫他，平常也要和孩子討
論模擬情境。可利用繪本說故事來解釋。以免真正發生時會手忙腳
亂的。

TADPI

 此即母嬰避難包的重要。直接使用媽媽袋，額外再添加一些嬰兒幼
童必備品即可。若情境許可，記得帶上孩子最喜歡的安撫巾或玩具。
不要罵孩子或嫌麻煩。

TADPI

 通常地下鐵捲門已經變形，車子應該是無法開出。若車子原本停在
戶外，這時車上的車用避難包就可派上用場。車用避難可以以家庭
露營形式準備～

TADPI

1 日後

3 日後

確認一下地震後的狀況如何，看還能不能回家或是看要不要找避難
處避難，確定不能回家後，立馬回家快速打包簡易行李，然後把家
裡總電源關掉，怕地震會影響到線路的話，怕會引起火災。打包完
成後，開車前往避難場所。

確認相關物資夠用，透過氣象局官網及媒體得知最新消息，並評估
可以回家時機，持續與其他家人聯繫安全狀況。

回家後觀察家中是否有任何損毀，並請管委會協助安排電梯及專用
升降梯的安全狀況。

「確定不能回家後，立馬回家快速打包 ...」這是要強行闖關的意
思嗎？哈哈，此情境凸顯平常準備避難包的重要。此時情境應該是
一片漆黑，建議天亮後評估餘震情況，搜救人員同意開放才能回
到居處收拾。但強烈不建議。通常避難所會就近設在居家環境走
路可抵達的地方。 此時情境應該是一片漆黑，建議天亮後評估餘震
情況，搜救人員同意開放才能回到居處收拾，但強烈不建議。

TADPI

這時間可以管委會力量特別成立互助會，協助清查失蹤人員名單
與統籌剩餘物資。災害自救法則的 自助：互助：公助 =7:2:1 正是
「互助」派上用場的好時機

TADPI

24 小時後

72 小時後

天候狀況：冬天（很冷）災害類別：地震 地點：家裡 時刻：睡覺時

20 分鐘後
02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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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

3&4 緊急避難包準備及分享 + 物資牌卡補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3 15

16

照片為受訪者自己準備的緊急避難包內容物，並於訪談時提供物資牌卡給訪談者，牌卡為台灣防災產業協會提供之防災基本項目，
提供給訪談者看是否有覺得需要但卻沒有準備到或是有想到但家中沒有的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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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媽媽包 ： 
媽媽包裡面本來就備有齊全的小朋友
用品，所以直接用這個包當避難包。

2. 衣物 ： 
我跟小朋友的衣物，小孩還小所以我會
幫他準備。

3. 水 ： 
水一定要帶。

4. 手機 ： 
手機超重要的。

5. 尿布： 
因為有小孩所以一定會帶。

6. 皮夾 ： 
有現金、信用卡、證件，以防不備之需。

7. 車鑰匙 ：
因為有可能在車中避難，所以要記得帶
車鑰匙。

8. 乾洗手 ： 
小朋友很容易摸東摸西，隨身攜帶可以
洗手，大人也可以用。

9. 收納袋 ： 
裝一些瓶瓶罐罐的東西。

10. 口罩 ： 
因為最近有疫情，如果逃到人比較多的
地方也會戴一下。

11. 零食 ： 
堅果類熱量比較高。

12. 眼鏡 ： 
不然會看不到。

13. 牙刷 & 牙膏 ：  
盥洗用品。

14. 旅行沐浴組 ： 
拿之前飯店得到的沐浴組放進包包。

15. 行動電源＆充電線 ：   
因為要查很多東西，手機千萬不能沒電。

16. 購物袋 ： 
怕在路上需要買東西，可以裝。

17. 聯絡備忘錄 ： 
如果要跟親友聯繫，手機又沒帶到的話，
要有電話。

18. 暖暖包 ： 
可以準備兩個，在比較冷的時候可用。

19. 即時調理包 ：
可以帶一些小孩常溫的調理包，寶寶食
品，因為之前防疫的時候其實也買了很
多，可以帶一下。

20. 常備藥：
很重要，因為小寶寶出去不知道會遇到
什麼事情，一定要帶一些。

21. 急救用品套裝 ：
因為在路上不知道會不會遇到什麼小
挫傷之類的，感覺帶一下。

22. 運動鞋 ： 
要直接穿上，放在容易拿去的玄關上。

小孩應該有自己的避難包，不用很大，
有些兒童避難包甚至是布偶造型 （ 在避
難所睡覺時可以抱著，安撫作用 ） 。 
內容物可與他討論和準備。

TADPI

災害來臨導致缺水時，其實牙刷沾一點水
也可以乾刷，不一定要使用牙膏。

TADPI

大家提及手機多次，但其實這時候網路
可能是不通的。準備收音機獲取外部資
訊是必要的。

TADPI

兒童避難包的重要。若你與孩子走散，或
你們受傷無法照顧他時，他有屬於自己的
食物或玩具。

TADPI

床邊準備厚底脫鞋，避免被赤腳被尖銳物
品戳傷。

TA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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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後背包 ： 
公司發放的避難包像是書包一樣。

