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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常言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人人聞災色變，但在生活中卻往

往等憾事發生後，才｢千金難買早知道｣！近年來全球氣候異常，天然災害頻傳、

再加上人為疏失所造成的人禍時有所聞，如何在教育現場上，幫助我們的下一代

能更具有防災應有的正確態度與知識，已是刻不容緩的議題。 

  我們希望藉由融入課程的方式，讓防災教育不再只是停留在書本上的知識，

也不是傴有一個下午的防災演出，透過一系列課程的設計，讓學生自生活中取材

學習、由被動的學習者，成為主動的知識建構者與分享者，將防災素養內化到內

心，讓防災概念由書本成為生活的實際。 

  課程中亦發現學生學習動機提升、並有良好的產出成果，我們亦整理出成功

推動本課程的關鍵要素與未來建議，希望能幫助更多的教育夥伴一起致力推動融

入課程之防災教育。 

 

關鍵字：防災教育、安全教育、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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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動的防災教育課~安全的主張 

一、 設計動機與目的 

    近年來隨著氣候異常，全球各地重大災害不斷，不論是難以預防的天然

災害，或是人為造成的重大意外事故，透過新聞媒體的轉播，令人怵目驚心

的驚險畫面，已成為許多人心中難以抹滅的恐懼。但是一則又一則的重大災

害發生之後、一次又一次的重大意外事故發生之餘，總是令人遺憾地發現，

在防災教育也好、或是重視生命安全也好，總是說得多、做得少，彷彿只要

今天這件事還好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就沒事了。 

    其實，災害隨時就在我們身邊！當遭遇災害時，那一秒之差的判斷與應

變，將會對一個人的一生造成截然不同的結果。對災害認知的程度越高、對

安全重視的程度越深、以及對災害應變能力越好，將能使遺憾的發生率降至

最低。基於此，在這 2 年任教健康教育課時，我十分重視學生對災害的認識

並一再苦口婆心、旁徵博引地強調安全的重要性，但要如何讓孩子們真正願

意將這些概念與能力｢內化｣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好讓他們在這一生中，可

以積極地預防讓自己遭遇災害，或是在真正遭遇災害時，可以具備更好的應

變能力?是我放在心中不斷思考的問題。 

    恰巧本校採用的教科書在 9 上設計有｢安全的主張｣這個單元，它的設計

用意在於幫助學生更重視生命安全的重要性，但因設計內容偏向認知的講

述，在教學過程中總覺得不夠貼近現實生活，學生往往無法從中深刻體會｢

安全｣對人的一生是多麼地重要！故著手設計本課程，希望增加學生在課程

中的參與感，透過實際參與報告的過程，能夠增進學生對災害的警覺心與對

生命安全的重視。 

二、 課程設計 

（一）領域：健體領域之健康教育課 

（二）素材：翰林九上健康教育課本｢安全的主張｣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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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象：本校 9 年級各班學生(共 294 位學生) 

（四）時間：本課程每班共進行4節課，每節課45分鐘 

（五）設計理念： 

  1.建構主義強調學習者主動參與建構知識的歷程 

採用建構主義強調「知識是透過學習者主動建構而來」，且相信知

識的建構有賴過去的經驗為基礎、並透過學習者間的討論、創造的過程

而不斷成長改變。在學習過程中，學習者負有主動參與學習的責任。希

望在本防災課程中，透過讓學生有更多主動參與課程的機會，經驗主動

建構知識的過程，深化現實生活與防災認知的連結，讓防災教育不再只

是停留在書本上的知識。 

  2.以防災素養要素為基礎設計本套課程 

右圖防災素養架構(取自在校

級防災教育師資培教材-高中職)分

為防災態度、知識及技能三大要

項，要項以下再各分為三小項，本

套課程主要著重在｢防災態度｣及｢

防災知識｣兩大要項。希望學生能在

生活中培養應有的防災態度及知識。 

（六）教學目標： 

  1.能具有正確的防災態度。2.建立對災害的認知與防備知識。 

3.能指出各類型災害的成因與特性。 

4.能分析災害發生的過程以利未來預防災害的發生。 

（七）課程架構： 

在既有教科書的基礎之上，及本課程之設計理

念，本套課程共分為四節課，依循引起動機基本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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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參與實作發表對話的歷程，規畫本課程結構如圖。 

三、 課程進行 

課程主題 課程重點 時間 

天災人禍 

1. 播放｢唐山大地震｣影片，引起學生動機，讓學生感受災

害的震撼。 

2. 開始引起學生討論對｢災害防制｣的概念。 

3. 教師進一步說明天災、人禍等相關議題。 

20 分鐘 

 

