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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為主辦機構所有，歡迎作教學用途，請列明出處。



香港教育學院科學與環境學系、香港科學館、香港教育局、
香港教育城、香港數理教育協會、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教
師協會合辨、創新科技署創新及科技基金贊助的第十六屆
『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在得到各界的支持下，已
經完滿結束。各類環境污染問題愈來愈嚴重，為增加學生從
科學與環境角度對環境污染的認知，本屆以「減滅污染護環
境」為主題，參加隊伍需發揮創意及科學探究精神，針對
不同的環境污染問題進行探究，測試或設計有關產品，或
針對環境污染問題提出建議解決方法等。

今屆有超過 100 間學校、150 多隊來自香港、深圳、中山、東莞及澳門的隊伍，角逐「評判大獎」、「傑出
獎」、「我最喜愛專題探究大獎」。兩天展覽選出 22 隊傑出獎得主，當中 7 隊更獲選由評判推選出來的「評
判大獎」。雖然原定於 5 月 20 及 21 日舉行的展覽，受天雨影響，第二天展覽須改至 6 月 20 日，並由中央
圖書館移師至香港科學館舉行，但仍然無損參與隊伍的投入，學生落力向評判及公眾等介紹自己的探究作品
及踴躍發問，珍惜這個失而復得及向不同學校學生交流探究心得、互相學習的機會。�

為促進科學探究交流，籌委會把22隊獲「傑出獎」的書面報告，有關科學探究及主題分析的文章編輯為書刊，
名為「小學科學專題探究－減滅污染護環境」，書中內容豐富，希望師生可從中得到啓發或作為日後同類型
探究參考之用。

最後，活動得以順利進行，全賴各界人士、學校師生的積極參與及支持。籌委會亦對 60 多位判評撥冗擔任
評審工作致意，希望大家能繼續支持『常識百搭』，讓學生分享科學探究的研習成果。謝謝各位！

��第十六屆『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籌委會�
二零一三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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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探究階段
探究方向

學者指出科學探究過程始於學習者的興趣，以及熟悉的事情或問題上（Roth�&�Bowen,�1995）。香港各類污染問題嚴重，
亦經常被討論，因污染會對生態系統和人的健康產生危害，而學生的生活亦離不開各種污染問題。

一般污染可被分為空氣污染、水質污染、廢棄物污染、土壤污染、放射性污染等。除此以外，船舶污染、光污染、噪
音污染、熱污染等亦越來越被人們關注。表一為今屆參與「常識百搭」的隊伍所探究主題分佈，探究主題較多與學生
的生活經驗有密切的關係或是經常在社會上被討論。

其中，香港堆填區飽和是近年的熱門話題。不論擴建堆填區或改以焚化方式處理廢物皆受到不同程度的爭議。為減少
堆填區的負擔，源頭減廢及分類等為社會大眾所倡議。而參與的 150 隊中，則有 50 隊以探討減少廢棄物為主題，當中
又以廚餘、紙料廢物這類與學生生活息息相關的題目佔多數。

引言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會遇到各種問題，透過觀察、假設、
測試、分析等科學方法，可以找出問題的原因及解決方
法。學者指出優質的科學探究過程是一個不斷循環的歷
程（Palincsar,�Magnusson�&�Vincent,�2002；蘇詠梅、
葉娟卿，2008），才可以鼓勵學生進行持續的探究活動。

科學探究循環分為多個階段（圖一），從吸引學生參與探
究情境，預備探究階段，包括提出假設、確定問題等；進
入探究階段，設計測試；於小組內分享探究構思；取得
共識後，進行測試；最後得出結論及應用。這多個階段
構成一個循環，在進入下一個循環前，學生應該進行反
思，檢視此循環所得的知識以及進行的過程是否有所不足
（White�&�Frederiksen,�1998）。本文以參與本屆「常識
百搭」的 150 隊隊伍為基礎，並透過分析當中 22 隊獲得
傑出獎隊伍的書面報告及學生訪問，了解學生在探究過程
中循環理念的應用與實踐。

第十六屆『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 籌委會

圖一：科學循環理念�
（Palincsar,�Magnusson�&�Vincent,�2002；

蘇詠梅、葉娟卿，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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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較多參與隊伍探究的主題為水質污染及能源消耗，分
別有32隊及23隊，佔整體約21%及15%，其中家居污水、
過度使用電源等日常生活經驗都是啟發學生探究意念的來
源。空氣及噪音污染亦是城市發展經常帶來的問題，分別
有19 隊（約 13%）及16 隊（約 11%）隊伍以此為方向。而
香港光污染問題雖被譽為全球最嚴重城市之一，可能是學
生未必容易察覺光污染的嚴重性及危害，所以和放射性等
主題一樣，較少參與隊伍以此為題。

提出問題及假設

得出探究方向或主題後，學生應提出問題及作出假設，
這都有助增加探究興趣。但從學生報告發現，學生較少
提出問題及作出假設引導探究。22 份獲傑出獎的報告中，
約有 50% 的報告有提出問題、作出假設或能同時提出問
題及作出相關的假設。

對於當中有提出探究問題的學生，其問題大都涉及一些
「是與否」及「怎樣」、「如何」等功能性的問題。例如：
《一手煙與二手煙誰的危害大？》中，學生提出「二手
煙是否真的比一手煙的危害要大？香煙的濾嘴是否真的
有效？」；《送走「熱」氣大行動》的參與學生則提出︰
「如何利用適當物料使「更亭」涼快些？」。而這些藉
由學生從觀察或經驗啓發而來的問題，可以有助學生建
立有系統的思維模式。

除提出問題外，訂立假設有助建立有效的測試方向與方法，
從而得出數據確定假設是否成立。在《植物除污有妙法》
中，學生假設植物會把水土中的污染物吸收。因此，學生
設定測試方式，定期量度污水的透光度，如電阻讀數下降，
表示透光度提高，水中的污染物被植物吸收了。而《廚餘
洗白白》的學生，則作出「自製果皮環保清潔劑須加入清
潔劑才有更佳的清潔功效」、「自製果皮環保清潔劑比清
潔劑更環保」、「自製果皮環保清潔劑清潔效能較高，
其 pH 值大於 7，偏向鹼性」三個假試。透過環保清潔劑
與清潔劑不同測試方式的組合，從而得出數據驗證假設。

表一：參與隊伍探究主題分佈

合理的假設有助學生依循，並聚焦探究方向，並在假設上
應用更多科學概念，所以建立假設的重要性是不容忽略的。

設計測試
學生依據所提出的探究問題及作出的假設，設計測試以
回答探究問題。150 隊參與隊伍中（圖二），約 60% 進
行測試；約 35% 隊伍則設計製成品解決相關污染問題，
並測試其成效，另外，約 6% 隊伍有設計及製作成品，
但沒有利用科學方法作出驗證。

圖二：設計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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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及應用

分析 22 份獲傑出獎的報告，學生大多能注意公平測試原則，設計對比測試，加強測試結果的可信性及作出合理的結
論。例如《污水再用之死水返生》，學生測試加入凸透鏡後海水化淡器內部溫度的變化，利用温度計定時量度温度。
結果温度在 20 分鐘內持續上升，學生作出凸透鏡把分散的光線集中於黑色金屬上，從而提升內部溫度的結論。

然而，學生獲取數據及作出結論時，能否應用相關的科學理論解釋結果？有學者指出學生透過測試獲得的數據結果不
一定能夠使用適當的科學理論來說明結果形成的原因（Koslowski,�1996），例如：學生可能在測試中觀察到不同種類
的廚餘對種植不同植物的成效出現不同，但未必能夠解釋甚麼因素導致植物生長出現這種差異。

科學循環的實踐
要實踐科學循環理念，培養學生的反思能力是很重要的。從報告中發現，只有部份學生能從測試結果及結論中，
提出改良方法及建議。其中《冬暖夏涼太陽衣》，學生指出現在設計的太陽能衣在保暖和製涼方面是分開的，如果
能找到一種物料，可用時傳熱及散熱，就能更方便市民使用。又如《「廢」除油污》，學生想到再進一步組合不同
的廢物混合層，測試各組合的吸油效能，從而進一步提升廢物吸油的能力。建議學生可循此方向作探究，達致科學
循環理念的原則。

改良方法及建議以外，學生能從探究活動中思考獲得的意義也是很重要。不少學生在報告的感想或反思部份，都指出
透過活動明白分工合作的重要性、過程中如何面對失敗或挫折、建立了科學精神及興趣等。學生完成探究活動後，
在學習能力、科學態度等方面的提升，都有助學生進行下一次的探究。

探究階段

進行測試

科學探究過程重視利用科學方法測試，透過過程中產生觀察結果或數據，從而支持或反駁探究之初提出的假設。學生
設計測試時需注意是否能針對探究的問題？如何運用感官或儀器進行觀察？學生亦需注意控制變因、測試環境、進行
重複測試等，以獲得可信的數據。學生在過程中需不斷作出思考並即時改進測試方式。

透過訪問傑出獎隊伍的參與學生，他們指出公平測試的重要性︰「若測試不公平，如時間不一，測試結果會出現偏差，
可信性下降。」「公平測試可以方便我們對測試結果作比較及參考。」

以《環保乾衣機》為例，學生想到以電能和馬達代替人手擺動乾衣棒。在乾衣棒掛物重量的多少，馬達仍能打動乾衣
棒的測試中，乾衣棒的位置、馬達棒的長度、電壓等保持不變，只改變掛上乾衣棒物件的重量，每次增加 100 克，最
後學生得出增加至 600 克的重量時便不能打動乾衣棒的結果。學生能控制其他變項，從而減少其他因素影響測試結果
的可信性，達致公平測試的原則。

在量度或測試數據方面，學生大多能以簡單的實驗用具或儀器輔助探究，例如温度計、電子磅、計時器等。其中《環
保除塵窗紗》，學生能利用測光錶測試不同窗紗的透光效能；利用風速計量度出風的速度；運用電子顯微鏡將塵埃放
大，點算範圍內的數目，量度窗紗的隔塵效能，所得的測試結果客觀。

重複測試可以幫助學生確認是否出現誤差。《冬暖夏涼太陽衣》的學生製作太陽能衣後，在室內及戶外穿上，分別測
量其保暖及排熱功能共三次，量度皮膚上升或下降的温度。《豆腐渣工程》的學生，重複測試飯盒的硬度、吸水、隔
熱能力，取測試結果的平均值，這樣都有效減少測試期間可能受其他環境或人為因素而出現的誤差，提升測試結果的
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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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上文應用實際例子簡介了有關科學循環的理念，值得留意的是各階段之間並無特定的階層或順序的關係，而是構成
一個雙向關係模式。總括而言，學生在進行科學探究時可注意︰在預備階段時，多提出問題及作出假設，從不同或
創新的角度出發思考，有助刺激探究思維及意願，繼而可產生更多的問題。在進行探究時，多進行重複測試加強結
果的可信度，如重複測試所得出的數據不同或出現偏差，需檢視測試過程是否出現問題，並重新設計及進行測試，
以獲得可靠的數據。在獲取數據後，應以科學概念及理論解釋結論的形成，並在探究過程或得出結論後，多作反思，
這樣都有助建構良好的科學探究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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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環境主題的科學探究

香港是一個國際化的商業城市，加上有 7 百多萬人口，因此平均每日都產生大量都市固體廢物及來自住宅、
辦公室、食店及工廠等排放的污水。香港的堆填區將於短期內逐漸飽和，而香港的淡水資源亦十分短缺，究
竟現今有甚麼有效的方法減少水污染及都市固體廢物帶來的環境問題？而學生又可以從哪些方向進行科學探
究？以下將會進行探討。

污水的處理
香港的污水處理由渠務署負責，全港設有多個污水收集區，用以收集不同地方的污水，再引流到污水處理廠
進行處理，最後才排出海港。處理污水的設施分為基本處理、一級處理、二級處理及三級處理，全港大多數
污水處理廠都採用基本處理，一級處理和二級處理。基本及一級處理主要篩除固體廢物、砂礫，再以沉澱過
程清除污水的總懸浮固體，至於二級及三級處理則利用化學方法減少有機污染物的數量，使水質達致可循環
再用的水平。經過一連串的處理及消毒程序淨化的污水，可用於一般社區及工業用途，如清洗街道等，減少
污水對環境的影響，亦可舒緩香港對淡水的需求。

水的淨化探究
香港不同地方的水質污染程度是如何？水中含有不同的微生物及有機物等，用肉眼未必可以準確判斷。因此
老師可和學生在學校附近河流採集受污染的水樣和較乾淨的水樣，帶回實驗室量度不同指標，及或進行以下
有關水的淨化測試︰

‧� 沉澱測試
首先是製造污水的玻片樣本，把玻片放在顯微鏡上觀察，繪出所見的影像。然後在污水中加入明礬，讓較大
的粒子沉澱。用傾析法收集表面的液體，再製造液體的玻片樣本，把玻片放在顯微鏡上觀察，繪出所見的影
像及進行比較。

‧� 過濾測試
學生可用沙、碎石、波子、膠樽、紗布等自製一過濾器。活性碳可除臭及除色，氯水則可清毒、殺菌，因此
亦可在泥水中加入活性碳或氯水，進行過濾測試，收集濾液，並製造濾液的玻片樣本，把玻片放在顯微鏡上
觀察，繪出所見的影像及進行比較。
����
�����������������������

海水採樣����������������������������������在實驗室過濾海水����������������������������海水中 EColi 數量

香港教育學院科學與環境學系 鄧文靖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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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固體廢物的處理
香港的廢物分為三類，包括都市固體廢物、建築廢物及其他廢物，其中都市固體廢物包括來自家居及工商業
的廢物。香港每日製造出來的固體廢物量極之龐大，據統計，香港平均每日填埋 13,000 噸都市固體廢物，
當中廚餘所佔的比例最高。另一方面，科技產品推陳出新，電子廢物數量也因而大幅增長。拆解及棄置電子
廢物造成的污染亦值得我們關注。

到目前為止，本港共有 1700 多個垃圾收集點，7 個垃圾轉運站及 3 個分別位於新界西、新界東南及新界東
北的策略性堆填區，預計這三個堆填區將於 2018 年前全部填滿。面對每天龐大的固體廢物總量，香港處理
的原則是透過各種方法鼓勵市民減少廢物及進行廢物源頭分類，將可循環再用的廢料收集、處理及循環再
用，不能回收的廢料才運送至推填區填埋，從而減少對堆填區的負荷。除此而外，垃圾焚燒及垃圾堆肥都是
可以考慮作為處理都市廢物的方法。前者可以大大節省用地，但焚燒過程卻會無可避免地造成一定程度的污
染；後者則利用微生物對有機垃圾進行分解腐熟而形成肥料使用。

固體廢物的探究
要有效處理固體廢物，必須從減少製造垃圾及源頭分類開始，因此學生進行相關的科學探究前，可從日常生
活做起，想想可以怎樣減少廢物及改良現行的廢物分類方法等，然後進行探究及設計。此外，廚餘是我們最
常製造出來的廢物，除了減少浪費外，如果可以將廚餘資源化，將廚餘轉換成有用的肥料，亦都可以減少堆
填區的負擔。

屋苑內的垃圾分類設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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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生活
環境保護署 廖冬華先生

你知道甚麼是綠色生活嗎？所謂綠色生活，其實是指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模式。根據聯合國環境與發展世
界委員會的報告，可持續發展是「既能滿足我們現今的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後代能滿足他們的需求的發展模
式。」（《我們的共同未來》，1978）對香港來說，綠色生活建基於在追求經濟富裕、改善生活質素的同時，
減少污染和浪費；在滿足我們自己各種需要與期望的同時，不損害子孫後代的福祉；以及減少對鄰近區域造
成環保負擔，協力保護共同擁有的資源。我們看看以下一些資料，就會知道實踐及推廣綠色生活的重要性。

香港的廢物總量
你知道每天有多少被丟棄的廢物運送到堆填區棄置嗎？香港每天棄置的廢物總量其實十分驚人。這些廢物主
要分為家居廢物、工商業廢物、建造廢物和特殊廢物。家居廢物是指住宅廢物、公共事務機構日常活動所產
生的廢物及公眾潔淨服務所收集的廢物。工商業廢物是指在商店、食肆、酒店、辦公室及私人屋苑的街市等
從事商業活動的地點所產生的廢物，以及工業活動產生的廢物，但不包括建築廢物及化學廢物。住宅廢物及
工商業廢物可統稱為都市固體廢物。建築廢物是由地盤清理、挖掘、翻新、修復、拆卸和道路工程等所產生
的廢物或剩餘物料，亦包括在建築地盤以外設立的混凝土配料廠或和水泥、砂槳生產廠所產生的廢棄混凝
土。特殊廢物是指需要特別處置的廢物，包括屠場廢物、石棉、化學廢物、醫療廢物、濾水和污水處理過程
產生的污泥、禽畜廢物等。2011 年的資料顯示，這四類廢物的總量每天達 13,458 公噸，每年大約有 491 萬
公噸的廢物棄置於堆填區。假如廢物量繼續以現時速度上升，現有的堆填區將於 2020 年前相繼飽和。

香港的廢物處理政策
為了有效處理大量廢物，香港設有不同的廢物處理設施，例如在各區設置廢物轉運站，方便運送廢物至三個
分別位於新界東北、新界西及新界東南的策略性堆填區。面對廢物總量持續上升，政府必須及時為妥善處理
廢物作好準備。政府近日發表了「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2013 － 2022」，為未來十年廢物管理闡述整全策略、
具體目標、政策措施和行動時間表，全面應對香港的廢物危機，其中包括：

‧�於 2022 年或以前，將都市固體廢物人均棄置量減至每日 0.8 公斤；及將廢物資源回收率提高至 55%；�
‧�透過都市固體廢物按量徵費和生產者責任計劃等減廢政策及法規，推動行為改變；
‧�動員參與具明確目標的全民運動，包括減少廚餘、回收飲品玻璃樽、自備購物袋和社區環保站等；
‧�投放資源以完善廢物相關基建，包括有機資源回收中心、轉廢為能的綜合廢物管理設施，以及堆填區

擴建工程。

綠色生活的實踐
除了政府政策的實施，實踐綠色生活亦可大大減少都市固體廢物量，以及減輕堆填區的負擔及對環境的不良
影響。其實要實踐綠色生活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我們只須稍微改變一下生活習慣，例如在生活中以「四用」
為原則，每人出一分力，整體就可以減少製造大量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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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原則（4R），包括︰

1.�減少使用（Reduce）
我們應該培養珍惜資源的習慣，購物前先想想是需要還是想要，購物
時亦宜列出購物清單，減少因受到推廣、減價等因素影響，令我們購
買不必要的物品。此外，我們亦應選擇簡約包裝的產品及使用單面紙
或雙面影印等，減少浪費紙張。�

2.�廢物重用（Reuse）
我們可以將不適用的物品（如衣服、電器、電腦、家具、舊書、文具等）
捐贈慈善機構，或花點心思將廢物改造成有用的物品。

3.�替代使用（Replace）
我們可使用較環保的產品代替一些對環境有害的產品，例如避免使用即用即棄的物品、選購家庭裝或補充
裝產品、以手巾代替紙巾、使用耐用的餐具、使用高效能的電器用品及自備購物袋或水壺等。

4.�循環再用（Recycle）
政府已推行「廢物源頭分類計劃」，目的是鼓勵市民將可回收的物料分類及回收，令物品可循環再造或再用。
現時有不少屋苑已設置廢物分類回收桶，培養市民從源頭進行分類的習慣。該計劃的另一目的是擴大可回
收物料的種類，以進一步提高廢物回收量和減少廢物。大家可參考以下一些可回收物料的種類，在家居進
行分類，讓廢物得以循環再造或再用。

可回收的廢紙︰
如報紙、雜誌、宣傳單張、購物紙袋、物件包裝紙盒、蛋盒等。
可回收的塑料︰
如塑膠容器、膠樽、購物膠袋、文具、玩具等。
可回收的金屬︰
如鋁罐、月餅盒、奶粉罐等。
其他可回收物料︰
如舊衣、充電池、碳粉盒、電子用品等。

如果我們想自己及下一代生活在一個可持續的
環境，便應該身體力行，在日常生活中衣、食、
住、行等各方面實踐綠色生活。只要我們願意
為保護環境出一分力，就可以帶來很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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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行
            科學探究？

你在日常生活中有沒有經常留意身邊的事物？你有沒有敏銳的觀察能力？要培養科學探究能力的素養，其實
只要從日常生活中的觀察做起，然後挑選一個你感興趣或想解決的問題，進行科學探究，便是一個好的開始！

從一個問題開始

我們每天都會製造大量的廚餘，香港各個堆填區的負擔越來越沉重。廚餘的處理，不論現在或可見的將來，
都會是本港固體廢物處理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面對『可不可以將廚餘轉化為有用的東西以減少廢物的處
理』這道難題，以往很多同學都會想到以廚餘種植及測試為探究的方向。除此以外，我們還可以想到其他可
行而創新的方向嗎？例如在第十四屆「常識百搭」的傑出獎作品─「廢油大變身－廢油變肥皂（清潔能力大
測試）」，同學就想到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廢油加上鹼，先製成環保肥皂，然後測試環保肥皂的清潔能力。除
了日常生活的觀察外，我們亦可以善用不同的媒介搜尋資料，然後進行測試驗證。例如我們食用的蠔，網上
資料顯示，原來還有其他的用途－蠔殼磨光後可以用來鋪窗門；蠔殼燒成灰後可以用來砌牆、起屋。究竟這
些資料是否真確？成效如何？同學們就要透過科學方法進行測試及驗證了。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 梁見德先生

科學探究的方法

觀察及提問是進行科學探究的第一步，接着便要因應你的觀察及提問所得，進行假設或訂定探究題目，然後
便是透過科學方法、實驗測試，收集資料及證據，從而得出結論。如果還有其他假設或是所收集的資料及證
據有誤，便要反覆進行測試驗證，再得出結論。以下將會以「蠟燭的秘密」作為例子加以解說。

1.�觀察及提問
同學們在一次「玻璃鐘罩中的蠟燭誰先熄燈」的實驗中，發現從密封玻璃罩中點燃不同高度的蠟燭所獲得的
實驗結果有矛盾－有些數據顯示高的蠟燭先熄滅，有些數據的顯示則相反。於是，同學希望可以透過實驗找
出原因。

2.�將要探究的問題，轉變為可以驗證的問題
同學們進行了四次不同的實驗，
實驗一︰選取 18.5cm 和 4cm 的蠟燭，
點燃後放入密封的玻璃罩中，量度蠟燭的熄滅時間；
實驗二︰選取 10.3cm 和 4cm 的蠟燭作測試；
實驗三︰選取 8cm 和 4cm 的蠟燭作測試；
實驗四︰同實驗二一樣，選取 10.3cm 和 4cm 的蠟燭作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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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得出結論
測試結果顯示實驗一及實驗二都是高的蠟燭先熄滅，實驗三及實驗四則是矮的蠟燭先熄滅。同學指出蠟燭熄
滅的原因是玻璃罩中的氧氣用完。實驗二及實驗四的結果不同，因為蠟燭熄滅時產生了煙，煙直升到玻璃罩
頂沿玻璃璧緩慢下降，玻璃罩內空氣的流動有異常。

4.�其他假設及反覆測試
在實驗一的基礎上，同學們再做了一個實驗，在玻璃罩內增加了一支點燃的蚊香，觀察煙霧的變化。

5.�再得出結論
同學們認為蠟燭燃燒時產生的二氧化碳會往上升。如果其中一枝蠟燭離玻璃罩頂部過近，高的蠟燭會先熄滅；
如果高度相差不遠，便不容易產生此現象，所以較矮的蠟燭會先熄滅（註：第一部分的解釋是正確的，但第
二部分的解釋是不正確的。)

測試的改進
在「玻璃罩中的蠟燭誰先熄滅」的實驗中，同學們大致能符合科學探究的方法︰一、觀察或提問；二、假設
或訂定探究題目；三、收集資料或證據；四、作出結論及五、提出其他的假設。但同學在實驗二及實驗四得
出不同的結果，宜再檢視自己的實驗方法或設計，令所得資料更為準確及可靠。例如同學可以不同高度（等
距變數）的蠟燭，進行實驗（見下表），代替實驗一至四（更有效控制變因）及重複進行改進實驗，增加數據的
可信性，亦要避免主觀地將結論扭曲來詮釋數據。

蠟燭高度
燃燒時間

18cm 15cm 12cm 9cm 6cm

第一次實驗 秒 秒 秒 秒 秒
第一次實驗 秒 秒 秒 秒 秒

平均 秒 秒 秒 秒 秒

在進行科學探究的過程中，想想自己有沒有做到以下各點？
在選擇資料收集方法時：使用這些方法獲得的資料是否真的可以回答要探究的問題？
在設計探究測試時：所有相關的變數都已經充分考慮到了嗎？
在進行測量時：不同的測試時間、測量範圍以及儀器的選擇等因素，是否會對所得結論產生影響？
在解釋結果時：這些數據資料足以得出結論嗎？是否存在一些與直覺和假設不相符的現象？

如果你能做到上述各點，恭喜你！你已經掌握了進行科學探究的方法及步驟，是邁向成功的一個好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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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學館 郭子倫先生
精確思維

精確的思維可以幫助我們論證推理。要建立精確的批判性思考，首先，要避免源自邏輯的謬誤，要有獨立、
警覺、客觀冷靜的頭腦，避免被人潛移默化、人云亦云、盲信權威及其他心理盲點引起的謬誤。看看以下的
例子，你就會清楚一些常見的謬誤。

定義 / 假設之誤

‧� 定義不精確 / 同物異名 / 異物同名
例子︰
A：大象身高可達 4 米；�� �
B：大象身高只有 3 米。
★�解釋︰兩者皆正確，因為非洲象高可達 4 米，亞洲象身高只有 3 米，這犯了定義不精確 / 同物異名 / 異物
同名的謬誤。��

‧� 假設錯誤
例子︰太陽和長安哪個遠？
A：「太陽遠︰只看到有人從長安來，並沒有聽說有人從太陽那兒來。」
B：「長安遠︰只能看得到太陽看不到長安。」
★��解釋︰假設錯誤，因為看得見或來得到的未必一定比看不見或來不到的東西近。

‧� 偷換概念
例子︰缺乏維他命 A 會導致夜盲症，X 富含維他命 A，因此可以幫助預防夜盲症。
★��解釋︰不一定正確，這是偷換概念產生的謬誤。把「富含維他命 A」等同為「富含可被身體吸收利用的
維他命 A」不嚴謹，亦未考慮其他因素如 X 可能含有破壞吸收維他命 A 的成分等。

‧� 偷天換日
例子︰「蝙蝠會飛，所以是鳥類。」
★��解釋︰因「鳥類」與「會飛的動物」皆有「會飛」的特性而誤以為「會飛的動物」就是「鳥類」。這是
因偷天換日形成的謬誤，因 A 物與 B 物的共通特性，而誤把 A 物換為 B 物，並以 B 代替 A 作所有推論。要
突破謬誤，你可會反問會飛的都是鳥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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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偏差

例子︰蜻蜓有複眼（X 是 A），所以沒有單眼（X 不是 B）。

★�解釋︰不正確，除非不能同時成立，否則「X 是 A」不可導出「X 不是 B」，而事實上，蜻蜓既有單眼
亦有複眼。要突破謬誤，你可會反問蜻蜓有單眼真的就不可同時擁有複眼嗎？

