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逐字稿開始> 

⚫ 上半段 

接下來請聽生活 In Design，美好早晨，來一段愛智之旅吧！。漫步在社會的街角，開啟我們與自己的

對話。穿梭在文化的迴廊，重拾我們與土地的羈絆，生活 In Design，為理想生活提案，設計所有幸福

的可能，週一到週五，早上九點到十點，我是嘉妮，歡迎收聽，生活 In Design。 

 

【主持人-紫筠】：哈囉各位聽眾朋友們大家早安。歡迎收聽生活 In Design，我是紫筠每週一到五早上

9點05分在空中與您分享豐富的生活資訊和消息。今天呢是2月7號。禮拜二，今天呢直接來跟大家預

告一下今天的主題，因為像我昨天就看到了一個新聞就是土耳其和敘利亞那邊有發生了很大的淺層地

震，所以也希望一切都平安無事，不要再有更多的罹難者了，那今天呢我們要講到的主題就是每個月

一次的災防新視界。而今天的主題就正好是地震，臺灣位於歐亞大陸板塊以及菲律賓海板塊的交界，

所以常可能因為板塊運動引起了規模有大有小的地震，那當大規模地震發生的時候啊，強烈地表的震

動可能會對自然環境產生了一些危害，也會對我們居住的空間還有公共設施造成破壞，甚至會引發了

二次災害，因此呢我們更應該重視災害來臨的時候要發生什麼樣的應變啊？或者是也要認識地震帶來

的影響，那究竟地震成因是什麼？建築物還有地震的關聯又是什麼呢？什麼又叫做土壤液化？我們今

天在節目當中呢就邀請到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吳秉儒研究員來和我們聊聊地震相關的資訊喔。 

今日夯話題，臺灣地處環太平洋火山帶啊大家都知道臺灣寶島的地震非常頻繁，因此日常防災的準備

呢就顯得格外重要，所以今天的夯話題呢，想要來和大家聊聊的，就是緊急避難的地震包到底要準備

哪些東西呢？那緊急避難包阿又稱作地震包或者是防災包，可以作為地震或是颱風來臨的時候的緊急

避難用途，那我們人們生活最基本的需要啊就會在這裡面看到，那有些地方政府呢也都配有每個家庭

一些防災包包，所以配到大家手上我們該怎麼準備裡面的東西呢？消防署呢就提醒說地震包裡面，應

該裝有七大必備物品，首先不可或缺的就是食物以及飲用水，食物呢就可以準備像是巧克力、餅乾啊

或者是比較熱量高一點的食物或乾糧，也可以放進去比較好攜帶的罐頭，或是真空包裝即食食品，而

飲用水的部分呢也應該要至少放進一瓶飲用水，水分這個很重要不可以忽略喔，那再來呢就是要準備

禦寒衣物，以及急救藥物以備不時之需，像是呢你可以準備防水外套啊雨衣啊小毛毯、暖暖包等等的

來降低這個不慎受困的時候，可能會出現失溫的風險，那如果你們家裡面呢有那種小型睡袋，不會佔

太大空間的話也可以一併準備，那逃生過程可能會發生一些碰撞啊，所以在防災包包中，你應該要準

備一些像是優碘、棉花棒、紗布、OK蹦等等的急救用品。還有一些個人衛生用品，像是口罩、衛生

棉、衛生紙，或者是你有長期服藥需求的話，也都要記得放入這些個人常備藥品當中。那必備的七大

物品啦，除了剛剛有講到的食物、飲用水、禦寒衣物，還有幾急救藥物這四大類之外呢另外三樣分別

就是哨子、手電筒、粗棉手套另外這三個喔，那哨子呢還有手電筒可以提高你在黑暗中獲救的可能性，

粗棉手套呢就是能夠避免你的雙手可能會遭到玻璃啊或者是瓦礫石去割傷這樣子，好，那另外呢也可

以建議你可以準備一些身份證、健保卡或者是存摺等等的重要文件影本，也可以備妥一些零錢啊或者

是少許現金。這個時候呢如果你遇到了這些災難發生也可以使用一些公共電話，或者是自動販賣機。

好時間來到了九點十分，來提醒大家地震包，其實要以揹得動為首要的條件裝入這些剛剛有講到的必

需品之後呢你應該要視個人負重能力，然後以一人一包為原則，然後才不會說導致負荷過重阻礙了逃

生，最後呢提醒大家地震包應該要放置在隨手可得的地方，像是呢床頭或是大門玄關處，那裡面的內

生活 InDesign 《防災新視界：地震對我們造成的影響(建築物破壞、土壤液化等)》訪問逐字稿 

來賓：地人組 吳秉儒 副研究員 

主持人：江紫筠 



容物也應該要定期更新，每半年檢查一次來確定說我的食物或者是藥品，有沒有保存期限不要放太久

囉。那我們先來聽一首歌曲，節目回來之後呢一起來聽聽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吳秉儒研究員來和

