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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
幣當局對抗通貨膨脹的方式有

兩 種 ， 其 一 是 採 行 漸 進 主 義 

（gradualism），另一則是激進的冷火

雞 （cold turkey）策略。所謂漸進主義，

即循序漸進地調高利率或減少貨幣供給

量，來抑制總體需求持續擴張，以引導經

濟體系進行軟著陸（soft landing）。在

此一策略之下，貨幣成長率、通貨膨脹率

將逐步下滑，而失業率則會緩步上升；冷

火雞策略則是透過大幅度的調高利率或減

少貨幣供給量，以快速打擊總體需求的擴

張，惟可能導致經濟體系的硬著陸（hard 

landing）。在此一策略之下，貨幣成長

率、通貨膨脹率會快速下滑，而失業率則

有可能會大幅攀升。例加美國在1980年

之初，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一度達到

13.6%的水準，當時美國聯準會（FED）

主席保羅·伏克爾（Paul Volcker）即採

取冷火雞策略，將聯邦基金利率拉高至

20%，使得當時美國經濟成長付出巨大的

代價，包括失業率超過10%，企業與銀行

的利潤也大幅下降。所幸在成功遏制不斷

上漲的貨幣供給量後，自1983年起，美國

CPI平均增幅大多控制在5%以下，為之後

美國的經濟榮景奠定良好的基礎。因此，

要採取漸進主義或是冷火雞策略來對抗通

膨，需視經濟體對於通貨膨脹與失業或是

經濟成長的成本大小而定。

cold turkeycold turkey

商品策劃處 研究企劃科商品策劃處 研究企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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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同一期間，美國10年期債券殖利率

亦從1.5%持續彈升至近3.5%。此外，在

升息循環過程中，也將衍生其他國家資本

外逃的風險，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例如

在1980年代初期，Fed加速升息推動美元

升值，讓開發中國家難以償還外債，造成

1980年代拉丁美洲的經濟危機。因此，包

括IMF、世界銀行及國際清算銀行（BIS）

等，都曾發布報告指出，新興市場將是當

前FED升息循環下首當其衝的受害者。

根據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 & 

Co）的統計，今年以來投資者已從新興市

場債券基金中撤資近500億美元，流出幅

度創下2005年來新高。且從年初至今年7

月，彭博新興市場以美元計價的綜合主權

債指數（Bloomberg EM USD Aggregate 

Sovereign Index）已經暴跌20%，超過

2008年金融危機全年跌幅。而從今年初迄

7月底，新興市場已有俄國、白俄羅斯、斯

里蘭卡、馬利等四國被宣告債務違約，薩

爾瓦多、寮國、烏克蘭等三國也被穆迪信

評降評至接近違約等級。阿根廷、巴基斯

坦、迦納、肯亞、奈及利亞、厄瓜多、埃

及等國的外債價格亦大幅下挫，顯示這些

新興市場的償債能力已岌岌可危。

近二年受COVID-19疫情影響，使得全

球消費激增，並推升物價。在疫情期間，

遠距上班與教學商機推升NB、TV等電子

產品需求，在疫情趨緩後，又因汽車、家

具、家用電器等商品及各項民生服務的需

求快速反彈，形成物價上漲的壓力。而疫

情也中斷了部分商品的全球供應鏈，並導

致全球航運大亂，航線停飛及貨櫃塞港嚴

峻，使得全球供應鏈更為緊峭，為物價上

揚增添動能。加上今（2022）年以來受到

俄烏戰爭衝擊，能源、原物料、糧食等價

格飆漲，導致近期全球通膨加速升溫，包

括美國、歐元區、韓國、日本、台灣等國

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皆呈明顯上升的

趨勢。其中美國的CPI年增率在今年7月更

是已經來到9.1%，為自1981年後的40年來

新高。

此次通膨發展之初，由於FED當時認

為通膨只是暫時性的，並未採取積極的態

度來應對。惟至今年以來，受俄烏戰爭衝

擊導致通膨加速升溫，使得FED於今年3

月結束購債並開始升息一碼。由於FED的

貨幣政策已嚴重落後通膨的發展，加上油

價飆漲，導致物價上漲的情況已遠遠超出

FED的預期，逼迫FED放棄漸進主義而採

取更強有力的冷火雞策略來打擊通膨。因

此，FED除在5月升息二碼外，並在6月的

會議一口調升三碼，創下27年半來的最大

升幅，而7月、9月的會議也分別再次調升

三碼。除了升息外，FED亦自6月1日起縮

減目前規模已膨脹至近9兆美元的資產負債

表，而此次縮表的過程也將比2017年的縮

表更為快速與猛烈。

面對美國既快又猛的升息及縮表步

調，國際金融市場近期的波動也相當劇

烈，例如美國S&P 500指數從今年初的高

點下跌至6月中旬的低點，跌幅逾23%，



71 9 & 1022

 

