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防災教育深耕實驗專案」 

 

【建立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 

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 

 

防災教育─地震災害 

 

 
 

教學設計：陳美芬 老師 

 

 

台中市立育英國民中學 



                         防災教育 

 

單元主題 防災教育-地震災害 

適用對象 國中 一 ~ 三 年級 

教學時間 45 分鐘 

教學人數 32 人 

教師 陳美芬 

能力指標  

1.過程技能 

1-4-1-1 能由不同的角度或方法做觀察。 

1-4-1-2 能依某一屬性(或規則性)去做有計畫的觀察。 

 

2.科學與技術認知 

2-4-8-6 了解訊息的本質是意義，並認識各種訊息的傳遞媒介與傳

播方式。 

2-4-8-8 認識房屋的基本結構、維生系統及安全設計。 

 

7.科學應用 

7-4-0-6 在處理問題時，能分工執掌、操控變因，做流程規畫，有

計畫的 

進行操作。 

 

教學目標  

1.了解地震的基本常識，並知道地震可能引發的各類災害 

 

2. 能說出災害發生對個人生命安全和國家社會成本所帶來之影響

 

3. 能保持警覺心，留意日常生活環境中可能發生的危害並注意其

逃生方式 

 

4.透過觀察與討論，訂定防震計畫，使學生能主動規劃安 

全的居家生活環境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壹.準備活動 

一. 教師收集地震相關資料,準備防震相關短片,以

及播放短片器材. 

二. 簡短描述地震造成之災害,並播放地震相關短片

 

（黑板、電

腦、單槍投

影機或 

電視機） 

 

10 分鐘 

貳.發展活動 

 

一.說明地震的成因 

(1) 板塊運動 

(2) 震源與震央 

(3) 地震規模 

(4) 全球災害統計 

 

二.說明台中地區地震相關資料 

（1） 台中地區地震之歷史 

（2） 台中地區主要斷層分布:車籠埔、屯子腳、彰

化斷層. 

（3） 台中地區地震災害介紹與統計 

 

三.地震災害處理 

（1） 如何在地震後進行緊急處理，防止二次災

害。 

（2） 平時的防範對策 

 

 

黑板、電腦 

 

 

 

 

 

 

 

 

 

 

 

 

25 分鐘 

參.綜合活動 

一.疑難解答與發問 

二.學習單 

 

 

黑板、電腦 

 

10 分鐘 



 

            班級: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  座號:______ 

1. 地震測量與消息發布是哪一個單位的職責_________________ 

2. 台灣為___________板塊與_____________板塊相互擠壓的交

界處. 

3. 我國的地震通報將地震分為幾級_______ 

4. 震源深度為 200 公里,屬於_____源地震.(填:淺.中.深) 

5. 九二一地震的主因為_____________斷層. 

6. 請寫出幾項你所知對於地震的防範工作?? 

 

 

 

7. 請寫出地震時下列幾個地點的災害應變動作?? 

(1) 住家( 1 樓): 

 

 
活動學習單 



(2) 學校實驗室: 

 

 

◎ 參考資料與工具: 

一. 硬體設備: 

具備電腦、單槍投影機(電子白板)功能的教室. 

 

二. 軟體及系統: 

PowerPoint 簡報系統 、Windows Media Player. 

 

三. 參考資料: 

         

1.防災教育網頁，http://nedio.ntu.edu.tw/921/education/form.htm 

 

2.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

http://210.69.173.9/nfaweb/newprevent/asp/movie.aspx?pid=20&k

ind=10 

 

3.防災e學院: http://hazard-edu.nchc.org.tw/main.php 

 

4.國家災害防就科技中心: http://www.ncdr.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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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教育防災教育

台中市育英國中

主講者:陳美芬

地震相關影片

地震相關影片

地震發生的原因

板塊與板塊交界處，因岩層受到外力作
用，相互擠壓或張裂，所以較容易發生
斷層錯動，發生斷層錯動的瞬間，會釋
放出巨大的能量，此一能量會以波的形
式，藉岩層傳遞至地表，因而造成地表
的震動，稱為地震。
火山爆發、核彈試爆也會產生地震。
臺灣位於歐亞板塊和菲律賓海板塊交界
處，因板塊擠壓，常發生地震。

震源與震央

地下岩層發生斷層錯動的區域稱為震
源，其投射在正上方地表處稱為震央。

震央

震源

斷層

震源深度

震源依其深度不同可分為：
•淺源地震：震源深度在地下深度70公
里以內。
•中源地震：震源深度在地下70至300公
里。
•深源地震：震源深度在地下300公里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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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規模