統計的陷阱

例子︰「根據一項外星人的統計調查，地球人都是黑皮膚的。」

★�解釋︰謬誤產生的原因是抽樣不均，調查只抽取非洲而沒有抽取非洲以外的地方作樣本。

例子︰「根據『相關性』調查，越多人開燈（A），天色就越黑（B）。」

★�解釋︰相關不等於因果，A 與 B 有相關性可以是 A->B�（A�引致�B）；亦可以是：�B->A；�A<->B；C->A 和 B；
觀察得的關係純屬偶然。

例子︰「根據調查，一個州的新移民比率愈高，平均來說這個州的識字率便愈高。但又發現平均來說新移民
比本地人的識字率低。」

★�解釋︰錯誤假設各州原居民的識字率原先相若。出現這種看似矛盾的結果，其實是因為新移民都傾向在
識字率較高的州份定居。

源自心理習慣的謬誤

‧� 非黑即白
例子︰「小明並不聰明，所以他蠢。」？�
★�解釋︰人可以既不聰明也不蠢。�有些事物不能簡單二分，非黑即白，有時黑的並非永遠黑，白的亦非永
遠白。此外亦應避免陷入有限選擇的陷阱中。�

‧� 以偏概全
例子︰不善言辭的人都沒有能力；有學識的人說的話都正確。
★�解釋︰以表達能力欠佳概括為其他的能力亦欠佳，相反學識較廣的人所說的話都是正確，這都是以偏概全。

‧� 斷章取義
例子︰把「外省籍的人當總統是台灣人民的福氣」取代「如果台灣選出了一個外省籍的總統，這就表示台灣
的省籍問題已經不存在了，這是台灣人的福氣」（即「沒有省籍問題是台灣人的福氣」）。
★�解釋︰只考慮或擷取部分的片段而妄下判語，誤導他人，屬斷章取義。

從以上的例子可見，思維的誤差可能源於我們推理時出現偏差、傾向簡化事物、先入為主、人云亦云、盲信
權威或大道理等。要破除謬誤，我們應該嚴格審視涉及的定義、推理、比喻、條件及隱含條件，多反問懷疑，
避免先入為主。此外，亦要小心心理陷阱，大膽假設的同時要小心求證，嘗試以圖像化幫助思考，定時跳出
框框從新審視，以及綜觀全局或著眼大局，目光要顧及前後連帶牽涉的事物，這樣都可以訓練我們擁有精確
的思維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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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煙
          與 二手煙 誰的危害大？

學校︰中山市實驗小學�
組員︰徐睿同學、鄭曉琳同學、郭建桁同學、黃梓洋同學
教師︰李永泉老師、梁偉明老師

意念
中國內地自 2011 年起在所有室內公共場所、工作場所、
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可能的室外工作場所完全禁止吸
煙。公益廣告中也經常聽到吸二手煙比一手煙的危害要
大得多，到底是不是真的？香煙中的濾嘴是否有效？

目的

通過測試，探究二手煙是否真的比一手煙的危害要大？
香煙的濾嘴是否真的有效？

科學原理
香煙煙霧可分為主流煙、副流煙。香煙的煙霧刺激性強，
資料顯示，香煙含有尼古丁、氨、一氧化碳、氮氧化合
物等有害物質。它會破壞人的肺部，刺激鼻、眼、喉。
一手煙就是吸煙者通過濾嘴吸進肺裏的煙；二手煙就是
吸煙者吸入後呼出及點燃的香煙所冒出而未經過濾的煙。

設計
首先製取所需要的一手煙高、中、低濃度的溶液和二手
煙高、中、低濃度的溶液，再分別製取含有通過兩個濾
嘴和三個濾嘴所吸入的煙霧的溶液。然後分別用這些溶
液養殖生物，其中包括魚、綠豆和蒜頭，通過生物的變
化得出結論。

測試器材與材料
燒杯、培養皿、滴管、綠豆、蒜頭、紙巾、大礦泉水瓶
2 升、礦泉水瓶 350 毫升、魚糧、香煙

測試過程
第一階段：製取不同濃度的一手煙和二手煙溶液�

製取步驟︰�
1.�把煙的濾嘴插在打氣筒的吸氣口上。
2.�把礦泉水瓶分別放在出氣口和煙上。
3.�開始打氣，一手煙和二手煙分別進入相應的礦泉

水瓶內。

4.�裝滿了煙霧後蓋上礦泉水瓶的蓋子。
5.�50ml、80ml、100ml 的水分別倒進裝有一手煙和二

手煙的容器中。
6.�將容器搖晃，並放平靜置 15 分鐘。
7.�將煙的水溶液倒入礦泉水瓶儲存。
�
表 1：配置各種濃度的煙溶液

�

���

學生製取煙霧的過程

第二階段：採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一手煙和二手煙對
不同生物的危害

研究一手煙和二手煙對綠豆發芽的影響

測試目的：
使用不同濃度的煙霧溶解液種植綠豆，觀察一手煙或二
手煙對綠豆生長的影響較大。

測試步驟︰
1.�將三格紙巾摺成約邊長是 7cm 的正方形，放在培養

皿上。
2.�每張紙巾上放 10 粒綠豆。
3.�每個培養皿滴 7 滴水溶液。
4.�觀察、記錄綠豆的生長情況。
5.�得出結論。

水的份量
煙的種類 50ml 80ml 100ml

一手煙 高濃度 (A1) 中濃度 (A2) 低濃度 (A3)
二手煙 高濃度 (B1) 中濃度 (B2) 低濃度 (B3)
2 濾嘴 高濃度 (C1)
3 濾嘴 高濃度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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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綠豆第 1 天生長狀態比較表

溶液 圖片 發芽數 豆芽的高度 葉子 根 顏色 氣味

水 9 顆 5mm 0 片 0 條 1 顆紫色 無

A1 8 顆 2�mm 0 片 0 條 2 顆紫色 無

B1 6 顆 1�mm 0 片 0 條 2 顆紫色 微臭

A2 7 顆 3�mm 0 片 0 條 5 顆紫色 無

B2 3 顆 2�mm 0 片 0 條 1 顆紫色 微臭

A3 5 顆 4�mm 0 片 0 條 2 顆紫色 無

B3 6 顆 3�mm 0 片 0 條 綠色 微臭

表 2：綠豆第七天生長狀態比較表

溶液 圖片 發芽數 豆芽的高度 葉子 根 顏色 氣味

水 10 顆 11cm 0 片 0 條 1 顆發黴 無

A1 9 顆 2�cm 0 片 0 條 2 顆發黴 無

B1 8 顆 1�cm 0 片 0 條 1 顆發黴 微臭

A2 9 顆 7.5cm 8 片 9 條
綠 色 帶 微

紫色 微臭

B2 8 顆 6cm 6 片 8 條
綠 色 帶 微

紫色 微臭

A3 10 顆 8cm 6 片 8 條 1 顆發黴 無

B3 9 顆 7.5mm 8 片 7 條
綠 色 帶 微

紫色 微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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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綠豆生長速度對比表
溶液 第二天 第七天 變化
水 5mm 11cm 10.5cm
A1 2mm 5cm 4.8cm
B1 1mm 4.5cm 4.4cm
A2 3mm 7.5cm 7.2cm
B2 2mm 6cm 5.8cm
A3 4mm 8cm 7.6cm
B3 3mm 7.5cm 7.2cm

結論：
通過比較綠豆生長的狀態，發現用一手煙種植的綠豆，
其生長速度比二手煙的速度要快。所以，我們得出：二
手煙對綠豆的危害比一手煙大。

研究一手煙和二手煙對黑魔鯉魚的影響

測試目的：
通過使用不同濃度的煙霧溶解液養殖黑魔鯉魚，觀察一
手煙或二手煙對黑魔鯉魚的影響較大。

測試步驟︰
1.�把 8 條魚分別飼養在 8 個 500ml 的燒杯中，燒杯內

裝有�200ml 的水。
2.�每天分別往燒杯中注入 20ml 相應濃度的煙霧溶液。
3.�每隔兩天給魚兒飼料，每次 2 顆魚糧。
4.�每天觀察魚的反應速度、進食情況、魚鱗和魚鰭擺

動的次數。

表 4：黑魔鯉魚第三天的狀態

濃度 水的
顏色 魚鱗 反應

速度
進食
情況

魚鰭
擺動

(10 秒 )
備註

水 較清 烏黑 迅速 主動進食 18 次 5.2
死亡

A1 微黃 微白 迅速 沒有
主動進食 17 次 4 . 2 9

死亡

B1 白色 烏黑 遲鈍 主動
進食 19 次 4 . 2 5

死亡

A2 較清 略帶
灰白 迅速 沒有

主動進食 20 次 4 . 2 7
死亡

B2 較清 烏黑 遲鈍 沒有
主動進食 19 次 4 . 2 3

死亡

A3 微黃 烏黑 遲鈍 沒有
主動進食 18 次 4 . 3 0

死亡

B3 較清 烏黑 迅速 主動進食 15 次 4 . 2 6
死亡

結論：
通過以上測試，發現用二手煙的水溶液來養殖的魚，其
反應比用一手煙的反應要慢，死亡時間也比用一手煙的
水溶液養殖的魚早，證明二手煙的危害比一手煙大。

研究一手煙和二手煙對蒜頭生長的影響

測試目的：
通過使用不同濃度的煙霧溶解液種植蒜頭，觀察一手煙
或二手煙對蒜頭的影響較大。

測試步驟︰
1.�把蒜頭分成一粒一粒，用培養皿種殖。
2.�用紙巾包著蒜頭種植，使蒜頭能夠更好的吸收水分。
3.�用之前做好的煙霧溶解液和水給蒜頭澆水，每天注

入 15ml 的溶液，保持紙巾濕潤。

表 5：蒜頭第四天生長情況

溶液 發芽數 豆芽的
高度 根 顏色 氣味

水 2 個 5cm 2 條
發 芽 處 微
黑， 芽 呈

嫩綠色
無

A1 0 個 0cm 0 條 蒜 頭 大 部
分發黑

有刺鼻
味道

B1 0 個 0cm 0 條 蒜 頭 大 部
分發黑 很臭

A2 1 個 3cm 1 條

發 芽 處 微
黑，

芽 呈 嫩 綠
色

較臭

B2 1 個 2cm 1 條
發 芽 處 微
黑， 芽 呈

嫩綠色
較臭

A3 1 個 3cm 1 條
蒜 頭 較
白， 芽 呈

嫩綠色
微臭

B3 1 個 2cm 1 條
發 芽 處 較
黑， 芽 呈

嫩綠
微臭

結論：
通過測試，從蒜頭的生長情況來看，用二手煙煙霧溶解
液種植的蒜頭比一手煙和水的都要矮，所以我們得出二
手煙對蒜頭的影響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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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研究不同長度濾嘴對香煙危害性的影響

研究不同長度濾嘴能否減少煙對綠豆的影響

測試目的︰
通過使用多個濾嘴的煙霧溶解液種植綠豆，觀察不同長
度濾嘴能否減少煙對綠豆的影響。

測試步驟︰
1.� �將三格紙巾摺成約邊長是 7cm 的正方形，放在培

養皿上。
2.�每張紙巾上放 10 粒綠豆。
3.�每個培養皿滴 7 滴水或煙的水溶液。
4.�觀察、記錄綠豆的生長情況。
5.�得出結論。

表 6：製取不同濾嘴長度（同一種濃度的一手煙溶液）
��加入的水

煙的種類 50ml

1 濾嘴（1.5cm） 高濃度 (A1)
2 濾嘴（3cm） 高濃度 (C1)
3 濾嘴（4.5cm） 高濃度 (D1)

表 7：綠豆第七天生長狀態表
發芽
數

平均高度
（最高）

葉
子 根 顏色 氣味

水 10 顆 8cm 9 片 9 條 有 1 顆發黴 無
A1 8 顆 6cm 6 片 8 條 有 2 顆發黴 無

C1 9 顆 7cm 7 片 6 條 綠色帶
微紫色 比較臭

D1 9 顆 8cm 8 片 6 條 綠色帶
微紫色 微臭

結論：
通過測試，發現用三個濾嘴的煙溶液種植綠豆的比用兩
個濾嘴的茂盛。所以，我們得出增加濾嘴數目可以減少
煙對綠豆的危害。

結論

從種植的植物中可以看出，二手煙的危害要比一手煙
的危害大，用二手煙的溶解液種植的植物往往生長得
比較慢。
用三節濾嘴吸取的煙製成的溶解液來種植植物，比用
兩節濾嘴的明顯茂盛，證明市場上銷售的香煙，其濾
嘴是有用的。
雖然濾嘴越多，煙霧危害愈少，但是在吸取煙霧的時
候卻非常困難，所以如果抽有三節濾嘴的香煙是非常
困難的。

感想
徐睿：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測試，煙的味道真的很
臭，我要勸阻大人們吸煙；在測試過程中，我看到魚、
綠豆等生物在煙的影響下畸形地生長，心裏非常不舒
服，我希望以後可以想出一些辦法，在不影響生物的
情況下，展開測試。

鄭曉琳：在吸取煙的時候，煙很臭，煙的味道容易留
在衣服上，很難才能把這些煙味從衣服上去掉。

黃梓洋：煙的氣味很臭，有一次身上留了煙的味道，
同學們見到我都立刻逃走了。

郭建桁：煙很臭，煙灰還容易燒傷人，我就被煙燙傷了
一次。每次吸取完煙後，手都會很臭，必須要帶著手套
和口罩進行測試。

參考資料

1.�科學松鼠會（2013）：二手煙比一手煙危害更大？，
瀏 覽 日 期：2013 年 3 月 1 日，http://songshuhui.
net/archives/57581/

2.�百度知道（2013）：一手煙和二手煙哪個對身體更不
好？，瀏覽日期：2013 年 3 月 1 日，http://zhidao.
baidu.com/question/184844517.html

小貼士
同學們的科學探究概念清晰，設計有效，
在控制變數方面不俗，數據的闡釋亦合理，
若能綜觀所有數據作整體分析，相信效果
會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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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組員：陳嘉榮同學、�陳栢軒同學、�黃永灝同學、
��������������吳逸桐同學、�王芍姿同學
教師：趙翠儀老師、莫敏華老師、李曉君老師

靈感和目的

很多食物在生產過程中，都會產生廚餘，例如豆腐和豆漿
等，原料是大豆，最終會剩下豆渣，它們一般都會被當成
垃圾棄置。如同一般廚餘，堆填處理既佔用空間又會產生
甲烷氣。

為了解決問題，我們構思利用豆渣製成環保飯盒。由於以
食物為原料，所以豆渣飯盒可連同所盛載的食品一同吃掉，
這樣能同時解決使用發泡膠飯盒所引致的環境問題，包括
耗用石油資源、長時間不能分解、焚化產生有毒氣體等。

科學原理

豆渣含有植物纖維，經過浸泡和攪拌，纖維就會重組，加
以定型，能夠造成特定形狀。視乎不同的纖維及處理方法，
可令它具備不同的特性，如柔軟或堅挺、吸水或不易吸水。

探究過程

製作方法

豆渣本身是糊狀，首先要令它變得堅硬。參考烹煮糕點的
方法，分別加入麵粉、糯米粉和粘米粉，與豆渣混合成為
粉漿（比例是 1:1），然後好像煎薄餅一樣放於熱鑊上煎。
結果製成品容易裂開，而且非常油膩，難以造成為飯盒。

之後，我們採用焗爐焗製的方法。先將粉漿倒進焗盤內，
壓成長方形，然後試焗不同時間。以 120 度焗大約二十分
鐘，就可以焗到較乾和硬度較佳的「豆餅」。

公平測試

為了公平測試，各樣本的份量要一致。首先焗乾豆渣，然
後加入不同的粉和少許水，這樣可以得到黏性較高的麵團。
然後再用壓麵棒壓至相同厚度（兩邊放木片），再用一個
長方膠框作為模具，印出一塊長方形麵團來焗。

��

承重測試

將豆餅放在兩張椅子之間，上面放鐵圈直至豆餅斷裂。由
於鐵圈很難在豆餅上疊高，所以改用一個小籃子掛在豆餅
中央測試。

加入添加劑

加入油和糖兩款添加劑，可以稍為提高豆餅的硬度，因為
焗製過程可以造成輕微燒焦的效果，而且有油的麵團較容
易搓。所以我們就以 300 克豆渣、150 克麵粉、30 毫升水、
1 茶匙油和 1 茶匙糖來作測試。

工程豆腐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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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測試

測試 3mm 和 6mm 厚度豆餅的硬度，結果 3mm 厚度的
較理想。

防水測試

將豆餅放進 300 毫升水中，2 分鐘後取出，量度豆餅吸
了多少水。結果豆餅有爆裂的情況，變得容易吸水，而
吸水後的豆餅會變得較軟。我們改以較低溫焗豆餅，並
在表面塗上一層糖漿，造成一個較難透水的膜。

隔熱測試

把焗熱的地磚放在豆餅上，量度豆餅底部的溫度，測試
它的隔熱效能。

製成盒形

最後就是將麵團造成盒形。我們最初想到用焗蛋糕的金
屬模具，但實際用的時候有一定難度。因為要將麵團摺
起，而麵團在四邊無承托之下會塌下。此外，焗的過程
會令麵團有些漲起，不但外觀不討好而且難以取出。最
後，我們改以四邊傾斜或圓形的模具，解決上述問題。

載水測試

用豆餅飯盒盛載溫水測試，發覺 10 多分鐘後，豆餅就
開始變軟。

測試方法及結果

硬度測試

1.�放置兩張桌子，桌子間距離 10cm。
2.�將紙杯用繩掛在測試物件上。
3.�測試物件放在兩張桌子之間。
4.�將鐵圈放入小籃子，直至測試物件承受不住而彎曲

或斷開。

測試物件
鐵園數目（個）

第一次 第二次 平均
豆餅（3mm） 64 58 61
豆餅（6mm） 88 76 82

豆餅
（3mm，濕水）

12 8 10

豆餅
（6mm，濕水）

25 33 29

吸水測試

1.�在電子磅上放上膠盒。
2.�選擇「歸零」。
3.�加入 300 克水。
4.�用鉗子將測試物件浸入水中。
5.�2 分鐘後取出，滴乾水份。
6.�量度剩下的水份量。

測試物件
吸水量產（克）

第一次 第二次 平均
豆餅（3mm） 9.4 1.8 10.1
豆餅（6mm） 13.3 16.0 14.7

豆餅
（3mm，塗糖漿）

4.0 3.2 3.6

隔熱測試

1.�溫度計平放在桌子上。
2.�將測試物件覆蓋溫度計末端小球。
3.�將地磚焗熱至 80 度。
4.�將地磚放在測試物件上。
5.�記錄溫度計讀數。

測試物件
溫度（℃）

第一次 第二次 平均
豆餅（3mm） 9.4 1.8 10.1
豆餅（6mm） 13.3 16.0 14.7

豆餅
（3mm，塗糖漿）

4.0 3.2 3.6

載水測試

1.�在電子磅上放上海綿。
2.�選擇「歸零」。
3.�放上測試之「飯盒」。
4.�倒入 200 克水。
5.�每兩分鐘將「飯盒」暫時拿起，記錄讀數。

滲出水份（克）
時間 第一次 第二次

2 分鐘 0 0
4 分鐘 0 0
6 分鐘 0 0
8 分鐘 0 0
10 分鐘 0 0
12 分鐘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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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分鐘 0 0
16 分鐘 0 0
18 分鐘 0 0
20 分鐘 0.4 0
22 分鐘 0.6 0
24 分鐘 1.1 0
26 分鐘 1.4 0.2
28 分鐘 1.7 0.4
30 分鐘 1.9 0.7
32 分鐘 2.2 1.2
34 分鐘 2.5 1.8
36 分鐘 2.8 2.5
38 分鐘 3.3 2.7
40 分鐘 3.9 3.0

保存測試

1.�將電子除濕器和控制器放入膠樽，然後密封。
2.�等到濕度到達指定水平時，放入測試物件。
3.�每 1 日觀察變化。

困難

1.�防水能力不足夠，容易變軟和滲漏。
2.�顏色和形狀不美觀。
3.�味道普通，未必能吸引人使用和吃掉。
4.�由於過程中麵團會散開，所以不能造得太大。
5.�要考慮製作時的衞生問題和儲存期限。

總結

今次製作的環保飯盒，實用性未夠高，但也是很好的開
始。希望可以繼續改良飯盒，真正解決白色污染的問題。

感想

探究過程中，我們學會了很多科學知識及科學探究方
法，用來解決環保問題，非常有意義。探究過程雖然很
有趣，但要不斷重覆製作和測試，很費時，而且很考驗
我們的耐性。但是我們明白到要達到目標，需要克服這
些困難，只要堅持，問題仍是可解決的。

參考資料

1.�維 基 百 科（2013）， 保 麗 龍 盒，http://zh.wikipedia.
org/wiki/%E7%99%BC%E6%B3%A1%E8%86%A
0%E7%9B%92

鳴謝

陳國相老師

小貼士
同學選擇了一個有趣的探究題目，並從多方
面進行測試，嘗試以量化的分析，就可食
用的大豆渣能否作為食物盒進行探究。同
學的測試設計，考慮到不同的因素，亦能
使用公平測試比較測試結果。惟可加強豆
渣飯盒的實用性探究，例如食物在豆渣飯
盒中的變化，及與平常使用的膠飯盒或其
他物料的飯盒作比較。此外，亦建議同學
改善測試步驟與測試結果展示的先後次序，
令報告內容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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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組員︰陳恩朗同學、黎卓銘同學、胡志朗同學、
�������������葉卓熙同學、錢啟希同學、邱璐得同學
教師︰黃梓冲老師

污水再用之死水返生

探究意念
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都會用到水，可供飲用的水源
大部分來自於河流或地下水。最近一、兩個世紀，河
水污染愈來愈嚴重，大量工業廢料、廢水被倒進河流。
會對自然生態造成難以修復的破壞。由於潔淨的飲用
水愈來愈少、生物受到污染，因飲用受污染的水而中
毒的人愈來愈多，最終受影響的是人類。但在欠缺潔
淨食水的國家，大部分人民並不富裕，只有繼續飲用
受污染的水。

因此，我們希望發明能放在海中的海水化淡器，藉着我
們的探究，令人們更珍惜食水。

利用太陽能將海水轉化為淡水，並以公平測試的方式進
行試驗。此外，從書籍、互聯網上獲得有關海水化為淡
水的二手資料，以協助本次研習。

目的

1.�增加淡水供應量。
2.�減少用化學燃料，利用太陽能把海水蒸餾成淡水。
3.�推廣可再生能源，並減少使用不可再生能源。
4.�利用簡單而便宜的物料製作海水化淡器。

原理
利用太陽的熱能進行蒸發作用使海水蒸發成水蒸氣，將
水蒸氣冷凝成小水點，再作為淡水收集。當中為了加快
蒸發效率，蒸餾器會加入多塊聚光鏡來提升溫度。

測試物品
製作材料︰洗面盆、發泡膠、膠樽和膠樽蓋、包書膠、
飲管、凸透鏡、平面鏡、圓形鐵塊、索帶、噴漆及金沙
盒測試儀器︰紅外線温度器。

製作

設計一
1.�首先利用 4 個膠樽作為蒸餾器的蒸餾部份。
2.�利用膠管輸送水蒸氣到中央收集器冷卻成淡

水，因中央收集器收藏於水底，溫度較低，
可冷凝水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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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 設計一經一天測試後，發現沒有蒸餾出淡水。

設計二
改良設計一，把頂部的水管改成漏斗，透過漏斗凝
結水蒸氣及收集雨水。其後發現如果下雨，雨水會
過多；而且以玻璃漏斗作為冷面，它的面積太少，
蒸發效率十分低。

總結 : 設計一和二都有一個共同缺點——海水接觸
陽光的面積太小，導致蒸發效率太低。所以我們構
思了設計三，增加海水接觸陽光的面積以加強蒸發
效率。

設計三
1.�我們起初想利用金屬作為底部，因為金屬吸熱

快。由於蒸餾器放於海上，金屬在海中散失的
溫度會更快。所以我們改為用膠洗面盆作為底
部，因為膠盆屬絕緣體，溫度不易散失。

2.�之後我們先在膠洗面盆底鑽出一個洞，製作成
蒸餾器的底部，用於收集蒸餾出來的淡水，然
後在膠洗面盆的頂部鋪上一層透明膠布，內層
錐體斜面向下，用以作為冷面，將蒸氣凝結成
水點，並流向中心收集，還可把雨水卸走。

3.�蒸餾器置於發泡膠板的中心，內部加有重物
增加其在海面上的穩定性，並令蒸餾器固定
在一定水位。盆底有開孔，海水可慢慢滲入，
固定水位可以防止內部溫度因海水流入而快
速散失。

4.�我們嘗試用石頭作為重物，但不穩定，大浪時
會滾動，所以用了四個鐵塊作為重物，效果很
好，不會移動。

缺點 改良方法
負重不足，海水不能從底

部的洞孔進入瓶內
增加不能入水的一邊的重量

玻璃膠未能令膠管與瓶蓋
之間的空隙完全密封

用防水膠或用玻璃膠修補

中央連接收集器的膠管太
長，導致彎曲，水點較難流

入收集器內。

剪短膠管，並改良兩側的斜
度，防止水滴倒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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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圖

為了了解設計的效能，我們進行了一連串的測試，所有
測試都在陽光充足的正午 12 時開始進行。

測試一�﹕決定膠洗面盤的顏色

目的：為測試黑色盆和白色盆的吸熱效能，我們比較了
兩者在陽光照射下，膠盆內温度的不同。

方法：每隔 2 分鐘用紅外線温度計量度黑色盆和白色盆
的温度，連續測試 10 次（即 20 分鐘）。

時間 黑色盆內的温度
(℃ )

白色盆內的温度
(℃ )

開始時 31� 29.8�
第 2 分鐘 31.6� 29.9�
第 4 分鐘 33.5� 31�
第 6 分鐘 34.5� 31.3�
第 8 分鐘 35.1� 31.4
第 10 分鐘 34.2� 31.1�
第 12 分鐘 34.8� 31.4�
第 14 分鐘 33.7� 32.2�
第 16 分鐘 33.3� 30.9�
第 18 分鐘 35.4� 31.1�
第 20 分鐘 36� 30.4�

分析︰因為黑色較吸熱，所以黑色盆的內部温度會較白
色盆高。因此我們將膠洗面盆噴上黑色來提升內部溫度。

測試二︰決定鐵塊的顏色

目的 : 為怕銀色鐵塊的反光表面會影響溫度，測試黑色
鐵塊的吸熱效能會否比銀色鐵塊高。

方法﹕每隔 2 分鐘用紅外線温度計測量黑色鐵和銀色鐵
的温度，測試 10 次（即 20 分鐘）。

時間 黑色鐵的温度
(℃ )

銀色鐵的温度
(℃ )

開始時 30.5� 30
第 2 分鐘 30.6� 29.1
第 4 分鐘 31.2� 31.1
第 6 分鐘 31.6� 30
第 8 分鐘 32.2� 31.5
第 10 分鐘 32.7� 29.8
第 12 分鐘 32.2� 30.4
第 14 分鐘 33.4� 30.7
第 16 分鐘 34� 30.8
第 18 分鐘 35� 29.5
第 20 分鐘 36.4� 31

�������
分析︰因為黑色吸熱，所以黑色鐵塊的温度會較銀色鐵
塊的温度高，我們把所有銀色鐵塊用噴漆噴成黑色。

�� �������

測試三︰加入凸透鏡後溫度的變化

目的 : 我們量度了蒸餾器內部的溫度，平均只有 34℃。
為了提高溫度，我們在頂部加上了 8 個凸透鏡把光線集
中於黑色金屬上，希望提升內部溫度，增加蒸發效率。

方法﹕每隔 2 分鐘用紅外線温度計測內部的温度，測試
10�次即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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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温度 (℃ )
開始時 37.5�

第 2 分鐘 39.7�
第 4 分鐘 40.1�
第 6 分鐘 40.6�
第 8 分鐘 42.2�

第 10 分鐘 42.7�
第 12 分鐘 43.2�
第 14 分鐘 46.4�
第 16 分鐘 47�
第 18 分鐘 48�
第 20 分鐘 49.4�

分析︰凸透鏡把分散的光線集中於黑色金屬上，提升內
部溫度。

我們在蒸餾器頂部加上了 8 個凸透鏡把光線集中於黑色
金屬上，提升內部溫度，增加蒸發效率。

測試四︰決定平面鏡的高度及斜度
�
目的：增加蒸發效率可以將內部溫度上升，我們希望增
加平面鏡來收集更多的陽光。不同高度的平面鏡及鏡面
的角度，集中光線的效能有所不同，所以我們進行了此
測試。