我們分享地震到底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 

面對災害來臨，我們該如何避免或與其共存，帶你瞭解防災觀念和知識共同學習防災演練和措施，防

災不是口號自我保護才最重要跟我一起開啟防災新視界。 

歡迎回到生活 In Design 的節目當中我是主持人紫筠，那今天呢在我們的防災新視界單元當中，要講

的主題就是地震，生於寶島臺灣的我們其實應該對地震都不太陌生了。而且像是我本人出生的時候，

還沒有1歲就遇到了921大地震，所以其實地震啊就是應該大家都算是對他瞭解，可是呢他帶來什麼樣

的災害還是很多人會打了一個問號，就是充滿了未知。那地震伴隨而來的像是人的生命安全啊財產啊

甚至是自然環境等等的，都會有一些影響，所以呢在今天的節目當中，我們就邀請到了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的研究員吳秉儒研究員來到我們的現場，哈囉研究員。 

【受訪人-吳秉儒】：嗨，主持人您好，我是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吳秉儒，歡迎大家 

【主持人-紫筠】：研究員您好。那我剛剛其實有講到，就是其實身為就是在臺灣的我們，對地震來說

應該大家都知道說很常會發生地震這樣子，那可不可以先請研究員跟我們介紹一下臺灣會發生地震的

原因是什麼啊？ 

【受訪人-吳秉儒】：臺灣在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面主要是在歐亞大陸板塊跟菲律賓海板塊交界的地

方，因為板塊相互擠壓，碰撞，就會造成很多的地震。 

【主持人-紫筠】：是。瞭解。所以這是我們臺灣剛好處在二個板塊碰撞的那個交界處，所以才會有這

麼多的地動發生這樣子，對，那除了板塊運動之外，還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原因可能會發生地震啊？ 

