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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把它變簡單了~~成功百分百的爌土窯
壹、摘要
「 ㄅㄨˊ 土甕ㄚ」不但樂趣多，經由「土甕ㄚ」燜熟的番薯、芋頭、雞蛋、叫化
子雞，更是又香又甜，風味絕佳，但是建造「土窯」不是一件容易的事，本研究就是我們
在屢蓋不成的情況下，激盪出改變「傳統圓塔式土窯」的構想，用科學方法來解決困難而
進行的一件科學研究計畫。
貳、研究動機
假日中，我們幾個同村的同學常喜歡到田裡「ㄅㄨˊ土甕ㄚ」
，又香又甜的番薯，讓大
家吃得笑瞇瞇，但是在蓋「土甕」時，常常蓋到一半就垮了，有時蓋到快完成時才垮，真
叫人「萬嘆」
，那時，我產生了一個念頭，難道一定要用牛犁出來的土塊才能蓋「土甕」嗎？
況且現在田地大多採機械耕耘，土塊取得較不容易，我們難道不可以自己製造長方形土塊，
參照埃及「金字塔」型式來蓋「土甕」？根據五年級自然科學平衡力學、熱的傳導與保溫
原理課程，長方形土磚應該比橢圓形土塊容易蓋吧？所以我就約了幾位同村同學一同研
究，並請都是老師的叔叔和堂姐指導。
參、研究目的
一、測量何種錐體的容積較大。
二、研究「金字塔土甕」堆砌方式
三、探討土磚製作時土與水最適合的比例
四、瞭解何種土質最適合製作長方形土磚
五、比較「傳統圓塔式土甕」」和「金字塔型式土甕」
六、找出最佳的「土甕」型式
肆、研究設備及器材
錐體模型、數學積木、量筒、量杯、尺、模板、鏟子、沙土、水、木柴、番薯、雞蛋
伍、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比較圓錐、三角錐及四角錐的容積大小：
（一）我們利用五年級下學期數學領域第九單元「立方公尺與體積」的各種柱體與錐體模
型（圓錐直徑 6 公分，柱高 8 公分；三角錐邊長 6 公分，柱高 8 公分；四角柱邊長
6 公分，柱高 8 公分）作測量用具。
（二）將細砂倒滿各錐體，再將錐體中的砂分別倒入量筒中，各輕拍量筒五下，使細砂均
平，以便測量砂的體積，也就是各柱體的容積。
（三）我們在倒砂的時候，使用一較大的量杯盛住不小心溢出的砂子，再倒入量筒中，以
1

增加其準確度。

1.小心地將錐體中的砂
倒入量筒

2. 各輕拍量筒五下
使細砂均平

3.測量三種錐體的容積

二、「金字塔土甕」堆砌方式：
由研究過程一我們發現三種錐體容積很接近，但以四角錐較大，合乎我們用金字塔型
式構想，所以我們用數學古氏積木中的長 3cm、寬 1cm、高 1cm 積木，用雙面膠黏成
長 3cm、寬 2cm、高 1cm 積木代替長 15cm、寬 10cm、高 5cm 土塊，進行 A、B 二
組不同方式堆砌試驗。
A、「直疊式」堆法：
底層每邊 4 個共 16 個，緊密排列，第二層積木往內進 1 cm，順時鐘方向「直疊」
堆砌，共排 14 個，第三層同第二層方法排列，結果因無法平衡而倒塌，所以第三
層改只向內進 0.5cm，結果堆砌成功，用了 12 個積木，第四層仍以進 0.5 cm 方法
堆砌，用了 10 個積木，同法第五層，用了 8 個積木，同法第六層，用了 6 個積木，
第七層用了 2 個積木，完全密合，「金字塔土甕」堆砌成功，共用了 68 塊積木。

4.「直疊式」堆法

7.底層 16 塊

5.「品字型」堆法

6.二種堆法的比較

8.第二層往內進 1cm

9.第三層往內進 1cm 倒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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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第三層以後均改往內進
0.5cm 不然會倒下

