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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自然領域（地球科學）「地震與海嘯」融入教學活動設計 
    設計者： 劉育芬   審查或修改者： 高翠霞、王郁軒 

一、教學活動架構 

主題 活動名稱 時間 
教   學    

重   點 
可融入領域能力指標 使用時機 

海洋

科學 

活動一 

地震災害 

20

分鐘 
1. 初步了解地震的成因 

2. 探討地震引起的災害 

2-4-3-2 融入自然與生活

科技領域學習活

動 

活動二 

海嘯的形成

及預警系統 

25

分鐘 
1. 震源若是發生在海底

可能引起海嘯 

2. 探討地震發生時間與

海嘯的預警時間 

2-4-3-2 融入自然與生活

科技領域學習活

動 

 

二、融入教學活動設計 

設計者 劉育芬 

主題名稱 地震與海嘯 時間 45 分 適用年級 國三(九年級) 

海洋教育

能力指標 

4－4－5 了解板塊運動與海底地形的關係 

4－4－6 了解台灣海岸地形的種類與海岸災害的成因，並提出永續利用的方法。 

 

活動目標 1. 認識板塊運動產生的地震及其伴隨之天然災害 

2. 認識地震可能產生的海嘯及其預警時間 

設計理念 台灣位於板塊交界帶上，每年發生不少地震，了解地震可能引起哪些天然災

害。又因為台灣四面環海，地震可能引發的海嘯更是重要。了解地震發布的資

料與海嘯的預警系統成為必要的概念。 

教學方法 應用視聽媒體教材，引導學生連結生活經驗進行探究。 

教學資源 電腦、單槍、powerpoint 或 DVD，音箱。 

學習內涵與歷程 

學習（教學）活動過程 時間 教具 評量 

活動一 

一、準備活動 

複習板塊運動和地球內部構造。 

 

 

10 分鐘 

 

全球地震分布圖 

震度分布圖 

 

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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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地球分層，岩石圈，軟流圈， 

    各種板塊交界帶。 

二、發展活動 

講解地震的相關名詞。 

例如：震央，震源，震度，地震規模。 

三、綜合活動 

探討近年來各地大地震引起的災害。 

例如：921 大地震，四川大地震。 

請學生利用網站或報紙事先查資料。 

活動二 

一、準備活動 

探討震源若是發生在海底可能引起海

嘯或其他災害。 

例如：南亞大海嘯。 

二、發展活動 

由各組收集資料並上台發表 

三、綜合活動 

探討地震發生時間與海嘯的預警時間 

延伸活動：利用高中教材介紹的長浪 

          以及氣象網站。 

 

 

10 分鐘 

 

 

5 分鐘 

 

 

 

 

5 分鐘 

 

 

 

10 分鐘 

 

5 分鐘 

 

 

地震新聞報導 

 

 

 

 

 

 

 

 

 

 

 

 

 

各組簡報 

 

 

學習單 

 

 

 

 

 

 

 

 

 

 

 

分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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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國中地科課本，高中基礎地球科學， 

