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 年度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辦理「防災教育創意教案設計」甄選計畫教案格式
教學時間
教學單元
名稱

土石流的形成以及減緩的方式

■單一災害

教學對象
(請勾選一項)

請勾選災害 □地震災害
類別

教學主題 □複合式災害

嘯災害

2 節課

□颱洪災害

□核能災害

□國小 1-2 年級
□國小 3-4 年級
■國小 5-6 年級
□國中 □高中
■坡地災害

□海

□人為災害

□災害心理輔導

教學理念

1.學生能了解土石流的形成原因以及減災的知識及技能。
2.透過照片及影片了解土石流與人類生活的影響性。
3.透過實驗了解河道的斜度以及雨量的大小往往是造成土石流最大的關鍵。
4.能將自身的經驗溜滑梯或是走下長的階梯帶進實驗，明白河道的流速。
5.運用竹筷子以及將實驗用模擬河到分段截平，可以減緩流量以及有效阻攔小石子。
6.教師的引導，培養學生實驗規畫的能力並運用在生活經驗上。

一、設計草圖
沙坑中坡地的斜度示意
第一節課

第二節課

30 度

自然工法

50 度

攔沙壩

教學結構圖

二、
規格與材料說明
1.房舍：使用塑膠材質 1 立方公分數顆並堆疊
2.小石子：直徑小於 0.7 公分的圓型石頭
3.微大的石頭：直徑小於 1 公分的圓型石頭
4.收傘用長型透明塑膠袋：貼緊河到增進石頭的滾動性
5.竹筷子；長 8 公分，插入沙裡約 5 公分
三、
設計理念
1.運用斜度讓學生理解斜度造成土石流的流速增加，與下游房舍設損嚴重成正比，
而且若要預警也不夠時間
2.運用河道的自然工法，可以有效的讓土石停留，並有效減緩土石流的速度
3.運用竹筷子(攔沙壩)可以阻擋土石流，讓下游的房舍會視預警時間可以獲得有效的
改善並減少災害。

四、運用方式暨規則說明-第一節課
1.學生分成 2 組並在沙坑中堆出坡度 45 度以上與 30 度以下的斜坡，堆出後淋上
一些水加以固定。
2.在斜坡中央運用鏟子產出寬 10 公分、長度為 50 公分、深度為 5 公分的 V 再行
河道並確實將表面壓緊，並鋪上收雨傘塑膠套增加滑度。
3.在河道上方擺上小石子，中間擺上微大的石子，下方堆疊數學科教具(1 立方公
分塑膠粒)模擬民房。
4.二組同時以 2 支澆花的澆水器向河道澆水(模擬大豪雨)，讓上方小石子流下並
擊與帶動中間河道的石頭，最後衝擊河道下方塑膠粒(民房)。
5.二組觀看的學生，分別計時，查看那個坡度的河道較快將石頭帶下，說明會發
第一節課預期目標
30 度 0 秒(BEFORE)

30 度 澆水 30 秒(FTER)

50 度 0 秒(BEFORE)

50 度澆水 30 秒(AFTER)

生土石流河道的斜度往往是時間點的主因。

運用方式暨規則說明-第二節課
1.學生分成 2 組並在沙坑中堆出坡度 45 度的斜坡，堆出後淋上一些水加以固定。
2.在斜坡中央運用鏟子產出寬 10 公分、長度為 50 公分、深度為 5 公分的 V 再行河
道並確實將表面壓緊
(1)第 1 組同學運用直尺將河道每 10 公分做出一個階梯
(2)第 2 組同學運用竹筷子插進河道內並壓緊(每 20 公分在河道中插入 5 根長 8
公分的竹筷子)
3.在河道上方擺上小石子與微大的石子，下方堆疊數學科教具(1 立方公分塑膠粒)
模擬民房。
4.二組同時以 2 支澆花的澆水器向河道澆水(模擬大豪雨)，讓上方小石子流下並撞
擊與帶動中間河道的石頭，最後衝擊竹筷子(梳子壩)或是停留在平面處。
5.二組觀看的學生，分別計時，查看那個設計石頭會比較慢流下來

第二節課預期目標
0 秒(BEFORE)

澆水 60 秒(AFTER)

0 秒(BEFORE)

澆水 60 秒(AFTER)

教學活動流程

時間
(分)

教學
資源

教學
評量

90%的學
5 分鐘 電腦、投影機 生能透
1.老師播放 2002 新北市瑞芳區猴硐社區土石流的照
過影片

活動一【引起動機】喚起經驗

1-3-1
2-3-1
2-3-3

片與學生分享，自然災害對人類的影響。
2.請學生說說看如果遇到土石流時，他的心情並模
擬當時的情況以及應變方法。

2-3-1
2-3-3

電腦、投影機 明白大
網路:土石流防 自然的
災資訊網
威力
http://246.swcb. 80%的學
生能告
gov.tw/

活動二【發展活動】土石流面面觀
教師先透過問答的方式，了解學生的先備經驗理解程 8 分鐘
訴家人
度為何，再運用照片以及教具帶著大家知道土石流的
土石流
發展經過。
的形成
1.什麼叫做土石流？
原因以
答：土石流是泥、沙、礫及巨石等固態物質
及整備
與水之混合物，受重力作用後所產生之
的方式
流動現象。
2.構成土石流的主要原因？
80%的學
答：雨水夠多、土石夠多、坡度夠多（大）
生可以
3.土石流發生前的徵兆有哪些？
模擬造
答：溪水混濁、水流生變的尖銳、水道可能水量
成土石
不如
流的環
預期的多(上游形成堰塞湖)..
境構成4.如果你是住在土石流危險區的人，應怎樣防範降
坡度、水
低
土石流的傷害呢？
量
答：A 維護山林結構：不可以破壞山坡地和亂砍
80%的學
樹。
生懂得
B 監督工程品質：隨時檢查水土保持設施有
土石流
沒有做好
是可以
C 注意氣象報告：留意河水暴漲、山洪爆發
透過河
現象。
D 遷離危險地區：如有發現土石流徵兆，馬
道工法
上撤離。
有效的
5. 住在土石流危險區的你，必須準備一個「逃難
教師自製的的 減少災
包」，你會要裝著哪些緊急防災應變用品呢？
逃難包
難的造
答：醫藥箱、水、乾糧、電池、哨子、繩子、重
成
要證件、收音機……….
活動三【綜合活動】模擬土石流的河道