2. 安全帽： 
怕地震會有東西落下，像是天花板，如
果有些東西掉下來，就可以戴一下當防
護。也很簡易使用，放在桌子下方要拿
也隨時拿得到。

3. 餅乾＆水 ： 
保存期限可以長達五年。

4. 保暖用毯 ： 
我第一次看到有這種，充氣式的、保暖
用的被毯。

5. 哨子： 
萬一被壓在什麼下面，可以吹滿大聲的
讓別人發現我。

這個包包你們收在哪裡？顯眼處，還是塞
在雲深不之處的地方？以後可以建議公司
準備A4文件夾形式的避難盒，方便收納，
可直接放在檔案櫃上或抽屜裡。

TADPI

若金融界的女性行員，可能大家都習慣
穿高跟鞋套裝上班。建議在上班處放一
雙平底運動鞋（或是下班後去運動使用
的鞋子也可以），方便離開公司避難時可
換穿使用。受災時，準備離開公司避難，
這時候平常辦公室準備防寒（睡午覺怕
冷氣太冷）的小披巾或圍巾也可以塞入
包包，適合直接組合使用。

TADPI

此受訪者為公司有提供避難包給員工的受訪者。

PHASE

3&4 緊急避難包準備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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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周育如
設計師（ 50 歲，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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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您跟我們簡介一下自己－職業、年齡、居住環境、喜歡的

A：我的職業是設計師，也不是一般的設計師，我喜歡做社會

觀察，社會議題開發。我住在西門町很老的房子，一到三樓，

沒有電梯的透天厝。我的興趣是看漫畫、洗溫泉。

2. 您認為台灣有哪些最常見的災害？

A：夏季的颱風、颱風帶來的水災、海邊的海嘯、水難、山難、

特殊地形像是山坡地會有土石流、靠近海邊會有海水倒灌，這些

比較容易發生天然危機的防災社區。

3. 請問您有避難的經驗嗎？

A: 防空演習，大家不能出門，萬安演習等都是預防的，真正的

避難經驗是沒有。

4. 承上題，請跟我們分享避難經驗（ 例如：遇到什麼災害 ？ 去

哪裡避難 ？ 避難時間多久？ 攜帶了什麼前往避難？）如果沒有也

可以分享戶外露營或長途旅行的經驗。

A：我有戶外露營的經驗，我曾經試過都市裡面的露營，就是在

華山那邊的草地，有露營兩天一夜，那是一個很特別的感受，

也是在體驗在都市裡只隔著薄薄的皮之下，那種感受是什麼，

另外有幾次，比較最近的一次是去山上，旁邊有小溪，在那邊

露營，然後兩天一夜。

Q：所以是搭帳篷？

A：對。

Q：自己野炊、取水？

A：因為跟朋友在一起，幫忙比較多，沒有自己野炊。

Q：去露營有沒有特別帶了什麼東西去露營呢？

A：我都會先問清楚狀況如何，我通常會帶一個薄毯，不要讓背

部直接碰到石頭，對我來說睡眠很重要的，我會帶一個衣服當

成是枕頭，也會事先準備水怕那邊沒有水，也會帶牙膏牙刷，

因為還是要刷牙哈哈，食物的部分，我會去超市買零嘴，然後

防蚊措施一定要帶。

5. 待過的職場／學校有避難相關的宣導嗎？

A： 應該我們公司常常在做的是發現社會議題，在那次八仙氣爆

的時候，我們公司很震驚，我很震驚！我想說這種不預期的災難

發生，大家應該要怎麼去防範，然後第一時間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就讓整個公司跟都市酵母研究班的人去沙盤演練， 所以

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該怎麼預防，事後該怎麼做，所以那時

候做了滿多大家的分享，同時我們也設計了遺書這件事情，因為

誰都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如果最後沒時間跟家人或朋友

告別的話，那你要準備什麼，事先寫好什麼樣的話語，讓大家來

寫這些東西。

Q：那這樣的活動通常是定期、還是有事件發生時才會做呢？

Ａ：針對有事件發生的時候做這個活動，不過也會去思考整個防

災系統，那時候會覺得說自己的防災意識好像不夠， 然後就會去

查看跟防災的相關資訊，八仙氣爆已經好幾年了，那時候的資

訊都來自日本比較多。

Q：現在普及度都還沒很高，因為像是遊樂園或是大型公共場

所的相關宣導好像也還不是很全面

A： 其實直到去年我才知道國家做了很多準備，就是因為去年跟

著台灣設計中心去神戶那邊訪問的時候，知道神戶那邊有很多

措施，回到台灣之後也拜訪很多台灣的防災單位，才知道以國

家的力量做了很多他們可以去做的，比方說剛剛說的「防災

社區」，他們會用最大的力量去幫助這些社區，訓練社區的人，

增加他們對防災的知識及應變，一但發生什麼事，里長跟消防

局跟地方的相關人士怎麼去動員起來，那時候我才明白在安全

地區，基本上是碰不到任何跟防災資訊有關，可是在比較特殊

地形的地區，他們其實經常在觸碰，反應也很快，所以一些淹

水的地方，居家就有圍籬，他們可以迅速應變，就像我們每一

個台灣人應該都有防颱的經驗，要關窗、鐵門要做加強等等，

對於這些社區來說這是日常，但對於安全的地區的社區，基本

上是沒有資訊的，所以那時候我的警鈴大響！我覺得如果發生

大型災難，最危險的反而是這些平常都沒什麼事情發生的地區，

因為他們完全沒有防災意識。

補充：忘記幾年前，有去參加消防局防災 APP 的設計，那時候

就知道政府在思考如果發生災難，內部怎麼去溝通，那邊道路

不通、哪邊有水災，忽然間水溝堵塞…各式各樣的災難都有，

所以我那時候會知道說設計這種 APP 會讓第一線人員以及如何

通知民眾，知道這件事，有這種工具滿重要的。

Q：有一個平台不管是民眾端通報或是公家單位通報做

A： 越多人通報越多人告知，反應越快。

PHASE

1
避難知識與經驗分享
採問答方式了解受訪者對避難知識的了解程度
及過往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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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次接收到的防災相關知識是什麼時候？