補充資料 

1. 2004年印度洋大地震（一般簡稱印度洋海嘯或南亞海嘯）發生於 2004年 12月 26

日 UTC時間 0時 58分 55秒（雅加達，曼谷當地時間為 UTC+7）,（香港時間上午 8時

58分 55杪 UTC+8）。震央位於印尼蘇門答臘以北的海底。當地地震局測量為芮氏地震

規模 6.8，香港、中國大陸及美國量度到的強度則為芮氏規模 8.5至 8.7。其後香港天

文台和美國全國地震情報中心分別修正強度為 8.9和 9.0，矩震級為 9.0。最後確定為

矩震級達到 9.3，這是自 1960年智利大地震以及 1964年阿拉斯加耶穌受難日地震來最

強的地震，也是 1900年以來規模第二大的地震，引發海嘯高達十餘公尺，波及範圍遠

至波斯灣的阿曼、非洲東岸索馬里及模里西斯、留尼旺等國，地震及震後海嘯對東南

亞及南亞地區造成巨大傷亡，在印度奪去約一萬人性命、斯里蘭卡四萬餘人遇難，而

印尼的死傷人數為 23萬人之多 

2. 海嘯是一種具有強大破壞力的海浪。當地震發生於海底，因震波的動力而引起海

水劇烈的起伏，形成強大的波浪，向前推進，將沿海地帶一一淹沒的災害，稱之為海

嘯。 

海嘯在許多西方語言中稱為「tsunami」，詞源自日語「津波」，即「港邊的波浪」

（「津」即「港」）。這也顯示出了日本是一個經常遭受海嘯襲擊的國家。漢字又稱

海溢，韓語來源。「tsunami」一詞，在 1963年的國際科學會議上正式列入國際術

語。目前，人類對地震、火山、海嘯等突如其來的災變，只能通過觀察、預測來預防

或減少它們所造成的損失，但還不能阻止它們的發生。 

海嘯通常由震源在海底下 50千米以內、芮氏地震規模 6.5以上的海底地震引起。海嘯

波長比海洋的最大深度還要大，在海底附近傳播也沒受多大阻滯，不管海洋深度如

何，波都可以傳播過去，海嘯在海洋的傳播速度大約每小時五百到一千公里，而相鄰

兩個浪頭的距離也可能遠達 500到 650公里，當海嘯波進入陸棚後，由於深度變淺，

波高突然增大，它的這種波浪運動所捲起的海濤，波高可達數十米，並形成「水

牆」。由地震引起的波動與海面上的海浪不同，一般海浪只在一定深度的水層波動，

而地震所引起的水體波動是從海面到海底整個水層的起伏。此外，海底火山爆發，土

崩及人為的水底核爆也能造成海嘯。此外，隕石撞擊也會造成海嘯，「水牆」可達百

尺。而且隕石造成的海嘯在任何水域也有機會發生，不一定在地震帶。不過隕石造成

的海嘯可能千年才會發生一次。海嘯等自然災害都會產生次聲波，大象可以聽到次聲

波，像 2004年印度洋大地震產生的海嘯，由於大象聽到海嘯產生的次聲波，不聽主人

指揮，快速離開現場，乘坐大象的遊客才得以生還。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0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0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12%E6%9C%8826%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12%E6%9C%8826%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B%85%E5%8A%A0%E8%BE%BE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B%BC%E8%B0%B7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A6%99%E6%B8%AF%E6%97%B6%E9%97%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UTC%2B8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D%B0%E5%B0%BC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D%B0%E5%B0%BC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8A%AE%E6%B0%8F%E5%9C%B0%E9%9C%87%E8%A6%8F%E6%A8%A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8A%AE%E6%B0%8F%E5%9C%B0%E9%9C%87%E8%A6%8F%E6%A8%A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A6%99%E6%B8%AF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AD%E5%9C%8B%E5%A4%A7%E9%99%B8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87%8C%E6%B0%8F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A6%99%E6%B8%AF%E5%A4%A9%E6%96%87%E5%8F%B0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A6%99%E6%B8%AF%E5%A4%A9%E6%96%87%E5%8F%B0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9F%A9%E9%9C%87%E7%B4%9A
http://zh.wikipedia.org/zh-tw/196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196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1960%E5%B9%B4%E7%93%A6%E8%BF%AA%E7%B6%AD%E4%BA%9E%E5%A4%A7%E5%9C%B0%E9%9C%87
http://zh.wikipedia.org/zh-tw/196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196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80%B6%E7%A8%A3%E5%8F%97%E9%9A%BE%E6%97%A5%E5%9C%B0%E9%9C%87
http://zh.wikipedia.org/zh-tw/190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B5%B7%E5%95%B8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5%AC%E5%B0%BA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B3%A2%E6%96%AF%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8%BF%E6%9B%BC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D%9E%E6%B4%B2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B4%A2%E9%A6%AC%E9%87%8C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AF%9B%E9%87%8C%E6%B1%82%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95%99%E5%B0%BC%E6%97%BA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D%B1%E5%8D%97%E4%BA%9E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D%B1%E5%8D%97%E4%BA%9E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D%97%E4%BA%9E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D%B0%E5%BA%A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6%AF%E9%87%8C%E8%98%AD%E5%8D%A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B5%B7%E6%B5%AA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C%B0%E9%9C%87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B2%BF%E6%B5%B7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81%BE%E5%AE%B3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7%A5%E8%AA%9E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B8%AF%E5%8F%A3
http://zh.wikipedia.org/zh-tw/1963%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C%B0%E9%9C%87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81%AB%E5%B1%B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87%8C%E6%B0%8F%E5%9C%B0%E9%9C%87%E8%A6%8F%E6%A8%A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B5%B7%E5%BA%95%E5%9C%B0%E9%9C%87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B3%A2%E9%95%BF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B5%B7%E6%B4%8B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B3%A2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5%AC%E9%87%8C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B1%B3_(%E5%8D%95%E4%BD%8D)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A%95%E7%9F%B3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C%B0%E9%9C%87%E5%B8%B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AC%A1%E5%A3%B0%E6%B3%A2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4%A7%E8%B1%A1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04%E5%B9%B4%E5%8D%B0%E5%BA%A6%E6%B4%8B%E5%A4%A7%E5%9C%B0%E9%9C%87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81%8A%E5%AE%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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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太平洋海嘯警報中心（Pacific Tsunami Warning Center，簡稱 PTWC），由美國

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管理，於 1949年成立。中心因 1946年造成 165人死亡，發生