方法：我們將平面鏡劃分四個部分，利用鐳射光束，測
試那個角度及長度的平面鏡最能將陽光集中照射在蒸餾
器的外部，以提升內部溫度。

結果 :
角度 A B C D
10° X X X X
20° X X X X
30° X X X X
40° X X X X
50° X X X X
60° X X 盤邊 X
70° X X 正中 正中
75° X 頂部 中上 中下
80° X 盤邊 正中 中下
90° 盤內 正中 X X

分析：75°角度及只有 BCD 的平面鏡最能有效地把陽
光集中照射在蒸餾器的外部，最後我們進行了測試五，
測試加入平面鏡後溫度上升的效能。

測試五︰加入平面鏡後溫度的變化

方法︰每隔 2 分鐘用紅外線温度計測內部的温度，測
試 10 次（即 20 分鐘）。

時間 温度 (℃ )
開始時 34.5

第 2 分鐘 37.7
第 4 分鐘 42.2
第 6 分鐘 42.9
第 8 分鐘 44.5
第 10 分鐘 46
第 12 分鐘 47.9
第 14 分鐘 49.1
第 16 分鐘 51.1
第 18 分鐘 52
第 20 分鐘 53.3

分析︰平面鏡把分散的光線集中於蒸餾器的外部，
能提升內部溫度。

測試六︰利用自製太陽能蒸餾器蒸餾海水

方法︰每隔 1 小時記錄蒸餾出來的淡水和蒸餾器內部溫度
的關係。���

������

結果 : 中午時收集到的淡水最多，蒸餾器內部溫度最高
可達攝氏 60 度，証明加入凸透鏡及平面鏡明顯能提升內
部溫度。

A

B

D

C

毫
升

時間

�9：00�����10：00�����11：00������12：00�������13：00��������14：00���������15：00�������16：00���



11 12

困難及改良

困難 改良

1. 難以把淡水完全取出來。 1. 加水管把水抽出。

2. 平面鏡容易受風影響而
移位。 2. 平面鏡增加流線形，

令風散開。

3. 瓶蓋難以和水樽口接合，
容易鬆開。 3. 加 AA 膠加強黏力。

4. 內部沒有溫度計。 4. 增加溫度計易於觀
察。

5. 冷凝速度較慢。 5. 降低冷面的溫度，
改用玻璃。

結論

在大自然能直接飲用的淡水並不多，而加熱蒸發就是一
種安全可取得淡水的方法。太陽能是零污染的能源，利
用太陽能作為加熱蒸發的工具是可行的。雖然利用太陽
能很多限制，而且不穩定，但長遠來看，是一種無限量
供應的能源。只要有創意，簡單的材料也可以製作簡易
的蒸餾工具，造福全人類。

感想

陳恩朗︰這次的研習叫人十分難忘，而且獲益良多，我不
但學到更多關於水的科學知識，還跟組員建立良好關係。

葉卓熙︰這次的「常識百搭」使我獲益良多，不僅讓我
明白到環保的重要性，也讓我學習到很多有關蒸餾的知
識。同時我也能發揮創意，提出各種改良蒸餾器的建議。

黎卓銘︰這次的專題研習中，我真的獲益良多，我不但
學到了更多關於水的科學知識，更從中學習了做事一定
要同心合力才能渡過難關。

胡志朗︰我很高興能參加這次「常識百搭」活動，當做
實驗時，發覺並不如大家構思般理想，作品失敗一次又
一次，大家要從中解決很多問題，反省失敗原因。期間
消耗了時間及金錢，隨著截止時間逼近，大家開始心急
及擔心起來，但大家都透過這次專題，學習不怕失敗，
從多方面思考及作出嘗試，最終都能完成專題作品「蒸
餾器」。

小貼士
同學懂得活學活用，應用科學知識到
探究發明中，值得稱讚。在考慮裝置
各部份時頗為周全，並懂得找出問題
並針對它們不斷改善設計。但在「加
入凸透鏡後溫度的變化」和「加入平
面鏡後溫度的變化」兩個測試中未能
提供沒有加入凸透鏡／平面鏡的測試
結果加以對照。另外測試結果如加上
圖表顯示可更清晰，如作實際應用，
亦須多考慮實際環境條件因素。

參考資料

1.�國立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2013）︰台灣科學月刊，www.sec.ntnu.edu.tw
2.�姜漢銘（2010）︰地理入門，現代替代水源，ihouse.hkedcity.net/~hm1203/settlement/water-hi-tech.htm
3.�心正昌淨水（2012）︰電子海水化淡機，http://www.sensortex.com.tw/mind-water/net/electronic-sea-michin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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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問題

如何利用適當物料使「更亭」涼快些？
最近學校加設了新的閘口，繼而增加了一個新的「更
亭」，校工們反映坐在「更亭」裏十分悶熱，而且還發
出一陣塑膠的味道。所以，我們想探究怎樣令「更亭」
裏的氣溫降低，並消除那陣塑膠的味道。我們計劃使用
比實物小三倍的模型，製作出一個能夠隔熱的「更亭」。

為甚麼只考慮「物料的特性」這因素？
一個密封空間會否受外間環境影響，主要受外在環境的
溫度和建造物料有關。由於這次測試中，我們依據天文
台的統計數字，以過去多年 5 月的平均氣溫作測試點，
故「外間溫度」這因素並不影響這次測試。

科學原理
一個空間內的空氣溫度，主要受以下各個因素影響：

物料的吸熱和散熱能力
由於太陽傳送到地面的能量主要有光能和熱能，所以反
光的物料能減少能量傳遞到內裏的空間，從而造到隔熱
效果。

物料的顏色
白色的物件看起來是白色，是因為物件完全反射太陽光
譜內的所有色光，即淺色，甚或白色能有效將太陽光反
射，便能盡量減低能量傳到內裏空間。相反，越深色，
或甚至黑色的物料由於不會反射任何光譜內的色光，即
能有效接受由太陽傳來的能量，使空間內的溫度升高。

物料內的空氣
空氣，相對液體和固體，屬不良的導熱體，如果物料內
層注滿空氣，來自太陽的能量（熱能）便較難傳到空間
內，空間內的空氣減少受熱，溫度自然不會大幅升高。

物料能否製造空間內的空氣對流空間

熱能需要介質來傳遞和散失，一個空間內的能量要保持
穩定，能量的分佈必須分散，而能量值亦要保持一致。
如果空間內的介質充滿能量，若有較低能量的介質流
入，能量便會從較聚合的一端，流入較分散的一端，這
種對流有助帶走空間內的熱。物料如能營造一個通風的
環境，便有效透過空氣對流帶走熱，從而使溫度不會大
幅升高。

製作步驟�

1.�以不銹鋼組成一個高 75cm、長 50cm、闊 40.5cm
的空心長方體。

2.�以四種不同的物料（竹、布、木材、塑膠）鋪在長方
體的表面，來分別模擬製作四個「更亭」模型。

測試設計

研究用什麼材料才能令更亭的溫度降低。

1.�用鐵架製造一個比例是真實更亭大小約三分之一的
模型。

2.�購買材料。
3.�把材料鋪設在鐵架上。
4.�用太陽燈模擬太陽在夏天平均的溫度（25℃），然後

再射在更亭模型上。
5.�用溫度計測試模型的溫度，然後再作比較。

空氣對流

反射大部分的光

白色物件 深色物件

只反射少部分的光

「熱」
        

氣大行動送走
學校︰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組員︰江耀桐同學、溫焯庭同學、潘卓希同學

劉汸正同學、霍力恆同學、羅仲禧同學
教師︰胡詠詩老師、朱焯彬老師、林國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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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測試
1.�使用相同火數的太陽燈來照射「更亭」。
2.�關掉冷氣。
3.�關上窗戶。
4.�照射角度、高度相同。
5.�把溫度探測器放在相同高度。
6.�測試環境保持無風狀況，而溫度一致。

設計圖

測試步驟

提出問題
怎樣令「更亭」內的氣溫降低和消除那陣塑膠味道？

作出假設
以木板製作的「更亭」氣溫較低。

控制變因

可改變的因素
（可變變因 )

不變的因素
（不變變因）

更亭的材料

1.�燈和更亭的高度
2.�同一時間和同一地方量度

更亭的溫度（戶外）
3.�燈和更亭的垂直距離不變
4.�開始測試時，更亭要保持

在 27℃

材料與用具
用具名稱 數量 用具名稱 數量
不銹鋼架 4 個 太陽燈 4 盞
塑膠套 1 個 電子溫度計 4 盞
布料套 1 個 長竹 1 盞
竹套 1 個 反光車檔 1 盞

找出溫度參數
1.�把 4 盞太陽燈掛在一枝長竹上。
2.�長竹和更亭保持垂直和距離相同。
3.�調校長竹的高度，使當時的溫度保持在 27℃。

量度溫度 1：20 分鐘，無反光紙
1.�將四個更亭同時蓋着四個溫度計。
2.�每一分鐘讀取溫度計的變化。
3.�每一次所用時間為 20 分鐘，搜集出 20 項資料。

量度溫度 2：30 分鐘，無反光紙

1.�將四個更亭同時蓋着四個溫度計。
2.�每一分鐘讀取溫度計的變化。
3.�第二次測試時間共 30 分鐘，搜集出 30 項資料。

量度溫度 3：20 分鐘，有反光紙

1.�將四個更亭同時蓋着四個溫度計。
2.�每一分鐘讀取溫度計的變化。
3.�第二次測試時間共 20 分鐘，搜集出 30 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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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結果

����第一次測試

物料 最初溫度
（℃）

最終溫度
（℃）

溫差
（℃）

隔熱效能

木 25.6 25.6 0 最好
膠 25.4 31.6 +6.2 最差

不織布 25.8 30 +4.2
竹 24.8 27.1 +2.3

�����
����第二次測試

物料 最初溫度
（℃）

最終溫度
（℃）

溫差
（℃）

隔熱效能

木 26.5 27.2 +0.7 最好
膠 27.7 30.3 +2.6 最差

不織布 27 29.6 +2.6 最差
竹 26.4 27.9 +1.5

����������車檔

物料 最初溫度
（℃）

最終溫度
（℃）

溫差
（℃）

隔熱效能

木 27.4 27.8 +0.4 最好
膠 27.8 29.4 +1.6 最差

不織布 27.8 29.2 +1.4
竹 27.9 28.8 +0.9

���
����������
���������反光紙

物料 最初溫度
（℃）

最終溫度
（℃）

溫差
（℃）

隔熱效能

木 25.9 28.1 +2.2 最好
膠 26.3 30.1 +3.8 最差

不織布 27.3 30.1 +2.8
竹 25.3 28.6 +3.3

温
度
℃

時間（分鐘）

温
度
℃

時間（分鐘）

温
度
℃

時間（分鐘）

℃

時間（分鐘）

温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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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分析

在以上多個測試中，我們可從溫差來判斷物料的隔熱效
能，溫差較少（即溫度上升較少者）的物料，隔熱效能
是最好的；相反，隔熱效能是最差的。

溫差最少的是木，相對於其他物料，這次使用的木板
有一定的厚度，而木材本身是不良導熱體，來自太陽
燈以外的熱較難傳到「更亭」內，因此溫度上升得較
少和較慢。

而在眾多的物料中，膠升溫最快，即溫差最大，這次用
的塑膠物料比木的薄很多，故「更亭」內的溫度上升
較易受到膠的吸熱能力影響，而且膠的散熱速度也十分
慢，吸收了的熱較易被困在「更亭」內，從而使溫度上
升較快。

而竹的升溫速度也比較慢，由於竹簾比其他物料較通
疏，「更亭」內的空氣容易與外間的空氣接觸，形成空
氣對流，熱較易散失，故溫度上升較慢和較少。

困難 / 建議

困難 改善建議
1.�香港有四個季節，如要

做到「冬暖夏涼」的效
果，是非常困難的。

2.�在鑲嵌時，需用上易溶
膠，容易沾着手。

3.�在 1 至 4 月的氣溫比較
寒冷，所以我們無法在
此期間於真實環境中進
行測試。

4.�原本我們使用紙箱來拼
成「更亭」，但發現不
穩固。

1.�可以增加玻璃及窗簾，
以便調節溫度及達至環
保的目標。

2.�使用太陽燈。

3.�改為使用不鏽鋼來拼成������
「更亭」。

4.�放置一個太陽能風扇
及燈。

5.�在「更亭」上放置一層
隔熱層、反光紙、車檔
包裹。

感想

潘卓希︰在拼砌模型前，親身體驗過「更亭」內的環境，
發現環境惡劣。這是誘發我們拼砌「更亭」的原因。從
拼湊到測試階段，我們經歷了許多困難，可是最終我們
也取得成功。

江耀桐︰這次活動令我明白到團體合作的精神，真是獲
益良多。

溫焯庭︰這次活動我負責了製作縮小了的更亭模型，在
模型上鋪設物料比想像中難。而在量度溫度時，要注意
時間，才能作準確的量度。

劉 正︰在探究開始時，我們之間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但我從中學會了合作，做事前仔細看清楚�，把事情做得
更好。

羅仲禧︰我協助預備了不同的物料，在選擇運用哪種物
料來鋪設「更亭」模型時要考慮多方面的因素，實在不
是容易的事。最重要的是學會公平測試的精神，及做科
學研習時一絲不苟的態度。

霍力恆︰這次測試使我知道如何令到「更亭」有效地散
熱，我更明白需要發揮團體的合作精神。我覺得這次的
科學測試十分有挑戰性，真是令我穫益良多。最後我要
多謝各位老師和同學的幫助！

小貼士
同學們對傳熱及散熱的途徑有一定的認識。測試具探究性和符合公平原則，可應用性高。其中進行是次項目的原因是為了校內員工的工作環境，值得嘉許！同學宜對使用車檔及反光紙的目的作出敍述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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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窗減通風透光
學校：元朗商會小學
組員：黃詠楠同學、任嘉誠同學、譚建和同學、
�������������馮雨婷同學、鄭寧同學
教師：鄭家寶老師、陳𤧥君老師

意念

很多市民受到街外的噪音影響，選擇把窗戶關上，令室
內通風或透光程度受到影響。我們希望探究如何利用不
同形狀或物料，設計一個能減低噪音，又能保持通風和
透光的減音窗。

目的

探究不同形狀和物料減低噪音的效能。

科學原理

要降低噪音量，可採用吸音或隔音的方法。隔音方法是
將隔音材料擋在受音者的前面，以降低聽到的音量；
或是用隔音材料把噪音源包圍以減少噪音源傳出來的音
量，並輔以吸音材料，減少反射音的產生，降低隔音罩
內的音量。減少噪音最好的方法是隔音、吸音搭配使用，
在隔音材料的音源側加上吸音材料（如隔音罩的內側），
就可以解決隔音材料所造成反射音的問題。

儀器和材料

由於安全、技術和成本問題，我們並不能真實地在現實
的建築物上進行測試，所以我們將會使用模型來進行。
模擬噪音：蜂鳴器、電池
數據測量：分貝儀
模型屋物料：珍珠板、海綿
減音窗物料：膠片、瓦通紙、綿花、珍珠板、硬卡紙

設計

我們假設現實中住宅噪音的來源多數來自下方，為了確
保測驗中噪音來源的穩定性，會把蜂鳴器放置於模型屋
的窗戶前下方，並用膠紙把蜂鳴器固定在珍珠板上，盡
量把噪音的大小和與窗戶的距離保持一致。

為了測試屋內的噪音程度，我們在模型屋的另一面開了
一個供分貝儀插入的測試孔。

步驟
1� 不對窗作任何加工，開啟並把分貝儀插入測試孔內。
2.�開啟蜂鳴器，記錄分貝儀讀數作對照的噪音強度。
3.�關掉蜂鳴器，在窗上換上用膠片製造的不同設計。
4.�重覆第 2 至第 3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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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1.�量度沒有加工的情況下，模型屋內的聲音強度，作
為對照參考的讀數。

2.�量度在窗外加上不同設計時，模型屋內的聲音強度。
3.�選出最好設計，並用不同物料製作。
4.�量度在窗外加上使用不同物料製造的設計時模型屋

內的聲音強度。
5.�量度在窗外加上使用組合物料設計時模型屋內的聲

音強度。

結果

不同形狀設計的測試

沒有
加工(0)

設計 A
W 型

設計 B
45 度

設計 C
90 度

設計 D
135度

設計 E
Y 型

測試一 87dB 85�dB 85�dB85.5�dB84.5�dB84�dB
測試二 87dB 85.5�dB 87dB 86.5�dB85dB 84dB

減音平均值 0�dB 1.75�dB 1dB 1dB 2.25dB 3dB

3.00
2.50

2.00
1.50

1.00

0.50

0.00

dB

減音平均值

加工
沒有

W型
設計A

45度
設計B

90度
設計C

135度
設計D

Y型
設計E

經過兩次測試後，我們發現了設計 E 即 Y 型的設計最能
減音，因此我們用不同的物料製成 Y 型再作測試，看看
哪種物料的減音效果最好。

不同物料設計的測試

瓦通紙 硬卡紙 發泡膠片 膠片

測試一 84.5�dB 85.5�dB 85.5�dB 84�dB
測試二 84�dB 86�dB 85�dB 84.5�dB
測試三 85.5�dB 86.5�dB 85.5�dB 85.5�dB

減音平均值 2.33�dB 1�dB 1.67�dB 2.33�dB

�

4
2dB
0

減音平均值

經過三次測試後，瓦通紙和膠片的結果相近，平均值都
是 2.33�dB，於是我們組合這些物料，看看能否再提升
減音效能。

不同組合物料的測試
膠片�+�瓦通紙 膠片�+�瓦通紙�+�棉花

測試一 84�dB 85.5�dB
測試二 85.5�dB 84.5�dB
測試三 86�dB 85�dB

減音平均值 1.83�dB 2�dB

經過三次測試後，組合後的設計與之前的設計在減音效能
上並沒有太大分別，這與我們預計的結果不同。

困難和解決方法
1.�因為不能在真正的建築物上進行測試，所以我們製作

了模型屋作模擬之用。
2.�第一次製造的模型屋太大，難以用分貝儀測試，我們

改用較小的模型屋。
3.�由於外在環境聲音不穩定，我們盡量在同一環境下進

行數次測試，取平均值。
4.�在測試用不同的物料時，由於物料性質不同，在厚薄

和形狀上難以保持一致，結果與我們預計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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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住宅的噪音來源主要是透過空氣傳遞，而通風是需要有
空氣的流通才能產生，因此「通風」與「隔音」是一個
兩難問題，我們無法完全阻隔噪音而又保持高度的空氣
流通。但是，我們可以盡量在兩者之間取得一個平衡，
在窗外加裝一些裝置，在不影響通風和透光的情況下，
減低來自街上的各種噪音。

在今次的研究中，測試了數種不同形狀的設計，從數
據中可見「Y 型」設計的減音效能最好，我們以這種設
計為藍本，再測試了幾種不同的物料，發現瓦通紙和膠
片的隔音效果居然比用發泡膠片更好，我們最初對此大
惑不解，因為理論上「泡綿」類的物料應該有更佳的吸
音效能，但在測試中效能卻差過膠片。最後，我們發現
原來在使用發泡膠片測試時，由於發泡膠片材質硬度不
足，不能保持「Y 型」的形狀，因而影響減音效能。

感想

黃詠楠：通過這次活動，明白噪音污染對我們生活的影
響。在製造隔音設施和屋子模型時，我們顯得有點笨手
笨腳，多次要鄭老師和陳老師提醒。隔音設施方面，我
們用了許多不同物料嘗試，如棉花、瓦通紙等，測量音
量時，我們十分認眞地記錄。最後做出來的成品雖然不
是很好，但我們都十分高興，因為這是我們花了不少心
血製造的！�

任嘉誠：我感到非常榮幸，能夠參與是次「常識百搭」
活動。在是次活動中，我學到了許多不同的知識，令我
增廣見聞。我認為在是次活動中，我還有很大的進步空
間，希望下次再有機會的話，可以做得更加好。同時，
亦希望可以再次參加這類多元化的活動，從而學到更多
知識，充實自己。

馮雨婷：十分榮幸能夠參與「常識百塔」活動，不但令
我學會了團隊合作精神，還令我對噪音污染認識更多，
其實噪音污染和其它污染一樣會危害人類健康的。

鄭寧：在今次「常識百搭」專題探究中，令我大開眼界，
能夠認識到有關隔音的生活知識，另外也讓我學習到合
作的重要性。我覺得十分幸運，能夠參與這個富有教育
意義的活動。

譚建和：透過參加這次「常識百搭」活動，我深深感受
到合作的重要性，我明白到一個人的力量是多麼渺小，
而我們合作的力量是多麼龐大。我很高興能參加是次活
動，並藉此學習運用不同的物件、物料、儀器來測量和
改善作品。希望我能再次參與這類探究活動，從中學得
更多，改善自己不足的地方。

參考資料

1.�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2007）：向忍「氣」吞「聲」
說 NO�─�探討教室通風與隔音的兩難問題，瀏覽
日期：2013 年 3 月 15 日，http://activity.ntsec.
gov.tw/activity/race-1/49/pdf/080816.pdf

2.�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2007）：戴帽圍牆最ㄅ一
ㄤ ˋ ─校園外來噪音的第一道防線研究，瀏覽日
期：2013 年 3 月 22 日，http://activity.ntsec.gov.
tw/activity/race-1/47/elementary/081512.pdf

3.�噪音管制資訊 網（2010）：噪音基本原理及防治
材料簡介手冊，瀏覽日期：2013 年 4 月 18 日，
http://ncs.epa.gov.tw/noise/DD/DD06/990107_1.pdf

小貼士
探究主題與生活息息相關，藉著研究減音窗的設計，認識減少噪音的方法，以及噪音對人類的影響。若在報告中顯示減音窗的不同形狀設計，並同時探討不同物料對通風的影響，報告將會更為具體及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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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When�we�see�many�schoolmates�using�school�bags�
with� rollers,� we� came� up� with� this� idea.� We� think�
that�we�can�use�the�kinetic�energy�of�the�rollers�to�
generate�electricity.�So�when�hundreds�of�students�are�
rolling�their�bags�every�day,�they�are�also�charging�up�
batteries�for�their�own�use.

With�this�investigation,�we�aim�to�raise�the�public’s�
awareness�of�how�daily�items�can�be�useful�in�another�
way.�Also,�we�want�to�encourage�people�to�explore�the�
objects�around�them.��

Theory

Motor�can�convert�kinetic�energy�to�electric�energy.�
When�we�rotate�the�axis�of�the�motor,�electric�energy�is�
produced.�If�we�connect�the�motor�with�a�closed�circuit,�
current�is�produced�in�the�circuit.�In�this�investigation,�
the�kinetic�energy�from�the�school�bag’s�wheels�(roller)�
is�converted�to�electrical�energy�through�the�DC�motor�
which�is�connected�to�the�wheel.�If�the�output�voltage�
is�bigger�than�3.7V,�we�can�use�a�rectifier�to�store�
the�electrical�energy�into�a�3.7V�Lithium�ion�cell.�The�
electrical�energy�stored�can�be�outputted�for�charging�
mobile�devices.

School�：�St.�Margaret’s�Co-educational�English�Secondary�and�Primary�School
Student�：�Au� Tsz� Chun� Namson、Cheung� Lok� Yiu� Yoyo、Choi� Chun� Hung�����������

Charles、Chung�Hong�Yau�Louis、Kwok�Kin�Ki、Mok�Wai�Sum�Addison
Teacher�：�Mr�Lui�Po�Ting、Ms�Cheung�Ming�Yan

School Bag Generator
Rolling 

↓

kinetic�energy�of�roller

Electrical�energy

Stored�in�3.7V�Lithium�ion�cell

Output�for�charging�mobile�devices

↓

↓

↓
Mo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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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DC�motor,�Lithium�ion�cell,�Printed�Circuit�Board,�School�bag�with�rollers,�usb�to�mini�usb�cable.

Set up 

First,�the�DC�motor�is�connected�to�the�axis�of�the�wheel�of�the�school�bag.�
Since�the�voltage�given�out�by�the�motor�is�not�stable�(0�–�20V�output),�
we�can�connect�it�to�a�rectifier�and�a�regulator�to�regulate�the�voltage�
output�to�3.7V.�It�is�then�connected�to�a�3.7V�Lithium�battery�to�store�the�
electricity.�It�has�a�5V�usb�output�to�charge�any�usb�devices�after�the�
battery�is�charged.

DC�Motor�with�
USB�output Wheel

Printed�Circuit�Board�
with�5V�USB�output,�

Lithium�ion�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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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In�order�to�ensure�that�the�product�could�be�fully�
functional�with�a�normal�walking�speed,�we�tested�the�
voltage�generated�with�our�group�members�by�walking�
at�a�normal�speed�on�a�flat�surface.

Each�of�the�students�walked�for�a�distance�of�3m�and�
we�used�a�data�logger�to�record�the�voltage�generated�
during�that�period.�

Student OutPut�voltage

KinKi �

Louis

Charles

Namson

Addison

From� the� test,� most� students� can� generate� more�
than� 3.7V� with� our� school� bag� generator� with� a�
normal� walking� speed.� Therefore� it� is� capable� of�
charging�the�battery�up.�

Challenges and improvement

1.�The� DC� motor� is� hard� to� be� fixed� and� fitted�
perfectly�to�the�axis�of�the�wheel.

2.�The� axis� rotat ion� of� the� motor� is� not� very�
smooth� due� to� the� friction� between� it� and� the�
support.�Energy�is�wasted�on�the�friction�also.�
Therefore,� lubricant� is� added� in� between� the�
axis�and�the�support.

Conclusion

From�the�result�of�our�test,�it�is�found�that�most�
students�can�generate�more�than�3.7V�with�our�
school� bag� generator� with� a� normal� walking�
speed.�Hence,�the�design�is�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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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The�set-up�is�approximately�700g�in�weight�which�
is� not� too� heavy� for� a� rolling� item.� By� adding� the�
set-up,�students�can�produce�their�own�electricity.�
Some�students�walk�more�than�40�minutes�a�day�
with�their�school�bags.�With�this�specially�designed�
school�bag,�they�can�charge�up�their�smart�phones�
or�mobile�devices�just�by�walking�to�school.�We�think�
that�this�is�definitely�a�workable�product.�

Reflection

Charles:�This�project�is�very�fresh�and�interesting�
for�me�since�this�is�the�first�time�for�me�to�do�such�
things.�I�had�a�great�time�with�my�friends�even�when�
we�were�facing�challenges.�If�we�can�do�this�kind�of�
project�one�more�time,�I�will�be�happy�to�do�it�again.

Namson:�In� this� project,� I� found� out� that� normal�
items�from�our�daily�life�can�be�used�to�do�something�
very�useful.�It�just�takes�a�little�bit�of�intelligence.�
This� time,� it� gave� me� a� chance� to� try� making�
something�useful�just�from�our�daily�stuff.�I�would�
like�to�do�it�again.

Louis:�After� this� project,� I� understand� that� if� we�
can� make� use� of� our� intelligence� to� make� many�
useful�things�in�our�daily�life�just�by�using�simple�
materials.�I�also�learnt�some�theories�of�electricity�
and�we�should�not�give�up�when�facing�challenges.�I�
hope�that�I�can�join�this�project�again�to�make�more�
interesting�things.

KK:�Through�the�experiments�we�done,�I�not�just�
know�more�about�current�and�voltage,�but�also�learn�
that� using� creativity� and� imagination� can� help� to�
improve�the�condition�of�the�society.