A：前天，哈哈哈哈哈，在跟日本的永田先生在討論，因為這次

跟無印合作，也算是台灣第一次以企業的角度結合公部門、結合

民間企業，一起去推防災相關的，從那種公共緊急救難反推回

自己救自己的這件事情，所以覺得這件事情還滿有意義的。

6. 請問您個人或所待的企業有定期更新防災知識嗎？

Q：前面有講到有事件發生的時候，水越設計就會有相關的討

論或專案，想進一步問說像是這樣的專案通常產出的會是什麼

樣的作品呢？

A：通常我們在討論防災相關內容，我們會有各式各樣的產出，

因為大部分我們都是用禮拜二的晚上，除了我們公司的人，還

會有來自各自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民眾，我們會設定兩個半小

時內快速產出，快速產出設定的議題，有可能是準備自己的防

災包、準備自己的防災包、對所愛的人說的話是什麼、會去思

考一些情境，如果都沒手機，要怎麼通知別人，並且沒有手機

之下，有可能會喪失地圖、資訊，那怎麼從甲地到乙地，你要

怎麼回到家，同時還有默契問題，就是跟家人如果找不到你，

要去哪找你，就是這種默契問題，所以我們會做很多種的機智

問答，產出有可能是我們內部產生的討論的共識，同時我們會

討論出來文字在臉書中公開。未來可以做社區型的，比方說一

個社區，如果從自助開始，那發生事情的話，自助之後你看到

周招有什麼問題，那設計師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7. 你知道台灣有國家防災日嗎？ 

A：其實不知道耶，是 921 嗎？（笑）

你覺得防災日是該被強調的嗎？ 

A：我覺得如果台灣 921 是防災日，的確 921 發生重大災情，

那我覺得他必須被記憶住，同時透過對過去發生什麼事情，我

們可以往過去推 100 年，到底台灣發生什麼樣的災難類型，然

後去認識這些災難，因為我覺得 921 發生很大的災情，如果台

灣就是要做這天特別做什麼，我倒覺得可以拉長時間，把台灣

過去百年來各式各樣的災難做整理，那些災難讓我們得到很多

的經驗、很多的思考，我們應該要準備什麼，所以可能一年一

天是不夠的，我倒覺得萬安演習可以增加一些內容，其實防災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有足夠的知識，對防災認識的知識。二、我

們要有足夠的體力，第三個是我們要有這樣的意識產生出來的

一個合宜的環境，比方說平常可能發生火災，那就要必免這種

情形出現，就像我在日本有看到木造的房子，他就會在這間跟

這間之間隔一個防火巷，讓木頭不會延伸，木造房不會延燒過

去，像這種長期的就是硬體設施，軟體面就是知識的加強，第

三個是體能，所以如果可以把三個都結合，再增加一個，大部

分台灣人應該都沒使用過像是消防設備、第二大部分的人我們

都會出國嗎，我們也都沒有用過所謂的飛機上空姐說要使用的

那些設備，一但沒有使用過，一但發生事情，我們一定會手忙

腳亂，我會認為有時間我們應該結合產業，一起來推廣做成一

個像是防災運動會一樣，如果平常我們沒有防災訓練或是使用

經驗的話，其實怎麼從三樓到一樓，想一想都覺得很困難，那我

們是不是有機會讓廠商跟民眾結合地區的學校，一起辦一個社

區的園遊會或是運動會一樣，讓這些平常沒用的工具，大家可

以好好的熟悉，每年熟悉的一兩回你就能熟能生巧，同時不是

只有你一個人，也可以認識社區的人，如果發生災難，大家都

可以照例。

8. 請問你有聽過緊急避難包嗎？

A：我聽過緊急避難包，比較常聽的是「防災包」。

家裡或公司有準備緊急避難包嗎？

A：其實氣爆之後，我們就開始有危機意識，就開始準備，不管

是家裡，家裡的措施就是我的床的後面會塞一個包包，那個包

包會有哨子、相關的東西，發生緊急事件我可以拿著走，另外

我的床旁邊一定有很多水瓶，因為我不知道，我常在床上想說

如果今天房子怎麼樣我到底要躲哪裡好，其實如果沒有比較專

業知識提供，我其實還真的不知道躲哪裡，哪邊是最安全的，

但我知道如果我餓我渴的話，我就會在我經常在的地方把水跟

食物放在旁邊，零食也是，是不是過期其實我會注意，但真的

災難的時候，如果肚子有東西，是好的，過期是次要的哈哈，

所以我汽車上什麼都有，有外套還有各式各樣的東西。

Q：所以也有考慮到車中避難的狀況。

A：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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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