1.   中央銀行臉書貼文系列專書，2022年07

月，「冷火雞是?」

2.   經濟日報社論，2022.03.18，「升息壓

得下通膨、帶得動經濟？」

3.   FINDIT，2022.03.24，「名家專欄-吳孟

道，不能輕忽升息循環的後座力」

4.   聯合報，2022.07.27，「龔天行／醞釀

中的新興市場國家債務危機」

5.   商周，2022.07.08，「骨牌來了！斯里

蘭卡破產之後...新興市場恐出現歷史性

違約潮」

而受能源、穀物及基本金屬等原物料

行情急遽攀高的影響，台灣近期也面臨物

價上漲的壓力，儘管中油及台電已吸收許

多能源上漲費用，但至今年6月台灣的CPI

仍較去年同期上漲3.59%，創下近14年新

高，並已連續4個月超過3%。而相較於

FED今年3月至7月已大幅升息9碼的冷火雞

策略，台灣央行此次面對通膨的作法，相

對溫和許多，除於今年3月升息1碼外，在

6月、9月時僅升息半碼及同步調升新台幣

存款準備率1碼。央行之所以升息幅度明顯

低於FED，其考量因素除台灣物價低於美

國許多外，還有台灣物價上漲主要來自成

本的推升，如進口原物料成本及天候等供

給面因素，而非需求拉動。若央行採大幅

緊縮貨幣措施來抑制需求將會付出昂貴代

價。雖然目前央行升息幅度有限，對於經

濟的衝擊較低，但若台美利差持續擴大，

短期之內新台幣走勢恐將趨貶，資金流出

的壓力將加劇，而新台幣貶值也將加重進

口物價上升的壓力，亦將不利於國內物價

的穩定。

∼本文由古增鐽提供∼∼本文由古增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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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18歲高三學生某日騎乘電動自行

車，因轉彎不慎擦撞到停放路邊的特斯拉

汽車，除了電動自行車車頭毀損外，特斯

拉後側板金受損，初估修車費用至少8萬元

起，趕來協助處理的學生爸爸非常著急，

好在孩子只是輕傷沒有大礙，但是修車費

用就令人頭痛了⋯。

新北市一位林小姐，日前要騎車前往

中和的美式賣場，才準備轉進去停車場，

還特別放慢速度，也注意來車，沒想到!突

然有一名電動自行車，居然從人行道冒出

來，把林小姐撞倒；撞倒後，不但沒有停

下來，反而看了一眼就加速落跑，林小姐

的骨盆跟手全都得開刀治療，起碼休養三

個月以上，警方調閱好幾支監視器，卻因

為電動自行車沒車牌，找不到肇事者⋯。

電動自行車不需要考照，購買門檻

低，比騎機車或自行車都方便，成為近期

新形態的代步工具，但是，因為沒有車

牌，除非當場攔查違規開單，否則幾乎都

只能任由亂象發生。依據統計資料顯示，

電動自行車肇事事故件數，10年來逐年上

升，總件數從809件增為9,254件，死亡人

數從12人增為63人，受傷人數從735人增

為8,136人，主要肇事原因分別為「未依規

定讓車」、「轉彎（向）不當」、「違反

號誌、標誌管理」；亦有部分立委指出電

動自行車有五大問題，包括「改裝風氣嚴

重」、「騎乘年齡沒限制」、「未強制戴

安全帽」、「沒有車牌控管」，以及「定

位模糊，像自行車也像機車，到底要行駛

在一般道路還是自行車道？」所以，應該

要將電動自行車列入管理，未來需掛牌，

還要投保強制責任險，才能對行車安全有

所保障。

保險代理人處保險代理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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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原因，政府開始重視「電動自行

車」之管理，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法，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表示，配合111年6月