Yoyo:� I� enjoyed� doing� this� project� very� much.� It�
needs�hard�work�and�very�good�cooperation.�At�the�
beginning,�I�thought�we�cannot�complete�it�because�
the�whole�thing�is�too�complicated.�During�making�
this� rolling� school� bag� electricity� generator,� we�
used�a�lot�of�time�in�recess,�lunchtime,�after�school�
and�at�home�to�do�investigations�and�experiments.�
However,�I�think�this�project�is�worth�spending�our�
time�because�this�not�only�enhanced�our�science�
knowledge,� but� also� we� can� try� to� learn� how� to�
cooperate� and� give� some� of� our� precious� time�
although�we�had�a�lot�of�normal�schoolwork�to�do.�It�
is�my�pleasure�in�participating�in�this�activity.

Addison:�I�have�learnt�a�lot�in�this�science�project.�
Firstly,�I�learned�to�cooperate�with�my�schoolmates�
and�accept�their�suggestions�and�opinions.�Besides,�
I�learned�lots�of�energy�converting�knowledge�and�
learned�how�to�attach�a�motor�to�a�rolling�school�
bag.�I�liked�this�invention�a�lot,�because�we�can�use�
it�to�charge�a�mobile�battery�in�our�daily�lives�and�
it�is�very�convenient�by�using�this�method.�In�short,�
I� really� want� to� participate� in� science� projects� to�
learn�more�experimental�skills�and�cooperative�skills�
again.

Reference

1.�Usb�Voltage.�Retrieved�on�May�13,�2013,�from�
http://www.usbvoltage.com/

Tips
Students use energy through the idea of energy transformations in a practical way and they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ory and science inquiry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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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中山市西區西區小學
組員︰阮亦文同學、梁潔敏同學、譚舒睿同學、

張彤同學、蔣詩琪同學、李孔培同學
教師：歐倩霞老師、劉建卿老師

研究背景

水葫蘆，學名鳳眼蓮，50 多年前從南美的巴西引進來，
屬外來物種，它有超強的繁殖能力，若不及時打撈，會
覆蓋水面，堵塞河道，影響航運等，最終腐爛變臭，
污染水質。濃密的水葫蘆還降低了光線對水體的穿透能
力，影響水底生物的生長，並增加水中二氧化碳的濃度，
降低水產品產量，政府部門被動地打撈清理並沒有起到
很好的效果。近年來已對江河、池塘等造成污染。

目的

水葫蘆，近年來被視為一種污染環境的有害生物，困擾
著中國大多數的南方城市。人們為如何消除它的危害而
傷透腦筋。怎樣積極開發利用水葫蘆是是次研究的主要
目的，我們希望採用調查與測試等科學方法，對水葫蘆
的利用價值、利用現狀、利用方法和途徑、開發前景進
行研究，讓它價值重現，減少對江河的污染，帶來社會
效益，變「污」為寶。�

概念

中國最初引入水葫蘆是因為動物，如豬、牛的飼料不足，
而現在糧食多了，農民不願再花費時間打撈水葫蘆，而
是用混合飼料代替，因此水葫蘆近年來沒有得到有效利
用。以下是我們對水葫蘆各種利用方法的設計：一、利
用它的粗纖維進行造紙，二、製作牧畜飼料，三、食用，
四、製作有機肥料。

測試材料

主要材料︰�水葫蘆
其他材料：�複合肥、菜苗、手繃、紗布、攪拌器、豬、
大盆、水桶、戒刀、砧板、鍋。

造紙︰
1.�了解造紙的原理。
2.�抽取水葫蘆的植物纖維進行造紙。
3.�進行與常用紙張的韌度、水融性、滲水性的對比測試。

牲畜飼料︰
1.�分別以直接餵養、曬乾後餵養、添加其他物質三種

方法餵養牲畜。
2.�觀察三種餵飼方法下，牲畜的食慾及食量。

食用︰
1.�查找資料，採訪專業人士探討食用的可行性及方法。
2.�製作食用菜色並嘗試。
3.�編寫食用菜譜。

有機肥料：
1.�製作有機肥料。
2.�進行各種對比測試。

測試過程

造紙及測試︰
1.�先清洗乾淨收集回來的水葫蘆，切碎放進盆子裏，

接著將其倒進攪拌機中加上適量的水，反復攪拌 2-3
次，直至便成漿。

2.�把水葫蘆漿煮沸，再倒進一個大盆子裏。
3.�撈紙，先固定網架，再把夾著網架的木架放進裝滿

水葫蘆漿的盆子中進行打撈，並來回搖動木架，使
紙漿在網架中均勻分布，然後輕輕把木架拿起來，
把水濾去。

4.�晾曬，曬乾後就可以收紙了。
5.�進行與常用紙張的韌度、水融性、滲水性的對比測

試。

變        為寶——“污”
的利用研究
水葫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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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葫蘆造紙與常用 A4 紙的韌度、水融性、滲水性對比
測試

韌度測試：

水融性測試：

滲水性測試：

牲畜飼料︰
1.�水葫蘆的葉、莖切碎製成飼料。
2.�利用水葫蘆飼料餵飼牲畜，用三種不同的餵飼方

法，並觀察其食欲及食量。

三種不同的餵飼方法分別是：
直接餵飼：把水葫蘆的葉、莖切碎直接餵養。
曬乾後餵飼：把水葫蘆的葉、莖切碎後曬乾再餵飼。
添加其他物質後餵飼：把水葫蘆的葉、莖切碎後加上紅
蘿蔔、玉米、米飯煮熟再餵飼。

食用︰
1.�找尋資料。
2.�採訪專業人士探討水葫蘆食用的可行性及方法。
3.�製作食用菜色並嘗試。

根據專業人士給予的意見及食用方法，設計出幾種鮮水
葫蘆的簡單食用菜式：

一是製成蔬菜，水葫蘆的鮮花、嫩葉、莖鮮味可口，清
香甜潤，可直接食用；二是可作鮮湯菜食用；三是與肉
類配搭烹調。

有機肥料：�
1.�將水葫蘆的根部、枯葉等作為有機肥的原料，切碎

後放進膠桶裏進行生物發酵，6 天後，膠桶裏的水
葫蘆已經腐爛發黑變臭，此時就可用作有機肥料。

2.�選取三盆差不多高度的菜苗，分別種在三個相同大
小的發泡膠箱裏，一盆施水葫蘆有機肥料、一盆施
適量的複合肥、一盆不施任何肥料，統一施肥及澆
水的時間，然後對三箱菜苗的生長進行 15 至 30 天
的觀察、記錄、分析。在三箱菜苗當中，每箱均選
取一株生長得較茁壯的菜苗，每天對其生長高度及
生長情況進行測量、拍攝和記錄，從而分析三種種
植方法下，菜苗生長情況的優劣。

�

把兩種紙剪成同樣
大小的紙條

常用 A4 紙斷開 水葫蘆紙斷開

利用便攜秤測試
兩種紙條的韌度

把兩種紙剪成
同樣大小

同時放進一
樣大的水盆中

1 天後，兩種
紙都不田溶於水

把兩種紙剪成同樣大小

同時在兩種紙上滴水

在滴管中吸進同樣的水份

半小時後明顯看到水
葫蘆紙滲水性比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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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苗生長記錄：

���������������������施水葫蘆有機肥������������������������������������������施複合肥���������������������������������������������不施任何肥料�

�������������������������������

日期 :�4 月 15 日�������天氣：晴�����氣溫：25° C�������光照：強

生長情況：第一次施肥，生長情況大致相同

日期 :�4 月 22 日������天氣：雨������氣溫：23° C������光照：無

生長情況：��������������長高了 9 毫米����������������������������長高了 5 毫米���������������������������長高了 3 毫米

���������������

日期 :�4 月 29 日�����天氣：陰�������氣溫：27° C������光照：弱

生長情況：���������������長高了 22 毫米��������������������������長高了 15 毫米������������������������長高了 11 毫米

日期 :�5 月 6 日������天氣：陰�������氣溫：24° C�������光照：弱��

生長情況：��������������長高了 21 毫米��������������������������長高了 12 毫米��������������������������長高了�9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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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水葫蘆有機肥的菜苗 施複合肥的菜苗 不施任何肥料的菜苗
����������指標

��日期
天氣 氣溫

（℃） 光照 對植物的照顧及其
生長情況

對植物的照顧及其
生長情況

對植物的照顧及其
生長情況

15-4-2013 晴 25 強 施水浮蓮有
機肥 施複合肥 澆水

20-4-2013 晴 26 強 澆水、長高了 3 毫米 澆水、長高了 2 毫米
子比之前稍大 澆水、長高了 1 毫米

25-4-2013 晴 28 強 澆水、長高了 2 毫米 澆水、長高了 2 毫米 澆水、長高了 1 毫米

30-4-2013 雨 25 無 澆水、長高了 3 毫米 澆水、長高了 2 毫米 澆水、長高了 1 毫米

5-5-2013 陰 24 弱 澆水、長高了 3 毫米 澆水、長高了 1 毫米 澆水、長高了 1 毫米

10-5-2013 雨 23 無 澆水、長高了 3 毫米 澆水、長高了 2 毫米 澆水、長高了 1 毫米
15-5-2013 晴 29 強 澆水、長高了 3 毫米 澆水、長高了 3 毫米 澆水、長高了 1 毫米

結論

可以把水葫蘆製成動物飼料，如：水葫蘆葉、莖切碎用作
雞、鴨、魚、豬、牛、羊等禽畜的飼料，直接餵養；可以
把水葫蘆曬乾後餵養；也可以在水葫蘆中添加其他物質後
餵養。在豬的基礎日糧中添加一定份量的水葫蘆可降低飼
養成本，並且對淨化環境、清除污染、提高畜牧生產的經
濟效益具有重要的作用。

水葫蘆內含有豐富的粗蛋白、粗脂肪、氨基酸、胡蘿蔔
素、總黃酮等營養物質和多種微量元素，其鮮汁具有營養
價值，可作飲用，又可將鮮汁萃取乾粉，也可作保健品和
藥品，是極具開發潛力的物種。此外，水葫蘆的花和嫩葉
可以直接食用，把它製作成鮮湯菜和肉類搭配食用，其味
道清香爽口，並有潤腸通便的功效。

水葫蘆的根部、枯葉可以作為有機肥的原料，是次選取三
盆生長情況大致相同的菜苗，分別種在三個相同大小的發
泡膠箱裏，一盆施水葫蘆有機肥料、一盆施複合肥、一盆
不施任何肥料，統一施肥及澆水的時間，然後對三箱菜苗
的生長進行 30 天的觀察、記錄。在三箱菜苗當中，施水
葫蘆有機肥的菜苗生長情況最茁壯，其高度及葉子的大小
都比施複合肥及只淋水的菜苗要好，證明用水葫蘆製作的
有機肥是有利於植物生長的肥料之一。

水葫蘆是很好的造紙原料，水葫蘆的纖維很多，利用水葫
蘆作原料做出來的紙，無論在韌度、水融性、滲水性等方
面都不差於常用的紙張。我們大可以在造紙方面進行開發
利用，同時利用水葫蘆造紙原料節省大量的木材，從而起
到保護生態環境的作用。

通過這次探究活動深刻地讓我們明白：近年來被視作「毒
草」的水葫蘆，人們為如何消除它的危害而傷透腦筋，只
有積極利用與開發水葫蘆才是最好的解決方法，因此，我
們在水葫蘆的利用上進行測試研究，發掘水葫蘆潛在無窮
利益，可讓其價值重現。希望以此有關部門關注水葫蘆的
利用價值及開發利用，如果水葫蘆被大量開發利用，自然
就會減少對江河的災害，變「污」為寶。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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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阮奕文：在這次探究中，我了解到水葫蘆竟有如此多的
用途，可以用於造紙，用於製成豬飼料，還可以當蔬菜
食用，這使我大開眼界。更重要的是，我在這次活動知
道了團結就是力量。

梁潔敏：在這次探究中，我發現了人們所稱紫色妖魔的
水葫蘆也有許多的好處，可以造紙，可以做牲畜飼料，
可以食用，還可以做有機肥料等等，只要我們能好好利
用，相信可以創造出許多人們意想不到的價值。

譚舒睿：人們都以為水葫蘆沒用，而且還會對河流造成
污染。通過這次研究，改變了我的觀點，它讓我知道水
葫蘆不是那麼可怕的東西，它不僅可以清除水中的髒東
西，還可以造紙、做飼料、可食用、製成肥料。水葫蘆
其實對我們有許多利用價值，所以請有關部門能關注到
及好好開發利用。

張彤：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許多東西都能變為寶貝，像我
們這次研究的水葫蘆那樣，它也有許多價值，水葫蘆可
以造紙，可以為豬飼料，可以食用，可以製作有機肥料，
希望有關部門能關注水葫蘆的利用價值。

蔣詩琪：人們以前都認為水葫蘆是一種禍害，通過這次
測試，徹底改變了我的想法，我知道水葫蘆也有許多用
處，它可以造紙，做牲畜飼料、食用、做有機肥等。只
要我們能夠好好開發利用，肯定能讓它價值重現。

李孔培：在這次測試中，我發現了水葫蘆原來還有這麼
多用處，水葫蘆的植物纖維可以造紙，可以作飼料餵養
牲畜，也可當作蔬菜食用，這個測試改變了我對水葫蘆
以往的看法。

參考資料

1.�蔡成翔、王華敏、張宗明（2002）：水葫蘆對五種
重金屬離子的去除速率與富集機制研究，廣西右江
民族，《師專學報》，06 期。

2.�江洪濤、張紅梅（2003）：國內外水葫蘆防治研究
綜述，《中國農業科技導報》，03 期

3.�崔立、肖懷平、陳魯勇、徐燕、黃贏子、褚建君
（2004）：澱山湖水葫蘆用於飼喂生長育肥豬的效
果研究，《飼料工業》，�03 期。�

鳴謝

在此次探索活動中，要衷心感謝歐倩霞老師、劉建卿老
師耐心的指導及黃文華校長的寶貴建議及大力支持！

小貼士
探究主題具環保意義，顯示同學關注時事，
從中想出測試方法解決問題，並以簡單的測
試裝置完成有系統的科學探究。建議同學
們可考慮加入以時間作為變項，測試不同
時間下各樣本的吸油效能，令探究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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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組員︰朱凱彤同學、黃諾琳同學、徐佩瑜同學
教師︰施瑪恩老師、羅皓輿老師

意念
石油產品及副產品隨處可見，例如汽車輪胎、道路工程
的路面舖設、汽車和船舶的燃料等。儘管我們愈來愈關
注全球暖化的問題，但由於石油及其副產品為人類帶來
多方面的用處，所以需求巨大。每年全球石油運輸量高
達數十億噸，運油輪是長距離石油運輸的主要工具，但
往往又因各種不同意外導致漏油事故，污染海洋和影響
生態。

常聽聞船隻甚至運油輪漏油事故，這不但影響水質，更
嚴重影響海洋生態，最終受影響的亦是人類。清理海面
上油污的方法眾多，現今的環境工程師一般利用吸收液
體的特殊物料清理漏油，是較為環保的方法。

我們希望在日常生活的廢物中，例如曾經使用過的棉
花、紙巾或布塊，尋找合適的物質用作吸收海面的油污，
既可廢物利用，亦可大幅度減少油污程度。

測試原理及過程

選取日常生活中不同類別的廢物，如廢紙類、果皮類、
布料類等，然後進行測試。水面倒上食用油模擬油污情
境，評估常見物料的吸水和吸油能力。根據測試結果、
比例從而得出那些物料有效吸收油。

測試中會將不同樣本放在水和油的混合物下，然後利用
量筒量度所剩下的容量，按比例由高至低排列，從而比
較不同樣本的吸油效能。而我們會把相同份量的廢物加
進測試中進行公平的驗證。�

材料

1.�棉花 8.�木炭
2.�布碎 9.�電子磅
3.�再造紙 10.�砂布
4.�紙皮 11.�水
5.�麵包皮 12.�油
6.�茶葉 13.�250mL 燒杯
7.�水松木 14.�量筒

測試步驟

1.�分別量度 3 克棉花、

木炭、茶葉、布碎、紙皮、

再造紙、水松木和麵包皮。

2.�量度水和油的容量
各 50 毫升，然後把水
和油倒入燒杯中混合。

3.�放置樣本於燒杯內，
等待三分鐘，把樣本從
燒杯中取出。

4.�利用量筒量度水和
油混合物所剩餘的容量，
記錄測試數據。

5.�重覆步驟 2 至 4，直至測試所有樣本的吸油效能。

除油污「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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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結果

������樣本 移除樣本後

種類 重量
（g）

水和油的
總容量
（ml）

餘下的
水容量
（ml）

餘下的
油容量
（ml）

吸油效能
（水︰油）

棉花 3 100 59 42 17 2.47
木炭 3 100 90 47 43 1.09
茶葉 3 100 89 50 39 1.28
布碎 3 100 81 50 31 1.61
紙皮 3 100 80 47 33 1.42

再造紙 3 100 76 50 26 1.92
水松木 3 100 88 48 40 1.20
麵包皮 3 100 87 50 37 1.35

水和油的
總容量
（ml）

結論

由大至小排列水油比例的結果是︰棉花 2.47、再造紙 1.92、布碎 1.61、紙皮 1.42、麵包皮 1.35、茶葉 1.28、水松木 1.20
及木炭 1.09。測試結果顯示棉花及再造紙的吸收油的效率最佳。

下圖顯示各樣本的吸油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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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及建議

我們希望透過測試不同物料吸收水及油的容量，從而找出最有效吸收油的物料。但是由於每種物料吸收水和油的容量
都不同，所以我們會用吸收之後剩下的水和油根據比例，決定哪一種物料最有效吸收油。比例愈高代表物料吸收的油
愈多而吸收的水愈少。我們以日常生活用物料如布塊用來吸水，透過此測試讓我們了解布塊同時吸水和油的效能。

根據初步結果，棉花是最有效吸收水面上的油，但不能夠將棉花鋪上油污染的海面直接吸走海面上的油，因為棉花分
散在海面上難以收集反而會污染海洋。我們可以嘗試用其他較接近的物料跟棉花一起配搭，紙皮的水油比例太低可以
不作考慮，而布碎的水油比例雖然高，不過需要更多成本將布碎循環再用，相比之下再造紙成本低又環保，所以我們
建議把棉花放入再造紙袋內進行吸油工作。之後我們會再進一步組合不同的廢物混合層，測試各組合的吸油效能，希
望能進一步提升廢物吸油的能力。

參考資料

1.�Living�Green�Magazine�（2012）.�Environmental�Impact�of�the�BP�Oil�Spill,�from�http://livinggreenmag.
com/2013/03/19/energy-ecology/environmental-impact-of-the-bp-oil-spill/

2.��United�States�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2013）.�Oil�Spill�Cleanup,�from�http://www.epa.gov/nrmrl/
lrpcd/projects/oilspill_cleanup.htm

3.�Exxon�Valdez�Oil�Spill�Cleanup�Methods,�from�
http:/ / l ibrary.thinkquest.org/10867/cleanup/
methods/index.shtml

4.�BBC�News�Asia-Pacific（2013）.Oil�spill�disaster�
New�Zealand's�'worst�in�decades’,�from�http://
www.bbc.co.uk/news/world-asia-pacific-15251319

5.�About.com�Environmental�Issues�（2013）.�How�
Do� Oil� Spills� Damage� the� Environment?,� from�
http://environment.about.com/od/petroleum/a/oil_
spills_and_environment.htm

6.�The� International� Tanker� Owners� Pollut ion�
Federation� Limited� （2013）.� Environmental�
Impact,�from�http://www.itopf.com/marine-spills/
effects/environmental-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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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貼士
探究主題具環保意義，顯示同學關注時事，從中想出測試方法解決問題，並以簡單的測試裝置完成有系統的科學探究。建議同學們可考慮加入以時間作為變項，測試不同時間下各樣本的吸油效能，令探究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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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保良局世德小學
組員︰溫皓然同學、張麗偲同學、關芷筠同學、
�����������葉蔚琳同學、鄭家皓同學
教師︰黃玉芬老師、黃衍華老師

意念和目的

近年的夏天，天氣異常悶熱。人們經常開啟空調，以求
達到降溫和涼快的目的。不少機構和家庭為了開啟空
調，每年花費大量金錢，不但造成資源消耗、污染環境，
更會加劇溫室效應，對地球造成傷害。到底有甚麼方法
既能降溫，又能環保呢？

經過資料搜集後，不同國家正廣泛使用兩種環保降溫
設計—水濂和綠牆。在香港，於 2008 年舉行的花展，
入口處展示出有一道環保「綠牆」；去年嘉道理農場亦
推出「種．綠牆」計劃。那麼建築物的外牆應該採用外
牆綠化，還是水濂的方法，其降溫效能較佳？香港又
適合採用哪一種裝置？�

科學原理

水濂的科學原理

水濂的降溫效能與熱的傳導有關。熱的傳導有三種方
式，分別是傳導、對流和輻射。
1.�傳導︰固體的熱由溫度高的地方傳到溫度低的地方。
2.�對流︰在水或空氣這些能流動的物質加熱時，物質

經由流動把熱傳遞到別的地方。
3.�輻射︰熱不需藉着物質就能傳遞，受到物體阻擋時，

熱就不能傳送出去。

水濂就是應用了對流的方法，將空氣中的熱以對流的方式
傳到水中。只要水不停流動，就可以將附近的溫度降低。

綠牆的科學原理

1.�蒸騰作用︰植物的葉片中有氣孔，氣孔會把葉片內
的水分蒸發，而蒸發過程中吸取了周圍的熱量。

2.�阻隔作用︰葉片可以遮擋陽光，形成一道屏障，避
免陽光直接照射外牆的表面，能有效降低室內溫度。

測試設計 

根據以上的科學原理，估計綠牆和水濂均能起降溫作用，
究竟哪種方法降溫效能較理想？�

設計
設計三組裝置來進行測試，它們都是模擬一幢大廈室內
的環境。
裝置一：對比測試裝置
裝置二：綠牆測試裝置
裝置三：水濂測試裝置

1.�裝置的前方裝上百葉片：模擬室外空氣流進建築物
內的情況（外面的空氣能進入裝置內）；模擬水濂
系統運作情況（百葉片可減慢水流過建築物外牆的
速度，增加水和空氣接觸的頻率，能更有效降溫）。

2.�內置一台小型抽氣扇，加快室內、外空氣的對流。

3.�水濓測試裝置放置在儲了水的水箱上，方便供應水
濂系統運作之用。為了令三組裝置的環境因素完全
一致，把對比裝置和綠牆裝置同樣放在儲了水的水
箱上，令測試結果更準確。

4.�水濂裝置是由一個強力水泵、儲水器和儲水箱三
部份組合而成。水泵啟動把水從儲水箱送到頂部
的儲水器，水由儲水器向下流，形成水濂的效果，
水經由設置在底部的儲水箱收集，再循環使用，
節省用水。

綠牆水簾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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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三個裝置的結構圖】

製作過程 

1.�預備三個發泡膠盒。
2.�將盒子其中一面割出來，加上百葉片和

抽氣扇。
3.�將草皮鋪滿小膠箕內，造成一幅「綠牆」。
4.�用強力水泵，加上自製小型儲水器和儲水

箱，組合而成一個「水濂系統」效果的裝置。

裝置 1：對比測試裝置

裝置 2：綠牆測試裝置

裝置 3：水濂測試裝置

測試步驟

1.�將三組測試裝置放在露天地方。
2.�插入電源，啟動抽氣扇和水泵。
3.�將「內外溫度計」放在裝置的頂部，「內部溫度感應器」

放於裝置內，以便「內外溫度計」能同時量度室外和裝
置內的溫度變化。

4.�啟動溫度計，調較至量度室外溫度的介面。
5.�將計時器調較至每五分鐘響動。
6.�五分鐘後，先記錄室外溫度，再記錄室內溫度。
7.�不斷重複以上步驟，並記錄多次數據。
8.�統計及分析數據，並製作比較圖表。

測試數據

測試日期：6-5-2013（一）

時間
（太陽並不猛
烈）（有風）

室外温度
（℃）

箱內温度
（℃）

室內 / 室外溫
度差異（℃）

4:40�PM （1）樣本 28.4 26.3 2.1
（2）綠牆 28.4 25.3 2.1
（3）水濂 28.1 23.8 4.3

4:45�PM （1）樣本 26.0 28 2
（2）綠牆 25.2 27.8 2.6
（3）水濂 23.8 26.6 2.8

4:50�PM （1）樣本 28.0 26.3 1.7
（2）綠牆 28.1 25.3 2.8
（3）水濂 27.3 23.9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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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合力將三個裝置加
上自製的百葉片和抽氣扇。

將草皮鋪滿在小膠箕裏。

「綠牆」快將完成了！

這是「水濂系統」裝置。

內置抽氣扇內置抽氣扇

溫度計

鐵架

草皮

膠箕

內置抽氣扇

儲水箱

百葉片

儲水器

溫度計

內置抽氣扇

溫度計計時器

鐵架

百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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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太陽並不猛
烈）（有風）

室外温度
（℃）

箱內温度
（℃）

室內 / 室
外溫度差
異（℃）

4:55�PM （1）樣本 28.3 26.2 2.1
（2）綠牆 28.3 25.3 3
（3）水濂 27.8 23.9 3.9

5:00�PM （1）樣本 28.9 26.5 2.4
（2）綠牆 28.9 25.4 3.5
（3）水濂 28.2 24.0 4.2

測試日期：7-5-2013（二）

時間
（太陽並不猛
烈）（有風）

室外温度
（℃）

箱內温度
（℃）

室內 / 室
外溫度差
異（℃）

1:00PM （1）�樣本 40.4 31.4 9
（2）�綠牆 37.6 27.7 9.9
（3）�水濂 39 26.8 12.2

1:05PM （1）�樣本 41 31.3 9.7
（2）�綠牆 37.3 27.9 9.4
（3）�水濂 36.6 27.2 9.4

1:10PM （1）�樣本 39.8 30 9.8
（2）�綠牆 36.1 27.4 8.7
（3）�水濂 37.3 26.6 10.7

1:15PM （1）�樣本 37.1 29.9 7.2
（2）�綠牆 34.1 27.1 7
（3）�水濂 34.9 26.8 8.1

1:20PM （1）�樣本 36.3 29.5 6.8
（2）�綠牆 33.6 26.9 6.7
（3）�水濂 34.1 24.4 9.7

1:25PM （1）�樣本 37 30.2 6.8
（2）�綠牆 35.6 27.4 8.2
（3）�水濂 35.6 26.4 9.2

1:30PM （1）�樣本 39.4 30.6 8.8
（2）�綠牆 38.1 27.6 10.5
（3）�水濂 37.5 26.8 10.7

1:35PM （1）�樣本 38.9 29.8 9.1
（2）�綠牆 38.2 27.4 10.8
（3）�水濂 37.9 26.3 11.6

測試日期：13-5-2013（一）

時間
（太陽並不猛

烈）（有風）
室外温度

（℃）
箱內温度
（℃）

室內/室外
溫度差異

（℃）
1:20PM （1）樣本 33.9 30.9 3

（2）綠牆 34 28.1 5.9
（3）水濂 33.8 26.8 6.9

結果分析
溫差比對表
測試日期：6-5-2013（一）� 太陽並不猛烈��有風

測試日期：7-5-2013（二）� 陽光猛烈��有風

測試日期：13-5-2013�（�一�）�陽光猛烈

1:25PM （1）�樣本 37.7 32.1 5.2
（2）�綠牆 37.1 28.3 8.8
（3）水濂 37.8 27.3 10.5

1:30PM （1）樣本 38.6 31.4 7.2
（2）綠牆 37.8 28.3 9.5
（3）水濂 37.8 27.4 10.4

1:35PM （1）樣本 38.8 31.5 7.3
（2）�綠牆 38 27.9 10.1
（3）水濂 38.1 27 11.1

1:40PM （1）樣本 39.6 32.6 7
（2）綠牆 39 28.1 10.9
（3）水濂 39 27.6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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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計水濂降溫測試裝置時，因為要令水流能均勻地流
過裝置的前方，我們構思了很多設計但都不能達到理想
的效果，十分苦惱。不過，全靠我們的毅力，加上不斷
請教其他專家，最終得出以強力水泵、儲水器和儲水箱
組合成水濂系統裝置，解決了這個問題。