11.有些傾斜

12.「金字塔土甕」堆砌
成功共用了 68 塊積木

B、「品字型」堆法：
底層每邊 4 個共 16 個，緊密排列，第二層往內進 1 cm，以「品」形方式順時鐘方
向堆砌共排 15 個，第三層同第二層方法排列，用了 13 個積木，第四層因無法平
衡也倒塌了，所以第四層改只向內進 0.5cm，結果堆砌成功，用了 12 個積木，第
五層仍以進 0.5 cm 方法堆砌，用 10 個積木，同法第六層，用了 8 個積木，第七層
用了 6 個積木，第八層用了 2 個積木，完全密合，
「金字塔土甕仔」堆砌成功，共
用了 82 塊積木。

13.採「品」字形堆砌，
第二至三層往內進 1cm

14.第四層以後均改往內進
0.5cm 不然會倒下

15.堆砌成功，共用了
82 塊積木

三、土磚製作時土與水最適合的比例試驗
（一）我們到有土塊的田裡拿一「獨輪車」的田土，在一間可曬到陽光的鐵皮屋內用量杯
以控制變因方法做各組試驗：
甲-1 公升土比 1 公升水
乙-2 公升土比 1 公升水
丙-3 公升土比 1 公升水
丁-4 公升土比 1 公升水
戊-5 公升土比 1 公升水
己-6 公升土比 1 公升水
將各組土水充分混合，倒入長 15cm、寬 10cm、高 5cm 的模板中，每組各 6 個 ，逐日
觀察土塊蒸發情形，

16. 甲-1 公升土比 1 公升水

17.乙-2 公升土比 1 公升水

18.丙-3 公升土比 1 公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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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丁-4 公升土比 1 公升水 20.戊-5 公升土比 1 公升水 21.己-6 公升土比 1 公升水
（二）為了使模型板能重覆使用，印製更多的土磚，所以在二十分鐘時，我們即開始將模
型板取出，重覆使用。

22.長 15cm 寬 10cm 高 5cm

23 共釘製了三十個模型

24.二十分鐘時移開模板

四、何種土質最適合製作長方形土磚試驗
（一）取沙、土、土加紅土（5 比 1）三種土，用量杯以 5 公升土和 1 公升水比例各灌製
10 塊土磚，一天後將沙質、土質、土加紅土質三種土塊自疊八塊，試驗是否會斷裂，
瞭解承受重力情況。

25..灌製土磚情形

26.堆平土磚

27.沙質土磚有水滲出

28.一天後土磚情形

29.移動三種土磚的情形
(沙質、土質均破裂)

30.土磚承受重力試驗

（二）大量印製土磚：
我們採用加紅土的土大量印製土磚，二十分鐘後，模型板即可再重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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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印製土磚，一邊紀錄

34.印製土磚之一

32. 印製土磚樂陶陶

35.弄平表面

33.取下模型板

36.大量印製土磚

五、比較「傳統圓塔式土甕」和「金字塔型式土甕」
（一）以 40 公分為直徑蓋一個「傳統圓塔式土甕」：
「土甕」的過程是先在田裡挖個小坑，找些小土塊一塊一塊的往上疊，越高小土
塊越小，疊成一圓甕的土窯，再撿些樹枝或乾草開始升火。俟熊熊烈火把小土窯燒
得由黑轉紅時，再把番薯、芋頭等物從甕頂丟下去。打破土窯，用力壓平，蓋上泥
土保溫，使土窯變成一塔式土窯堆砌個小山丘，即大功告成。
本次建「土甕」中途倒了二次，一共花了四十分鐘才完成。

37.砌「傳統圓塔式土甕」

38.即將完成難度增高

（二）金字塔土甕：
由實驗過程四，我們發現，加紅土的土磚一天以後就不會斷裂，所以我們用加紅
土的土磚蓋金字塔土甕，土磚的長寬高是積木的 3 倍，底層 4 邊每邊排 4 塊土塊
邊長 40 公分，為了增加「土甕」內部空間和穩固，我們採用四角錐體形及積木模
型 B 的品字形堆砌方法建造，但到了第六層以後，因為土塊重量無法像積木一樣
重，無法承受，有將倒塌的可能，所以將土塊一分而二，一分而四，這樣就可順
利完成，本次沒倒塌過，只花了十分鐘就完成，共用了 78 塊土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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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第二層往內移 5 公分