15日修正公布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並統

一更名為「微型電動二輪車」，規範微型

電動二輪車所有人應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微型電動二輪車納入強制車險承保範

圍後，將有助於因微型電動二輪車事故所

造成傷亡之受害人，能迅速獲得基本保障

以及有投保強制車險之微型電動二輪車所

有人可將其應負之賠償責任，於強制車險

之理賠範圍內移轉予保險公司承擔，以減

輕自身負擔。以下針對相關修法後之內容

進行說明：

 •  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
條文：

原條文中的「電動自行車」改為「微

型電動二輪車」，明定微型電動二輪車應

經檢測及型式審驗合格，並登記、領用、

懸掛牌照後，始得行駛道路。

 •  修正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部分條
文：

強制汽車責任險的承保範圍增列「微

型電動二輪車」，車輛所有人應訂立強制

汽車責任險契約，未訂立者，公路監理機

關不予受理登記、換照或發照。

資料來源：道安資訊查詢網

資料來源：道安資訊查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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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訂「微型電動二輪車」未依規
定投保強制車險的罰鍰：

微型電動二輪車所有人要訂定強制汽

車責任契約，如果未依規定投保將處新臺

幣750元至1500元以下罰鍰。

為因應「微型電動二輪車」所有人

將依規訂定投保強制汽車責任險，本行

也將待法規正式實施後（預計111年11月

起），於現行銷售之機車險專案商品新增

「微型電動二輪車適用費率」，茲就目前

商品內容簡述如下：

一、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強制汽車責任險承保被保

險人因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發

生汽車交通事故，致乘客或車外

第三人傷害或死亡者，不論被保

險人有無過失，保險公司對請求

權之人，依契約之約定給付保險

金。

二、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駕駛人傷害

附加條款（機車單一交通事

故）：

駕駛人涉及『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被保險機車單一機車交

通事故，致駕駛人本人死亡、失

能或受有體傷時，保險公司依照

保險之約定，對受益人負賠償之

責。

三、  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單一保

額型：

「單一保額型」係指在保險

期間內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對該

事故所有傷害及死亡於超過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以上部分

及財物損失合計所負之最高賠償

責任而言。



71 9 & 1026

強制汽車責任險早已是日常交通行

車安全基本配備，所以本次修法強制掛牌

管理與納保，提供微型電動二輪車所有人

及其他用路人基本行車安全保障，不會再

因為找不到肇事者而困擾。但是強制汽車

責任險僅保障兩車碰撞的交通意外事故中

受害人體傷責任，對於單一事故駕駛人體

傷、死亡保障、或是交通意外事故第三人

的財物損失，這些都不在強制汽車責任險

的承保範圍；因此，無論是汽車、機車、

或是微型電動二輪車，都建議規劃完整的

保險保障，以移轉交通意外事故所衍生的

相關賠償責任，所以，除了強制汽車責任

險外，還建議投保「駕駛人傷害險」與

「第三人責任險」，駕駛人傷害險保障的

是駕駛人自行騎車滑倒受傷、第三人責任

險保障的是駕駛人騎車發生車輛碰撞的交

通意外事故，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第

三人賠償請求時，在責任範圍內賠償第三

人身體傷害或財物損失責任，這樣的保險

規劃對於駕駛本人與車禍第三人都可以獲

得保障，將損失責任部分移轉給保險公司

分擔。

本行現行銷售的專案商品除官網上公

告的車險專案商品外（如新仟萬安心、開

車族平安御守、新機車族幸福保、億保心

安II等），同時也代理銷售九家產險公司的

汽機車險商品，本行同仁可進一步了解車

險商品，協助客戶選擇適合的車險保單，

提供更安心的行車保障。

∼本文由吳佩曄提供∼∼本文由吳佩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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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購時，你習慣用刷卡、行動支付還

是貨到付款呢？近2年，有一個金

融名詞逐漸吸引關注：「BNPL」（Buy 

Now, Pay Later），中文直譯就是「先買

後付」，概念相似於傳統信用卡分期付

款，但不同的是，「先買後付」不需要信

用卡，也不用跟金融機構打交道，就能在

預算有限的情況下，分期購買高價商品。

多家報導都指出，比起傳統的信用卡，

「先買後付」反而更加受到「Z世代」和

「千禧世代」的歡迎，不只如此，就連

美國蘋果公司（Apple）、亞馬遜公司

（Amazon）、PayPal、Square（現更名

為Block）等科技巨頭，近期也都透過跟新

創公司合作或以收購方式進攻市場。

數位金融處數位金融處

~

資料來源：痞客邦-doughpack逗派金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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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Apple Pay Later」，Apple將成立