進行測試之初，發現一個溫度計不能同時量度裝置內、
外的溫度，難於收集數據。最後，我們找到了一個既
能同時量度箱內（out- 溫度計的外置溫度探測器）和室
外�（in- 內置溫度計內的探測器）的「內外溫度計，最終
解決了此問題。」

�������������能同時探測箱內及室外的「內外溫度計」

困難及解決方法 

初期以膠水喉及
水泵進行試驗

經過多次改良後的
水濂系統裝置

測試結論

經過多次測試，並收集分析數據後，證明︰
1.�「水濂」和「綠牆」都有降溫的效能。
2.�「水濂」的降溫效能比「綠牆」優勝。

實際應用

既然水濂和綠牆均有降溫的效能，可以作為冷氣機的另
一個選擇。那麼，究竟香港的建築物外牆環境較適合哪
一種裝置？�

「綠牆」 「水濂」
優點︰
1.�綠色植物進行光合作

用，能夠釋出氧，並能
吸附空氣中的微塵，改
善空氣質素。

2.�如果種植特別的植物，
如蒲草、蕨類植物、紅
草、金花生、虎尾蘭及
吊蘭，可以吸收有害物
質，如二氧化硫。

3.�綠牆能夠作隔音屏障，
降低噪音。

缺點︰
1.�綠色植物的生長受環

境、氣候限制，如在熱
帶地區，常常有颱風來
襲，便會影響綠牆的穩
固性。

2.�綠牆裝置在一年四季都
是自行運作的，不能因
天氣變化而隨時停止或
移除；在冬天的時候，
四周的環境都寒冷，用
不著綠牆降溫，但又不
能把綠牆裝置拆下。

優點︰
1.�環保：水能循環再用、

不用排出廢氣、運作
水泵所耗的電量亦比
使用冷氣機為少。

2.�水流能帶走空氣中的
塵埃，有淨化空氣的
作用。

3.�不受環境限制，任何
氣候環境下均能安裝
使用。

4.�使用時間比綠牆更有
彈性。在冬天，四周
的環境都寒冷，用不
著 水 濂 幕 降 溫 的 功
用，我們就可以關閉
水濂幕，不用浪費水
源及能源。

缺點：
1.�運作成本較高，因為

仍要消耗能源，用以
啟動水泵。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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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香港地少人多，高樓大廈密集，被高樓大廈遮擋的建
築物，不太適合安裝綠牆降溫系統，因為陽光不足，
植物生長受影響，會影響綠牆的降溫效能。在這種情
況下，建議使用水濂系統來降溫，因為水濂系統不受陽
光照射與否的限制。

在寒冷的冬天，需要用綠牆或水濂來降溫。兩者比較，
水濂可靈活地按需要關閉或啟用，綠牆的自行運作模式
欠缺彈性，難按客觀變化而調節。

究竟那一種裝置較適合香港的建築物使用？不同的客觀
因素，例如日照、天氣、氣候變化⋯⋯都直接影響裝置
的降溫效能。事實上，建築物應因應實際情況，衡量利
弊來選用以上兩種裝置。

感想

鄭家皓︰十分榮幸能參加本屆的「常識百搭」活動。在
探究活動中，不但學懂了很多關於水濂和綠牆的知識，
還學會了跟同學合作。雖然我們偶爾會有意見不合的
情況，但最後大家都能互相遷就，取得共識。

葉蔚琳︰對於能被老師挑選為今屆「常識百搭」活動的
成員，感到非常榮幸。通過不同的挑戰、困難，令我明
白到做事一定要持之以恆，堅持到底，絕對不可以半
途而廢，否則就不會有成功的一天。除此之外，我也
體會到「團結就是力量」的道理。

溫皓然︰參加這個活動後，認識到更多關於科學的知識。
雖然我們遇到了很多困難，但都逐一克服了。這次活動
更讓我明白到合作的重要性，否則就無法完成這次測試。

張麗偲︰很榮幸能夠被老師挑選參加這個活動。在這個
活動中，我學到了一些科學原理的知識，例如熱的傳導、
蒸騰作用等，也明白到合作的重要性。如果我們不合作，
根本不能順利地完成這個測試。除此之外，還加深了和
同學的友誼。希望再有多一次機會參加這類型的活動吧！

關芷筠︰很高興能夠參加「常識百搭」這個活動，雖然
在過程中我們遇到一些困難，不過都能一一解決。在
過程當中，我學到很多關於水濂和綠牆的科學知識。
例如：蒸騰作用、阻隔作用等，令我獲益良多！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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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_hk/2012/10/22/211443.asp

2.�雅 虎（2009），水 牆 與 風 扇 的 降 溫 技 術，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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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技術員及校園電視台的工作人員協助拍攝，校工明叔
的協助使「水濂�VS�綠牆」可以順利完成。

小貼士
同學們對所探究的題目有清晰的瞭解，並且能夠將題目變為可以驗證的問題。同學對科學探究的方法有很好的掌握，測試步驟正確，能有系統地收集數據，並以圖表展示結果，結論合理。再者，同學亦能展現良好的解難能力，改良測試裝置。如能增加測試數據的收集時間，例如把每次記錄室外、室內溫度的時間，由 20分鐘增加至 45 或 60 分鐘，以增加室外、室內溫度的差異，將會提升測試結果的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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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組員：陳韋言同學、陳文彥同學、袁靖嵐同學、
�����������羅俊熙同學、屈曼祺同學、衛子穎同學�
教師：馮慧菁老師、陳國相老師、李旭華老師

意念
日常盛載食物的發泡膠盒對環境有害，堆填處理不能分
解其化學物質，焚化則產生有毒氣體。我們希望想出代
替品，減輕發泡膠盒對環境的禍害。

目的
嘗試用食物製成飯盒，用以取替發泡膠盒。

原理
日常生活中用食物來盛載食物的例子不少，好像春卷、
麵包湯（農夫包）、甜筒、格仔餅等等，所以我們想到
設計一個飯盒，飯盒及內裏的食物可以全部被吃掉，這
樣就不會產生垃圾，十分環保。

探究過程
用方包作為飯盒的材料，但由於方包太軟不能盛載食
物，於是我們把方包烘乾成為多士。為了客觀量度硬度，
把烘乾了的方包和新鮮的方包分別放在兩張桌子邊緣之
間，再在其表面放上鐵圈，分別計算方包及多士所能承
受鐵圈的數目，鐵圈數目愈高代表其硬度亦較高。

結果多士的硬度較方包高，但非常吸水，而飯盒不能大
量吸水，否則會變軟。測試方法是把多士放入 300 毫升
水內，兩分鐘後取出，量度餘下多少水，從而得出多士
的吸水程度。一般的發泡膠盒防水性高，測試的多士則
吸滿水，防水性低，不能作為飯盒使用。

麵團的原料
我們構思用麵粉作為材料，焗一些又硬又吸水，好像餅
乾的東西。以水、牛油和花生油為變項，分別用來混合
麵粉，結果用水混合麵粉是最硬的。

製作方法
1.�每 500 克麵粉，加 250 毫升水和 1 茶匙糖。
2.�攪拌均勻成麵團。
3.�取出放在桌上，壓扁。
4.�用壓麵棒壓至指定厚度，並用間尺量度。
5.�用模具印成長方形。
6.��放入 100℃焗爐，焗 20 分鐘。

添加劑變項
麵團中加入糖和蛋為添加劑，測試能否加強其硬度。為
了公平測試，每一個樣本做成相同的厚度，再用模具印
出來焗，結果發現加入添加劑可以稍為提高硬度，而且
不容易吸水，但因為成本問題，最終沒有使用。

厚度測試
接着測試麵團的不同厚度對其硬度的影響。我們測試
了 3 種不同厚度的麵團，發現最薄的一種已有足夠硬
度，其硬度比相同面積的發泡膠還要高，所以麵團不
需要做得太厚。

由於最薄的麵團吸水後變得很軟，做飯盒不夠承托力。
我們想到解決方法︰一、以低溫焗，二、參考焗麵包時，
會塗上糖漿，而此作試驗，發現麵團塗上糖漿焗後可
以形成一個較難透水的薄膜，麵團因而不會因為吸水
而變軟。

能吃的飯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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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熱測試
飯盒隔熱的能力也很重要，把麵團放在焗熱的地磚上測
試，量度麵團底部的溫度，結果，麵團的隔熱效果理想。

製作成飯盒
最後，把麵團造成特定形狀用以盛載食物。我們以長方
形的飯盒為構思基礎，由於麵團放入模具時，要摺起四
個角，令到它不會縮成一團，而且四邊如無承托就會塌
下，焗完又會漲起，很難取出。最後我們選擇了用碗形
的模具，放麵團進去，不要按得太緊，然後把邊沿剪平，
造成圓形的飯盒。

防水及保存測試
把適當份量的温水倒入飯盒裏，結果可承受30-60分鐘，
但有部分樣本一開始便漏水。
另一測試就是食物的安全和保存期。為了公平測試以及
確保其他的變項不變，我們首先將焗完的麵團放入密封
瓶，然後使用小型抽濕器保持濕度，每天觀察變化。在
85% 濕度的環境下，麵團在第五天發霉；在 70% 濕度
的環境下，麵團可存放多天。由於香港天氣潮濕，所以
這些飯盒，我們建議盡早使用，以及存放在乾燥環境中。

測試及結果

硬度測試
1.�放兩張桌子，桌子間相隔 10cm。
2.�把膠杯用繩掛在測試物件上。
3.�測試物件放在兩張桌子之間。
4.�加入鐵圈。
5.�直至測試物件不能承受而彎曲或斷開。

多士與發泡膠的硬度比較

可載重量（鐵圈數目）
多士 發泡膠

測試一 87 68
測試二 75 6

加入不同添加劑後的硬度比較

可載重量（鐵圈數目）
糖 蛋 對照

測試一 117 127 100
測試二 109 113 94

不同厚度的（乾）的硬度比較

可載重量（鐵圈數目）
3mm 6mm 9mm

測試一 112 122 132
測試二 105 121 120

不同厚度（濕）的硬度比較

可載重量（鐵圈數目）
3mm 6mm 9mm

測試一 17 27 78
測試二 25 29 46
測試三 15 35 44

吸水測試
1.�在電子磅上放上膠盒。
2.�選擇「歸零」。
3.�倒入 300 克水。
4.�用鉗子將測試物件浸入水中。
5.�兩分鐘後取出，滴乾水份。
6.�量度剩下的水份量。

不同添加劑的吸水量

吸水量（克）
有糖 有蛋 對照

測試一 2.4 2.8 5.4
測試二 2.8 2.5 6.6

不同厚度的吸水量

吸水量（克）
3mm 6mm 9mm

測試一 1.9 2.3 2.5
測試二 1.8 2.5 4.6
測試三 3.8 2.9 3.2

塗抹糖漿後的吸水量

吸水量（克）
有糖漿 無糖漿

測試一 1.2 2.2
測試二 0.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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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水測試
1. 在電子磅上放上海綿。
2. 選擇「歸零」。
3. 放上測試容器。
4. 倒入 200 克水。
5. 每 2 分鐘將容器暫時拿起，記錄讀數。

滲水量（克）
第一次測試 第二次測試 第三次測試

2 分鐘 0.1 13 0
4 分鐘 0.3 18 0
6 分鐘 0.3 24 0.1
8 分鐘 0.6 29 0.2
10 分鐘 0.7 33 0.2
12 分鐘 0.8 36 0.2
14 分鐘 0.8 44 0.2
16 分鐘 0.8 57 0.1
18 分鐘 0.8 66 0.1
20 分鐘 0.8 78 0.3
22 分鐘 0.7 88 0.3
24 分鐘 0.7 102 0.3
26 分鐘 0.7 105 0.3
28 分鐘 0.5 107 0.3
30 分鐘 0.6 110 0.2

儲存測試
1.�將電子除濕器和控制器放入膠樽，然後密封。
2.�等到濕度達指定水平時，將測試物件放入。
3.�每 1 日觀察變化。

不同濕度下的變化
濕度

85% 70%
1 日 無變化 無變化
2 日 無變化 無變化
3 日 無變化 無變化
4 日 無變化 無變化
5 日 小許發霉 無變化
6 日 明顯發霉 無變化
7 日 明顯發霉 無變化

困難

「飯盒」的形狀有局限，而且不可以造得太大，因為麵
團很容易弄穿，以這個飯盒為例，它的容量是 200 毫升，
相比一般飯盒約 900 毫升的容量為細。

感想

希望可以繼續改良飯盒，最終可以使用，令到大家使用飯
盒用膳，也不會污染環境。這一次我們學習了許多關於
科學探究的方法，嘗試用來解決環保問題，非常有意義。

小貼士
探究具創意，亦很環保，同學能全面地測試各種製品的承重、防水能力、耐熱能力等特性，如在實際中真的能製造出又薄又能吃的飯盒，定必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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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組員：王以琳同學、陳可祈同學、宋曉柔同學、
�����������陶樂蓓同學、李達慧同學、林奕孜同學
教師：杜綺華老師、丁偉馨老師、陳國相老師

靈感和目的

香港春季的天氣潮濕，加上經常下雨，洗衣服後不一定
能晾至乾透，有時甚至會出現霉味。

乾衣機又稱烘乾機，是洗滌機械中的一種，現代的乾衣
機以電力馬達，驅動皮帶令機內滾筒旋轉，再以煤氣或
電力產生的熱空氣來蒸發衣物的水分。乾衣機雖然方便，
但耗電量大，不太環保，亦不是每個家庭都有足夠的
空間放置。因此我們希望製造一部慳水、耗電量較低，
而且實用的機器，來解決這個問題。雖然沒有旋轉滾筒，
但我們相信把衣服搖動，利用相對空氣移動的原理，
亦可以令衣服乾透。

科學原理

衣服由濕變乾，過程中水分會被蒸發。在不同情況，
水分蒸發的速度會有不同：

濕度 風力 溫度
乾衣較快 低 強 高
乾衣較慢 高 弱 低

風是流動的空氣。即使空氣靜止，若物件移動，空氣也
會在它旁邊流動。衣服搖動的弦形軌跡其實是其中一種
鐘擺運動的生活例子。以盪鞦韆為例，當鞦韆升起時，
它會蓄有位能。當能量釋放時，位能就會轉化成動能，
至最低點時，動能最多。由該位置起，鞦韆向另一邊提
升時，動能又會轉化回位能，因此最高點只有位能。
然後又開始下一個循環，直至所有能量被消耗。

探究過程

鐘擺理論
伽利略做實驗時發現以一定長度的繩繫著一塊重物，
加以外力使它擺動，不管擺動幅度是大是小，所繫的
物體是輕是重，每擺動一次的時間都完全相同，這就
是「鐘擺原理」。

鐘擺自最高點往下運動，它來回擺動達到的高度點絕不
會高於最高點。由於摩擦力和重力的作用，它的擺動幅
度會愈來愈小，直至最後完全靜止。

鐘擺測試
我們想了解鐘擺的變項，對擺動時間和週期長短的影
響，所以就進行了多項測試。在鐘擺原理上，只有長度
會有影響，但實際上是否還有其他的可能？

我們用了玩具膠條來測試，因為每條的長度、重量和孔
的位置都相同，可以控制變項固定。
用具：玩具膠條、幼軸、量角器、計時器、鐵圈

變項一：鐘擺開始的幅度（90 度及 45 度）
結果：

開始幅度 時間（4 次測試的平均值）

組別一 組別二 組別三 組別四
90 度 13.5” 11” 11” 11.3”
45 度 12.5” 12.5” 12” 10.7”

分析：開始的幅度對週期沒有明顯影響，鐘擺理論吻合。

變項二：重量（1 個及 2 個鐵圈）
結果：

重量 時間（4 次測試的平均值）

組別一 組別二 組別三 組別四
1 個鐵圈 11.5” 11.5” 11” 10”
2 個鐵圈 12.5” 11.5” 12” 10”

分析：較重的物件，略為延長週期，是由於幼軸和膠條
的摩擦力增加，但也與鐘擺理論大致吻合。

環保 乾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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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三：長度（1 條及 2 條膠條）

結果：

重量 時間

測試一 測試二 測試三 測試四
1 條膠條 12.5” 11.5” 13” 12”
2 條膠條 15” 16” 17.3” 15.3”

分析：兩條膠條接駁成較長的膠條後，週期明顯延長，
與鐘擺理論吻合。但這是不是受重量影響所致？因此我
們再嘗試另一個接駁方法，兩條膠條並排。

變項四：並排╱串聯

結果：

時間

測試一 測試二 測試三 測試四
並排 13.5” 11.3” 12.7” 13”

分析：並排的週期時間，大致與單一膠條的活動情況相
若。因此我們確定長度可以令週期延長，而不是重量。

設計

基本設計──乾衣棒
用一根木棒，代替實驗的玩具膠棒，成為「乾衣棒」。
在它的頂端鑽一個孔，用幼軸穿起，它就可以自己擺動。
固定「乾衣棒」和幼軸的方法，是利用一張課室用的學
生桌，將它反轉，作為支架。上面裝一條木條，再於木
條上鑽一個孔，就能將「乾衣棒」和幼軸插進去固定。

令乾衣棒擺動的電動機械
用人手擺動乾衣棒，十分容易但很費時。我們想到用電
能和馬達，將電池兩極的電線接觸馬達上的兩個端子，
馬達的軸就會轉動，但這股力量，仍不能用來使乾衣棒
擺動。後來我們把小木棒插進馬達的軸上，然後駁上電
源，棒子也會轉動。我們將馬達垂直（軸心垂直向上），
令棒子橫向轉動，然後慢慢靠近乾衣棒，就可以打動它。

電動機械力量不足
原來馬達的力量比較小，不足以打動較重的乾衣棒。解
決方法是運用齒輪這種「簡單機械」。例如在馬達的軸，
安裝 10 個齒輪；在小木棒的轉軸上，安裝 100 個齒輪，
那麽馬達轉 10 圈，小木棒才會轉 1 圈。這樣就增加扭
力。雖然速度減慢了，但在我們的應用上沒有影響。最
終我們採用了一個具備齒輪箱的馬達，它的整體齒輪比
例是 100:1。而且這個款式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軸上有
一個小孔，可以穿入一支幼棒，免卻黏貼或以其他方式
固定的問題。

定時啟動電動機械的方法
最後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定時啟動馬達？例如打到乾
衣棒一次，令它擺動後，就關閉 30 秒，循環不斷。這
涉及電路上的開關概念，透過開啓和閉合電路，令當中
的元件啟動和停止操作。
生活中常見的時間掣，例如電器啟動時間掣，可以定時
達到這目標，但大都只能做到開關一次，不能循環。就
算可以循環，每次的時間也以分鐘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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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老師替我們找到一款時間掣，它是帶有電子元件，
可以設定電器短至 0.1 秒的閉合和開斷時間，而且可以
循環，達到我們的目的。

設定方法是按左面的「Set 鍵」，選擇閉合時間、開斷
時間（以秒數計，分個位，十位和百位），然後按右面
的「Enter」鍵設定（由 0 至 9）。完成後按「Enter」
鍵開始。

微調馬達棒和乾衣棒
究竟乾衣棒可掛多少重物，仍能讓馬達的棒打動它？

以沙包作為測試，每次測試時，會用夾子夾上沙包，每
次增加 100g，並將馬達的棒撥至和乾衣棒呈 180 度距
離，共測試 3 次。

固定自變項︰
1.�打乾衣棒的位置為 30cm。
2.�馬達棒的長度為 15cm。
3.�電壓 9V。

自變項︰乾衣棒掛上的重量
結果︰

重量（g） 能打動次數（測試 3 次）
0 3

100 3
200 3
300 3
400 3
500 1
600 0

我們發現微調後，可以打動 400g，如果再增加重量至
500g，3 次就只能打動 1 次。但當重量增加至 600 克時，
3 次都打不動。我們再測試會否有其他變項影響可打動
的重量。

變項一：打乾衣棒的位置
把 打 乾 衣 棒 的 位 置， 由 原 來 的 30cm 改 為 15cm 和
45cm。

固定自變項︰
1.�打乾衣棒的位置為 15cm 及 45cm。
2.�馬達棒的長度為 15cm。
3.�電壓 9V。

自變項︰乾衣棒掛上的重量

結果︰

重量（g）
打乾衣棒

15cm 位置
打乾衣棒

45cm 位置
能打動次數（測試 3 次）

0 3 3
100 3 3
200 1 3
300 0 3
400 ﹣ 3
500 ﹣ 3
600 ﹣ 1
700 ﹣ 1
800 ﹣ 1

測試結果是 45cm 情況下可打至 500g（最高可打至
800g，但不是每次成功）。但不理想的地方是乾衣棒擺
動的幅度會減低。

變項二：馬達棒的長度
固定自變項︰
1.�打乾衣棒的位置為 30cm
2.�馬達棒的長度為 6cm,�10cm,�20cm
3.�電壓 9V

自變項︰乾衣棒掛上的重量
結果︰

重量（g）
馬達棒長

6cm
馬達棒長

10cm
馬達棒長

20cm
能打動次數（測試 3 次）

100 3 3 3
200 3 3 2
300 3 3 0
400 3 3 -
500 3 3 -
600 3 3 -
700 3 1 -
800 3 0 -
900 3 - -

1,000 3 - -
1,100 3 - -
1,200 3 - -
1,300 3 - -
1,400 1 - -

馬達棒的長度愈短，可打的重量就愈大，6cm 時更可打
至 1,300g，這是由於槓桿原理。這情況下，乾衣棒擺動
的幅度也比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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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三：馬達使用的電壓
馬達使用不同的電壓對能打動的重量有輕微的增加，
12V 只能打 400g，15V 可打至 500g。

固定自變項︰
1.�打乾衣棒的位置為 30cm。
2.�馬達棒的長度 15cm。
3.�電壓為 12V 及�15V。

自變項︰乾衣棒掛上的重量
結果︰

重量（g）
電壓 12V 電壓 15V�

能打動次數（測試 3 次）
0 3 3

100 3 3
200 3 3
300 3 3
400 3 3
500 2 3
600 1 3
700 1 1
800 0 1

增加電壓，對能打動的重量有輕微的增加（12V 也只能
打 400g，15V 可打至 500g）。

小總結
低置的乾衣棒，短的馬達棒，以及增加電壓，均可提高
「打動」的重量，其中由於馬達棒的影響最大，我們就
設計乾衣棒與馬達的距離可以移動，以便在不同的重量
下，可以調校馬達棒的長度，例如︰如果衣物不重，就
調校較短的距離，這樣乾衣棒的擺動幅度就較大。

乾衣效果
方法是將布料剪成相同大小（10cm�x�10cm），再加上
相同份量的水（5ml），夾在乾衣棒擺動。另一組就夾
在旁邊固定，作為對照每隔 5 至 15 分鐘量度重量，了
解布料的乾透度。

薄布 5 分鐘 10 分鐘 15 分鐘 20 分鐘

樣本一 6.4g 6.1g 5.6g 5.1g

樣本二 6.2g 5.9g 5.5g 5.2g

對照一 6.3g 6.1g 5.6g 5.3g

對照二 6.3g 6.0g 5.7g 5.2g

羊毛布 15
分鐘

30
分鐘

45
分鐘

60
分鐘

75
分鐘

90
分鐘

樣本一 10.4g 9.6g 8.8g 8.0g 7.3g 6.8g

樣本二 10.2g 9.5g 8.6g 7.8g 7.0g 6.5g

對照一 10.7g 10.2g 9.7g 9.2g 8.6g 8.0g

對照二 10.8g 10.4g 9.8g 9.5g 8.8g 8.2g

分析︰較薄的布料，分別不太明顯。較厚的布料，在乾
衣棒的樣本大約 1.5 小時就乾透，對照組則需約 2 小時。

優點／改良

優點
1.�傳統乾衣機的冷卻乾衣系統的耗水量，烘乾每公

斤的衣物可能要用 20 升水，我們設計的「環保乾
衣機」不需用水。

2.�傳統的乾衣機在烘乾每公斤衣物約須用電 1 千瓦
１小時，假設以每度電需港幣 1.1 元計算，3 公斤
衣物大約為 3.5 元。而我們的「環保乾衣機」耗電
1 瓦，每次可掛最多 1 公斤衣物，使用 2 小時的電
費僅 0.00055 元。

3.��「環保乾衣機」佔用位置大約 0.4 立方米。除了慳位，
且可靈活組合，十分方便。

4.�傳統的乾衣機售價數千至一萬元不等，「環保乾
衣機」所用材料便宜（支架材料約 150 元，馬達
連齒輪箱 50 元，電子繼電器 50 元），製作及結
構簡單，費用便宜。

改良
1.�要提升乾衣效果，便需要令乾衣棒的速度更快，

亦即令它來回更多次才停頓，便應減少啟動馬達
打動乾衣棒的次數。

2.�馬達棒有時會卡着洗衣棒，需要隨時調較。
3.�每次只能晾乾少量衣服，不能掛太重或太大件的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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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今次的探究，按照了科學原理設計和製作出能運作的環
保乾衣機，目的雖已達到，但要將它實際應用出來還要
再作改良。在今天重視效率及速度的社會，時間就是金
錢，「環保乾衣機」乾衣速率緩慢，節奏明顯配合不上
現代社會的步伐。

以耗電量來說，傳統的乾衣機耗電量較多，這部以「相
對空氣移動」原理設計的「環保乾衣機」的確有效節省
電力，減少碳排放。

利用擺動的乾衣棒弄乾
衣物的速率雖然緩慢，
但 原 理 及 構 思 可 行，
且節電省水，符合環
保原則，期望我們再
深入研究空氣流動和
蒸發速率的關係，將
來定可以構思更有效
的乾衣方法。

李達慧：我十分高興可以有機會動手做探究，參與不同
類型的測試，真是很難得的學習經驗。平時都是在書本
看到發明的，如今可以自己做，覺得十分神奇。原來研
究和製作一件發明品是不簡單的！

�參考資料

1.�香港中文大學（2003）：熱學：物態變化，瀏覽日期：
2013 年 2 月 1 日，http://www.phy.cuhk.edu.hk/
contextual/heat/cha/evapo04_c.html。

2.�黃明山（1987）：《中國兒童大百科全書 1》台灣，
明山書局。

3.�維基百科（2012）：乾衣機，瀏覽日期：2013 年 2 月
8 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BE%E
8%A1%A3%E6%A9%9F�。

鳴謝

杜綺華老師、丁偉馨老師及陳國相老師

小貼士
作品能善用能量轉換概念，配合電子裝置來增強乾衣效能，測試合理而過程嚴謹，數據展示合理，充份體現同學的科學探究精神及動手能力。如能提高「環保乾衣機」的實際效能，將會更理想。

感想 �

陳可祈：今次的「常識百搭」探究活動，我學會了一個
重要的科學原理—鐘擺原理，令我的科學知識增進了一
大步。

宋曉柔：今年是我第二次參加「常識百搭」探究活動，
我很高興能再次參加。在這次的探究活動中，我學會了
不少科學知識，深深明白要做一個科學探究很不容易！

王以琳：這是我第二次參加「常識百搭」探究活動。我
在「常識百搭」學了很多有關科學的知識，並做了很多
有趣的測試，令我獲益良多。我期望這件發明品可以讓
人們的生活變得更環保。

陶樂蓓：這次我能參加「常識百搭」探究活動，真的感
到很光榮。在探究過程中，不但學會很多新的科學知
識，還與同學們建立良好的友誼。在團隊精神下，我們
能夠共同學習和進步，我很高興能夠為學校出一分力。