10 分鐘 

15 分鐘 

災害就在 

你身邊 

1. 由教師引用課本中關於災害防制、安全的主張重要性等

知識性的概念。 

2. 教師分享蒐集到的一些災害軼聞：如山難的故事、天災

的故事，其中著重於分享過程中一些貼近生活的小故

事，以引起學生的動機，讓他們願意更深入了解災害對

個人生活的重大影響，並建立｢若沒有建立防災知識將會

造成自己終生的遺憾｣的概念。 

20 分鐘 

 

25 分鐘 

分組實作 

1. 鼓勵學生｢說故事的主角｣換人做做看，由教師改為學

生，並以小組合作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後，頇於下週製

作成簡報或影片或戲劇呈現給全班看。 

2. 將全班同學分組。 

3. 提示學生找資料著重在於特定天災或人禍的重大事件，

及其中所有感人的或特別的人事物，以喚醒同學們對災

害的記憶，並認真看待災害對生命安全的危害。 

4. 將學生帶至圖書館使用電腦查詢功能，蒐集資料，教師

協助指導各組。 

10 分鐘 

 

 

5 分鐘 

5 分鐘 

 

 

25 分鐘 

實況轉播 

1. 教師說明各組報告順序、時間。 

2. 教師請各小組依序上台報告。 

3. 每組報告完畢，教師現場評分，尤其十分重要的是要立

即給予小組報告內容及製作的影片或簡報即時的回饋，

分享教師從小組報告中個人的收穫。 

4. 教師總結學生報告，並針對課程重點做結語。 

5 分鐘 

30 分鐘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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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成果 

原本十分擔心 9 年級的孩子，能夠達到我作業要求的人大概不多吧！但是實

施下來，發現各班除少數同學外，皆能在分組之後，順利繳交我所要求的報告。

學生的簡報內容不傴符合主題，且不得不佩服學生查資料的功力，連幾十年前的

災害都能找出來，並用心剪輯、整理、統合成一份又一份令我驚嘆連連、驚喜不

斷的報告。 

在上課的過程中，學生都專注聆聽台上同學精心製作的報告內容，報告的同

學也都能稱職地扮演起記者的角色，用心地報導他們所找到珍貴資料、鏡頭。有

的同學甚至發揮精實的資訊能力，以近乎專業｢紀錄片｣的手法報告讓我感動不

已，也有的同學報告時就儼然是個專業的氣象主播向大家解說起何謂｢藤原效應

｣…等，大家恍如置身在地球科學課裡…。 

大抵而言，學生的作品約略分為 3 大類，典型的簡報、創意的影片、以及

KUSO 的戲劇 LIVE 演出，以下就報告中得分較高者、或有特殊狀況者，簡要列

表呈現如下，及選取具代表性之學生簡報作品如後。 

（一）小組報告評語 

報告主題 製作人 教師評語/劄記 評分 

孫穗芬車禍 

902 吳知諺、盧健

嘉、許書瑋、蕭孙

庠、謝承剛、鍾季

霖、林子耀 

謝承剛報告很自在、很有教授的 FU，

很優雅、有創意。報告內容用大量照

片吸引同學、很聰明的做法！ 

100

分 

蘇花車禍及

48 年 87 水災 

903 王喬萱、洪少

彤、許書瑀、楊惠

琪、林函儀 

報告的主題十分有趣且令人震撼，連

老師都很佩服及好奇報告的內容，PPT

製作也很用心，報告者反應超快、頭

腦清楚、口齒清晰。是很用心、精緻

的報告。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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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曉玲車禍 

904 江令安、林芳

亦、林家瑢、時毓

淳、許巧儒、蔣佳

妤、王禎誼 

904 班整班報告得很有效率，全部報

告完畢且電腦操作流暢，此組報告的

同學聲音好好，很有講故事的功力，

製作的 PPT 很漂亮。 

98 分 

89 年 

八掌溪事件 

906 李宗霖、郭政

賢、劉紘銘 

小組採現場演出方式呈現，非常有創

意，且台風穩健、口齒清晰有個人魅

力，有專業講故事的 FU，讓聽報告的

人感到有趣。再搭配圖片輔助說明，

令人感到心酸。906 班在報告時常會

提起已轉走的某個學生，令人感到窩

心與不捨。 

98 分 

99 年 

創意旅行團 

蘇花公路車禍 

906 林昱羽、陳佳

佑、葉浩君、廖千

淳、簡子芸、鄭佳薇 

簡子芸製作影片的功力真的太強了，

小組報告內容就像新聞記者採訪剪輯

的內容一樣，頗有專業水準! 