2
「 日常 ＆ 防災卷 」

請受訪者透過日常防災卷假想遭遇災害的情境，
透過這些情境推演出需要攜帶的緊急避難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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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10 地震發生

5 分鐘後

20 分鐘後

1 分鐘後

20 : 30

20 : 15

20 : 11

我剛好開車要回家，發生地震，我設定滿劇烈的地震的，所有車都
因為碰撞而停下來，那剛好在市民大道忠孝東路段那邊停下來，我
第一時間反應是發生什麼事情，那因為碰撞情況有的撞得很大有的
撞得很小，我有輕撞到前方的車。

然後有一點悶，我把窗戶降下來，我相信前面應該發生連環車禍，
因為緊急搖晃，大家高速約時速 80 的情況之下就連環車禍，所以
車子就沒辦法繼續行車了，因為沒辦法行車，就開始看四周，播打
電話給家人看狀況如何。

設定情況是沒有人接聽的，網路開始留言給同事，大概是大家回家
的路程中，大家應該已經快到家了，然後持續打電話回家，持續連
絡親戚跟家人。手機是還好因為車上可以充電，所以不怕沒電。

我在考慮要不要步行回家，因為從那邊到我家，應該走路 40 分鐘
就到了，我在考慮這件事情，旁邊有人受傷，車子有冒煙，環境
聲音不太尋常，跟平常的聲音不同，有招牌掉落、人聲不安的聲音
出現。20 分鐘之後家人連絡上了，鬆了一口氣，提醒家人把家裡
的電器全部拔掉，不要待在有高的物件會掉落的地方待，家人沒事
我就放心了。

要小心市民高架的掉落物或崩塌
TADPI

因為沒有海嘯疑慮，暫時留在車上避難是首選。
但若可能會有火燒車的情況，要儘速離開車子到不會被波及或再次
追撞的安全地帶。

TADPI

平常就應該討論若失聯斷訊時，大家要如何應變？電器拔掉這一件
事情，平常就要討論。直接到防災卡上面約定的地點集合～

TADPI

1 日後

決定步行回家，走路的時候其實要很小心，因為我還在橋上，我怕
橋不知道有沒有斷裂，就是走，看四周有沒有東西會掉落，那時
我就想若通訊皆斷線時，大家要如何應變？打開車子，我在車上其
實堆滿很多東西，衣服、雨傘等，我車上會有一個常常去泡溫泉的
包包，洗溫泉的包包裡面有很多內容，我會跟防災的想法結合再一
起在同一個包包，那時我就拿衣服先保護著我的頭，然後用布腰帶
綁起來，先保護頭再說，衣服我先穿上，也穿上手套，以防有一些
尖銳的東西需要搬開，以防自己受傷，還有車上有水就帶水。

大概我走了 40 分鐘，我預計 40 分鐘要到，但其實走了一個半小時
才到，因為要走路很小心。
所以回到家中，我就開始觀察家裡屋況，其實在上一通電話我就請
他們開始準備一些東西，準備一些如果需要住在避難中心的東西，
這時候我才發現我對避難中心不熟，我連家附近的避難中心在哪
都不知道，會不會客滿了？那邊有什麼設備？我在假設過程之中，
我就覺得我應該在最近去看一下避難中心在哪裡，步行可以到嗎？
如果交通都賭塞了是沒辦法開車去的，再加上爸媽也 80 歲了，
所以這件事情真的要先思考，如果手機沒電了要準備地圖，避難
地圖等等這些，同時那邊也了解他們的狀況。

這種沙盤推演只能推到第一天，如果要到第二天有點難推演下去。

決定拋下車子，應該拿走車上重要物資，留下車子鑰匙，方便救
難人員移車。

TADPI

24 小時後

天候狀況：夏天災害類別：地震 地點：市民大道（忠孝東路段） 時刻：晚上

40 分鐘後
20 : 50

1 小時後
21 : 10

31

行動不便或老人家的專屬避難包平常就要準備。因為是透天厝，
若沒有太嚴重的損害，其實在家中避難即可，但二級儲備的飲水
和易消化的軟性食物就要多所準備。

不一定每個人都需要到避難所。父母親所需的慢性藥品，平常就
要多放幾份，放在避難包中輪蓄補充使用。

TADPI



PHASE

3&4 緊急避難包準備及分享 + 物資牌卡補充

照片為受訪者自己準備的緊急避難包內容物，並於訪談時提供物資牌卡給訪談者，牌卡為台灣防災產業協會提供之防災基本項目，
提供給訪談者看是否有覺得需要但卻沒有準備到或是有想到但家中沒有的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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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簡易廁所 ： 
雖然還不知道怎麼形成，但太重要了。