林奕孜：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會遇到一些不便，而
我們往往對這些不便習以為常。不過，只要我們細心思
考，並加點創意，嘗試想出不同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
題，縱然當中會遇到困難，往往會有意外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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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消暑屋
學校︰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組員︰陳隨雲同學、劉惠原同學、陳冠佑同學
�����������李鴻昇同學、陳宇杰同學
教師︰黃志鴻老師、蕭卓儀老師

溫室效應愈來愈嚴重，而我們經常開冷氣是導致全球
暖化的因素之一，所以我們想探究炎炎夏日，在建築
物外牆裝上什麼物料才能有效地降低室內的氣温，從而
降低冷氣機的使用量？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可以設
計出更大、更有效能的消暑屋，能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使用，例如在一些熱帶及亞熱帶地區。

理論及假設

對流：對流是指流體內部的分子運動，是熱傳與質傳的
主要模式之一。對流通常發生在流體內或流體和容器之
間有溫度差時，因為溫度的差異會使流體之間密度不同，
當液體或氣體物質一部分受熱時，體積膨脹，密度減少，
逐漸上升，其位置由周圍溫度較低、密度較大的物質
補充，此物質再受熱上升，周圍的物質再補充，如此循
環不已，將熱量由流動之流體傳播到各處。因此我們選
擇了太陽能風扇，賞試把房屋頂層的空氣抽走。

熱傳導：是熱能從高溫向低溫部分轉移的過程，是一個
分子向另一個分子傳遞振動能的結果。各種材料的熱傳
導性能不同，因此我們選擇了良好的絕熱體─發泡膠作
測試。

熱輻射：熱輻射是一種物體用電磁輻射的形式把熱能向
外散發的熱傳方式。它不依賴任何外界條件而進行。因
此我們選擇了錫紙，將太陽的熱輻射反射。

比熱容︰比熱容，簡稱比熱，亦稱比熱容量，是熱力
學中常用的一個物理量。比熱容是單位質量的某種物
質升高單位溫度所需的熱量。其國際單位制中的單位
是 J�kg-1K-1，即令 1 公斤的物質的溫度上升 1 攝氏度
所需的能量。當比熱容愈大，該物質便需要更多熱能
加熱才會有溫度的上升。水是其中一種比熱容較高的
物質，比熱容約 4200�J�kg-1K-1。因此我們選擇了植物
和水作測試，植物和泥土的主要成份也是水，我們希
望利用它們比熱容高的特性保持室內溫度恆溫。

學生在量度溫度

用錫紙包裹的紙箱�

測試中的對照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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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發泡膠包裹的紙箱

裝上太陽能風扇的紙箱

在植物頂部加上植物的紙箱�

用水樽包裹的紙箱

測試過程

預備６個紙箱，模擬６間房子，然後在房子鋪上６種物
料以作測試，並在紙箱上開１個小孔，用作觀察，而使
用的物料如下：

1.�錫紙
2.�發泡膠
3.�太陽能風扇
4.�植物
5.�水樽
6.�對照（普通紙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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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7 杯攝氏 4 度的冰水，並插入温度計，然後把其中 6
杯水放進箱內，其中一個箱沒有加添任何物料，作為對
照。之後，開始進行測試。

每隔 10 分鐘檢查１次，量度水的温度變化，從而找出
哪種物料有效降低室內溫度。

������物料

錫紙
（℃）

發泡膠�
（℃）

太陽能
風扇�

（℃）

植物�
（℃）

水樽
�（℃）

對照
�（℃）

0 7 7 7 7 7 7
10 11 10.5 12 13 11.5 13
20 14 14 16 16 15 16
30 17 16.5 20 18.5 18 19
40 20 19.5 22 21 20.5 21.5
50 22 22 23 23 23 24
60 23.5 23 24 24.5 24.5 25
70 25 24 24 25 26 26.5
80 26 25 25 26 26.5 27.5
90 26.5 26 25 27.5 27 29

測試結果及分析

測試結果證明和我們預計一樣，五種方法也能有效降低
室內溫度，由開始直至 1 小時內都是發泡膠比較保溫，
但是隨着室外溫度上升，太陽能風扇的作用便愈來愈
大，最後以太陽能風扇效果最好，其次是發泡膠和錫紙。

改良

採用測試中三種最能保溫的物料：錫紙、發泡膠和太陽
能風扇，重新製作一間保溫屋，再和發泡膠及水作比較。

在測試中，我們發現用太陽能風扇製作的保溫屋有個缺
點，它的黑色外殼太吸熱，在烈日下會吸收熱力，所以
我們以錫紙包裹太陽能風扇後才作另一次測試。

另外，我們發現錫紙在陽光底下太刺眼，所以之後進行
測試時，我們把錫紙弄縐將陽光反射，降低錫紙的刺眼
程度。

太陽能風扇的效果最好

小貼士
測試設置清楚陳述理論，對熱力學的認識講
解清晰易明，邏輯性強，並作出對照測試，
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數據齊全並可靠。同學
們亦能在設計過程中反思如何改良，如能
提出改良後的測試數據，相信更有說服力。

時間
（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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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污染的                         衛士植物
學校︰深圳市蛇口育才教育集團育才一小
組員︰趙泓智同學、韓雪睿同學、黃思捷同學、
������������方源同學、蔡鈺婷同學
教師︰李卓老師

今年 1 月開始，北京出現了嚴重的空氣污染。空氣污染
的罪魁禍首是汽車排放的廢氣。汽車廢氣中有上百種不
同的化合物，當中污染物有固體懸浮微粒、一氧化碳、
碳氫化合物、氮氧化合物、鉛及硫氧化合物等 200 多種
有害物質，佔空氣污染的 90% 以上。英國空氣潔淨和
環境保護協會曾發表研究報告稱，與交通事故遇難者相
比，全球每年死於空氣污染的人要多出 10 倍。汽車排
放的廢氣已經成為城市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之一，直接
威脅人們的身體健康！

查閱資料顯示，二氧化硫是汽車尾氣的主要成分，植
物在光合作用中利用二氧化碳作為原料製成養分釋出
氧氣，那麼植物當中某些成份會不會吸收二氧化硫呢？
因此，我們利用五種不同的植物進行測試，分別是夾
竹桃、米蘭、美人蕉、樁樹、槐樹，看看它們是否真
能吸收二氧化硫。

測試材料

五個不同大小的密封袋，數個玻璃管（二通管）、啟普
發生器、亞硫酸鈉、高錳酸鉀、鹽酸，集氣瓶、量筒數個、
橡皮管、手套、護目鏡、口罩

測試原理

濃鹽酸與亞硫酸鈉反應產生二氧化硫。二氧化硫可以使高
錳酸鉀褪色，二氧化硫愈多，高錳酸鉀褪色愈多。不同份
量的二氧化硫可以使 1 克高錳酸鉀呈不同程度的褪色。

利用 6 克亞硫酸鈉與 20 毫升鹽酸產生3 克二氧化硫，把
這些二氧化硫全部放進放有植物的密封袋密封一晚，讓植
物充分吸收二氧化硫。把被植物淨化後的氣體放入裝有

公式︰ Na2SO3�+�2HCl( 濃 )�=�2NaCl+�H2O�+�SO2

靈感 高錳酸鉀（液體）的瓶子裏，看高錳酸鉀褪色的程度，再
對比標準曲線，最後得出那種植物吸收的二氧化硫最多。

測試步驟

1.�利用玻璃管給密封袋鑽兩個孔，再鑽入兩根玻璃管，
利用封口膜包紮密封好。

2.�先密封兩個出口，再利
用打氣筒向密封袋中
打氣，測試將密封袋中
充滿氣體需要多少次。

3.�抽 出 密 封 袋 中 的 氣
體，利用啟普發生器
製成 3g 的二氧化硫，
利用一個玻璃管口充
入袋中，隔一晚待用。

4.�第二 天，用針管打氣
筒從 A 入口往密封袋
中 充 氣， 打 開 B 入 口
充入高錳酸鉀液體，觀
察高錳酸鉀液體褪色情
況，並以照片作記錄。

5.��� 分別用 0.5g、1g�、1.5g、�2g�、3g、4g�、5g�、6g
的二氧化硫與 1g 的高錳酸鉀反應，根據不同的褪色
情況，以照片製成標準對照表圖。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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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對照表

6.��� 分別將夾竹桃、米蘭、春樁
樹、槐樹、美人蕉這五種植物
放入改良後的密封袋中，充入
3g 的二氧化硫，密封過夜。

7.���第二天，利用打氣筒將裝有植物的密封袋中的氣體從
B 出口全部壓出，B 出口連接裝有高錳酸鉀溶液的集
氣瓶。

結論

首先，我們要驗證植物可不可以吸收二氧化硫。沒有植
物時，記錄高錳酸鉀的變色情況。接着再放入夾竹桃、
米蘭、春樁、槐樹和其他植物。

沒有植物

加入植物

如果高錳酸鉀的褪色情況有減退，證明植物可以減少二
氧化硫。這可分為兩種情況︰一、如果高錳酸鉀的褪色
不多，說明這種植物只能吸收很少的二氧化硫，二、如
果褪色比以前少很多，就說明這種植物所吸收的二氧化
硫量很多。

從這個測試看來，美人蕉的吸收二氧化硫的效能最好，
夾竹桃和槐樹排名第二，而春樁和米蘭則排第三。

所以，我們建議大家為了減少空氣中二氧化硫的含量，
多呼籲政府種植美人蕉，減少空氣污染對人們的影響。

困難

在鹽酸和亞硫酸鈉反應之後，二氧化硫總是從倒鹽酸的
管子裡出來，而不是從高錳酸鉀的瓶子裡出來，經過觀
察，主要有幾個原因：

1.�連接兩個玻璃管的橡膠管沒有準確放置，無法通氣。
2.�倒鹽酸的管子應該拔高。
3.�通往高錳酸鉀的管子要放低。
4.�倒鹽酸應該緩緩均勻倒入。

後來，我們發現測試中的二氧化硫會經管子洩漏，於是，
我們把管子都作了密封處理，這個問題就解決了。通過
這次測試，我們發現看似簡單的測試操作起來卻有可能
遇到各種問題。

小貼士
同學們探究植物吸收污染物的能力，
能從製造氣體，用不同植物測試得出
結論，目標明確而過程嚴謹，很符合
科學探究的精神。同學可以在標準對
照表的表達方法、植物的生存能力、
大小及光照條件等幾方面多加考慮，
探究所得結果將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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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紙尿片對抗乾旱“BB”
學校：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學
組員：李欣栩同學、吳宣瑜同學、劉靜恬同學
教師：詹偉達老師、蘇文輝老師、熊維聰老師

吸水前������������吸水後

意念

於乾旱季節，每一滴水都非常珍貴，植物沒水就會枯死。
我們沒有辦法改變一個地方的氣候，但是生活在乾旱氣
候環境的人，怎樣才能做到用較少的水來種植農作物呢？

通過搜集資料，發現人們普遍採用的方法包括滴灌技術
及塑膠薄膜覆蓋技術，還有沒有其他可行的方法呢？

李欣栩同學發現給妹妹用的紙尿片可以吸收很多尿液卻
不會滲漏出來。她猜想，在土壤裏加入「尿片」，說不
定可以幫助土壤牢牢吸住水分而不會被乾旱的天氣蒸發
到空氣中，讓每一滴水都用於植物的生長。

原理

紙尿片吸水原理
吸收芯層是紙尿片的核心部分，吸收芯層內並不是棉
花，而是高纖維松樹的紙漿，以及高分子聚合物製成的
吸水小珠。紙漿來自樹木，在生產前會製成紙漿板的原
料，在生產過程中和高分子聚合物混合，成為吸收芯層。

水分對植物生長所帶來的影響
光、溫度、水分等都是植物生長的必須條件。植物對水
分的要求，可分為地下的土壤水分和地面的空氣濕度。
大氣降水和人工灌溉把水分貯存於土壤中，供植物根系
吸收，達到植物基本的生活要求。

土壤水分過多時，土壤中空氣會減少，植物根系處於缺
氧狀況，時間一久，植物便會因窒息而死亡，因此適宜
大多數植物生長的土壤濕度一般為 60% 至 80%。

目的

1.�探究在「乾旱」的情況下，使用「紙尿片 + 土壤」
的混合土壤對植物生長能否帶來幫助

2.�探究那種比例的混合土壤對植物生長最有利
3.�探究不同類型的土壤和紙尿片混合的效果

第一階段：前期測試
測試一：紙尿片的吸水能力
測試方法：先量度新拆開的紙尿片重量，然後把紙尿片
完全浸泡水中 5 分鐘，撈起並除去表面水分，然後測量
吸水後的紙尿片重量，重量差別越大，吸水量越大。

�
測試項目 吸水前 吸水後 差額 吸水倍數

重量（克） 39 1734 1695 44.5

結論：尿片的吸水能力確實非常強，大約能吸到比平常
多 44.5 倍重量的水。

探究過程



51 52

測試二：保水性能測試
測試方法：在兩個相同品牌的塑膠托盤內放入 300 克
自來水，在綠色托盤內放入 3 克尿片的吸水材料。兩
個托盤都放在教室走廊，通過量度重量，測試尿片的
保水性能。

��青色托盤：160.7 克�������橙色托盤：161 克���

時間 浸泡過
的尿片 觀察結果 水量 觀察結果

開始時 461 克 尿片吸滿
了水 460.7 克 蓋子上有

較多水

2 小時後 449.2 克 水量減少 446.1 克 水量明顯
減少

24 小時後 281.8 克 水量減少 246.3 克 水量明顯
減少

水分減少量 179.2 克 214.4 克

結論：紙尿片保持水分的能力非常強，即使在陽光曝曬
的情況下，流失的水分也很少。

第一階段測試結論：通過以上兩個測試，把紙尿片和土
壤混合極可能可以幫助土壤減少水分的流失。我們猜
想，如果在乾旱地區用上這樣的混合土壤，一旦降雨，
混合土壤就可以把雨水牢牢鎖住，讓植物的根系慢慢吸
收，讓水分使用率更高！

第二階段測試
測試三：那種混合比例的混合土壤最適合植物的生長
步驟：
1.�準備 5 個花盆，各放入 600 克土壤。1 號盆只放土

壤，作為探究的對照組，2-5 號盆分別按 1：50、1：
100、1：200、1：300 的比例把紙尿片和土壤混合。

2.�選擇發芽狀況較好並浸泡過的綠豆種在 5 個花盆
內，每盆放 20 顆綠豆。於每個星期一澆 400ml 的
水，其餘時間則不澆水。

3.�測量澆水前後的重量和植物的生長情況。

假設︰按照 1：50 的比例進行混合的土壤最有利於植物
的生長。

測試分析︰ 3 天後，這 5 盆植物的生長狀況差距不大，
尤其是純土壤、1：100 混合土壤和 1：300 混合土壤，
綠豆芽均生長得很好；1：50 的混合土壤豆芽生長狀況
一般，許多發芽的種子都被蓋在的紙尿片的底部，還沒
有完全穿透出來；1：200 混合土壤內的綠豆生長狀況
相對較差。

我們估計是因為第一次澆水的份量太多，沒有模擬真正
的「乾旱」情況，以致沒有充分發揮「尿片」的功用。
因此，我們決定改為每隔 10 天澆水一次，澆水量由
400ml 改成 2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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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記錄：
日期 純土壤 1：50 混合土壤 1：100 混合土壤 1：200 混合土壤 �1：300 混合土壤

2013 年 2 月 7 日

土壤狀況 非常乾燥、發白 濕潤、顏色深 較濕潤、顏色較深 仍濕潤、顏色較淺 �乾燥、發白

生長狀況 完全枯死
植株都很矮小，極
少數仍在生長。

有幾株高大的植株
仍在生長，但有點

枯萎
完全枯死

2013 年 2 月 20 日

土壤狀況 非常乾燥、發白 較 濕 潤、 顏 色 較
深，有點發黴。 仍濕潤、顏色較淺 非常乾燥、發白 非常乾燥、發白

生長狀況 完全枯死 植株都很矮小，極
少數仍在生長

有幾株高大的植株
有點枯萎，但還沒

枯死
完全枯死 完全枯死

測試分析︰在持續 29 天不澆水的情況下，純土壤、1：200 混合土壤、1：300 混合土壤三個花盆內的綠豆苗完全枯死，
最主要的原因是缺水。

1：50 混合土壤和 1：100 混合土壤兩個花盆內的綠豆苗還有少量植株在生長；1：100 混合土壤裏的綠豆苗明顯長得
高大、健壯，土壤裏仍然有少量水分；1：50 混合土壤裏的綠豆苗明顯長得矮小，土壤裏仍然有相對較多的水分。因此，
估計造成 1：50 混合土壤裏的綠豆苗明顯長得矮小的原因不是因為缺水，而是因紙尿片把土壤表面覆蓋，使綠豆苗沒
有得到充足的空氣。

在假期期間，李欣栩同學也在家裏繼續進行探究，方法和步驟與上面的測試一樣，測試再一次證明 1：100 的混合土
壤對植物的生長最有幫助。

測試結論︰ 1：100 比例的混合土壤是最適合植物的生長。這種比例不但最能減少水分的流失，亦能讓植物呼吸到足
夠的空氣，形成最好的植物生長狀況！

從圖表可以看出，澆水後
的十天內，所有花盆的重
量都在減少，無論在哪一
天 1：50 比例的花盆重量
最 重， 其 次 是 1：100 的
花盆，最輕的是純土壤的
花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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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四：1：100 的混合土壤對其他植物是否也有幫助？
測試植物：黃豆種子、大蒜、鳶尾蘭
步驟：
1.�準備 9 個花盆，各放 600 克土壤。
2.�每三盆作為一組，種同一種植物，其中一盆只放土壤，另外兩盆按照 1：100 的比例加入 6 克不同品牌的尿片。
3.�每隔 10 天澆 200ml 水，其餘時間不澆水。

觀察結果二（15 天後）︰
黃豆 鳶尾蘭 蒜苗 生長情況 整體對比圖

品牌 1 非常好

品牌 2 非常好

純土壤 較好

測試分析：除了移植的鳶尾蘭分別不明顯之外，黃豆和蒜苗在混合土壤中，不論小苗的生長高度和發芽數量都比純土壤好！

結論：1：100 的混合土壤對多種植物的生長都有幫助。

完成這個測試後，我們又想到，在乾旱的沙漠地區，土壤類型幾乎都是砂土，在砂土裏混合尿片，對植物生長會不會
有幫助呢？於是我們開展了下面的研究：

測試五：其他類型的土壤和紙尿片混合的效果好嗎？如果用使用過的尿片去種植物，效果好嗎？
材料：豌豆種子、菜籽、有機花肥 + 水 + 紙尿片混合（模擬使用過尿片）、土壤、沙子
測試方法：用 200 克水、3 克肥料和 6 克尿片混合後倒入 600 克土的花盆中，攪拌，再放入 20 顆種子，定期澆水，
觀察最終種子的生長狀況

測試結果︰
種子 純壤土 壤土 + 尿片 純砂土 砂土 + 紙尿片

菜籽

生長情況 幾乎沒有發芽 發芽數量多，長得也高
大、粗壯、葉子寬大

有少數種子發芽，但長
得很矮小

發芽數量多，長得也比較
高大、葉子較大

豌豆

生長情況 有 10 株小苗，但長得
較矮小

幾乎全部發芽，長得也
高大、粗壯、葉子寬大 發芽數量多、長得較高大 發芽數量多、長得較高大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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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結論：
1.��無論砂土還是壤土，在加入肥料的情況下，�1：100

的混合土壤，對植物的生長也有明顯的幫助。
2.�用使用過的紙尿片對植物的生長也有幫助。
3.�在相同混合比例的情況下，測試的種子在土壤的生

長狀況比砂土好。

總結

1.�無論土壤類型是砂土還是壤土，加入尿片後，保持
水分的能力都會大大增強。由於植物生長並不是完
全由水分決定，還與空氣、溫度、陽光、肥料等因
素有關，所以並不是混合比例越高，效果越好。通
過測試，按照 1：100 的比例進行混合效果較好。

2.�使用過的尿片也有利用價值，把裏面的物質取出來
和土壤按照 1：100 的比例混合去種植植物，效果
也很好，建議政府可成立專責機構，回收用過的紙
尿片。

困難

紙尿片對土壤裏的重金屬污染會不會起到一定的保護作
用呢？我們原本打算用浸泡過的乾電池液體以澆灌的方
法進行研究，但通過搜集資料後，發現電池滲出的液體
對環境會產生很大的污染，有研究文章甚至指出，一粒
鈕扣電池會污染一畝土地。所以，為了避免污染土地，
我們取消了研究計畫。另打算用醬油、醋等代替電池液
體，但和現實情況不符合，因此也放棄。不過，我們學
懂了不能為了進行測試而不顧環境。

感想

劉靜恬：在進行是次測試之前，我並不知道可以利用紙
尿片來種植物。一開始，我覺得這個測試很好玩，居然
用紙尿片滋潤植物，這怎麼可能。但到後期，我發現真
的能利用紙尿片來種植物。所以，我覺得這個世界真的
很神奇，這使我更愛科學了，我以後一定要好好學習科
學，發現更多神奇的奧秘！

李欣栩：在這次的研究中，學會了獨立思考、透過觀察
進行解釋和合作；我的動手能力也加強了。我還真正明
白，「大千世界，無奇不有」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總之，我感受到科學能夠為人類做很多很多有意義的事
情，科學非常奇妙和神秘！

吳宣瑜：參與這次探究活動，讓我明白到做測試一定要
事先做好計畫，要不然可能會失敗的。自己親手種植物，
然後看著它怎樣發芽成長，真的非常有趣。

參考資料

1.�百 度 百 科（2013）， 尿 不 濕，http://baike.baidu.
com/view/224196.htm

2.�中 國 農 業 推 廣 網（2013）， 植 物 的 生 長 發 育 對
水 分 的 要 求 http://www.farmers.org.cn/Article/
ShowArticle.asp?ArticleID=190422

鳴謝

感謝詹偉達老師和蘇文輝老師的悉心指導，以及熊維聰
老師的建議。

小貼士
同學的觀察能力強，能從現實問題得到啓發，並從測試過程中反思，然後再進行測試驗證，以不同的圖片、分析圖表附以分析測試結果，步驟仔細。但同學宜考慮紙尿片內的化學物質對種植植物可能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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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真鐸學校（小學部）
組員︰鄭敏樂同學、呂灝恩同學、林卓昕同學、

葉銘真同學、楊暉恩同學、譚正言同學
教師︰馮杓楠老師

意念

當看到媽媽切水果給我們吃的時候，她會連一小塊水果
肉也會切出來給我們吃，不禁好奇地問媽媽：「為什麼
要這麼節儉？，媽媽卻說：「我們要珍惜食物，不然有
更多的廚餘會令堆填區不能負荷。聽到媽媽的回答，才
發現自己常常製造很多廚餘，上網找尋資料才知道香港
人每天都將超過三千噸的食物送到堆填區丟棄，多麼的
浪費！我們想，有沒有方法連水果皮也不用丟棄呢？

搜尋資料後，水果皮可製成環保清潔劑、洗衣液、沐浴
露、洗頭水和除蟲劑等。媽媽常用清潔劑洗碗，所以希
望能製成環保清潔劑送給媽媽作為母親節禮物。

目的

製作環保清潔劑的比例是 1 份自製果皮環保清潔劑：1
份清潔劑：10 份水，但是環保清潔劑可否不加入清潔
劑？到底自製果皮環保清潔劑與清潔劑的清潔成效是否
相同？自製果皮環保清潔劑與清潔劑的酸鹼度會否影響
其清潔效能？

科學原理 

日常清潔劑的清潔原理有乳化作用和皂化作用：

乳化作用是清潔劑的成分中含有表面活性劑，它含有親
水性和厭水性兩端，這獨特的結構讓它可以把碗碟上的
污漬或油脂分裂成小點，並分佈在水中，以便沖洗。

皂化作用是清潔劑一般是鹼性。油脂和鹼性物質進行
皂化作用，油脂變為可溶於水的肥皂分子，起了清潔
的作用。

材料 

製作環保清潔劑所需材料：
木瓜皮（750 克）、黃糖（250 克）及水（2.5 公升）

經過三個月的發酵，製成了果皮環保清潔劑：

木瓜皮 第一個月發酵

第二個月發酵 第三個月發酵

測試所需材料
清潔劑 A ︰ 40ml 自製果皮環保清潔劑�+�40ml 自製果

皮環保清潔劑�+�400ml 水
清潔劑 B ︰ 40ml 清潔劑�+�40ml 自製果皮環保清潔劑�

+�400ml 水
清潔劑 C ︰ 環保清潔劑 C ︰ 40ml 水�+�40ml 自製果皮

環保清潔劑�+�400ml 水

清潔劑 D ︰ 40ml 水�+�40ml 清潔劑�+�400ml 水

其他所需材料︰膠樽、4cm�×�4cm 白布、膠盆、夾子
滴管、量杯、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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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

pH 值 7 11 12 10

第三次

pH 值 7 11 12 10
pH 值平均 7 11 12 10

測試過程

環保清潔劑發酵初期，會產
生難聞的氣味，幸好三個月

後這些味道便消退了。
我們正調配環保清潔劑。 把白布放上膠盆。 把 5 滴豉油滴在白布上。

測試一：探究自製果皮環保清潔劑可否不加入清潔劑也有相同或更佳的清潔效能
假設：
自製果皮環保清潔劑須加入清潔劑才有更佳的清潔功效。

步驟：
1.�將 4cm×4cm 白布放在膠盆上，並分別在各塊白布上

用滴管滴 5 滴豉油。
2.�將 20ml�A、B、C 的清潔劑分別浸入染有豉油污漬的

布上約 10 分鐘。
3.�拿出浸泡後的布自然風乾，再用色尺對比其清潔效能。
4.�重覆三次測試。
�
以不同清潔劑浸泡後所得出的結果（豉油）

清潔劑 對照
A.40ml 自 製 果 皮 環
保 清 潔 劑�+�40ml 自
製果皮環保清潔劑�+�

400ml 水

B.�40ml 清 潔 劑�+�
40ml 自製果皮環保清

潔劑�+�400ml 水

C.�40ml 水�+�40ml 自
製果皮環保清潔劑�+��

400ml 水

第一次

pH 值 7 11 1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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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清潔劑都能清洗污漬，當中以 1 份清潔劑：1 份自製果皮環保清潔劑：10 份水的清潔效能較佳，其次是 1 份水：
1 份自製果皮環保清潔劑：10 份水，較差的是 1 份自製果皮環保清潔劑：1 份自製果皮環保清潔劑：10 份水，與我們
的假設相同。

測試二：探究自製果皮環保清潔劑是否更環保
假設：自製果皮環保清潔劑比清潔劑更環保。

步驟：
1.�4cm�×�4cm 白布放在膠盆上，並分別在各塊白布上用滴管滴上 5 滴豉油。
2.�將 20ml�B、D 的清潔劑分別浸入染有豉油污漬的布上約 10 分鐘。
3.�拿出浸泡後的布自然風乾，再用色尺對比其清潔效能。
4.�重覆三次測試。

清潔劑 對照
B.�40ml 清潔劑�+�

40ml 自製果皮環保清
潔劑�+�400ml 水

D.�40ml 水�+�40ml 清
潔劑�+��400ml 水

第一次

pH 值 7 12 11

第二次

pH 值 7 12 10

第三次

pH 值 7 12 10
pH 值平均 7 12 10.7

同樣容量的清潔劑，以1 份清潔劑：1 份自製果皮環保清潔劑：10 份水的清潔效能比1份水：1份清潔劑：10 份水的佳，
與我們的假設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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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劑 對照