4-3-2
4-3-4
3-3-2

教師帶著孩子到沙坑，透過繳澆水器、鏟子、碎石子… 22 分 1.澆水器 4 個
以上
等器具模擬土石流形成的環境來驗證土石流的形成原 鐘
因。
1. 學生分成 2 組並在沙坑中堆出坡度 45 度以上與
30 度以下的斜坡，堆出後淋上一些水加以固定。

2.鏟子每組各 5
把
3.碎石子一把
4. 微 大 的 石 子

2. 在斜坡中央運用鏟子產出寬 10 公分、長度為 50
公分、深度為 5 公分的 V 型河道並確實將表面壓
緊，並鋪上收雨傘塑膠套增加滑度。

一把
5.1 公尺長尺
6. 1 立方公分
塑膠粒

3. 在河道上方擺上小石子，中間擺上微大的石子，
下方堆疊數學科教具(1 立方公分塑膠粒)模擬民
房。
4. 二組同時以 2 支澆花的澆
水器向河道澆水(模擬大
3-3-1
3-3-2

豪雨)，讓上方小石子流下

學習單

並撞擊與帶動中間河道的
石頭，最後衝擊河道下方
塑膠粒(民房)。
5. 二組觀看的學生，分別計

1-3-1
2-3-1
2-3-3

時，查看那個坡度的河道較快將石頭帶下，說明

電腦、投影機

會發生土石流河道的斜度往往是時間點的主因。
活動四【統整活動】河道斜度的思考
7 分鐘
1. 透過實驗，學生能明白河道的斜度是流速的主要

2-3-1
2-3-3

原因。
2. 透過實驗明白為何土石流無論大小的石塊都會
被帶下來，並且沖毀民宅。
~~~第一節課結束~~~

電腦、投影機
網路:土石流防
災資訊網
http://246.swcb.
gov.tw/

活動一【引起動機】思考土石流的構成
1. 透過上一節課的照片以及錄影，試著說說看時 5 分鐘
間的快慢對下游居民的影響是什麼？
2. 老師帶著學生思考，溜滑梯或是溜「樓梯」
，哪

4-3-2
4-3-4
3-3-2

個比較快？
活動二【發展活動】如何減慢土石流
透過教師與學生的對談，引導學生明白減緩土石流的 5 分鐘 1.澆水器 4 個
以上
流速更能增加通報的效率與逃生的時間
2.鏟子每組各 5
1. 請 2 組計時的學生說出第一節的實驗中的操縱
把
變因、控制變因以及應變的變因
3.碎石子一把
4. 微 大 的 石 子
2. 請學生想想，溜滑梯以及長面的階梯，哪一個

一把
5.1 公尺長尺
6. 1 立方公分
塑膠粒
7.8 公 分 長 的

水比較沒有辦法流下去。教師帶出將河道分段
切成平面的概念，讓石子不會直接沖下，宛若
階梯。
3. 除了增加停留的面以外，增加阻攔物是不是也

竹筷子 10 根
8.短尺

是一個方法。教師帶出攔沙壩或是梳子壩的觀
3-3-1
3-3-2

念，並請學生想想，下一個操作活動可否用竹

學習單

筷子代替梳子壩。
活動三【綜合活動】阻止土石流的方法
1. 學生分成 2 組並在沙坑中堆出坡度 45 度的斜
坡，堆出後淋上一些水加以固定。

25 分
鐘

2. 在斜坡中央運用鏟子產出寬 10 公分、長度為 50
公分、深度為 5 公分的 V 型河道並確實將表面壓
緊
(1)第 1 組同學運用直尺將河道每 10 公分做出一
個階梯
(2)第 2 組同學運用竹筷子插進河道內並壓緊(每
20 公分在河道中插入 5 根長 8 公分的竹筷子)
3. 在河道上方擺上小石子與微大的石子，下方堆疊
數學科教具(1 立方公分塑膠粒)模擬民房。
4. 二組同時以 2 支澆花的澆水器向河道澆水(模擬
大豪雨)，讓上方小石子流下並
撞擊與帶動中間河道的石頭，
最後衝擊竹筷子(梳子壩)或是
停留在平面處。
5. 二組觀看的學生，分別計時，
查看那個設計的阻礙方式石頭
會比較慢流下來。
活動四【統整活動】還有什麼方法
可以利用
1. 學生透過自行操作，說明阻止
石頭的原因有哪些
2. 還可以運用什麼方法減緩坡

5 分鐘

度或是有效的阻礙。
3. 學生省思如果河道為了防止土石流而改變原
貌，那這樣做是對的嗎？
~~~第二節課結束~~~
參考資料
資源連結

土石流防災資訊網
http://246.swcb.gov.tw/
土石流防災親子網
http://246kids.swcb.gov.tw/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全球資訊網-河溪自然生態工法

備註

http://www.swcb.gov.tw/swcb13/eco/clean/04_main.htm
請附學習單，使用時機於教學活動流程中呈現，格式自訂，列入附件送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