32. 手機

33. 打火機、火柴 

34. 即時調理包

35. 食物 ： 
乾糧就好不用太複雜。

36. 身分證件 

37. 野餐墊、防水墊： 
可以買單人的，滿好用的。

38. 拖鞋

39. 飲用水

40. 現金

41. 布膠帶 ： 
如果用紙張要留言會需要用東西去黏，
或是用油性筆寫在布膠上也可以，紗布
如果沒有釘子什麼的用布膠滿好用的。

1. 後背包 ： 
洗溫泉用的包包同一個，我選紅色的因
為比較顯眼。

2. 枕頭套 ： 
把衣服塞在裡面就是一個枕頭了，如果
環境很髒的時候就可以用到。

3. 大小塑膠袋 ： 
垃圾袋、束口袋、透明塑膠袋，會帶十來
個塑膠袋。

4. 藥品 ： 
生理食鹽水、腸胃藥、感冒藥、有藥性的
紗布、大的ok蹦、酒精棉片、頭痛藥、普
拿疼。

5. 手套： 
我還在想什麼是萬用型的手套，目前是
媽媽給我的耐寒手套，因為會不知道東
西的溫度是高還是低，帶著比較不會受
到溫度的影響。

6. 口哨 ： 
聽說防災都要哨子就帶著。

7. 充電線

8. 護墊 & 衛生棉

9. 超吸水毛巾
吸水性超強，去水龍頭下面接水，不會
滴下任何一滴水。

10. 護唇膏 ： 
嘴巴乾很難受。

11. 乳液、洗髮精 ： 
因為是溫泉包哈哈哈。

12. 手帕 ：
防災手帕上面有提到發生災難的時候
手帕怎麼用，很實用。

13. Mineral Ice ： 
筋骨痠痛就可以擦這個，他同時有薄荷
的味道，會讓我比較放鬆，我不管去哪邊
旅行都會帶它。

14. 輕薄外套 ： 
因為我經常旅行，東西輕很重要，而且又
保暖，冬天夏天都可以用。

15. 雨衣  ： 
有防寒功能、又有帽子。

16. 梅子

17. 針線包
18. 原子筆 ＆ 奇異筆 ： 
奇異筆不會因為雨水而掉

19. 筆記本 ： 
如果沒帶手機要跟別人借，裡面有家人
聯絡方式。

20. 小剪刀

21. 食鹽水 

22. 牙膏、牙刷

23. 布腰帶 ：
因為這邊有可以伸縮長度，不知道這個
長度夠不夠用但就是帶著。

24. 耳塞

25. 眼罩

26. 面紙 

27. 濕紙巾

28. 口罩

29. 救生毯 ： 
原本有的但準備的時候突然找不到。

30. 安全帽、頭盔 ： 
我想找扁平式安全帽因為太佔空間了。

這個物品很好！
TADPI

帆布墊或用野餐墊也可以。
TADPI

大部分的人都以為是受困在瓦礫堆的時
候呼救用的 （ 請試想一下情境合理嗎？難
道你睡覺的時候身上也背著哨子？哨子完
全不離身？）若沒有哨子時，可以利用石塊
或手邊器物敲擊，製造出規律聲響，以利
救難人員搜尋定位。

TADPI

乾淨的衛生棉除了可以生理期使用，並做
傷口止血外，災時缺水時，亦可利用護墊
搭配內褲使用，減少內著換洗次數，也能
保持清爽。

TADPI

這個概念很不錯耶！
TADPI

 最好是防穿刺手套。
TADPI

避難所不一定有水，牙刷通常是沾一點點
水「乾刷」使用。

TADPI

若買不到 可用貓砂替代
TA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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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孫文瑞
退休高中老師（ 60 歲，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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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您跟我們簡介一下自己－職業、年齡、居住環境、喜歡的