【受訪人-吳秉儒】：對於比較大的地震，大部分都是因為板塊擠壓所造成的。因為這個大地的一個相

互作用的力量非常的大，當它擠壓到一定程度，超過這個板塊所允許承受的範圍之後就會產生錯動。

板塊擠壓，產生錯動後就會造成所謂的斷層。那在斷層錯動當中的能量會釋放出來，就會產生所謂的

地震，那這個像我們剛剛主持人有提到921地震，在1999年這個是過去大概300年來發生一次很大的地

震。它規模到7.3，所以它總長大概有100公里左右，因為一個車籠埔斷層錯動的造成，造成災害的非

常的大，那過去在臺灣可能一百多年下來有曾經發生過比較大的地震，就像1935年新竹臺中地震，那

在更早的還有1906年梅山地震，這些都是規模大概7.0以上的地震，就會造成比較大災害在地表上以

後，看到非常明顯的錯動的痕跡，那會造成很多建物破壞啊，然後一些橋樑損毀，人員傷亡這些重大

災害產生，那如果對於比較小規模的地震，也可能在地底下某個地方，因為地下構造的相互的有些擠

壓或錯動的關係，他沒有出落到地表造成災害就不會那麼大。也許規模5.0或是以下的地震，你在地表

上感受到一些作用搖晃的程度，但是可能就不會造成嚴重的災害。 

【主持人-紫筠】：瞭解。剛剛呢研究員有跟我們講到了一些關於地震成因，其實是不是還有可能因為

火山爆發由可能會造成地震呢？ 

【受訪人-吳秉儒】：也有，像火山的像在夏威夷那邊。它是因為他火山底下的一些岩漿庫呢比較淺一

點，所以它本身的錯動甚至你會在地表上看到岩漿在流動，在岩漿在往上噴發的過程當中，造成一些

地震。 

【主持人-紫筠】：那臺灣有可能會發生因為火山而造成的地震嗎？ 

【受訪人-吳秉儒】：基本上在前一陣子的新聞，有些報導大屯火山，它底下有學者提到有所謂的岩漿

庫但是在臺灣過去觀測歷史裡面還沒有真的這麼嚴重的噴發過，他也許是一個不是那麼活躍的火山，

那它潛在的危害度也沒有到那麼高，那我們臺灣比較可能遇到還是這些板塊擠壓所造成的地震為主。 

【主持人-紫筠】：是，瞭解。謝謝研究員，那剛剛呢您剛剛有講到說其實因為臺灣會有一些斷層出現

嘛，那現在臺灣整個裡面來說大概有多少條的斷層。 

【受訪人-吳秉儒】：譬如像我們的中央地質調查所，在前幾年大概2021年底的時候，有公告了新的三



條活動斷層，所以加起來現在臺灣總共有三十六條活動斷層。 

【主持人-紫筠】：三十六條喔… 

【受訪人-吳秉儒】：對，那它會造成活動斷層原因在於說過去呢所謂的第一類活動斷層，就是過去在

10000年以內你曾經錯動過的一些跡象，他有一些災害的歷史，或是根據他的斷層的定年所訂出來的

過去10000年以內曾發生過錯動就訂定所謂的第一類的活動斷層，那第二類就是在100000年以內的就

是所謂的第二類的活動斷層，活動性都比較沒那麼高，那所以總共加起來大概有三十六條活動斷層在

臺灣。 

【主持人-紫筠】：那大概會分佈在哪些區域啊？ 

【受訪人-吳秉儒】：那因為我們的中央山脈很高嘛。所以從菲律賓海板塊往大陸板塊擠壓的時候，大

部分的活動斷層都在我們的西半部地區。 

【主持人-紫筠】：都在西半部這邊。 

【受訪人-吳秉儒】：大部分，可能三十六條大概有三分之二西半部地區 

【主持人-紫筠】：瞭解。 

【受訪人-吳秉儒】：因為他就在山跟平原交界，所謂的山麓交界的地方，很多都是東北西南走向，因

為我們的中央山脈是東北西南走向，那他在擠壓的時候，大部分都朝這方向擠壓，也有是有是斷層是

東西向，走向比較少，所以大部分都在西半部平原地區，那其實這也會對我們的人口造成很大的危害

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西半部地區人口比較密集。 

【主持人-紫筠】：對，因為是平原大平原。 

【受訪人-吳秉儒】：我們人類其實都是逐水草而居，在很多的平原地區因為有河川的沖積，它是比較

肥沃的土壤，所以我們人都會居住在平原地區，但是不巧的，我們這些斷層也會都是在這些山麓交界

的地方，所以會離我們居住地方很靠近，那就是臺灣對於地震來講。對我們的一些相關的研究是一個

很大的挑戰。 

【主持人-紫筠】：是，是。我剛剛其實聽到有時候有點驚訝的原因，是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宜蘭人嘛，

然後因為宜蘭或者是花東這邊很常發生地震，所以我一直以為斷層很大一部分都在東半部，結果沒有

想到是在西半部。 

【受訪人-吳秉儒】：對，妳知道嗎？在其實在宜蘭縣這個地方，沒有任何一條活動斷層。 

【主持人-紫筠】：真的嗎？ 

【受訪人-吳秉儒】：對，它是宜蘭沖積平原，他沒有任何一條活動斷層，是在主要是在花蓮跟臺東地

區階段，那剛好反過來就是有70%的地震發生在我們的臺灣東部地區，包括外海地區，那但是其中的

30%發生在西部地區，如果他的地震的規模大於7.0以上就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傷亡。 

【主持人-紫筠】：了解，真的我今天真的聽到了，然後讓我大開眼界的感覺。那其實剛剛有研究人員

你有提到，就是大規模地震嘛，那我們一般的常識來說，聽到大規模地震可能都會在聽到一個名字叫

做餘震，那每一次大規模地震，一定都會有餘震的發生嗎？ 

【受訪人-吳秉儒】：有可能，因為我們如果地震規模在6.0以上的時候，那代表說它的斷層的錯動比較

長，那它的所激發能量比較大，所以他不會一次就釋放完畢。 

【主持人-紫筠】：會慢慢地，慢慢地這樣。 

【受訪人-吳秉儒】：主震完之後，通常會伴著餘震，就是那錯動不會完全一致就到位，尤其921地震，

主震7.3之後陸陸續續有規模6點多地震發生了很長一段時間持續1、2個月的時間都會，你都會感受到

在一直在震。 

【主持人-紫筠】：那通常第一個發生的地震一定是主震嗎？還是有可能是餘震先？可是他們都叫”餘”

這個字。 

【受訪人-吳秉儒】：對對。所以其實在日本311地震，2011年的時候，他在3月11號之前幾天曾經發生



一個規模7點多的地震，同樣在那個主震附近，那人家都以為說這是一個蠻大的地震規模7.3，他以為

這就是主震，其實他後來看起來他只像一個前震而已，主震前面的一個一個組的前震，那他的主震規

模到9.0，所以它的規模地震規模差1.0的話就差了30倍的能量。 

【主持人-紫筠】：那通常我們會怎麼判別說還會不會有餘震這件事情發生，就是一定會有一些數據說

可能我知道他還沒有釋放完還是會有怎麼樣的方法可以去判定呢？ 

【受訪人-吳秉儒】：或者說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從地震規模的大小大概就可以去猜說他可能後面餘