39.土磚印製

41.紀錄砌建磚塊數

42.品字形堆砌用尺量
43.第三層
44.「金字塔型式土甕」完成
（三）我們二組均用相同手法，用同一種木板同時燒「傳統圓塔式土甕」和「金字塔型式
土甕」
，根據舊經驗燒了 60 分鐘後，開始將約同大小的幾塊番薯從甕頂丟進土甕仔，
再撥入幾塊燒紅的土塊，再丟入番薯，再撥入幾塊燒紅的土塊，最後才放入包了紅
土的雞蛋，打破土窯，用力壓平，蓋上泥土保溫，使土窯變成一個小山丘。
陸、研究結果
一、用細沙測量各錐體容積如下表一
（表一）
錐體
容積
毫升

圓錐

三角錐

四角錐

85

89

91

二、
「金字塔土甕仔」用數學積木進行不同方式實驗，以「品」字形方式堆砌最不容易倒，
直疊式會疊到第七層使用 68 塊積木（如下表二）而且會疊到第八層使用 82 塊積木(如
下表三)，
（表二）Ａ直疊式堆砌法
層數
積木使
用數量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第五層

第六層

第七層

16

14

12

10

8

6

2

每層往

發生倒 向內進 向內進 向內傾 容易密

內前進 塌情形 0.5 公 0.5 公 斜
其他
發現

1 公分

改向內 分

分有點

進 0.5

傾斜

合

第八層

合計
68
完成了
但有些
傾斜

公分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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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Ｂ品字形堆砌法
層數
積木使
用數量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第五層

第六層

第七層

第八層

合計

16

15

13

12

10

8

6

2

82

發生倒 比直疊 因為有 有點向 因為有
塌情形 式好疊

交錯著 內進傾 交錯著

其他

改向內

力較容 斜

力較不

發現

進 0.5

易疊

容易倒

公分才
可

三、探討土磚製作時土與水最適合的比例，根據實作，以戊-5 公升土比 1 公升水最適合。
（表四）
組別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土:水=1:1

土:水=2:1

土:水=3:1

土:水=4:1

土:水=5:1

土:水=6:1

觀察

水太多了

水太多了

土漿滲出

土漿滲出

比例適合

比較乾些

發現

沒法製成

沒法製成

土磚變矮

土磚變矮點

土磚四方

土磚散開

土水
比例

45 甲比例土磚(土:水=1:1)

48.丁比例土磚(土:水=4:1)

46 乙比例土磚(土:水=2:1)

49.戊比例土磚(土:水=5:1)

47 丙比例土磚(土:水=3:1)

50.己比例土磚(土:水=6:1)