休閒活動

A：高中老師退休／ 60 歲／住在北投透天厝，北投在市郊所以

環境很優雅／休閒活動有打羽球、散步或健行，年輕的時後喜

歡登山，現在也喜歡旅遊，幾乎每年都會帶家人出去玩個三天

兩夜之類的，打包行李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公用的是我跟太

太一起處理，小孩子個人使用的就自己準備，小孩準備的有時

候更有經驗所以準備得更好。

2. 您認為台灣有哪些最常見的災害？

A：地震、颱風，地區上就有像火災這樣的災害。

3. 請問您有避難的經驗嗎？

A: 目前沒有避難的經驗。

4. 承上題，請跟我們分享避難經驗如果沒有也可以分享戶外露

營或長途旅行的經驗。

A：露營天數最多七天，登山，因為是團隊一起出去，所以大家

分工帶東西，像是炊具、食物、帳篷，比較壯的男生負責營帳、

睡袋、炊具比較重的東西，女孩子就負責揹公糧。

5. 待過的職場／學校有避難相關的宣導嗎？

A： 學校每學期都會有防災宣導，首先會發通知給大家，每學期

都有防災演練，包含逃生動線、集合地點，逃生後要清點人數、

看看災害損失有哪些。包含火災、地震的演練都有，像是地震

發生時要怎麼讓學生避免傷害，例如什麼時間點要往外跑？例如

七級地震發生時，不可能在地震仍在發生的過程中逃跑，像是

這一類的宣導和演練。

最近一次接收到防災相關知識是什麼時候？ 內容大概是哪些呢？

A： 退休後就沒有了，因為退休後是個人生活，就不像在學校

這樣有固定的演練時間。我個人覺得還是很重要的，有些人會把

它當成例行公事，不當一回事，但有些人就會覺得這些事隨時

會發生，所以要有這樣的認識。

6. 請問您個人或所待的企業有定期更新防災知識嗎？

A：退休前一學期一次。

7. 你知道台灣有國家防災日嗎？你覺得防災日是該被強調的嗎？  

A：知道，921。其實我不覺得他要被強調，災害的發生是隨

時隨地，可能下一秒鐘就發生了，像是地震、火山爆發…等，

尤其像我們台北市、又尤其我住在北投，離那些地方都是幾秒

鐘的事，所以要想想像龐貝城的故事，這些東西本來就是生活

的一部分，有一次去日本阿蘇火山，那個地區整條道路、避難

坑就是做在那裡，會讓你覺得就算災害發生，就是有地方躲避，

而且知道要怎麼躲避，會讓人有安心、無後顧之憂的感覺，所以

這個東西應該是要融入在你的生活，而不是那天才去宣傳。

時時刻刻提醒大家我們就是處於這樣的環境裡面，我們不是泰

國我們就是會有地震，所以時時都要小心。尤其是透過教育去

建立，從小學開始，因為我們的教育太多都是升學教育，不太

重視生活面，真正生活教育應該要更重視，透過平常去建立，

從小學開始透過活動、遊戲的方式，讓他們知道不重視這件事

是會有傷害的，讓他們知道這是重要的、是生活的一部分。

8. 請問你有聽過緊急避難包嗎？家裡或公司有準備嗎？

A：知道。家裡有準備。

緊急避難包應該被放置在家裡的哪個地方？

A：放在房間的門口，一開始我們接收到的訊息是避難包裡面

應該要有房契、存摺、貴重物品…等這種很笨重的東西，但這

是 921 那時候政府的宣導，因為地震來的時候東西都會被壓在

裡面，所以那時候政府很重視這種東西。但近幾年我個人發現

不需要準備了，這些東西放在雲端、手機就都可以了，所以現

在的避難包一直在縮減，像地契、存摺就開始省略掉了，取而

代之的就是手機，之前沒有手機或雲端可能就會覺得要帶隨身

碟，現在手機通訊各方面就都解決了。接下來就要想到在緊急

避難時第一個面對的是什麼？第一個面對的就是我會受傷，第

一個很可能的就是骨折、第二個可能是外傷，外傷的話止血就

變得很重要，第三個可能是因為碰撞會暈倒，有人暈倒的情況

下就必須讓他甦醒，在這種時刻要抬一個人或扶一個人幾乎是

不太可能的，因為要把自己照顧好。類似因為這些狀況，避難

包就會往這個方向去準備。接下來是受困，被困住首先是要吃

東西，所以會準備水跟乾糧，只要有這兩個東西可以撐個一個

禮拜，因為我們不能指望黃金 72 小時，如果人家願意多救你

幾天，就有多一些機會可以活下來，所以食物上就很重要。

PHASE

1
避難知識與經驗分享
採問答方式了解受訪者對避難知識的了解程度
及過往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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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

2
「 日常 ＆ 防災卷 」

請受訪者透過日常防災卷假想遭遇災害的情境，
透過這些情境推演出需要攜帶的緊急避難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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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00 地震發生
10 : 10

10 秒後

順利逃生：地震通常會有前震，前震發生後如果家裡還沒有損害，
我會把門打開，因為地震比較大的時候怕門會變形，所以我會把門
打開，緊急避難包我通常放在門旁邊，所以可以直接把緊急避難包
拿著直接到戶外去。這時候我就會先跟家人取得聯繫，知道大家都
平安。

受困家裡：前震很嚴重，家裡有災害發生，連出去都出不去了。
當地震停止後我會先檢查自己有沒有受傷，從四肢開始檢查，確認
自己能不能移動、能不能移動到門口。如果不行就要用手機定位，
讓外界可以收到我的訊息。
或是我出不去，但也沒受傷，這時候我會去一個相對安全的地方，
這個地方就我的觀念是在柱子、電梯間、樑柱下或樓梯間，因為這
個地方截面積比較大，相對是比較穩固的。然後接下來主震發生就
要保護頭部，我的緊急避難包裡有一件雨衣，我會拿來保護頭部。

地震停止，趕快逃出屋外查看損失（人員＆房子）

主震發生順利逃生：到避難所安置

受困家裡：試著聯絡外界，清點緊急避難包裡的物資，分配成一週
的份量。接下來可能有人員受傷，就要幫對方急救，像是有人暈倒
就要幫他甦醒，接下來就等待救援。

10 分鐘後

10 : 20
20 分鐘後

天候狀況：晴天災害類別：地震 地點：家裡 時刻：早上

通常要發生一系列地震過後，才會知道哪個是前震哪個又是主震，
甚至有時候難以區別，所以無法在發生當下就判定強弱或前鎮主震
甚至是多大規模的損害，因此無論如何都應該先採取避難！！ 不必刻
意尋找柱子（平常居家環境就該檢視）或找到桌子才能躲避（光是
猶豫和思考就已經錯失時間）～ 應該利用手邊物資快速掩蔽才是上
策！ 重點就是保護最脆弱的頭頸部。

TADPI

怕門變形出不去是迷思！ 因為地震過後很難確定樓梯間是否安全，（ 
若是晚間更怕樓梯毀壞而踩空！ ） 有時候也會因為建築傾倒而樓層
地板傾斜，不利移動～ 此外也可能因為晃動而重新關上門，白忙一
場！因此不建議先開門。

TADPI

若手機在身邊，無網路的情況底下可以發出求救訊號～平常就應熟
悉操作（例如山難沒網路時的訊號發送），另外也可以想想看，若
手機或哨子不在身邊，如何讓外界知道這裡有人受傷或存活？（可
用手邊材料，例如石塊敲擊規則音律引起救難人員注意）