震多不多大不大，它是有一定的比例的關係的，譬如說有時候規模7.0以上，他可能後續如果沒有在更

大地震發生後續餘震大部分都會小於7.0，7.0之後可能變成6點多持續一段時間規模越來越小，然後也

不會那麼密集，發生的次數，它的頻率和一定要慢慢慢慢遞減下來。那如果是規模5.0以上也許後面發

生餘震次數就沒那麼多了。 

【主持人-紫筠】：甚至有可能會轉變成無感地震，對不對？ 

【受訪人-吳秉儒】：對，如果規模4點多或甚至3點多，慢慢就沒有感覺。 

【主持人-紫筠】：是。瞭解瞭解，那我們通常知道地震晃動啊他有分為上下搖跟前後左右的這種搖度，

那哪一種可能會造成的後果會比較嚴重。 

【受訪人-吳秉儒】：其實在各位如果下次地震的時候可以仔細地觀察一下，或者感受一下，人體就是

一個很好的感測器，下次你如果感受到，先感受到上下跳動的一個震動先來，那個所謂的 P波英文叫

primary，英文叫 primary，就是主要的，或是先到達的波，它是一個體波，就是他的質點的運動方向，

跟他波前進的方向。是一致的。就像一個一個就那個圓柱形的彈簧，你在抖它一下他慢慢的往前推，

像毛毛蟲針對那個叫做 P 波。所以他你會從地底下傳到你這個地方呢大部分都會因為他地底下介質

的關係他的波束傳遞的過程當中會慢慢地轉是上下，你如果你感受到上下跳動的時候代表說這個地震

離你很近。因為他地震的體波，P 波會很快地衰減下來，那他沒有辦法傳很遠，所以傳到距離越遠的

時候，他的 p波的振幅就越來越小，那反過來說，如果你明顯地感受到他的還有很大的震動，代表這

地震離你很近 

【主持人-紫筠】：淺度很淺。對不對？ 

【受訪人-吳秉儒】：很淺，而且離你很近，它的距離很近才感受到 P 波，不然遠一點它就消散掉。P

波先到，那因為他是上下跳動的。所以跳跳大概就沒有事，就好像你人在往上往下跳你不會感到頭暈，

你不會跌倒。但是如果接下來的 S 波英文叫 secondary，或是叫 shear ，shear wave 剪力波，那顧名

思義就是他受你在裡面的結構物或人是被晃動的受到剪力。那我們就像一隻尺一樣，你把它用彎它的

受剪力的話，他就會斷掉，到一定程度它會斷掉，那你人能感受到前後左右晃動的時候，你會頭暈會

跌倒，那所以所謂的 S 波呢就會造成比較大的一個災害，P 波跟 S 波中間就有波傳的一個速度的差異

性。所以你就會感受到。如果上下跳動後面左右搖晃的波隔比較久的時候，他就代表說這個地震離你

很遠。你可以比較不用那麼擔心。反過來說，如果你上下跳動很大，而且後面跟著左右搖晃得，馬上

就來了，1、2秒鐘馬上就來，代表這地震離你非常的近，你就要非常小心。 

【主持人-紫筠】：是。我剛剛聽到了一個很久為的名字就是 P 波跟 S波，因為大概只有在高中讀到什

麼地科的時候才會聽到，然後過了很久其實就已經忘記，直到剛剛研究員再次跟我們解釋，我才更清

楚瞭解說 P 波跟 S 波的差別，那所以如果下一次地震來的時候驚慌之外，你可以用自己的身體去感

受看看，到底你感受到的是上下跳動還是左右前後的搖動這樣子。 

【受訪人-吳秉儒】：對。 

【主持人-紫筠】：是。那剛剛其實研究員還有講到另外一個就是關於規模這件事情，你又說規模可能

差一點點就差30倍耶！那規模跟我們常聽到的一些震度他是要怎麼樣去判別的呢？ 

【受訪人-吳秉儒】：規模其實他代表這個能量的大小，所以它是根據斷層錯動的長度去推算出來，是

一個數學計算式，推算出來的一個數值。那之前地震測報中心郭鎧紋主任，他用一個一顆原子彈爆炸