於夏威夷與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島地震而成立，總部並設於太平洋的美國夏威夷州。

太平洋海嘯警報系統亦由這個組織所運作。 

太平洋海嘯警報系統的成員由太平洋沿岸各國組成，平日工作會不斷留意各地水位變

化。在地震發生時，在太平洋海嘯警報系統架構下的各地天文台或地震預防中心會將

地震儀所收集到的的數據，如：地震波抵達時間，一一發送到夏威夷州的太平洋海嘯

警報中心。中心在接收到各地區之資料後，便會迅速計算出地震震央、深度和強度，

從而評估出發生海嘯之機會，然後向參與的國家及地區發出詳盡的海嘯預測數據及報

告，當中也預測了海嘯抵達太平洋沿岸各地區的大約時間和海嘯高度等。傳媒亦經常

根據該中心之數據向市民傳遞最新的海嘯消息。 

4. 海嘯的規模 

海嘯的大小多以規模表示。最常用的方法是今村所創，而飯田增設（-1）之海嘯規模

分級表。 

今村與飯田海嘯規模之分級表： 

規模 說明 

4 波高超過 30公尺，被害區域達到沿岸 500公里以上者。 

3 波高超過 10～20公尺，被害區域達到沿岸 400公里以上者。 

2 波高 4～6公尺程度，可使部分房屋流失、人畜溺死者。 

1 波高 2公尺左右，損壞海濱的房屋、帶走船舶的程度。 

0 波高 1公尺左右，可能造成小災害者。 

-1 波高 50公分以下，通常無災害者。 

海潮暴漲有可能是海嘯所引起，也可能是颱風所引起。近地海嘯所引起的海潮暴漲通

常伴隨著地震，遠洋地震所引起的海嘯則不會感受到地震動。而颱風所引起的海嘯則

伴隨強風。史籍上若提到地大震，之後海潮暴漲，則海嘯的可能性極大。然而多數記

載只提到海潮暴漲，並無其他說明，是否是地震海嘯就有待進一步探討。因此將史籍

上所述之海嘯或疑海嘯，以海嘯信度表示其發生之可能性。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BE%8E%E5%9C%8B%E5%9C%8B%E5%AE%B6%E6%B5%B7%E6%B4%8B%E5%92%8C%E5%A4%A7%E6%B0%A3%E7%AE%A1%E7%90%86%E5%B1%80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BE%8E%E5%9C%8B%E5%9C%8B%E5%AE%B6%E6%B5%B7%E6%B4%8B%E5%92%8C%E5%A4%A7%E6%B0%A3%E7%AE%A1%E7%90%86%E5%B1%80
http://zh.wikipedia.org/zh-tw/194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1946%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4%8F%E5%A8%81%E5%A4%B7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8%BF%E6%8B%89%E6%96%AF%E5%8A%A0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8%BF%E7%95%99%E7%94%B3%E7%BE%A4%E5%B3%B6%E5%9C%B0%E9%9C%8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4%AA%E5%B9%B3%E6%B4%8B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A%E5%B9%B3%E6%B4%8B%E6%B5%B7%E5%98%AF%E8%AD%A6%E5%A0%B1%E7%B3%BB%E7%B5%B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A%E5%B9%B3%E6%B4%8B%E6%B5%B7%E5%98%AF%E8%AD%A6%E5%A0%B1%E7%B3%BB%E7%B5%B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B5%B7%E5%98%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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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1. 固體地球的分層 

2. 何謂岩石圈、軟流圈？ 

3. 板塊的交界帶有哪幾種？ 

4. 何謂震央、震源？ 

5. 何謂震度、地震規模？ 

6. 一則烏龍的地震的新聞，一位不專業的主播其報導內容如下： 

昨天晚間 11：57發生一起規模 6.4的大地震，震源在花蓮外海東方 150公

里處，花蓮市區一陣天搖地動，各地也感到這次地震的威力；臺北測到規模

5.0、新竹規模 4.5……，連遙遠的澎湖外島也測到震度 2.5 級。根據中央

地震局表示，這起地震是由於太平洋板塊與歐亞板塊擠壓造成，屬於正常的

能量釋放，民眾無須過度恐慌。接著該單位又預測，未來 2~3日內將有規模

更大的地震發生，民眾應小心防範，讓災害減至最低。 

請針對以上與地震有關的內容，指出錯誤之處並加以訂正，用詞遣字不在此

範圍。 
 原稿  訂正 

1. 規模 6.4的大地震   

2. 震源   

3. 臺北測到規模 5.0   

4. 新竹規模 4.5   

5. 澎湖……震度 2.5級   

6. 中央地震局   

7. 太平洋板塊與歐亞板塊   

8. 未來 2～3日內將有……地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