四、何種土質最適合製作長方形土磚試驗中，我們根據實驗結果，第一種沙質土磚移動時
就斷裂破碎 6 塊，不適合，第二種土質的土磚疊高 8 塊時，斷裂破碎了 5 塊，第三種
土磚（土加紅土）疊高 8 塊時斷裂 1 塊，較適合，加紅土採 5：1 是因為黏度剛好，一、
二天後就可使用，如果三天之後才要烤地瓜，用 6：1，7：1 也可以。
五、我們用同一種木板燒「傳統圓塔式土甕」和「金字塔土甕」
，到 40 分鐘時，
「金字塔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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甕仔」的土塊開始有燒紅情況，「傳統圓塔式土甕」尚沒有燒紅情況。
六、燒了 60 分鐘後，開始將約同大小的幾塊從甕頂丟進土甕仔，再撥入幾塊燒紅的土塊，
再丟入番薯，撥入幾塊燒紅的土塊，最後才放入包了紅土的雞蛋，打破土窯，用力壓
平，蓋上泥土保溫，使土窯變成一個小山丘。
七、燜了 50 分鐘後，「金字塔土甕」出來的番薯熟得恰到好處，可以用剝皮的，不會沾
沙，皮內層有點焦又不太焦，「傳統圓塔式土甕」，出來的番薯，火候未到，所以皮
略濕， 但也熟了。
柒、討論
一、以積木代替真正的土塊先作實驗是否可行？答案是可以的，這樣可以知道大約要用
多少土塊，每層土塊向內進多少距離會平衡比較不會倒。
二、為什麼「品」字形疊法較穩固呢？因為有交錯性互相著力，而使用的土塊多了 14 塊，
但增高一層，會增加容積。
三、蓋「傳統圓塔式土甕」的時間至少是「金字塔型式土甕」的四倍，原因是圓土塊不
容易疊，而且容易倒榻。
四、「品」字形疊法中，長方形土塊第 2.3.層只進 0.5cm，不進 1cm，是不是可以？我們
討論和實驗後是可以的，但會增加土塊一層，所以如果要烤的地瓜較多，可以用這
種堆砌方式，缺點就是土塊受熱面較小。
五、我們這次把土塊放在下午會曬到陽光的鐵皮屋內，是怕淋到雨，如此，土塊乾的速
度較慢，這樣比較浪費柴火，延長燒紅土塊的時間。
六、我們控制二種「土甕ㄚ 」體積儘量同樣大，燒的柴火一樣是木板，燒的時間一樣，
「ㄅㄨˊ」的地瓜約同大小，這樣來比較哪種「土甕仔」較佳。
七、我們沒學過「錐體容積」的計算法，所以利用細砂體積來測量錐體容積，比較「金
字塔土甕」和「傳統圓塔式土甕」容積。
八、土磚印製時，不要用力拍打，因為土太踏實，乾得慢，熱的傳導也較慢。
捌、結論
一、自己做土塊來蓋「金字塔土甕」是可行的，而且是很科學的，我們覺得太棒了，不
用到處撿土塊抬土塊，克服了常常蓋不成的困擾，而且捏土是我門最喜歡做的事。
二、土塊如果越乾硬度就越大，蓋起來更容易，而且可節省柴火，縮短燒火時間，所以
平常放學後少看些電視，多製作些土磚，週休二日就可以享受了
三、
「金字塔土甕仔」建造時若發現快要不平衡往內倒的時候，我們可以再另一端加上一
塊土磚讓它平衡就不會倒了，這是「傳統圓塔式土甕」所不能做到的。
四、「金字塔土甕」因為較密閉火力較集中所以燒紅速度較快，番薯燜熟的時間 40 分鐘
就可以了，比「傳統圓塔式土甕」節省時間。
五、我們連續以「金字塔土甕」ㄅㄨˊ地瓜三次都很成功。
總之！「土甕仔」，我們把它變簡單了，就是新發明的「金字塔土甕」，又快又好玩，
「 ㄅㄨˊ」的東西，可以更多，真是太讚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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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用同一種木板當柴火

54.燒火過程(三)

57.放入蕃薯（圓塔式）

60.出土的蕃薯熱騰騰

52.燒火過程(一)

55.燒紅的土塊

58.放入蕃薯（金字塔式）

61.燜熟的雞蛋

53.燒火過程(二)

56.雞蛋用紅土包裹

59.敲碎土塊覆土保溫

62.小心的從邊邊挖

63.香噴噴的雞蛋，
64.恰到火候的地瓜，
65.成功的喜悅
殼又好剝
可用剝皮的
玖、參考資料及其他
自然生活科技領域第五冊第三、四單元、數學領域第九冊第九單元、金門鄉土教學補充
教材、附研究實作紀錄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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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語
080806 國小組生活與應用科學科
我們把它變簡單了—成功百分百的爌土窯
取材鄉土，實驗証明所提出之金字塔型式土甕頗為實用，若
能延伸討論五角錐甚至六角錐之容積探討與實際應用比較
則更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