全資子公司來提供相關服務，並預計於下

半年與iOS 16作業系統一同上線，初期只

針對美國市場，未來「Apple Pay Later」

可以讓消費者在6週內，分4期付款。

此外，專門做「先買後付」的瑞典新創

Klarna，之前估值曾飆破300億美元，成為

歐洲估值最高的私有金融科技企業之一。

事實上，「先買後付」的形式一直存

在，早在2000年左右，日本恩沛公司就推

出「AFTEE後支付」；同時中租控股旗下

仲信資融公司也嗅到商機，先提供個人消

費大額分期服務，像補習班學費、健身房

會費、美容課程費等，透過近20年累積的

數據，於2018年找上工研院合作，順勢推

出零卡分期服務；另2009年，eBay收購

的Bill me later公司其實也是「先買後付」

模式。早期「先買後付」並沒有引起國際

市場過多的關注，一直到瑞典金融新創公

司Klarna導入為電商支付選項後，「先買

後付」的概念才真正的被大眾關注。到了 

2021 年 8 月，Amazon 宣布與���	
��這間

「先買後付」公司宣布合作，推出「無卡

分期付」的功能；後續全球開始有眾多大

企業併購新創「先買後付」公司的消息，

也進而使「先買後付」在國際間引爆話

題。以下為國外「先買後付」代表公司特

色比較：

「先買後付」簡單來說，就是消費

者可以先行享有產品與服務，之後再支付

貨款的一種模式，通常有「一次性延後支

付」與「分期付款」；「先買後付」用戶

不需跟金融機構打交道申請信用卡，「先

買後付」業者因為非金融機構，也不會查

詢聯合徵信中心信用資料。新型態的「先

買後付」運作方式，是消費者透過提供銀

行帳號及基本的資料註冊服務後，「先買

後付」公司透過自家的風險評估方式，預

先給消費者一個額度，消費者購物時可不

立即支付或只需支付部分金額，由「先買

後付」公司先行付款給商家，消費者收到

購買的產品後，再將款項分期償還給「先

買後付」公司，即商家將消費者購物債權

移轉給「先買後付」公司。舉例來說，

當你在momo購物網以「先買後付」方式

買到商品時，momo購物網合作的無卡分

期服務「zingala銀角零卡」會先撥款給

momo購物網上的賣家，後續消費者再分

期付款給「zingala銀角零卡」。

無庸置疑地，「先買後付」的熱潮已

經在全球點燃。美國蘋果公司（Apple）

在今（2022）年6月初的開發者大會上，

宣布了市場關注已久的「先買後付」服

資料來源：風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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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角零卡」、日商「AFTEE」、串接旗

下網紅品牌的「fasney」、新加坡新創

「Atome」及「BeautyPay 」等，一時之

間百花齊放，也讓人更加好奇這款新服

務熱潮。以下為國內「先買後付」公司簡

介：

把視角拉回台灣，PChome 攜手子

公司廿一世紀數位科技在今年 4 月底推出

台灣第一個串接「先買後付」、無卡分期

及行動支付的「慢點付」服務。而市場上

同時還有其他「先買後付」競爭者，包括

中租控股旗下仲信資融公司的「zingala

 • 疫情促進線上購物大幅成長

隨著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除了

帶動大量的消費者轉為線上購物外，許

多人的工作受到衝擊，在經濟與還款能

力下降的情況下，延後付款的「先買後

付」可以為他們舒緩採買生活用品的壓

力。

資料來源：風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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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升高價商品轉換率