TADPI

避難時間只有 8~11 秒，所以先就地避難比較重要，而非開門！
TADPI

其實避難包本身就可以當作緩衝保護喔～
TADPI

如同 A 受訪者所設定的情境，此位受訪者也把災後想像成建築物
內會有類似「黃金三角」的避難空間（ 但這是錯的 ）！ 以為自己可
能可以檢視評估哪邊較安全，但實際上，根據維冠大樓生還者的
口述，事情發生當下他並沒意識到是地震！他只知道自己從床上跌
下來～所有的空間都扭曲擠壓變形了 ！ 不太可能分辨哪裡是原本
的柱子或電梯 ！ 之後就是手腳並用又爬又使勁亂撥，有路就爬，
只要看到前方有空間就往前爬鑽，幸運的是他終於看到前方有個
蜘蛛網狀的缺口（ 是橈曲斷裂的鐵絲 ） ，爬出去後才發現黑暗中瓦
斯味很濃重，對面鄰居對他揮手呼喊：「你們大樓倒了～」，他才
真正的意識到原來剛剛發生地震 ！ 而他是第一個爬出來的生還者，
緊接而來，才注意到自己的手臂和腳插滿了碎玻璃，也才開始意
識到痛  ！ 因此真正災時情境是非線性的、混亂的、倒敘的， 請大家
要盡量注意到這一點。

因為女兒被倒下的衣櫃壓住，雖然被衣物包裹沒有受傷，但呼救
聲都無法傳出，因此遲至第二還是第三天才被救出 ！ 因為這些經
驗從此這位生還者的新家，櫃子訂製都不超過腰部高度，而且從
此不使用天然氣管線（改用桶裝瓦斯）。

TA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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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

3&4 緊急避難包準備及分享 + 物資牌卡補充

照片為受訪者自己準備的緊急避難包內容物，並於訪談時提供物資牌卡給訪談者，牌卡為台灣防災產業協會提供之防災基本項目，
提供給訪談者看是否有覺得需要但卻沒有準備到或是有想到但家中沒有的品項。

1
2

3

4

6

11 12

13 14 15

16

7 8 9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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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攻頂包 ： 
我選擇的是登山用的攻頂包，最主要的
就是他很輕便，抓了就可以走。

2. 醫藥用品收納袋 ： 
不一定要用盒子，我是用防水拉鍊袋。

3. 白花油： 
緊急狀況時可讓人清醒。

4. 止血繃帶： 
可以固定骨折處或是大量流血的傷口。
還有一個家裡沒有的，就是抽血用的那
個橡膠止血帶，小小的但效果很好。

5. 雨衣 ： 
雨衣除了可以擋雨之外，因為雨衣是柔
軟的，也可以拿來保護頭部用。

6. 紗布 ： 
也避是用來止血用的。

7. 乾糧 ： 
營養口糧，可以支撐久一點、能夠吃飽
的乾糧，這部分我一週會更換一次避免
過期。

8. 手電筒：
除了手機上有手電筒功能，我另外準備
了一個小小的手電筒，很方便使用。

9. 手機 ： 
可以用來通訊、也可以把證件資料從在
手機的雲端裡。

10. 水 ： 
水量不需要很多，大約700cc，因為東西
過多反而不好。

11.藥盒 ： 
有慢性病的人要準備自己的隨身藥品

12. ok蹦 ：
ok繃可以處理小傷口，避免二次感染。

13. 酒精棉片 ： 
酒精棉片可以消毒用。

14. 充電線 ： 
要充手機用的。

15. 行動電源  ： 
手機不太能支撐72小時，所以就要有一
個行動電源幫我爭取多一點的時間，也
需要有充電線。

16. 萬用刀 ： 
可以幫忙清除障礙物，他小小的但有包
含鉗子、十字跟一字起子、小刀……等。
如果有瑞士刀也很ok。

17. 現金 ： 
生活必需。

18. 口罩 ： 
以便不時之需，像是需要到避難場所就
需要。

19. 哨子

20. 運動鞋 ： 
這個很重要，這是比較安全逃生需要的。

21. 衛生紙 ： 
因為是夏天所以可以放一下，有這個品
項會蠻方便的。

22. 繩索：
這很重要，這是比較安全逃生需要的。

其實災後建築坍塌地在拆除搶救時，也會
揚起漫天粉塵，口罩不單是防疫使用喔！

TADPI

不單只是大鈔，建議兌換各種面額 另外
其實巨災來臨時，第一時間就算有錢也是
沒用武之地喔！

TADPI

雨衣可以防雨保溫，是很必要的用具。若
是不透明款，也能作為戶外上廁所或更衣
時的遮蔽物。

TADPI

災時不一定有網路可以載取資料，因此列
印「文件影本」還是有其必要性。

TADPI

繩索的應用很廣泛，除了可搭輕便帳棚
之外，也能綑綁物品，或吊掛晾曬使用。

TA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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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您跟我們簡介一下自己－職業、年齡、居住環境、喜歡的休閒活動