的能量去比喻的話，他一顆原子彈爆炸大概就相當於規模6.0的地震所釋放的能量，差不多這樣一個

等級，那所以意思就是他是帶有小數點的數字，因為他是能量所計算出來的一個數值的地震規模，那

地震規模每差1.0會差三十倍的能量，所以他會乘次方的往上跳。那相對而言這波，剛解釋到說隨著距

離的遠近，它傳遞會越來越小地震動幅度會愈來愈小，所以震度就是你在當地所感受到地震搖晃的程

度，他是有等級的跟他一級二級三級四級五級六級到七級。中央氣象局在109年的時候修正了我們震

度分級制度，那在震度五級以上，把它再細分為五強跟五弱，六強跟六弱跟七級，總共有十級的分級

方式，主要的原因在於說，我們地表會有一些監測的儀器，會量到地表加速度會量到地表的速度，那

尤其在震度五級以上之後呢地表的速度會對結構，因為它是一個衝量的代表。PGV，peak ground 

velocity，所謂的 PGV，那他的衝量代表說當你說結構受到這樣的一個衝量的時候，他會對結構造成

更大的損害。所以在震度五級上就用 PGV來當作一個主控的參數，當 PGV大到一定的數字後，他就

去區分五強五弱，六強六弱到七級這樣方式，那詳細可以看一下氣象局的網站，他就去定義說怎麼去

做震度分級。根據 PGV多少數值，根據 PGV多少數字去做分級。 

【主持人-紫筠】：沒錯，我們現在看到天氣預報或者是一些地震來臨的時候的一些新聞報導，就會發

現跟以前真的不一樣了。就會在數字後面多了一個字這樣子。所以剛剛研究人員跟我們分說到底震度

以及規模這二個的差別是什麼？所以當你以後跟人家講說今天的規模幾點零的時候不可以幾級喔也

不可以講錯，這二個是完全不同的單位跟測量的模式。是。好那上半段的節目呢我們就邀請到了吳秉

儒研究員，來跟我們介紹一下地震的一些相關的知識，那下半段呢我們也要來深入瞭解說，在地震之

後有沒有對我們造成什麼樣的影響？譬如說建築物破壞啊或者是土壤液化等等的。那我們就在廣告之

後馬上回來。 

 

⚫ 下半段 

【主持人-紫筠】：歡迎再次回到生活 In Design 的節目當中，那今天呢我們的主題是防災新視界，剛

剛呢在上半段的節目，我們就邀請到吳秉儒研究員，來跟我們簡單地再次介紹說地震的一些成因啊還

有一些相關的知識，所以下半段就來到我們今天的重點就是地震對我們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那我們

今天呢邀請到的就是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研究員吳秉儒研究員，哈囉研究員您好。 

【受訪人-吳秉儒】：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吳秉儒。 

【主持人-紫筠】：那剛剛呢就是有簡單的講到了一下我們一些相關的地震的知識了。下半段，我真的

很想瞭解說，其實在大規模地震發生的時候啊地震通常會造成什麼樣的災害發生啊？ 

【受訪人-吳秉儒】：我們人呢其實大部分時間都在建築物裡面。不管是在家裡住家的一個休息，或是

到辦公場所去工作，我們大部分1天24小時可能有超過三分之二時間都在建築物裡面，所以也就是說

當地震發生的時候，雖然說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發生，但是一旦發生，所以你可能有三分之二的時間