96 分 

92 年 

蘆洲大火 

907 林毓如、白秉

弘、李治宏 

由老師撮合分在同組，資優生與學輔

生合作無間，治宏的超連結功力一級

棒! 

95 分 

53 年台中 

神岡空難 

905 蔡金樺、蔡宛

昀、王姿綉、王禪

靜、楊宜寧、許雅

淳、宋佩儀 

小組找到相當難得的歷史影片，並能

從中看見當時的人民經濟條件與生活

素質。 

98 分 

98 年 88 水災 

907 鄔義弘、陳宏

年、徐錫胤、柯韋

宏、陳冠勳、盧致

榕、余冠霆 

老鄔的颱風沒話說，很像老師喔!報告

所蒐集的資料很豐富、很有創意。 
9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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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年 

大園空難 

906 王崇光、林冠

璋、簡伯丞、柯祖

皓、黃瀚賢 

王崇一的自製影片超級厲害，很感

人!PPT 製作得很用心。尤其內容十分

豐富，影片的手法讓人有彷彿觀賞專

業新聞剪輯短片的感覺！ 

90 分 

（二）小組簡報內容舉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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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組簡報內容舉例二 

  

  

  

  



~ 8 ~ 
 

（四）小組簡報內容舉例三 

  

  

  

（五）小組拍攝影片擷取畫面 

  

簡子芸同學自製影片創意旅行團意外事件 王崇光同學自製影片大園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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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生心得 

   學生在課程中學到了哪些？聽聽他們怎麼說。 

 黃毓庭：這個活動能讓我們增強團體合作能力，因為共同行動合作找資

料，再做成報告，有助於我們團體合作能力的提升。 

 崔雅娟：這一系列的課程我非常的滿意，從一開始的分組查資料，接著

看唐山大地震，到各組上臺分享和聽鬼故事，使我對這系列的課程充滿

了好奇心並從中得到了許多省思！ 

 熊若晴：有些天災是無法避免的，是大自然的循環，但就是有人因自己

的貪欲而逾越了本份，侵犯了原本和諧的生態。當山老鼠盜採林木時，

是否想過此舉可能在颱風天引起土石流；當把冷氣調到 20 度，是否想

過不久的將來，臺北會淪為一座湖？沒錯，並不全然是人類引發這些災

難的，但如果我們如此短視近利到加強這些災難，我們是不是該檢討？ 

 梁阡阡：我覺上台報告很好玩也很容易就完成了，聽班上同學報告的內

容很有趣，而且也容易搞懂。 

 許書瑋：我覺得老師的活動都很有趣又有意義，而且大家也可以上課很

開心，所以希望老師可以繼續以這種方式上課！ 

 蔡安翔：藉由此課程能讓大家更了解災害發生的原因，以及防範災害的

方法，是個很棒的課程！ 

 朱容廷：一開始聽到要做報告，覺得好煩！明明是一堂可以比較放鬆的

課程，卻又有回家作業…。在製作報告的過程中，慢慢發現到其實是一

項蠻有意義的活動。也從中了解天災會造成莫大的損失，人類也頇負起

相當的責任，而車禍大部分也是因為駕駛的疏忽，才發生無法彌補的遺

憾。還有之後的各組成果發表，也看得到每一組用心呈現的內容，也讓

我們有機會試著當課堂上的主講者，體驗一下老師的辛勞！總之就是個

很讚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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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少彤：我覺得老師安排的這一系列課程，非常有趣！而不是枯燥乏味