2. 您認為台灣有哪些最常見的災害？

3. 請問您有避難的經驗嗎？

4. 承上題，請跟我們分享避難經驗

    （ 例如：遇到什麼災害 ？ 去哪裡避難 ？ 避難時間多久？ 攜帶了什麼前往避難？）

     如果沒有也可以分享戶外露營或長途旅行的經驗

5. 待過的職場／學校有避難相關的宣導嗎？

     最近一次接收到的防災相關知識是什麼時候？

     內容大概是哪些呢？

6. 請問您個人或所待的企業有定期更新防災知識嗎？

7. 你知道台灣有國家防災日嗎？

     你覺得防災日是該被強調的嗎？

     如果是，你想在這天知道哪些訊息？

8. 請問你有聽過緊急避難包嗎？

     什麼時候會用到緊急避難包？

     家裡或公司有準備緊急避難包嗎？

     緊急避難包應該被放置在家裡的哪個地方？

題目

小
結

PHASE

1 題目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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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年齡

性別

職業

居住環境

興趣

是否有避難經驗

職場是否有避難相關宣導？

是否知道有國家防災日？

是否有聽過避難包？

家裡或公司有準備避難包嗎？

邱于恆

20 - 30

男

攝影師、自行車運動員

永和公寓套房

登山／騎自行車

╳

╳

╳

●

● ( 家 )

黃苡蓁

30 - 40

女

設計師

台北電梯大樓

旅遊

╳

╳

╳

●

╳

黃韻庭

30 - 40

女

金融業行政人員

萬芳華廈

騎腳踏車／跑步

╳

● ( 半年一次避難演習 )

● ( 知道但不知道哪一天 )

●

╳  ( 家 )    ● ( 公司 )

周育如

40 - 50

女

設計師

透天厝

看漫畫／泡溫泉

╳

╳

╳

●

●

孫文瑞

50 - 60

男

退休高中老師

北投透天厝

羽球／健行／登山

╳

●

●

●

●

第一階段整理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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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于衡A 黃苡蓁B

周育如D 孫文瑞E

黃韻庭C

PHASE

2 「 日常 ＆ 防災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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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年齡

性別

職業

居住環境

興趣

災害類別

天候狀況

地點

時刻

避難情境

邱于恆

20 - 30

男

攝影師、自行車運動員

永和公寓套房

登山／騎自行車

大地震

雨天（秋冬）

家／公寓

睡覺時

受困家中

黃苡蓁

30 - 40

女

設計師

台北電梯大樓

旅遊

地震（ 6、7 級 ）

夏天

家／電梯大樓

晚上

前往避難場所

黃韻庭

30 - 40

女

金融業行政人員

萬芳社區華廈

騎腳踏車／跑步

冬天（很冷）

● ( 半年一次避難演習 )

家／電梯大樓

睡覺時

車中避難

周育如

40 - 50

女

設計師

透天厝

看漫畫／泡溫泉

夏天

╳

市民大道 ( 忠孝東路段 )

晚上

開車時遇到地震

孫文瑞

50 - 60

男

退休高中老師

北投透天厝

羽球／健行／登山

晴天

●

家／透天厝

白天

第二階段整理

A B C D E

逃出或受困家中，且有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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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

3&4 緊急避難包清單

紅字為
台灣無印良品
有的品項

紅字為
台灣無印良品
有的品項

避難包

水

乾糧

雨衣

雨褲

長柄雨傘

濾水器水壺

暖暖包

救生毯

頭燈

營燈

乾電池

A B C D E

手電筒

繩子

手套

哨子

皮夾

現金、硬幣

口罩

衛生紙

常備藥

塑膠袋

打火機、火柴

急救用品套裝

A B D E

       為訪談者有準備的  ／         為訪談者認為需要帶，但家裡沒有或是沒想到的物資  ／         為受訪者就職處所發的防災包  ／               5 組受訪者皆有選的       

攻頂包 電腦後揹包 媽媽包 溫泉包 攻頂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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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字為
台灣無印良品
有的品項

紅字為
台灣無印良品
有的品項

多功能刀具

身分證件

保鮮盒

行動電源

充電線

扇子

保鮮膜

野餐墊／防水墊

眼鏡

隨身衣物

小毛巾

手機

A B D E

保溫杯

牙刷、牙膏

旅行用沐浴組

即時調理包

聯絡備忘錄

濕紙巾

安全帽

運動鞋

購物袋

尿布

車鑰匙

Mineral Ice

A B D E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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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唇膏

耳塞

布腰帶

小剪刀

眼罩

針線包

原子筆、奇異筆

筆記本

手帕

枕頭套

輕便外套

護墊、衛生棉

A B C D E

簡易廁所

布膠帶

A B C D E

紅字為
台灣無印良品
有的品項

紅字為
台灣無印良品
有的品項

PHASE

3&4 緊急避難包清單
       為訪談者有準備的  ／         為訪談者認為需要帶，但家裡沒有或是沒想到的物資  ／         為受訪者就職處所發的防災包  ／               5 組受訪者皆有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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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我們將五位受訪者準備的防災物品整理成總表，可以發現在不同的災害

情況下，大家準備的防災物品有些是互相吻合的，而這些物品雖然不能

完全做為「基本防災物資清單」依據，卻可以藉此找出設計防災包的機

會點及痛點。另外，這份物資總表的背後是具有台灣經驗的，並非從其

他國家的經驗移植，因此透過近一步地探討及延伸，相信可以以此為基礎，

逐步推演出越來越適合台灣的防災包及避難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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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經濟部工業局
執行｜台灣設計研究院
協辦｜台灣無印良品
顧問｜日本 Plus Arts NPO 永田宏和理事長
審閱｜臺灣防災產業協會 黃少薇秘書長
合作｜水越設計 、 早起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