會在建築物裡面受到這樣一個危害風險。所以建築物的一些耐震的性能就相當重要，如果你的建築物

所在的耐震性不夠的時候，那你在這個地方可能就有生命的安全的疑慮。對。所以可能就是對大的地

震來講，可能對結構物還有對一些道路橋樑還有像一些重要的設施、供水供電設施，這些東西如果壞

掉之後也會造成我們生活上的一些不方便，或甚至嚴重影響有危害的可能性。 

【主持人-紫筠】：是。剛剛研究員先講到我們最重要就是很多人瞭解到了建築物破壞這件事情。那我

就想到說，在之前前幾年有個臺南維冠大樓發生的一些地震倒塌的事件，但那個時候就正在討論說很

多樣的建築物其實是不太好去居住的。譬如說 L 型或者是ㄇ字型或 T 字形的一些建築物這樣子。那

為什麼這些大樓會比較沒有那麼穩固，然後甚至可能容易倒塌呢？ 

【受訪人-吳秉儒】：其實主持人很厲害有做功課，這個對結構物的一些形狀來講，確實是蠻重要的因

素，我們一般在考量結構耐震性能的時候，最喜歡看到就是方方正正的建築，因為他最穩固，就好像

你人是一個比較剛剛性的一個一個個體在這邊。那如果是一個 L型呢你可以想像說，他形狀上面可能



就不是那麼對稱，那當受到地震的左右搖晃的時候，它本身的重心會因為你的形狀跑掉，所以維冠大

樓它基本上它的形狀就不是那麼對稱，然後加上他的1樓呢是很多的，因為他有把很多的結構牆打掉。 

【主持人-紫筠】：就是住商混合的那種大樓。 

【受訪人-吳秉儒】：因為很多的結構牆是它裡面有綁鋼筋的，是不能夠打掉，打掉之後就會讓結構體

在這個牆面的忍受的程度會降低很多，牆因為他把柱跟樑整個結合在一起，整個會變成一個非常剛性

的一個耐震個結構系統，那你把它破壞掉之後就會形成這個柱子傳遞下的力量單純只有柱子承受。那

如果柱子不夠的時候，他被剪斷了，那就倒下來。那維冠大樓倒了就是因為1樓柱子被剪斷，所以整

棟樓就傾斜，傾斜之後接下來上面一層的結構荷重往下壓下來的時候底下就被壓扁。所以他就造成非

常大的一個傷亡。 

【主持人-紫筠】：瞭解。所以其實每一棟大樓他都會有一個固定的一個承重牆，還有承重的柱子，那

如果你之後可能買入或購物之後，你想要打破一些格局，都還是不可以動到這些承重牆的對不對。 

【受訪人-吳秉儒】：是的。如果是磚砌起來的牆，隔間牆話要打掉是沒有關係，因為他沒有承受結構

荷重，如果是有綁鋼筋的，那就要很小心你要改變這個結構系統的時候，你就要很注意到說，對整個

結構安全的危害。 

【主持人-紫筠】：瞭解。那剛剛呢我們講到就是居住空間以及建築的部分，通常地震發生的時候，還

會帶來一些什麼樣的其他災害發生呢？ 

【受訪人-吳秉儒】：在地震剛剛提到的所謂造成結構破壞，一些供水供電設施的破壞之後呢其實在很

多的管線，像我們的瓦斯管，如果它斷掉之後那你正在用火當中，那就引發火災。像1995年阪神地震

在日本它燒了3天3夜。 

【主持人-紫筠】：3天3夜~ 

【受訪人-吳秉儒】：對，它造成六千多人傷亡的主要的原因都是因為火災，因為日本他比較特殊是因

為他很多的木造結構。 

【主持人-紫筠】：對對對 

【受訪人-吳秉儒】：那火災發生在下午五點多的時候，那那時候家家戶戶都在煮飯用到火，所以一旦

瓦斯起火之後，又加上他一些木造房屋座落在比較狹小的社區裡面，那大火一發不可收拾，那尤其在

震後可能因為地盤錯動的關係，我們的消防水管也因為錯動關係消防栓沒有水，所以完全都沒有辦法

來得及救火，大火燒了3天3夜，那你可以想像那個是一個人間煉獄。 

【主持人-紫筠】：是。對啊，所以其實很多可能地震沒有造成很多譬如說建築物的大規模的倒塌，但

是因為管線的錯動造成可能一些瓦斯漏了一些或者是漏電，然後更引起了二次災害發生。 

【受訪人-吳秉儒】：對，那除了火災之外，還有一項非常大的一個傷亡的產生原因是海嘯，像剛剛提

到了日本311地震，2011年的時候，它在外海160幾公里的地方，你想都想不到說他會造成這麼大的傷

害，因為它規模九點的地震，造成地盤很大的上下的錯動，那這個上下錯動可能是幾公尺，他就帶著

很大的量體的海嘯產生了，然後從海上傳到陸地上大概經過20分鐘左右的時間，那造成陸地上可能最

多十幾二十幾公尺高的海嘯，那日本那次地震有死亡人數差不多將近2萬人，那絕大部分都是因為海

嘯所造成，那在更早一點，2004年的時候，南亞大海嘯規模差不多9.1左右，在南亞印尼附近。印尼的

那個蘇門答臘島那邊，那整個印度洋地區包括印尼到甚至到西岸的非洲，然後像巴基斯這些國家全部

造成將近30萬人的死亡。 

【主持人-紫筠】：所以其實海嘯或者是一些火災還更造成二次傷害，其實也是不容忽視的。 

【受訪人-吳秉儒】：對。 