的照本宣科！竟是讓我們自己去找相關的資料，從中讓自己有更深的體

會！震撼之於再作檢討，除了不無聊之外，更能投入在課堂中，細細聆

聽別人的報告也能學到很多，更讓本班展現不同的一面！ 

 黃柏程：自然災害的發生或是人為災害的產生，都對人們有很大的影

響。這些災害的存在也刺激著我們的思考。老師安排這套課程，能讓我

們從中學習，從看相關的影片，老師講實例故事，讓我們查資料作報告，

並向全班報告，這一系列的課程讓我們學到很多！不傴瞭解到災害的發

生都是有原因的，也學習到災害前做好預防、落實安全措施，都能減少

災害的損失和帶來的傷害。讓我們對災害的發生和如何做好預防有進一

步的了解和學習。 

六、 教師省思 

進行此課程只有二屆，原本是想了解孩子們的資訊能力及發揮孩子活潑

好動的特質，分組作一個很炫的 PPT 報告，經過鋪陳、引導，發現孩子們

都作的很棒！我想：一來是因為議題貼近生活較簡單(例如：天災、人禍…)，

二來這幾年孩子的電腦素養真的提升很多很多。再加上本校的資訊設備及圖

書館的資料都十分完善，所以進行此課程相對的順利!以下也整理出幾個我

覺得能讓課程順利進行的關鍵因素： 

（一） 教學正常化、落實課程教學 

這三年來本校及本人都堅持正常化教學，讓學生充分感受到學校及老師

對健康教育課的重視。並時而在既有課程的架構之上，發揮突如其來的創意

巧思，設計與課程主題有關的活動，往往能與學生擦出令人驚艷的火花！ 

（二） 分組很重要、提高合作績效 

這次課程需要以小組為單位進行報告，鑒於以往只要是小組活動就會有

人多做事，有人不做事。因此這次分組，我讓學生自己分組，選擇志同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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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朋友一起做報告，應該可以更提高每個人的參與度。但是相對的，也要更

注意每個班上有一些落單的同學，比如說：發現有人沒有組別的，就由老師

協助撮合，有一些比較沒辦法融入群體的同學，就由老師時常親自指導。如

此一來，小組成員間的互動多了、報告的內容與創意也就提升了。 

（三） 課程前鋪陳、提高學習動機 

我覺得要讓 9 年級的同學好好地上、快樂地上健康教育課，假如照本宣

科、照著教科書上，實在很難引起他們的學習動機。因此，我在上課時會有

很多的鋪陳，把許多跟主題有關的奇聞軼事、人生經歷都盡量與孩子們分

享，希望能夠幫助他們集中注意力並提高他們學習的動機，而令我感動的

是，這樣做好像也讓某些班上的｢睡人｣甦醒了起來！ 

（四） 課程中指導、確保作業品質 

考慮 9 年級學生的學習壓力較大，因此設計課程時，就考慮盡量減少學

生的負擔，讓小組報告可以在課堂上完成。如此做還有額外的好處是，老師

可以在課程中觀察了解各組的分工情形，並督導報告的內容、取材，並立即

地指導各組的作業情形，以確保作業品質。 

（五） 生活中取材、深化防災意識 

由於要求學生報告的主題皆是取材自實際生活中的災害事件，可以讓學

生深刻認知到果然｢災害就在你身邊｣的防災意識，並進而提高在生活中對災

害的警覺性與態度，增進對安全的重視與珍惜生命的態度。 

（六） 換人說說看、提高課程參與 

同樣的內容，講者由老師換成學生時，所傳送出來的課程效果相當不

同。不傴在台下聽的同學，聽得更專心；在台上報告的同學，也會因為要上

台報告而必頇花更多的時間研究、整理、準備。也可以讓同學學習如何找資

料、整理資料、如何在眾人前表達…等，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扮演更主動

積極參與的角色，收穫也更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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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立即性回饋、滿足學習成就 

到了小組輪流上台報告時，我喜歡立即地給與小組報告的回饋，有時是

讚美、有時是發問、甚至是近乎崇拜的讚嘆，並且會鼓勵其他同學給與報告

同學一些回饋，而最重要的是不忘給與熱烈的掌聲。當我這樣做的時候，我

看見學生臉上浮現自信又驕傲的笑容，同時也激發了他組同學那種｢輸人不

輸陣｣的鬥志！願意更積極準備他們自己小組的報告。 

（八） 多元化評量、展現多元才能 

我沒有特別規定小組報告的格式，我一開始只有要求最陽春版的簡報

PPT，但是我也歡迎各種創新的嘗試。於是會看到有的資訊素養比較好的同

學，製作出媲美新聞專題報導的｢影片式報導｣，也會看到有表演天賦的同學

來個 KUSO 版的演出，讓大家看見別開生面的精彩報告。因此保持評量的彈

性，更可以允許同學展現不同的多元才能。 

（九） 人與人會心、教學相長雙贏 

好好地教一個班三年，到了 9 年級時，師生之間的情感已到了如膠似漆

的地步。尤其像健康教育這種不必考的科目，如何在學生心目中佔有重要的

位置，讓學生願意配合課程的要求？我覺得三年來累積的師生情感，真的是

很重要的施力點。當我越是貼近孩子的心，也會發現他們變得更貼心。每當

我看見這些孩子可以在那麼忙碌的生活中，還那麼用心地準備我要的報告，

心中的感動真是難以言喻啊!以下分享學生給予我的一些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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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困難與建議 