「先買後付」的彈性付款方式，符

合現代人的個別需求，讓用戶不需要申

辦信用卡，也不需要銀行帳戶內有足夠

的現金，就能快速、方便地購買到想要

的商品；尤其正當Z 世代年輕人逐漸走

入社會，直接接軌線上購物消費模式，

他們更在乎的是「社交生活、當下感

受、及時享樂」，許多時候都是衝動消

費，而非計畫性消費，「先買後付」正

好滿足此需求，縮短消費者對高單價商

品的猶豫期，同步提高清空購物車的機

會，先不論消費者是否有延遲還款的風

險，有些「先買後付」平台能提供的還

款期限或分期期數比一般信用卡來得更

長，這都能明顯降低消費者購物後的還

款壓力。

 • 掌握消費數據，精準行銷

有越多元的支付工具，意味有越多

元的數據會回到電商平台，當電商平台

蒐集更多消費者的數據，「先買後付」

就可以做到更精細的風險預測模型，算

出每位消費者更精確的額度、分期期數

等，並且更精準地判斷消費者心理及下

一步的行銷策略。

 • 越早加入，越能提高品牌曝光機會

目前台灣也有越來越多品牌，或

是大型電商平台開始支援與使用「先買

後付」的支付方式，而現在消費行為愈

趨破碎化，品牌有更多的曝光管道，便

更有機會創造訂單及累積顧客；舉例來

說，提供「先買後付」服務的平台 App 

中，消費者能夠像使用搜尋引擎一般，

找到支援「先買後付」支付方式的品

牌，這便能為品牌帶來更多的曝光度。

 • 抓住更多消費族群，實現普惠經濟

根據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研究部調

查（2020）指出，在台灣有將近720萬

的20歲以上民眾是沒有信用卡、有750

萬成年人無信用資料，可見無卡族所能

創造的商機相當龐大，這批族群是電商

主攻的新目標，包括未來消費主力的Z

世代年輕人、負責採買家庭生活必需品

的家庭主婦及退休族群等，加上新型態

工作者（如YouTuber、直播主、外送

員等），此族群在申辦信用卡時常被拒

絕，造成他們尋求更彈性的支出方式，

「先買後付」的服務也因此開啟；此

外，「先買後付」機制也將過往能與不

能使用信用卡的隔閡給弭平，某一程度

也實現了「普惠經濟」，創造了更開放

的交易機制。

 • 方便快速的無阻礙結帳

這年頭常聽到「快電商」這個名

詞，而其中的概念不外乎就是「快速滿

足消費者購物」，不論是下單環節、支

付流程還是物流配送，「快」一直都是

電商品牌在追求的，不但能減少顧客猶

豫消費的時間，快速累積流量與收益，

也能夠幫助品牌成長更快速。在電商平

台上，「先買後付」的基本註冊帳號及

審核都非常快速，而之後消費者只需要

確認結帳資訊正確，便能快速完成結

帳，有效提高電商平台轉換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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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獲利（根據金融公司 Credit Karma 調