由美國芮氏（Richter）於1935年，
根據地震所釋出的能量多寡計算而
得的。
同一次地震，各地測量的規模均相
同。
一般將規模0至5.0稱為小地震；規
模5.0至7.0稱為中地震；規模7.0以
上稱為大地震。

震度分級震度分級 屋內情形屋內情形
00 無感無感
11 微震微震
22 輕震輕震 電燈等懸掛物有小搖晃電燈等懸掛物有小搖晃

33 弱震弱震 房屋震動房屋震動﹐﹐碗盤門窗發出聲音碗盤門窗發出聲音﹐﹐懸掛物搖擺懸掛物搖擺

44 中震中震
房屋搖動甚烈房屋搖動甚烈﹐﹐底座不穩物品傾倒底座不穩物品傾倒﹐﹐較重家具較重家具
移動移動﹐﹐可能有輕微災害可能有輕微災害

55 強震強震 部分牆壁產生裂痕部分牆壁產生裂痕﹐﹐重家具可能翻倒重家具可能翻倒

66 烈震烈震 部分建築物受損部分建築物受損﹐﹐重家具翻倒重家具翻倒﹐﹐門窗扭曲變形門窗扭曲變形

77 劇震劇震
部分建築物受損嚴重或倒塌部分建築物受損嚴重或倒塌﹐﹐幾乎所有家具都幾乎所有家具都
大幅移位或摔落地面大幅移位或摔落地面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地震震度分級表
（八十九年八月一日公告）

等震度圖

地震發生過後，將
各地的地震強度標
示在地圖上，即為
等震度圖。等震度
圖中，顏色相同的
區域表示地震強度
相同，愈靠近震央
的地方，通常震度
較大。 南投集集921大地震等震

度圖

二十世紀全球十大災害性地震統計表二十世紀全球十大災害性地震統計表

NO.NO.
發生時間發生時間

震央地點震央地點 規模規模 死亡人數死亡人數
年年 月月 日日

11 20042004 1212 2626 印尼蘇門達臘印尼蘇門達臘
外海外海

9.39.3 300,000300,000

22 19701970 77 2727 中國唐山中國唐山 8.08.0 255,000255,000

33 19201920 1212 1616 中國甘肅中國甘肅 8.68.6 200,000200,000

44 19271927 55 2222 中國靜寧中國靜寧 8.38.3 200,000200,000

55 19231923 99 11 日本關東日本關東 8.38.3 143,000143,000

66 19081908 1212 2828 義大利義大利 7.57.5 75,00075,000

77 19321932 1212 2525 中國甘肅中國甘肅 7.67.6 70,00070,000

88 19701970 55 3131 秘魯秘魯 7.87.8 66,00066,000

99 19351935 55 3030 巴基斯坦巴基斯坦 7.57.5 50,00050,000

1010 19901990 66 2020 伊朗西部伊朗西部 7.77.7 45,00045,000

地震發生時，鐵軌受到
外力作用而變形。

地震發生時，原本平坦的稻田
，地層受到外力擠壓抬升，使
得稻田隆起，稻子枯死。

台灣活斷層分佈台灣活斷層分佈

台灣地區活斷層的分布台灣地區活斷層的分布

圖，其中圖，其中紙湖斷層紙湖斷層（獅（獅

潭斷層）、潭斷層）、屯子腳斷屯子腳斷

層層、、梅山斷層梅山斷層、、觸口斷觸口斷

層層、、新化斷層新化斷層、、美崙斷美崙斷

層層、、玉里斷層玉里斷層和和車籠埔車籠埔

斷層斷層都曾引起災情慘重都曾引起災情慘重

的地震。的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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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1999 年年 9 9 月月 21 21 日凌晨日凌晨 1 1 時時 4747分於南投縣集分於南投縣集
集鎮附近發生了規模集鎮附近發生了規模 7.3 7.3 之強烈地震稱為集之強烈地震稱為集
集地震，震央在北緯集地震，震央在北緯 23.87 23.87 度，東經度，東經 120.75 120.75 
度，震源深度度，震源深度 7.5 7.5 公里。公里。

地震主因車籠埔斷層發生逆衝錯動而產生內地震主因車籠埔斷層發生逆衝錯動而產生內
陸淺層地震，斷層地表破裂線在主斷層帶約陸淺層地震，斷層地表破裂線在主斷層帶約
83 83 公里長，另向東北延長約公里長，另向東北延長約 22 22 公里，全長公里，全長
共約共約 105 105 公里公里，所造成的地表垂直最大錯動，所造成的地表垂直最大錯動
量達量達 11 11 公尺公尺，最大水平錯動量達，最大水平錯動量達10 10 公尺公尺以以
上，平均錯動量約上，平均錯動量約 4 4 公尺公尺。。

921921集集地震集集地震

結構物座落在斷層線上，民房被斷層錯開破壞結構物座落在斷層線上，民房被斷層錯開破壞

921 921 台中市地震救災實錄台中市地震救災實錄

東區振興路東區振興路148148--11號大東紡織廠房倒塌號大東紡織廠房倒塌,,造造
成成22人死亡人死亡..