B.40ml 清潔
劑�+���40ml
自製果皮環
保清潔劑�+�
400ml 水

B.40ml 清潔
劑�+���40ml
自製果皮環
保清潔劑�+�
400ml 水

第一次

pH 值 5 5 9

第二次

pH 值 5 4 9

第三次

pH 值 5 4 9
pH 值平均 5 4.3 9

測試三：探究自製果皮環保清潔劑與清潔劑的酸鹼度

假設：�自製果皮環保清潔劑清潔效能較高，其 pH 值大於 7，偏向鹼性

步驟：�將 10ml�B、D 的清潔劑倒入膠盆中，再 pH 試紙作測試及重覆三次測試

從測試結果顯示，發現 1 份清潔劑：1 份自製果皮環保
清潔劑：10 份水的清潔偏酸性，與我們的假設不同。

優點 

1.�減低堆填區處理廚餘的負擔。
2.�環保清潔劑有較佳的清潔功效。
3.�使用環保清潔劑較便宜。

困難及建議 

困難 建議
1.�較難收集大量的水果

皮。
1.�可向飯商或其他食肆

大量收集。
2.�自製果皮環保清潔劑

發酵需時。
2.�下一次可測試那些水

果 皮 的 發 酵 時 間 較
短。

3.�使用 pH 值試紙所測試
的結果不夠準確。

3.�可使用 pH 值試機，準
確量度 pH 值，但試機
的費用較昂貴。

總結 

環保清潔劑以 1 份清潔劑：1 份自製果皮環保清潔劑：
10 份水的清潔效能較佳，而且較環保，酸鹼值偏酸性，
偏酸的清潔劑也具有清潔功效。

展望 

清洗碗碟是每天也會進行的日常活動，希望透過這個
探究，為大家和生產廠提供一個參考，靈活使用廚餘，
為環保出一分力。



學生感想 

林卓昕︰在這次「常識百搭」活動中，令我明白廚餘可
再造出有用的清潔劑，亦學會了團結和合作的重要性。
希望藉着這次活動能帶給大家一些環保的重要性。只要
花一些功夫既可節省金錢，又可為地球出一分力。最後
我希望各大團體多些宣揚環保、廢物利用及循環再用的
好處。

譚正言及鄭敏樂�︰這次「常識百搭」中，我學會了甚麼
是對照測試，就是利用廚餘造出來的自製果皮環保清潔
劑，與市面一般售賣的清潔劑作比較。測試期間，雖然
不斷遇到困難，幸好在同學的互相協助和討論下，學會
如何解決問題，逐步推進研究，同時又學會如何分工合作，
以團隊精神把工作完成。此外，在這次活動中，我發覺
環保是每一個人都可在日常生活中進行的。把準備丟棄
的廢物分類，然後善加利用，循環再做，或可產生有用
的物品，既環保清潔，又可節省金錢，一舉多得。

葉銘真︰做清潔劑的時候遇上不少麻煩，例如我們放學
後一起做測試，�但不小心把水龍頭的開關調亂了，令到
整間實驗室都弄濕。就如我們在比較各種清潔劑的 pH
值時，我們未開始測試，只是把試紙夾在鉗上，但已變
了顏色，經過我們仔細觀察後，發現原來鉗子是濕的，
抺乾後，我們才開始做測試。雖然我們遇到困難，但我
們都克服並完成測試。

呂灝恩︰我很榮幸可以參加「常識百搭」活動，因為我
可以藉此認識和了解廚餘對我們生活上有甚麼影響，例
如會增加堆填區的負荷，並且在測試中學會把廚餘加工
製作成有用的清潔劑！在做測試的過程中，我學會要謙
卑和接納。

楊暉恩︰這次的「常識百搭」活動讓我學會了原來水果
皮不是一些沒有用的東西，而是可以造一些自製果皮環
保清潔劑。雖然我們的時間非常緊迫，加上我是中途加
入的，以致我只能夠匆忙地跟上進度，但是我能很快便
能適應，做好測試、搜集資料等。我們參加這個活動不
是為了奪獎�，而是汲取經驗。我希望可以把這些製成品
送給辛勞的媽媽。

參考資料

1.�雅虎（2011）︰自製「無塑化劑」環保清潔酵素 ~�
愛 護 地 球 小 動 作 大 潛 能��http://tw.myblog.yahoo.
com/chin-ying20008/article?mid=454

2.�環保酵素 _ 為地球我們能這麼做！（201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VWjTIgrfeU&fe

ature=relatedEnzyme�S.O.S.�（2010）︰
������什麼是環保酵素，http://www.enzymesos.com/
3.�蘇詠梅（2011）︰《小學科學專題探究-生活中的化學》，

香港，第十四屆「「常識百搭」」科學專題設計展
覽籌委會。

鳴謝

馮杓楠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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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貼士
廚餘佔香港固體廢物的比例高，探究能將廚
餘善加利用，實用有趣，符合香港的實際
環境需要。同學能透過公平測試得出結果，
但考慮問題時可更詳盡全面，例如生產添
加物所須消耗的能源及廢物的棄置處理等。



廚餘變肥料對不同農耕植物大測試 !!

廚餘逐個捉 ?– 

學校︰香港扶幼會則仁中心學校（小學部）
組員︰馮景禧同學、張智賢同學、陳誠謙同學、
�����������曾憲邦同學、周文軒同學、杜鵬程同學
教師︰麥碧瑤老師，關偉強老師

探究目的 

資料顯示，2011 年本港整體廢物製造量及棄置量下跌，
但廚餘卻不跌反升，廚餘的回收率亦不理想。我們發現
學校廚房的廚餘量十分驚人，平均每日產生三十公斤。
學校於本年度增購兩部小型廚餘機，推行環保教育。
因此，我們希望透過利用不同類別的廚餘，把它們製造
成肥料，在校內分別種植不同類別的農耕植物，探究廚
餘變為肥料的成效。這樣既有效利用廚餘，減少廢物的
產生，亦可向本地農民推介不同類別廚餘的好處，減低
農民種植的成本。

科學原理 

廚餘成為有用的肥料，是因為動植物的屍體、剩飯或煮
食期間所產生的食物渣滓被微生物所分解，經過發酵而
產生富營養的固體堆肥。

材料 

木槺、菌種、廚餘（飯）、廚餘（肉）、廚餘（蔬菜）、
種子（紫羅勒）、種子（綠寶石蕃茄）、幼苗（羅馬生菜）、
泥、化學肥、45 個膠盆、量匙、拉尺、廚餘機及各種耕
種用品

設計

用三種不同類型的廚餘（肉類／蔬菜／飯類）探究對
三類本地農夫的農耕植物（鮮花類、蔬菜類及果實類
各一種）的影響。探究前，我們先參觀農場，透過實
地的考察及親身面談，了解簡單耕種的方法及原理，
並從農場中探討化學肥料與天然肥料的分別，為研究
內容作準備。

農夫介紹各種現時高
回報的植物

學生對種植有
更深入的了解

選購合適的植物種子，並開始種子發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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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三種不同類別廚餘而產生的肥料，種植那三種農耕植
物，每星期為這些植物施肥一次（每盆植物放入指定的
廚餘或化學肥料 10g），以了解其成長速度及收成情況，
每星期記錄及分析。為了增加探究的可信度，會同時間
栽種三盆以同一類廚餘種植的植物，並增設用化學肥料
的對照組，以便比較廚餘堆肥的成效。

三種植物在使用不同肥料下的生長情況
紫羅勒�:�

綠寶石蕃茄 :

羅馬生菜�:

三種植物在使用不同肥料下的生長情況（生長率）

不 加 任
何肥料

使 用 化
學肥料

使用肉類
廚餘肥料

使 用 蔬
菜 類 廚
餘肥料

使 用 蔬
菜 類 廚
餘肥料

紫羅勒 149.12% 不適用 77.78% 95.65% 116.71%

綠寶石
蕃茄 167.77% 348.82% 340.46% 152.69% 154.56%

羅馬
生菜 475.45% 512.24% 1127.27% 537.86% 459.29%

用途／改良／建議

我們探究廚餘變為肥料的成效，既有效利用廚餘，亦可
減少廢物的產生，我們更希望向本地農民推介不同類別
廚餘的好處，直接減低農民的成本，而且不同類型的廚
餘可為不同的植物提供成長中的需要。

在探究過程中，避免植物受其他環境因素而影響研習成
果，每一個測試類別設三個測試盆栽，以減低植物成長
的偏差。另外，測試初期，發現有兩隻雀鳥經常啄食紫
羅勒的幼苗，及後我們於苗圃周圍加建圍欄及繩索，阻
止雀鳥破壞測試的結果。

我們在二樓教員室外一處露天的平台作為苗圃選址，因
為所有學生、家長及老師都會路經此處，我們更於玻璃
窗上張貼整個測試計劃的理念及內容，讓全校師生一同
經歷探究的過程，享受成果。

苗圃周圍加建圍欄及繩索

根據上述測試結果，綠寶石蕃茄在使用肉類廚餘肥料種
植下的生長速度與使用化學肥料的生長速度接近；而羅
馬生菜在使用肉類廚餘肥料種植下的生長速度更比使用
化學肥料的快兩倍。

植物成長的必須條件是陽光、水、溫度和營養要素。16
種營養要素中，碳、氧、氫可由空氣和水中吸收，其餘
13 種元素則必須以肥料的形態供給植物吸收。其中最重
要的為三要素（即氮磷鉀）﹕
氮（葉肥）：蛋白質
磷（花肥）：核酸
鉀（根肥）：影響光合作用，影響酵素的活化、�氣孔開合

另外，使用肉類廚餘肥料種植的植物，葉子也長得特別
茂盛。這很可能是因為肉類含有豐富的蛋白質，所以使
用肉類廚餘肥料可加快植物的生長速度。最後，我們會
向本地農民推介不同類別廚餘的好處，幫助農民減低種
植成本。

結論

探究過程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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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難與解決
除紫羅勒被雀鳥吃掉的問題外，近月天氣不穩，經常下雨又缺乏陽光，有時候暴雨更把植物摧毀，其中紫羅勒所受的
影響最大，以致有關數據未能充分反應使用不同肥料對紫羅勒生長速度的影響。

總結及展望

是次探究集中某一種廚餘對單一植物成長的影響，未能探討混合不同廚餘的成效，所以我們展望未來能研究不同組合
的廚餘肥料（例如 : 肉類 + 蔬菜，肉類 + 飯類等），有助農夫使用更高效能的環保肥料。

感想
參加今次「常識百搭活動」，覺得非常開心，因為可以代表學校。在探究的過程中搜集到不同的資料，收集得愈多就
發覺自己學得愈多，愈想繼續進行探究。看見植物不斷成長，就好像我們都成長一樣，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經歷。此外，
由於需要收集數據做统計圖，令我們學到很多專題技巧及科學探究精神。探究過程中和組員分工合作，雖然遇到很多
困難，需要不斷解決，直至測試完成，但這次活動令我們增廣見聞，穫益良多。

參考資料

1.�希里爾（譯者：于冬梅）（2002）:《季節盆栽學習百科》台灣，貓頭鷹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花寶園藝大學（2013）:�植物營養教室 - 植物不是喝水就會長得好，瀏覽日期︰ 2013 年 5 月 16 日�

www.taihort.com.tw/2nutritn.html
3.�教育局︰香港資優教育的「小偵探」訓練課程，瀏覽日期︰ 2013 年 5 月 20 日�

http://resources.edb.gov.hk/GIFTED/TR/DETECTIVE/

小貼士
同學探究全面，能夠利用三種不同植物測
試三種不同性質的廚餘。探究的結果明顯
可靠，而結論亦有理據支持。再者，同學
們能夠在遇到測試難題時找辦法解決，值
得讚賞。建議同學增加每一個測試類別的
盆栽數目，例如由三盆增至六盆，以加強
所獲數據的可信性。



63

除塵窗紗環保
學校：港澳信義會小學
組員：郭凱晴同學、顧寧浩同學、梁澄同學、

袁智軒同學、文穎兒同學、吳綽同學
教師：李國香老師、陳仕途老師、蔡子豪老師�

在陽光下，可看到空氣常佈滿塵埃，台灣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2013）指出懸浮粒子會導致呼吸系統疾病及肺功
能衰退，某些粒子可致癌，污染物濃度上升更會引致發
病率和死亡率增加。使用靜電除塵器或空氣過濾機，解
決不了塵埃源頭的問題，因源頭來自窗外，如長期關窗
使用冷氣，空氣欠缺流通，既影響身體健康，電費又不
少。如果有透光通風窗紗隔塵，便可解決室內的塵埃問
題，既省電，又環保。�

目的

找出一些合適的物料製作窗紗，以減少塵埃或懸浮粒子
從戶外進入室內，並滿足通風和透光的需要。

設計原理

不同大小的塵埃，懸浮在空氣中，當吸進氣管內便會做
成氣管敏感，並損害呼吸系統。若使用適當物料造成透
光窗紗，作為過濾網，當空氣從室外流入室內或由室內
流出室外時，都會產生過濾的作用，令室內懸浮的塵埃
減少，空氣變得潔淨。我們的設計較用電的除塵機環保
得多，因發電過程會造成空氣污染，而環保除塵窗紗卻
只需利用天然的力量和現象——空氣的流動，就可運作。

材料��

PVC 管道�����������������風扇一部及保護網
（直徑約 15cm）2 件

太陽燈 1 盞������������������������鋼圈 1 個（直徑約 15 厘米）����
或橡皮圈

多種不同的測試物料，尺寸不少於 20x20 平方厘米，
如密度過濾棉、白尼龍、綠尼龍、麻、靜電空氣濾網、
綿、厚過濾棉、絹、毛巾等。

探究過程及測試

1.�製作一個長管狀的風洞，只
有頭尾出口，入口直徑為 15
厘米。

2.��入口位可放置不同物料的過濾
窗紗。

�

3.���出口是一部抽風機。

4.�風洞中放置一個金屬網連放置
膠紙的座，並在座上放置一張
直徑 2 厘米的圓形膠紙。

5.�開啓抽風機一分鐘後，再取出膠紙放在顯微鏡下
數算塵埃數目；過瀘窗炒的透光度則可用測光錶
測試不同窗紗的透光效能，愈少塵埃且愈透光的
過濾窗紗最為理想。另外在測試時以風速計量度
出風的速度。

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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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度物料的透氣度
1.�準備風洞。
2.�量度出口外的風速，記錄數據，如表（一）�。
3.�把風扇關掉。
4.�把測試物料放在風洞入口，並以鋼圈或橡膠圈固定。
5.�重複步驟（1）至（4），直至測試所有物料。

����

量度隔塵效能�
1.�� 把電子顯微鏡的輸出接

駁至電腦，以電腦監視
器或投影器顯示影像。

2.�把測試結果的膠紙放在
電子顯微鏡中，畫出一
個直徑 6 毫米的圓形，
點算圓形內的塵埃數目
並記錄數據。

3.���量度並計算網孔面積

4.�把太陽燈關掉。

5.�重複步驟（1）至（4），直至測試所有物料。

量度隔塵效能�
1.�把電子顯微鏡的輸出接駁至電腦，以電腦監視器或

投影器顯示影像。

2.�把測試結果的膠紙放在電子顯微鏡中，畫出一個直徑
6 毫米的圓形，點算圓形內的塵埃數目並記錄數據。

量度及計算網孔面積
計算過濾網網孔面積作參照，從而分析網孔大小與透氣
或隔塵效能的關係。

1.�把電子顯微鏡的輸出接駁到電腦，以電腦監視器或投
影器顯示影像。

2.��將過濾網放在顯微鏡下。

3.��量度並計算網孔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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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測試結果
表（一）各物料的透光度與塵粒數目

名稱 網孔面積
（平方毫米）

風速
（米每秒）

透光度
（lux）

塵粒數目
（粒）

沒有過濾網 / 31 748 38
密度過濾棉 0.02 26.8 433 9

白尼龍（喱士） 1.48 24 366 13
綠尼龍 0.11 13.8 307 4

麻 3.45 22 336 12
靜電空氣濾網 0.05 9.8 214 5

綿 2.028 14 317 6

厚過濾棉 0.01 12 162 6
絹 0.51 24.8 242 2

毛巾 0.35 20.3 93 2

表（二）�各物料的透氣系數

名稱 網孔面積
（平方毫米）

風速
（米每秒）

透氣系數
（過濾網風速除以沒有

過濾網風速）

透氣效能
排名

沒有過濾網 / 31 1 -
密度過濾棉 0.02 26.8 0.86 1

白尼龍�（喱士） 1.48 24 0.77 3
綠尼龍 0.11 13.8 0.45 6

麻 3.45 22 0.71 4
靜電空氣濾網 0.05 9.8 0.32 8

綿 2.028 14 0.45 6
厚過濾棉 0.01 12 0.39 7

絹 0.51 24.8 0.79 2

毛巾 0.35 20.3 0.65 5

數據分析
根據測試，網孔面積大小，不一定與透氣度成正比，因為還需考慮網孔的數量和過濾網厚薄等因素。如密度過濾棉，網
孔雖然細，但在顯微鏡下觀察，網孔數量非常多，也非常薄，是測試樣本中最薄的過濾網，因此透氣度在測試中排行第一。

表（三）各物料的透光度系數

名稱 透光度
（lux）

透氣系數
（過濾網風速除以沒有過濾網風速）

透氣效能
排名

沒有過濾網 748 1 -
密度過濾棉 433 0.58 1

白尼龍�（喱士） 366 0.48 2
綠尼龍 307 0.41 5

麻 336 0.45 3
靜電空氣濾網 214 0.29 7

綿 317 0.42 4
厚過濾棉 162 0.21 8

絹 242 0.32 6

毛巾 93 0.1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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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各物料的塵粒數目系數

名稱 網孔面積
（平方毫米） 塵粒數目（粒）

塵粒數目系數
（塵粒數目除以沒有過

濾網塵粒數目）

過濾塵粒
效能排名

沒有過濾網 / 57 1 -
密度過濾棉 0.02 9 0.16 6

白尼龍�（喱士） 1.48 13 0.23 8

綠尼龍 0.11 4 0.07 2
麻 3.45 12 0.21 7

靜電空氣濾網 0.05 5 0.09 3
綿 2.028 6 0.11 5

厚過濾棉 0.01 6 0.11 4
絹 0.51 2 0.04 1

毛巾 0.35 2 0.04 1

數據分析

根據測試，網孔面積大小不一定與隔塵效能成正比，因為需同時考慮過濾網厚薄和網孔中有沒有其他微細纖維幫助阻
隔塵埃等因素。如絹的網孔屬中等大小，但在顯微鏡下觀看，在網孔之間，佈滿微細纖維，有助阻隔塵埃。因此絹網
孔雖不是最小，但過濾塵粒效能卻排行第一。

綜合排名

下表把各項排名得出一平均分，以協助分析各物料表現。

表（五）整體表現分析

名稱 網孔面積
（平方毫米）

風速
（米每秒）

透光度
（lux）

三項表現排名的平均分
（以低分為佳））

密度過濾棉 1 1 7 3

白尼龍�（喱士） 3 2 9 4.7

綠尼龍 6 5 3 4.7

麻 4 3 8 5

靜電空氣濾網 9 7 4 6.7

綿 6 4 6 5.3

厚過濾棉 8 8 5 7

絹 2 6 1 3

毛巾 5 9 1 5

根據表（五）的數據顯示，密度過濾棉和絹的整體效能最佳。兩者在透氣、透光和過濾塵粒等效能三方面各有優劣。

密度過濾棉的透氣效能及透光效能最佳，但過濾塵粒效能不太理想。而絹的透氣效能及過濾塵粒效能俱皆，但透光效
能不太理想。毛巾過濾塵粒最好，但卻嚴重影響透光度；白尼龍（喱士）的透氣及透光需佳，但隔塵效果很弱，
所以不建議使用。而其他物料因表現不佳，所以均不建議使用。

小結
若以隔塵效能為首要條件，而其他兩項因素列為次要考慮的情況下，可用絹作為窗紗。
若以透氣和透光度為首要條件，則密度過濾棉可列為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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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方法

把製作窗紗的物料，安裝在窗框上。

限制及建議

要找出更好的窗紗物料，可把不同編織方式及厚度的絹
或密度過濾棉再作進一步的比較。若想推廣這個隔塵方
式，需要更詳細的研究，如使用者的感覺、耐力程度及
價錢比較等。太細的懸浮粒子亦無法清除，如空氣中粒
子直徑在 10 微米（μm）以下之粒狀污染物（PM10）。
另外，數據的準確程度，因塵粒只以肉眼點算，亦容易
出現誤差。

總結

經測試後，密度過濾棉的透氣及透光效能最佳，但過濾
塵粒效能卻不太理想。而絹的透氣效能及過濾塵粒效能
俱皆，但透光效能不太理想。兩者各有長短。另網孔的
大小雖不能過濾較細小的微粒，但仍可阻隔較大的微粒
以改善清潔問題。

參考資料

台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3）︰儀器資料庫，瀏覽日期：
2013 年 5 月 8 日，http://taqm.epa.gov.tw/taqm/zh-tw/
b1305.aspx

小貼士
研究主題切合生活，特別選取香港較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作探究範疇，易引起共鳴。建議再作深入研究，使用密度過慮綿或絹製作窗炒的實際效用，並作測試分析，探究會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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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組員：�羅少柔同學、陳浩天同學、馬僖瞳同學、
�����������梁茵同學、蘇蕊同學、何晴希同學
教師：趙穎思老師、梁詠詩老師、龔少芬老師

研究動機

近年，全球氣候反常，夏天愈來愈熱，冬天愈來
愈冷，市民都找尋不同的方法排熱保暖，例如長
開空調或暖爐，但在過程中，消耗了很多能源，
造成污染。究竟，有沒有一些方法，不但可以令我
們冬暖夏涼，循環使用之餘，又不會破壞環境呢？
我們嘗試發明一件衣服，希望透過太陽能相關
裝置，提供保暖和製冷的功能，令市民穿上衣
服後，便能有冬暖夏涼的感覺，這樣便不需要
開空調和暖爐了。

目的

1.�在衣服上裝上閉合電路，使用太陽能板，接駁
衣服的搧涼裝置，產生清涼的效果。

2.�在衣服上裝上閉合電路，使用太陽能板，接駁
衣服內的發熱線，讓使用者可感受温暖。��

3.�使用太陽能板，設計儲電裝置，讓使用者在有
需要的時候才使用有關能量。

資料搜集

太陽能發電
太陽能電池板是應用光電效應原理於電力生產上。
太陽能電池通過硅或硒中的光電現象，能把光能
轉化為電流。當太陽光線射到太陽能電池上的時候，
電子被「刺激」而成為「自由電子」，並在外部
電路中流動從而形成電流。若能夠適當地將之加
以調控流向電位，即可以做成供人類應用的電能。

電流熱效應
電流通過電導體時，會遇到阻力，稱為電阻。
電的能量會轉換成熱能，這是電流熱效應。電熱器
通常是利用發熱線來產生熱能，由於鎳鉻合金線
的電阻大，電流較難通過，所以發熱線會發熱。

水冷散熱降温效果
水冷散熱器與冷氣機原理相近。冷氣機利用蒸發器、
冷煤、風扇所做的熱交換，不斷吸收室內的熱量，
以冷媒為媒介將熱排出室外，而使室內溫度降低，
讓人感覺涼爽、舒適。水冷散熱器是將利用水管
將人體熱量帶走，達到降温的效果。

冷氣機和暖爐的用電量
很多時開冷氣只是貪一時之涼快，甚至會濫用，
這些情況在日常生活屢見不鮮，例如穿著毛衣，
但同時將冷氣溫度調低，大大增加用電量。另外，
冷氣機使室內涼快，但熱氣卻排出室外，使室外
的人受熱氣之苦。一部冷氣機所用的電力相當於
150 個 20W 燈泡；在夏天，香港冷氣的用電佔總
用電量 60%。根據中華電力的用電量計算，假如
我們用 2 匹冷氣機，每天開 8 小時，每月的電費
已約 $500。冬天，假如我們用 2000 瓦特的暖爐，
每天開 8 小時，每月的電費約 $460。

閉合電路
任何電器均必須經過閉合電路才可以運作，閉合
電路是指能讓電流通過，從而產生電的效應。在
電路中加上開關掣並把開關掣撥往「開」的位置，
便可接合成為閉合電路，電器便可運作；相反，
若開關掣在「關」的位置，由於電路沒有閉合，
電器便不能運作。

�������������準備模式����������������������������������������������閉合電路��

冬暖夏涼太陽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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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心工衣，布做小背心，水冷散熱器連風扇，電池箱，
膠管，太陽能板，水泵，亞加力膠板，發熱線，索帶，
蓄電池

步驟
1.�先將索帶將膠管接駁至全件背心工衣。

2.�安裝閉合電路，接駁開關掣、電池箱、蓄電池、水
泵、水冷散熱器連風扇。完成後裝至亞加力膠板上。
最後，將膠板置於背心上。

3.�將 2 塊 太 陽 能 板 放
置在背心的肩膊位
上， 接 駁 剛 才 的 電
路 裝 置。 膠 管 一 端
接 駁 水 泵， 另 一 端
先 注 入 水， 再 接 駁
水泵。

4.�先將索帶將發熱線接駁至全件布做的小背心上。

����

5.�完成圖

操作過程

開啟電路後，太陽能板會將熱能轉為電能，令電風扇和
水泵發揮效用。一方面電風扇會將身體的熱力排出，另
一方面，水泵會將貫穿全身的膠管內的水來回傳送，令
身體保持涼快。如果太陽能的電力沒有用盡，便可透過
蓄電池儲至電池內，讓使用者在沒有太陽照射時都可使
用。

如需要在冬天時發揮保暖效能，則將布做小背心套在工
衣上，將插頭接駁太陽能板，即可將電能透過發熱線轉
換成熱能，令身體感到温暖。

測試過程

在太陽底下和室內穿着「冬暖夏涼太陽能衣」，比較穿
著前後身體的皮膚溫度，以了解其效能。

排熱温度測試方法
1.�先穿上工衣，不開啟電源，使用温度計量度自己的

皮膚溫度。
2.�接駁水冷散熱器連風扇，開啟電源，三分鐘後再使

用温度計量度自己的皮膚溫度。

����

保暖温度測試方法
1.�先穿上工衣，不開啟電源，使用温度計量度自己的

皮膚溫度。
2.�接駁發熱線連上太陽能板，開啟電源，十分鐘後再

使用温度計量度自己的皮膚溫度。

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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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排熱温度測試方法：（室外）

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三次
自己的皮膚

溫度
��33 度 ��30 度 ��31 度

穿 上「 冬 暖 夏
涼太陽能衣」
後的皮膚溫度

��27 度
（下降

�����6 度）

��28 度
（下降

������2 度）

��28 度
（下降

�����3 度）

排熱温度測試方法：（室內）

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三次
自己的皮膚

溫度
��25 度 ��25.5 度 ��24 度

穿 上「 冬 暖 夏
涼 太 陽 能 衣 」
後的皮膚溫度

��23 度
（下降

�����2 度）

��22.5 度
（下降

�����3 度）

��22 度
（下降

�����2 度）

保暖温度測試方法：（室外）

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三次
自己的皮膚

溫度
��30 度 ��27 度 ��31 度

穿 上「 冬 暖 夏
涼 太 陽 能 衣 」
後的皮膚溫度

��36 度
（上升

�����6 度）

��35 度
（上升

�����8 度）

��35 度
（上升

�����4 度）

保暖温度測試方法：（室內）
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三次

自己的皮膚
溫度

��24 度 ��25 度 ��24.5 度

穿 上「 冬 暖 夏
涼 太 陽 能 衣 」
後的皮膚溫度

��21 度
（下降

�����3 度）

��23.5 度
（下降

�����1.5 度）

��22.5 度
（下降

�����2 度）

困難及感想

製作冬暖夏涼太陽能衣的裝置時，發現兩個主要問
題，第一：接觸不良，接駁太陽能板、電風扇和水泵
時，多次出現不通電的情況，後來，我們嘗試使用
不同的接駁方法和配件後，才成功做到排熱功能。

在製作過程當中，因為以前從未接觸過有關電的知
識，所以在製作時，常遇到一些小問題，例如電流
過少及過大，出現電力不足及膠管漏水的情況，但
是經過老師、爸爸和媽媽的指導下，就能解決問題，
作品亦終於完成。回想整個過程，雖然遇到這麼多
的挫折，但完成後，我們卻感到有很大的成功感呢！

小貼士
同學能將閉合電路的科學原理，
配合實際環境的需要設計出一件
「太陽能衣」，作品的實用性高。
更重要的是，在測試過程中雖然
遇到問題，但同學都能從設計過
程中反思如何作出改良，具科學
探究精神。

展望

此設計屬初步研究，如果再改良的話，可以在重量和
效能上作出改善。如果可以減輕重量，相信它更能吸
引市民使用。另外，現在設計的太陽能衣在保暖和製
涼方面是分開兩件的，如果能找到一種物料，可同時
傳熱及散熱，就能更方便市民使用。

太陽能是一種用之不竭而且不會帶來污染的能源。在全
球暖化、節能減碳的時刻，各國都鼓勵減少污染性發電。
作為學生的我們，除了在日常生活中積極節省能源外，
亦可以研究及發展其他可再生能源，包括風能、水能等，
並在日常生活中廣泛使用，改變發電的方式，為地球的
可持續發展出一分力。

參考資料

1.�中 華 電 力（2013）：用 電 量 計 算， 瀏 覽 日 期：
2013 年 2 月 22 日，http://www.clpgroup.com/
nr/clpgroup/tc/home/ConsumCal/v_home.htm2.