查，在美國使用「先買後付」的消費者

中，有38％曾有延遲繳款紀錄）。

「先買後付」這個近期崛起的新興支

付模式，因為便利且沒有經濟條件限制，因

此在個人經濟受到重創的後疫情時代開始受

到歡迎。試想過去二年的時間，家中長輩都

已熟悉且愛用網購、美食外送平台等，消費

者對於新鮮又便利「工具」的接受度早已大

幅提升；因此，當「先買後付」服務開始逐

漸能滿足潛在購物族群的痛點時，「先買後

付」的支付模式將會越來越流行，並逐漸成

為下一代消費者習慣的支出方式之一。

「先買後付」也無疑是開創更多消費

可能性的媒介，很多大型科技公司、金融機

構已透過不同方式進入市場，然而在給予大

眾更方便購物方式的同時，其中也存在了一

定的隱憂，且伴隨著通貨膨脹及放緩的經濟

成長，「先買後付」業者應該要有更嚴謹的

風險管理工具，並進行最壞情況下的壓力測

試；因此「先買後付」業者是否能精確評估

消費者的負擔額度，就顯得非常重要，所以

建議在使用「先買後付」服務時，選擇有比

較多產業經驗，或是有跟金融機構策略合作

過的公司，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未來，「先買後付」業者也可能化身

為「廣告數據分析平台」，像是Afterpay

握有4,400萬用戶的消費行為，其中有30%

的交易量來自本身的App，在2021年推

出了按廣告效果付費的廣告平台，可幫助

商家辨別與改善銷售不佳的產品。因此，

如果你是電商經營者，追蹤「先買後付」

的未來趨勢和發展是必要的，條件允許的

話，加入「先買後付」機制，相信也會是

觀察消費者行為的一個好方式。

同時，當大眾已經熟悉「先買後付」支

付方式，未來面對越來越多競爭對手都

開始使用時，掌握先機的電商已經累積

了一部分喜歡使用「先買後付」的既有

受眾，因而能夠佔有更多的競爭優勢。

「先買後付」服務業者的主要獲利來

源包括向商家或客戶收取的手續費、客戶

分期利息及延遲繳款所產生的違約金或滯

納利息；「先買後付」大多是跟商家收取

手續費，通常為4%至9%，但對消費者通

常不收或只收取非常低的手續費。就上述

收費方式看來，「先買後付」服務業者可

收取手續費用或利息，而對消費者來說，

只需負擔很少的成本，卻可增加資金運用

的靈活性，怎麼看好像都只有優點沒有缺

點；然而，其實「先買後付」機制無論是

對消費者端或對服務提供者這一端，都還

是存在一定程度的風險隱憂。

以消費者來看，「先買後付」機制很

容易讓衝動購物的消費者陷入消費陷阱，

因為消費者在使用「先買後付」服務時，

雖可清楚透明地看到自己的分期期數及每

期需繳款的金額，但無法實際感受到金錢

的失去，因此一直買一直買，到了後面才

發現所購買的商品已經超過自己能負荷的

範圍，若未準時繳款，則需額外支付違約

金或延滯利息，應付貨款也將愈滾愈大，

有些甚至會選擇尋求其他借貸來付款，如

此將會造成以債養債的惡性循環。

而對提供「先買後付」服務的業者

來說，若消費者陷入「消費很容易」的思

維中，可能因此在日後留下無力償還的債

務，即便再多的違約金或滯納利息也無法

使其還清款項，如此等於供應商得先暫時

幫這些消費者負擔商品費用，因而侵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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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數位時代 【圖解】PChome搶投資，一

張圖看懂「先買後付」！為何在電商、

科技圈掀起熱潮？ 高敬原、錢玉紘

2.   關鍵評論網媒體集團 【林克威電商專

欄】新名詞BNPL先買後付紅什麼？竟

快超越信用卡！ 林克威、Mia、Anny

3.   痞客邦－doughpack逗派金融科技 什

麼是BNPL？一張圖看懂「先買後付」! 

Doughpack

4.   SHOPLINE 你聽過「先買後付」、「無

卡分期」嗎？4大特性將成為電商未來

支付趨勢！ Kevin Wu

5.   風傳媒 連蘋果都搶進的秘密武器：先買

後付到底是什麼？為何它能讓消費者多

花50％？Rae、周岐原

6.   經理人月刊 先買後付市場熱，金融、科

技業都搶進！PChome 推「慢點付」，

如何降低呆帳風險？ 林庭安、吳美欣

東吳大學企管系副教授歐素華表示，

貸款的方式從過去需要實物擔保，到現在

走向無實物擔保，加上現在消費者買東西

愈來愈喜愛分期，未來購物模式預計會有

大幅轉變，相關金融、貸款業者都必須思

考各種藍海市場的可能，觀察消費者還有

哪些應滿足而未被滿足的需求，才有辦法

在兵家必爭之地生存下來。

∼本文由劉庭光提供∼∼本文由劉庭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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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位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板塊

交界處，地震十分頻繁。過去芮氏規模6以

上地震平均每年二到三個，今（2022）年

截至9月底，已累積7起，僅次於發生13起

芮氏規模6以上地震之1999年（當年發生

芮氏規模7.3的「921大地震」）。而地震

所造成之災害更是時有所聞，本篇將以辦

公處所為例，藉由了解地震潛在危害，做

好防災措施，並透過地震避難疏散編組演

練，強化緊急事故應變能力，讓地震所造

成之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降到最低。

（一）潛在風險及防範措施：

•   

•   

•   

•   
L

•   

•   

•   

總務處 職安科總務處 職安科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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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緊急避難包：

 除了日常的物資外，平時應該

備妥緊急避難包，以備災難發生時

能立即攜帶前往避難，及時遠離災

害。

 1.  使用時機：
    

當地震發生後，建築物嚴重受

災難發生，需要立即緊急撤離

物前往避難場所時，所攜帶使用

2.  建議放置位置：

   