(一) 未來可放入地震災害及應變措施之設計 

在撰寫本篇教學設計的同時，也是日本大地震及末日預言甚囂塵上的時

刻。幾乎人人聞震色變，但都不禁懷疑，假如我們遇到強烈地震時到底應該

做些什麼才好？我覺得可以針對｢地震｣這樣的天然災害，作更主題式的教學

設計，並且可以搭配複合式防災演練，讓學生不傴對防震教育有正確的認

知，更要能在遇到地震時，發揮臨機應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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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可再給予彈性的完成時間但要使命必達 

小組製作報告的時間可以再充裕一些，老師也可以根據不同小組的狀況

給予｢彈性｣的完成時間。但是老師本身必頇要｢溫柔的堅持、持續的陪伴｣

讓孩子們認知到這是一件要｢使命必達｣的事。 

(三) 遇到分組的困難老師要多費心協助克服 

每班的個別差異很大，進行分組活動時總是會有些令人頭痛的事情出

現。因此，老師要能夠基於對班級生態的瞭解，盡量協助各組克服分組的困

難，也要考慮每個學生的感受，並激勵每個孩子在小組裡都能確保有參與到

分工。老師要隨時掌握了解各小組的執行情形，遇到困難時協助予以克服。 

(四) 可再加入防災技能部分的延伸課程設計 

由於本課程設計著重在防災態度與知識的培養，較無針對防災技能的部

分做設計，未來可以以此主題再延伸設計，比如可以讓學生回到生活中檢視

環境中有哪些潛在的災害危險，可以加以預防，或是檢核家中的防災準備物

資或逃生動線…等，以加強在實際生活中實際面對災害時，能有立即反應處

理的能力，在生活中實踐防災素養。 

八、 結語~當老師是件幸福的事 

    我想提這份課程的原因是，其實整個課程結束，我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因為

從中我獲得的太多太多成就感及感動，教這些孩子三年，他們所呈現的驚喜、創

意、認真、幽默……讓我覺得當老師是件幸福的事。我想大家都是教育工作者，

能夠感同身受我的感動。 

906 子芸是個認真的資優生，她的自製影片讓我驚為天人(因為…我真的不會)

我一直詢問她是怎麼做的，有沒有花很多時間。畢竟九年級，我還是很擔心家長…

紘銘平常木訥寡言，報告時唱作俱佳，口若懸河令我噴飯又噴淚。906 班有一個

中輟生，已經離開一年半了，他的特殊令人難忘，在大人們眼中，或許他是一個

問題學生，但在孩子們的世界，他是一個令人難忘的同學，小組同學把他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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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 PPT 中，感覺他仍是 906 的一份子。在現今瞬息萬變的社會，孩子們的有情

有義，令我動容，也讓我們大人反省！ 

902 盧健嘉超有教授的 Fu，聽他報告實在享受，從容的態度、優雅的風範、

充實的內容，長的又帥！報告完畢之後，儼然成為老師的新偶像！907 表明可以

自己一組的毓如，經過我的「盧」功及溫情的拜託下，她｢收｣了二個「流浪貓」，

在我的眼線下進行活動，沒想到情障生幫忙了大忙，因為他會超連結，當下解決

了超級資優生的困擾，呵呵，您們說這不是很有趣嗎？果然天生我才有用。903

洪少彤的「藤原效應」，也從颱風報告裡專業的呈現，讓我及巡堂中佇足欣賞的

教務主任大為讚賞，是在上地理課吧！？而 903 班在沒有事前告知一般例行上

課，每一組報告的同學，在主任關愛的眼神下，落落大方，毫不怯場，圓圓滿滿

的完成。不禁讚嘆現在的孩子，真是「臨危不亂」啊！喔，應該是非常充滿自信

啊！ 

    我真的很高興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教學喜悅，雖稱不上有什麼貢獻或偉大的

計畫，但這些都是孩子們的心血結晶。從中孩子們也教我很多！真的是教學相

長！謹以此篇報告感謝你們，我親愛的孩子們！今年你們都即將畢業了，老師希

望你們在往後的日子，也能像在忠孝一樣健康、快樂的成長！祝福你們，甘巴爹

(加油)！阿里阿多(謝謝)！莎喲那拉(再見)！→我的口頭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