【主持人-紫筠】：對。那剛剛有講到說可能在災害發生下來會有一些居住空間或者是一些二次傷害，

其實像我們上一個月提到的一些崩塌或者是土石流災害其實有可能也是跟地震有關係的，那地震來臨

之後，我們可能會造成什麼樣的自然災害？ 



【受訪人-吳秉儒】：剛剛主持人提到說，除了在都會地區造成一些建物設施的破壞之後，那你如果住

在山坡地會造成坡地崩塌，像我們的原住民部落很多在山區裡面，那坡地崩塌呢，一來會你如果房子

緊鄰著山坡地可能就被掩埋掉了，那如果是道路呢也會因為山崩的關係把阻斷了。那你人在這些部落

裡面就會形成所謂的孤島地區。因為道路可能只有這條可以通，那你如果道路被山坡給阻斷掉之後呢，

那我們的救災人員就沒法進去，食物的飲用水的補給也沒辦法進去那裡，那邊可能就需要直升機去空

投。就變成一個孤島地區，那個對我們的救災單位就會造成很大的壓力。 

【主持人-紫筠】：瞭解。就是比如說造成了一些土石流崩塌。然後導致了這個地區可能成為孤島，所

以儘可能還是如果有辦法避免的話還是能先離開會比較好這樣子。 

【受訪人-吳秉儒】：對。那其實剛剛提到說地震造成這些坡地災害，那我們921地震之後呢後面跟著

幾次颱風就誘發了很多的土石流，它的前因呢也跟這個地震有關係，因為地震造成這些山體鬆動之後，

很多的山塊都累積在山坡上面，那一旦下大雨之後，這些泥水就混著大量的土石往下的滾動，結果造

成土石流。所以在921地震之後，有陸陸續續向賀伯颱風的幾個都是很大，那時候才讓臺灣人民清楚

地看到什麼叫做土石流，造成非常大的傷害，那大家都在南投縣、臺中地區的很多的民眾就受到危害

的原因。 

【主持人-紫筠】：是瞭解。那像我們剛剛其實有講到除了一些坡地災害之外呢還有一個名詞叫做土壤

液化，那可不可以先請研究員跟我們解釋一下什麼叫做土壤液化呢？ 

【受訪人-吳秉儒】：嗯，我們從名詞上來看，其實土壤它本身是固體狀態，它在地底下可能是一個一

個蠻硬的土壤，但是它如果地底下有水有地下水，那地下水比較高，然後加上地震規模比較大的時候

搖晃程度比較久，那就會造成土壤液化，那其實在921地震的時候，在臺中霧峰跟員林等等地區都有

發生土壤液化的現象。可是那時候大家的焦點都集中在人員的傷亡部分，土壤液化就沒有那麼多受到

重視，那剛好在2016年高雄美濃地震的時候，那時候傷亡比較沒有相對沒那麼大，那但是在臺南市安

南區附近就發生很多，因為土壤液化，這個結構下沉可能最多幾10公分，甚至有到1公尺的，那一層

樓可能3公尺，你就少掉三分之一。 

【主持人-紫筠】：就是地層下陷那個。 

【受訪人-吳秉儒】：對，整個陷下去了。因為土壤它本身是固體，但是經過搖晃以後，因為他是飽和

鬆砂層，它有三個要素，第一個就是它是必須要有飽和的鬆砂層，有疏鬆的鬆砂層，然後加上很高的

地下水位，然後最後一個驅動力就是很大的一個地震規模的地震，三個要素都要同時具備才會發生土

壤液化。 

【主持人-紫筠】：是，所以就是可能如果土壤液化發生就是原本很紮實的一些土壤，然後可能因為水

灌入或者是水位的發生改變，造成整個地磐直接往下掉了一大部分，那其實真的也會讓很多建築物間

接也會產生到破壞對不對？ 

【受訪人-吳秉儒】：對。如果像我們一般的剛剛提到了臺南市安南區附近的般的一層到二層樓的房子，

它是沒有地下室的，就放簡單的淺基礎，就放在地表面上面，那剛好那附近以前是一個埤塘，可能是

運河經過的地方，它本身底下土壤就比較軟弱，剛剛提到說它可能底下都是一些鬆軟的砂土層，然後

加上它地下水會比較高因為以前是個埤塘部分，那經過這些大的地震作用之後，它有受到擾動。那其

實我們去海邊你可以做一個簡單的實驗，海邊在沙灘上面，它基本上底下的水都很高。就是在海邊的

沙灘上面，你若靠近沙灘的時候，你用你的腳用力去踩它，你會比較發現水會冒上來。 

【主持人-紫筠】：對。對。對。 

【受訪人-吳秉儒】：就是這種原理 

【主持人-紫筠】：瞭解，瞭解 

【受訪人-吳秉儒】：那土壤本來你看起來是個固體，但實際上底下有地下水，那經過搖晃的時候，他

變成液態狀，就是所謂的土壤液化。 



【主持人-紫筠】：原來，所以其實到海灘就可以看到這簡單的原理發現。 

【受訪人-吳秉儒】：然後那個水呢它顆粒之間，他會有所謂的孔隙水，被水充滿了，但是你經過搖晃

之後呢它這個沙土顆粒會趨向比較緊密排列，那就會擠壓到顆粒跟顆粒中心的孔隙水，那這個孔隙水

受到壓力受到一定程度之後，它會爆發出來。就會往上竄上來。它會想要掙脫，就好像你擠我，我就

不高興了，我想往地方跑哪裡是最好的跑的方式往上跑，因為上面沒有束縛，你讓我左邊跟右邊，大