辦公處所門口或座位附近等外

手可取得之處。

3. 建議準備項目：

（1） 緊急糧食飲水：可準備飲用

水、餅乾、巧克力、防災食

品、真空速食食品等簡單的糧

食。

（2） 醫療及清潔品：優碘、棉花

棒、紗布等急救用品、溫度

計、口罩、乾洗手、面紙、濕

紙巾、衛生棉及醫藥（每日服

用藥及常用藥等，要注意藥品

保存時效及保存方式）等。

（3） 禦寒保暖衣物：輕便外套、內

衣、襪子、毛巾、手套（橡膠

手套）、雨衣、小毛毯、暖暖

包等，如果有小型睡袋，在可

背負範圍內，也可一併帶出。

（4） 貴重物品：身分證、健保卡及

存摺影本，其他合法證明重要

證件影本、另需要少許現金，

最好準備些零錢，因為可能會

使用到公共電話或自動販賣

機。

（5） 鞋子：外出避難時，要記得穿

上鞋子，以防路上碎石、玻璃

刺傷。

（6） 其他：其他可預先準備如哨

子、防災頭套、防災地圖（可

至內政部消防署或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網站下載）、可

攜式收音機、手電筒、電池、

打火機、瑞士刀、行動電源、

充電器材等。

 4.   注意事項：    

定期（每半年）檢查並更新

包，備妥三日份量的食物與飲

並於避難包上註明更新日期，

保物品無損壞、遺漏或已屆使

用期限需替換之情形。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消防防災館

損或

建築

。

出隨 避難

水，

以確



71 9 & 10 35

         

一般大地震，最激烈的主振動時間

通常不會超過30秒，必須先保持鎮定以

避免傷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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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受傷，如果是

蹲在牆角等其他地方避難時，要小心燈

具、電器、書櫃或貨架等。

地震保命3步驟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消防防災館

（一）災時－室內避難方式：

•  地震發生時，務必保持冷靜，確

保自身安全，千萬不要慌亂跑出

戶外，反而容易受傷。

•  若就近有掩蔽物，請直接躲進

去，例如桌下，趴下後請不要再

移動。

•  若無掩蔽物，得選擇朝牆角、

主要柱子旁靠攏再趴下保護頭

頸部，但請注意牆壁上頭是否

剛好有潛在危險掉落物（如：吊

扇）。如發現有潛在危險掉落物

或物品已開始掉落，請盡速爬離

高風險區域後馬上就地停下、掩

蔽，直至地震停止。

•  趴下後請不要往上看，以免被掉

落的電燈、電扇或天花板等物品

砸傷或刺傷。

（二）災時－電梯內避難方式： 

•  按下電梯內所有樓層按鈕，讓電

梯儘快停止，當電梯門一打開，

快速步出電梯，尋找躲避。

•  若受困在電梯中或發生停電，請

透過電梯內緊急通話裝置與外部

聯絡，通報時請盡可能將所知資

訊告知外部人員，並耐心等待救

援。

•  如暫時出不了電梯，則應靠著牆

面壓低身體或蹲下，避免跌倒受

傷。

當地震停止，經判斷有需要緊急避

難時，得立即拿著平時預先準備好之「緊

急避難包」，帶著防災頭套⋯等具備緩衝

保護功能之物品保護頭頸部，並穿上鞋

子，以防路上碎石、玻璃刺傷，依平時規

劃之路線進行避難疏散。若平時能事先做

好「地震避難疏散編組演練」，使各組別

明確了解任務內容，即可強化緊急事故應

變能力，達到「保障人命，防護財產」之

目標。下列為各組別地震避難疏散處置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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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判斷需進行避難疏散時：

•   
•   

    

    

    

    

    

•   

•   
•   
•   

•   
•   

•   
•   
•   

•   

（二）間接因地震而引起之火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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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消防署於消防防災館網頁建

置兼具挑戰及趣味性之地震模擬防災遊

戲 （https://www.tfdp.com.tw/cht/index.

php?code=list&ids=75），大家可透過遊

戲了解地震意外應注意事項，包括地震災

前準備、災時應變與災後整理。利用網路

學習正確防災常識，保護自己也能保護身

邊的人！

∼本文由洪碧伶提供∼∼本文由洪碧伶提供∼

 

1.  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nfa.gov.tw/cht/

2.   內政部消防署消防防災館  

https://www.tfdp.com.tw/cht/index.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