東區練武路東區練武路239239巷巷5050號富台新村七層住家大號富台新村七層住家大
樓下陷約三層樓高度樓下陷約三層樓高度,,造成造成66人死亡人死亡..

南區五權南路南區五權南路675675號號[[德昌新世界德昌新世界]14]14層大樓層大樓
下陷傾斜造成四人死亡下陷傾斜造成四人死亡..

北屯區大坑山區一帶死亡北屯區大坑山區一帶死亡9797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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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921 台中市地震救災實錄台中市地震救災實錄

房屋倒塌房屋倒塌,,全倒全倒618618棟棟(2571(2571戶戶),),半倒半倒488488棟棟(2101(2101戶戶).).

民眾死亡民眾死亡113113人人,,受傷受傷11121112人人((至醫院就診人數至醫院就診人數))

地震造成石岡水壩霸堤崩塌地震造成石岡水壩霸堤崩塌,,豐原給水廠內設備損豐原給水廠內設備損
壞壞,,導致全市停水導致全市停水..

輸送電力鐵塔倒塌無法供電輸送電力鐵塔倒塌無法供電,,造成全市大停電造成全市大停電..

地震造成瓦斯管線破損地震造成瓦斯管線破損,,為防震後發生瓦斯氣爆引為防震後發生瓦斯氣爆引

發大火發大火,,關閉全市瓦斯關閉全市瓦斯..

結構物座落在斷層線上結構物座落在斷層線上

石岡壩被車籠埔斷層錯開破壞

近照 遠照

距離台中市距離台中市3030Ｋｍ範圍內活斷層一覽表Ｋｍ範圍內活斷層一覽表

11.83011.830彰化斷層彰化斷層4747

6.9426.942車籠埔斷層車籠埔斷層2626

23.80123.801水裡坑斷層水裡坑斷層1717

11.84011.840屯子腳斷層屯子腳斷層1414

15.19015.190大茅埔大茅埔--雙冬斷雙冬斷
層層

66

14.52014.520三義斷層三義斷層33

距離距離KmKm斷層名稱斷層名稱編號編號

地震的預防

地震無法預測。
建築物應避免蓋在斷層線上或附
近。
建材及施工均應依規定按圖施工，
不可偷工減料。
平常居家應有防震、防火的觀念，
另外各級單位應定期舉行防震演
習，使人民熟悉地震發生時各種應
變方法。

地震相關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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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相關影片

1.1.儘量保護身體儘量保護身體((尤其是頭部尤其是頭部))不受重擊不受重擊

→→儘量往空曠處避難儘量往空曠處避難

→→921921大震發生後大震發生後,,常是大樓下層整個塌陷常是大樓下層整個塌陷,,故一些專家故一些專家

告訴我們應往上避難較有生還的機會告訴我們應往上避難較有生還的機會 !!

→→可躲在牆角、桌下等不易倒下且堅固的地方可躲在牆角、桌下等不易倒下且堅固的地方。。

→→921921大震發生後大震發生後,,有一些人是被壓死在重物下面有一些人是被壓死在重物下面,,故躲故躲

在桌子或車子旁邊在桌子或車子旁邊((以藉其檔住倒下之整面牆以藉其檔住倒下之整面牆),),不要不要

在其下面或裏面在其下面或裏面 ((易被壓死易被壓死) !) !

地震來時怎麼辦???

地震來時怎麼辦???

2.2.地震後的火災其造成的災情常更加嚴重地震後的火災其造成的災情常更加嚴重!!

→→地震時應將瓦斯及電源關閉地震時應將瓦斯及電源關閉

3.3.住在海邊的居民應防地震後引起的海嘯。住在海邊的居民應防地震後引起的海嘯。

4.4.住在河邊的居民應防止山洪爆發。住在河邊的居民應防止山洪爆發。

火災及其他二次災害

地震相關影片

地震相關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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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相關影片

地震相關影片

地震相關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