家都互相擠來擠去往下壓力更大，那擠不下去的時候就往上跑，那往上跑就會把這些細細地土壤顆粒

帶到地表上來說，所以你會看到噴砂，在地表上看到一個砂，砂噴出來的孔洞，那沙噴出來之後接連

的因為它沙被帶走，所以底下就空了。所以你房子就往下陷。 

【主持人-紫筠】：是。原來是這樣。哇我今天才透過研究員才更加瞭解，說到底什麼叫做土壤液化？

因為之前都覺得那是個專業名詞 

【受訪人-吳秉儒】：其實它的原理很簡單 

【主持人-紫筠】：瞭解瞭解。好，那我其實很好奇說土壤液化，通常發生在哪些地方會比較多啊？ 

【受訪人-吳秉儒】：剛剛有提到說，像這些曾經是埤塘的地區，那或者是像我們河川有所謂的行水區。

所以在這個行水區左右附近都是相對而言土壤比較軟弱的地方，因為它從沖積下來的，從上游一直把

一些細顆粒往下帶。所以這些地方就慢慢地覆蓋在這些土壤上面。 

【主持人-紫筠】：是。就像宜蘭也是嘛。 

【受訪人-吳秉儒】：對。如果你在這地方蓋房子的話，一定要小心，就是一般我們的房屋的建築規範

裡面都有要求說要做地質的調查，所以土壤液化不是說世界末日，他是有方法可以克服的，可以用些

工程手段，那在我們的建築規範裡面都有規定說，我們要先做地質調查，就是你在當地合作鑽探。給

挖個洞下去，把裡面的土壤取出來看看，看它是長什麼樣子。是沙土是黏土。然後它的強度怎麼樣，

那在地表可以有些灌入實驗，用錘子去捶它，看捶幾下就可以判斷說，這個土壤的軟硬程度，那根據

這個量測數值去做工程的設計，看是需要比較做一些地表的開挖做地下室或甚至有需要做樁基礎又把

這個結構荷重往下傳遞到底下比較堅硬岩盤的地方。那上面的土壤即便發生土壤液化，也不會對結構

造成影響。 

【主持人-紫筠】：瞭解。原來現在還有這種就是比較專業的一些建築方式這樣子。好，那剛剛我們邀

請研究員幫我們講到了一些可能地震之後會發生的影響還有災害，那最後一點點時間我也想請研究員

來跟我們說，通常在地震災害之後，還會有哪一些後續的處理，我們災害防治工作大概會有哪一些呢？ 

【受訪人-吳秉儒】：其實在我們中心的任務裡面，有一項就必須參與地震的應變，是我們中心在大坪

林捷運站裡面的九樓，那我們在那棟樓呢基本上是內政部消防署，他就是應變的主責單位，在我們那

棟3樓呢就是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所以每次大一點地震發生之後呢，我們就有一組同仁必須要進駐到

3樓。那就可能地震過後也許是30分鐘40分鐘之後，我們的行政院的長官就來到現場。我們必須要作

對他做一個簡報，那我們是負責情資研判工作，那還有很多的部會，像交通部、內政部、農委會、水

保局或者是環保署，他們都有各自的，因為我們的災害防救法他的權責業務的主管的關係，他就必須

要做一個根據他所轄管的一些單位，做一些研判資訊提供給指揮官說，哪裡可能需要比較多的一些資

源進駐，還要做跨縣市的資源調度，所以這是所謂的地震應變，那地震過後就必須要做災害復原重建，

所以我們就有部會他過去接著就看到他所謂的轄管地區，像交通部就要去看看道路橋樑哪些地方壞掉

了，他必須要派一些機具去維修，趕快把它搶通，這樣我們的救災人員才能進去，我們的物資才能進

去，才能後續讓民眾的生活能夠復原，那是就所謂的復原重建，那如果說我有要避免這些災害所造成

的危害。我們必須要先做一些減災的規劃。在災前預先去做。透過一些… 

【主持人-紫筠】：警報… 

【受訪人-吳秉儒】：對，那個可以做一些規劃，提早一些像怎麼樣透過一些建物補強，讓我們的房屋

更安全就可以減少這些傷害的產生。 



【主持人-紫筠】：是。謝謝研究員，那就像剛剛研究員說道我們雖然地震可能在臺灣發生很多次，但

是因為經由一些專業的人員幫我們做前置的作業，避免它災害發生可能造成很大的嚴重或後果，那在

災後呢也有很多人去為我們去做一些災後的應變措施，還有一些簡報工作才可以讓臺灣可能在地震來

臨發生的時候比較不會那麼恐慌，驚慌失措等等的。好，那未來呢如果民眾朋友們遇到地震，你還是

要小心就是先冷靜下來，然後去瞭解說，以前經過一些防災演習有沒有什麼樣的經歷然後慢慢地去應

對不要驚慌失措。好，那今天呢在節目當中真的非常謝謝吳秉儒研究員來到節目當中跟大家分享這些

關於地震的知識。謝謝。 

【受訪人-吳秉儒】：謝謝。 

【主持人-紫筠】：好，也請大家繼續支持每週一到五早上9:05分的生活 In Design，我是紫筠大家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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