2.�太陽能產電原理，瀏覽日期：2013 年 2 月 25 日，
http://www.eco-economy-hk.org/solarprinciple.htm

3.�彭耀階（2013）︰太陽能發電，瀏覽日期：2013 年
2 月25日，http://www.hk-phy.org/energy/alternate/
solar_phy01_c.html

4.�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料入口網（2012）︰電 流 的 熱
效 應， 瀏 覽 日 期：2013 年 2 月 24 日，http://
content .edu. tw/ junior /phy_chem/ty_lk/std/
content/life/cph14/cphe4.htm

5.�雅 虎（2008）︰冷 氣 機 的 基 本 原 理， 瀏 覽 日 期：
2013 年 3 月 1 日，http://tw.myblog.yahoo.com/
forate5913/article?mid=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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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聖公會主恩小學
組員︰馮浩霖同學、曾穎琳同學、余卓樺同學、
�����������許心怡同學、林正昊同學、陸嘉琪同學
教師︰黃伯芹老師、施雅茵老師、王秀賢老師�

意念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過的回鍋油甚難處理，不少人都會
把回鍋油倒入水槽內，以為「眼不見為淨」，這樣做會
阻塞水管，縮短水管的使用壽命，不衞生之餘，同時也
會污染水質。因此，我們想到把回鍋油製作肥皂，不但
能夠解決處理廢油的問題，同時也能省下購買肥皂的費
用。就讓我們一起把回鍋油變成環保肥皂，為保護環境
出一分力。

研究目的

1. 利用不同的回鍋油製作環保肥皂。
2. 研究回鍋次數對肥皂成品的影響。
3. 測試不同回鍋油所製造的肥皂及洗衣皂的溶解能。
4. 測試不同回鍋油所製造的肥皂及洗衣皂的酸鹼強度。
5. 測試不同回鍋油所製造的肥皂及洗衣皂的起泡力。
6. 測試不同肥皂分解油滴的能力。
7. 測試不同肥皂清潔的效果有何不同。

原理

皂化作用：油脂�+�氫氧化鈉�→�肥皂�+ 甘油（放熱反應）
皂化反應僅限於油脂氫氧化鈉混合，油脂被水解，結合
高級脂肪酸的鈉鹽和甘油。這個反應是製造肥皂流程中
的一步，因此而得名。

去污原理︰肥皂分子可分成兩個部分，一端是由許多
碳和氫所組成的長鏈，稱為親油端；另一端則為親水
性的原子團，稱為親水端。使用肥皂時，油污被親油
端吸附著，再由親水端溶於水中，結合物經攪動後形
成較小的油滴，其表面布滿肥皂的親水部位，而不會
重新聚在一起成大油污。此過程（又稱乳化）重複多次，
令所有油污都會變成非常微小的油滴溶於水中，可被
輕易地沖洗乾淨。

測試用品

哥士的（氫氧化鈉）、鹽、糖、水、花生油、菜油、橄
欖油、芥花籽油、試管、燒杯、磅、洗衣皂、温度計、
間尺、木棒、毛巾、茄汁、墨水、豉油、pH 試紙

研究過程與方法 �

一、利用不同的回鍋油製作環保肥皂
步驟︰
1.�先將 75 公克的氫氧化鈉放入塑膠碗中。
2.�把 140 毫升的清水倒入碗內，以筷子攪拌 50 秒

至 70 秒。
3.�把 500 毫升的回鍋油（菜油、花生油、芥花籽油、

橄欖油）倒進碗內，再攪拌至成黏稠狀為止（時間
約 1 至 2 分鐘）

4.�倒入模型，約 8 成滿，靜置 2 天至 3 天。
5.�白天時，置於室外日曬 3 星期，肥皂即可完全硬化

且顏色成象牙白色。

������

，你至識揀環保番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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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回鍋次數對肥皂成品的影響
只回鍋了一次的回鍋油不能夠凝結成肥皂，回鍋的次數
最好超過 4 次或以上，才能夠成功製作出環保肥皂。回
鍋的次數愈多，凝結的速度愈快。

回鍋 1 次 回鍋 4 次
花生油 未能夠凝結成肥皂 能夠凝結成肥皂
菜油 未能夠凝結成肥皂 能夠凝結成肥皂

芥花籽油 未能夠凝結成肥皂 能夠凝結成肥皂
橄欖油 未能夠凝結成肥皂 能夠凝結成肥皂

三、測試不同回鍋油所製造的肥皂及洗衣皂的���
溶解能力

步驟︰
1.�50 毫升的水加熱至 60℃
2.�1 克肥皂取出放入熱水中，開始計時。
3.�待肥皂完全溶解，紀錄溶解時的溫度及所需時間。

結果︰

溶解能力 溶解時間
花生油 2 分 46 秒
菜油 1 分 02 秒

芥花籽油 3 分 29 秒
橄欖油 3 分 41 秒
洗衣皂 6 分 31 秒

菜油的溶解時間最短，時間為 1 分 2 秒，而洗衣皂的溶
解時間最長，時間為 6 分 31 秒。

溶解能力︰菜油�< 花生油 < 芥花籽油 <�橄欖油�<�洗衣皂

四、�測試不同回鍋油所製造的肥皂及洗衣皂的����
酸鹼強度。

步驟︰
1.�量取 1 克肥皂溶入五十毫升的水中。
2.�利用 pH 試紙測試其酸鹼度。
3.�利用對照表找出各種肥皂的 pH 值。

結果︰

全部肥皂都屬於鹼性，芥花籽油的 pH 值最高，達 pH�11，
而花生油、橄欖油和洗衣皂的 pH 值是較低，只有 pH�9。

pH 值︰芥花籽油�<�菜油�<�花生油�<�橄欖油�<�洗衣皂

五、測試不同回鍋油所製造的肥皂及洗衣皂的����
起泡能力

步驟︰
1.�將一克的肥皂倒入 50 毫升的水中加熱使其溶解。
2.�待肥皂溶解後，攪拌至令肥皂起泡。
3.�3 分鐘後，測量攪拌後肥皂水所產生的泡沫高度並

紀錄下來。

油的種類 pH 值
花生油 9
菜油� 10

芥花籽油 11
橄欖油 9
洗衣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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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菜油的起泡能力最強，泡的高度達 4.5cm，而洗衣皂
的起泡能力最弱，泡的高度僅 2.4cm。

起泡能力︰菜油 �<�橄欖油�<�花生油 <�芥花籽油�< 洗衣皂

六、測試不同肥皂分解油滴的能力

步驟︰
1.�將 3 滴的花生油滴在試管中。
2.�把不同的肥皂水滴入試管內，輕拍直至把油份完全

分解。
3.�記錄所用肥皂水的滴數。

結果︰

洗衣皂分解油滴的能力最高，用了最少的肥皂水便能完
全分解油份，而芥花籽油的油滴分解能力則最差。

油滴分解能力︰
洗衣皂 < 菜油 < 橄欖油 < 花生油 < 芥花籽油

七、測試不同肥皂清潔的效果有何不同

步驟︰

1.�每條毛巾上寫上編號（A 為墨水；B 為茄汁；C 為豉
油，1 為沒有用肥皂水清洗；2 為利用花生油製作的
肥皂清洗；3 為利用芥花籽油製作的肥皂清洗；4 為
利用橄欖油製作的肥皂清洗；5 為利用菜油製作的
肥皂清洗；6 為利用洗衣皂清洗）。

2.�將毛巾放進墨水、茄汁和豉油裏製造污布。

3.�用不同的肥皂水清洗污布 1 分鐘。
4.�待污布風乾後，邀請 1 班同學（31 位）分別為每個

測試結果進行評分。同學以 A1,B1 和 C1 作為參考，
分別為 A2-A6,B2-B6,C2-C6 進行評分（最清潔為
5 分，最污穢為 1 分）。

污布 分數 污布 分數 污布 分數
A2 125 B2 119 C2 100
A3 94 B3 102 C3 98
A4 93 B5 110 C4 87
A5 110 B5 48 C5 68
A6 44 B6 79 C6 114

總括各種測試中，菜油的溶解能力、起泡能力都是最高
的，而它分解油份的能力僅次於市面上購買的洗衣皂。
而在清潔各種污漬的測試中，花生油在清潔墨水和茄汁
的效能較高，比洗衣皂更佳，而在清潔豉油污漬的測試
中，得分僅次於洗衣皂。在清潔效能的測試中顯示，用
回鍋油製造的肥皂清潔效能甚至比市面上的洗衣皂更
高，我們可以多利用由菜油及花生油製造得來的環保肥
皂清洗污漬，但由於環保肥皂的 pH 值較高，可能會傷
害皮膚，故建議只用來洗衣服、地板等。總的來說，人
們可多製作環保肥皂，既清潔亦能保護環境，減少廢油
對環境造成的傷害。

油的種類 泡的高度
花生油 3.8cm
菜油 4.5cm

芥花籽油 3.6cm
橄欖油 4.0cm
洗衣皂 2.4cm

油的種類 分解油份所需肥皂水（滴）
花生油 8 滴
菜油 7 滴

芥花籽油 9 滴
橄欖油 7 滴
洗衣皂 6 滴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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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及建議

建議製作環保肥皂時可以去食肆如快餐店、餐廳回收廢油，因為這些廢油的回鍋次數較多，所以較為容易製作肥皂。
此外，可以加入一些香料，如檸檬皮、香橙皮及薰衣草香油等，令環保肥皂的味道更怡人，吸引更多人使用環保肥皂。
由於缺乏測試的儀器，所以測試的結果未能夠完全客觀地反映出結果。我們建議可以用離心機代替人手做溶解、起泡
及分解油份的測試，可以把力度控制得更加平均，另外可以用測試透光及反光的儀器來比較各種肥皂清潔污漬的能力，
這樣可以做出更公平的測試。

感想

許心怡︰�這次的測試比我想像中的困難，但是每次面對困難時，我們只要團結，就會把問題迎刃而解。

林正昊︰�經過這次活動後，學會了團體精神和更多科學知識，獲益良多。我亦感謝老師和「常識百搭」給我這個學習機會。

陸嘉琪︰�製造肥皂的過程中，學會了團結的精神及不少科學的知識。

曾穎琳︰�經過今次測試，明白到細心的重要性。每一個步驟，例如，滴油、測試去油度⋯⋯都需要細心才能完成，
不能出錯。

馮浩霖︰�在今次的活動中，學會了許多關於科學的新辭彙和許多科學知識，令我獲益良多，增廣見聞。

余卓樺︰�經過這次活動，明白到要有一份探究和鍥而不捨的精神才能成功完成所有測試。此外，我亦明白到要在
公平測試下，結果才是最準確。

參考資料

1.�林麗仙（2006）�:《提升科學素養的魔法活動》，

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台 南 縣 西 港 環 保 義 工 協 會（2005）︰環 保 肥 皂 製

作 方 法，teacher.ks.edu.tw/resource_download.

php?sn=6301&f_sn=9051

3.�聯 合 報（2008）: 環 保 DIY 廢 油 變 手 工 肥 皂，��

http://mag.udn.com/mag/happylife/storypage.

jsp?f_ART_ID=112129

4.�維 基 百 科（2013）�:� 肥 皂，http://zh.wikipedia.

org/zh-tw/%E8%82%A5%E7%9A%82t

小貼士
欣賞同學有探究精神及對有關科學原理及概念有清晰理解，並且能夠以公平測試驗證假設，適當地分析測試結果，作出有理據的結論。再者，同學們能夠明白他們在本探究所使用的測試方法及儀器的局限性，並提出建議，反映他們有反思精神，值得讚賞。建議同學注意測試時攪拌所用力度不同，可能會影響泡沫的高度（測試五），因而影響公平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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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除污有妙法

學校：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組員：�劉沁婷同學、陳晉一同學、楊栢浠同學、
������������許宇正同學、林琛同學
教師：�鄭愛遠老師、葉志强老師、黃卓謙老師

意念

在台灣的竹東鎮，有人在湖中種植了大量植物，為的不
止是單純的綠化，而是淨化污水。透過讓植物吸收污水，
從而減低污水處理廠的負擔。我們由此得到啟發，把這
個計劃規模縮小，以一般花店也可買到的植物來探究植
物除污的效用。

目的

1.�觀察植物除污的效能；
2.�探究以家居植物除污來減低污水處理廠負擔之成效；
3.�嘗試以污水養植植物之可能性。

科學原理

研究發現，紅樹林人工濕地能有效去除污水中的懸浮物、
氮、磷等污染物，去除率分別達 90% 以上、60% 至
90% 及 70% 至 90%，有關技術適用於污水處理廠和
水庫，並可用來清理可導致紅潮的藻華。

假設一般植物也像紅樹林一樣，在吸收水分和營養素的
同時，也會吸取污水中的懸浮物及其他污染物，間接淨
化了水質。

假設

植物會把水土中的污染物吸收，當我們定期量度污水的
透光度，電阻讀數會下降，亦即表示透光度提高，水中
的污染物被植物吸收了。

變數
1.�獨立變數：植物的種類
2.�控制變數：墨水（污染物）的份量、水的份量、
������植物的株數
3.���因變數：污水的透光度

測試材料

1.�植物樣本 A（粉掌）�x�3
2.�植物樣本 B（水草）�x�3
3.�植物樣本 C（黃金葛）x�3
4.�墨汁一枝
5.�清水�3/4�桶
6.�膠杯�（300�亳升）x�11

測量裝置

1.�電線�（4 條）
2.�鱷魚夾�x�4
3.�萬用錶�x�1
4.�光敏電阻 x1
5.�鐵線 x2
6.�紙杯 x1
7.�黑紙 x3
8.�膠紙
9.�電線膠紙
10.�萬用錶插頭�x2
11.�發泡膠板
12.�湯匙
13.�黑盤

測試步驟

1.�把不同品種相同株數的植物放進透明膠杯栽種；
2.�把同等份量的污水（稀釋墨水）倒入各個膠杯；
3.�定期抽取污水樣本，並用光敏電阻測量透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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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結果

植物 第一日 第二日 第四日 第六日 第七日
對照

（沒有植物）
132.6 145.0 121.5 90.7 100.7

粉掌 A1 135.4 122.9 61.3 37.8 33.5
粉掌 A2 105.6 124.2 76.4 51.9 42.5
粉掌 A3 127.3 128.0 70.8 68.6 71.1
平均值 122.8 125.0 69.5 52.8 49.0
水草 B1 126.4 124.9 88.7 44.2 33.8
水草 B2 116.2 111.5 82.9 28.0 19.8
水草 B3 121.0 127.0 77.5 48.6 51.6
平均值 121.2 121.1 83.0 40.3 35.1

黃金葛 C1 118.4 128.5 98.8 99.0 93.8
黃金葛 C2 82.4 50.0 35.2 47.5 60.2
黃金葛 C3 109.4 72.6 53.4 67.0 59.9

平均值 103.4 83.7 62.5 71.2 71.3

數據分析

與「對照」組比較，每個品種的植物所量度到的平均
讀數（電阻值）都逐漸減少，顯示污水中的污染物數量
逐步減少，亦即透光度增加，電阻值減低。因此，測試
數據證明以上植物能除去污水中的污染物。

用途／應用／優點

這個測試如能在家居實際應用，淨化如廣告彩染污的
污水、洗菜水、抹地板的污水等各類家居污水，能幫助
減輕污水處理廠處理污水的負擔。

我們用的植物都是一些常見的植物，例如水草和黃金葛
等，都是既便宜又容易買到，所以大家都可嘗試在家裏
種植這些植物來淨化污水。

困難

1.�測試所用的植物種類和數目不足，結果容易有偏差。
2.�植物大小、是否有花、根的多少亦會影響結果，

但實在很難找到完全或差不多一樣的植物。

改良及建議

1.�種植多一些植物品種及數量，例如用 5 款植物代替
3 款，每款 10 棵代替 3 棵，排除個別植物的不穩定
因數，使測試結果更為準確。

2.�測量裝置方面，可換上更精密之測量儀器，使數據
量度更為準確。

3.�小心控制量度環境，例如在黑房中進行量度，每次
開啟相同數量的電燈照射測量裝置，避免因外界光
度的不同而影響測試結果。

測試結果及所得數據證明植物能除去污水中的污染物。
因此，若政府或環保機構能加以研究及探討利用植物去
除污水污染物的可行性，定必能幫助減低污水處理廠的
負擔，同時亦可教導市民自行在家栽種植物，以協助淨
化家居污水，藉以提升市民的環保意識。

總結



77 78

感想

劉沁婷：由搜集資料到測試，真是一趟有趣的「旅程」！
這趟「旅程」令我獲益良多！我以前一聽到「科學」這
兩個字，便會立即走開，並掩上耳朵。可是自從參加了
「常識百搭」後，我才發現原來科學是那麼好玩和有趣
的！雖然測試過程有點辛苦，老師要我們天天留校，可是
我很享受過程中的樂趣，所以就算多辛苦，也是值得的！

陳晉一：經過這次探究活動，我們發現到原來植物是可
以除污的。在測試過程中，我們遇到很多難題，例如如
何驗證植物能除污，如何量度數據等。我們努力找尋
資料，請教老師和長輩，才能將困難逐一解決。

楊栢 ：這個測試受到很多條件限制，因為大部份植物
的生命周期都很短；不同植物的吸水和排污能力都不同；
不同時候的天氣（陽光的強度）也不同，光度也不一樣⋯
所以較難用光敏電阻來計算透光度。幸好，我們都能將
問題一一解決。這次探究活動使我感到十分開心，因為
可以學到很多科學知識，亦發現植物有除污作用。

林琛：透過這個探究活動，我學到有關植物除污的知識，
以及污水對大自然的傷害有多大。我們起初面對了重重
的困難，嘗試利用紅豆、綠豆、黑豆和黃豆作為測試目
標，但有很多經過測試後都死了，幸好最終我們也找到
三種合適的植物進行測試，而且結果更令我們非常滿意。

許宇正：起初，我們嘗試了用豆類來進行測試，但是效
果未如理想，所以我們改用了水生植物，可是，時間已
非常緊迫，我們很擔心不能如期完成。幸好，後來我們
揀選了數種水生植物作為測試目標，效果理想，因此也
尚算順利完成，為此我們感到很高興。

參考資料

1.�城 市 大 學（2011）：城大研究紅樹林淨化污水污
染物 去除率高逾九成，瀏覽日期：2012 年 12 月
10 日，http://wikisites.cityu.edu.hk/sites/media/pr/
Pages/2011120701.aspx

�

小貼士
同學們能用心設計測試，並用客觀有效的
方法比較結果，縱然在測試初期遇到挫折，
但很快便想到另一種方法代替，體現出
科學探究應有的精神。在數據結果方面，
可多展示測試相片、圖表協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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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組員︰周隆柱同學、甘俊杉同學、易緯棠同學、
�����������何炳堅同學、區展豪同學、賴熙霖同學
教師︰林偉健老師、陳國相老師

靈感和目的

常用的即棄飯盒，都是用發泡膠製作，發泡膠能抗熱、
完全防水（不會因吸水而變軟和爛）、有足夠的承重
能力。可惜這種材料是環境的大敵，我們在格仔餅中
取得靈感，它可以用來包着雪糕或醬料食用，本身就
是個食物容器。我們希望用麵粉等材料製作可以被食
用的飯盒，這樣就不會對環境造成污染。

麵粉加入水和其他材料，搓成麵團後，加熱後就能夠定
型和去除水份，令到它變得堅硬，這樣就符合成為飯盒
的基本要求。

探究過程

測試一
用方包做材料，由於太軟，所以就想到烘乾成為多士。

硬度測試結果
將測試物放在兩個紙盒之間，上面放鐵圈直至承受不到
而彎曲掉下來（後來改用膠杯作為籃子，用繩掛在測試
物件上，盛載鐵圈）

鐵圈數量（個）
第一次測試 第二次測試

多士 53� 66
發泡膠 45 43

吸水測試結果
在電子磅上放上大膠杯，選擇「歸零」。注入 200 克水，
然後將測試物放入大膠杯，並浸入水中，等待 2 分鐘
取出，記錄讀數。將 200 克水減去剩下的水的重量，
就可得出測試物件吸了多少水。

吸水量（克）
第一次測試 第二次測試

多士 52.3 46.8
發泡膠 0.4 0.6

雖然多士硬度佳，但非常吸水，所以改用其他材料。

測試二
用麵粉作為材料，烤製一些較硬和吸水較少，類似餅乾
的物料。將 500 克麵粉混合 250 毫升水（要視乎天氣而
微調），就可成為麵團。為公平測試，要先將麵團壓為相
同厚度的薄片（兩邊放間尺，約 3mm 厚），用一個長
方形框印出長方形薄片，然後放入爐烤 20 分鐘。

硬度測試結果
��鐵圈數量（個）

第一次測試 第二次測試
無糖餅乾 43� 39�
有糖餅乾 51� 48�

餅乾厚度 3mm� 43� 39�
餅乾厚度 6mm 57� 49�
餅乾厚度 3mm

（經過吸水測試）
8 11

餅乾厚度 6mm�
（經過吸水測試）

28� 19�

飯盒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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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水測試結果

吸水量（克）
第一次測試 第二次測試

3mm 厚 8.8 10.2
6mm 厚 14.6 17.4

加入糖可令餅乾再硬一點。3mm 厚度的餅乾已有足夠
硬度，而且吸水較少，但它吸水後變得很軟，所以建
議用 6mm 厚度來做「飯盒」。

隔熱測試結果
測試方法是在餅乾上，放上烤熱至 60℃的地磚，
量度餅乾底部的溫度。

溫度（℃）
第一次測試 第二次測試

3mm 厚 28 29
6mm 厚 26 27

設計和製作

設計了具足夠硬度和防水能力的「餅乾」後，就要想
方法造成盒形。我們在烘焙店找到一些模具，但使用
時卻很困難，因為麵團造成的薄片放入模具時要屈曲
起四個角，令到內籠凸起，又會容易弄破，而且四邊
無承托會塌下。

所以我們改用圓形的模具，不過模具不可以太大，因為
造出後和拿起太大的薄片時很容易弄破。

滲水測試結果
在電子磅上放上海綿，選擇「歸零」。放上測試之容器，
注入約 200 克水。每 2 分鐘將容器拿起，記錄讀數，
一直至 60 分鐘。

滲出水份（克）
第一次測試 第二次測試

2 分鐘 0 0
4 分鐘 0 0
6 分鐘 0 0
8 分鐘 0 0
10 分鐘 0 0
12 分鐘 0 0
14 分鐘 0 0
16 分鐘 0 0
18 分鐘 0 0
20 分鐘 0 0
22 分鐘 0 0
24 分鐘 0 0
26 分鐘 0 0
28 分鐘 0 0
30 分鐘 0 0
32 分鐘 0 0
34 分鐘 0.3 0
36 分鐘 0.5 0
38 分鐘 1 0
40 分鐘 1.6 0
42 分鐘 2 0
44 分鐘 2.6 0
46 分鐘 3.3 0.2
48 分鐘 4.5 0.6
50 分鐘 6.0 0.8
52 分鐘 6.9 1.2
54 分鐘 7.3 1.5
56 分鐘 8.4 1.8
58 分鐘 9.5 2.1

飯盒可以承受約半個小時才開始滲水。如果不是盛載
液體，而是一般的食物（只是較濕潤而帶有少量醬汁），
可承受更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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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

1.�不能造得太大，最大約400毫升，相比一般飯盒800�-�1200毫升的細。
2.�可能有人會不喜歡它的外觀、味道和質感。
3.�成本較發泡膠高（每個要用麵粉200�-�300克，不計其他材料和電費，

就要 $2�-�$3 成本，發泡膠飯盒的成本約為 $0.1）。
4.�如同食物一樣，會有腐壞和吸引蟲蟻的問題。

總結

今次探究能達到預定的目標，造出發泡膠飯盒的替代品，可滿足基本的應用。不過要真正吸引人使用，還要再改良，
並探究更多作為食物容器的條件（如保溫能力、翻熱途徑、食物安全等）令人更有信心。我們相信，當人們對環保的意
識提升，即使它的成本高於發泡膠飯盒，都會選擇使用。

學生感想

今次活動在構思題目時，以為只是弄一個可食用的飯盒，但想不到要運用科學原理去做測試。我們學會了多角度思考
和很多科學知識，獲益良多。每次活動都要組員分工合作才能完成。製成品非常新穎，是我們從來未想過的，而且又
能實踐環保，很有意義。

小貼士
探究具創意，能從日常生活中得到啟發，以食物替代發泡膠盒，減少污染。同學亦懂得分析出飯盒所須的基本特質加以改善自己的「食得飯盒」。但數據表達方面，可多嘗試運用圖表，測試結果顯示可更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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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組員︰蕭芷曼同學、成思思同學、黃建城同學、
�����������張俊庭同學、陳樂瑤同學、周芷欣同學
教師︰黎潔婷老師、吳婉萍老師

意念

「昨晚，我參加表姐的婚禮。臨走前，看見餐桌上剩餘
了很多喝不完的酒，我覺得很浪費，究竟喝不完的酒有
其他用處嗎？」其中一位組員說。坊間流傳酒除了可以
飲用外，還可用來去油，令葉子更加光澤，並可防止布
料褪色，到底真的有效嗎？我們對此充滿好奇，就讓我
們搜尋一些酒類飲品，組成環保特攻隊，針對以上的三
項用途進行測試，找出真相吧！

科學原理及概念

從互聯網及書籍中發現很多酒類飲品均有去污的功效。
在測試開始之前，我們先在學校隨機訪問了 60 位老師、
學生及家長，調查他們最常接觸的酒類飲品，並以最多
人選擇的酒類飲品作為今次的測試對象，它們分別是
啤酒（生力啤）、Jolly�Shandy、菠蘿味啤酒、米酒、
紅酒、白酒、竹葉青酒、蛇膽酒。除此之外，亦會用
藥用酒精（酒精含量 75%）作為對照測試。

飲用酒基本分為發酵酒和蒸餾酒兩類，發酵酒是把穀物、
果汁直接放入木桶或容�濃縮，製成酒精含量較高的酒。

以上的酒類飲品均具有不同的酒精含量，酒精（乙醇）
是發酵產品，釀酒的過程中，加入酵母發酵，酵母菌在
缺氧的過程中，會將葡萄糖轉化為乙醇與二氧化碳。

植物油和酒精是非極性溶液和中度非極性溶液，根據
相似相溶的原理，如果油和酒精混在一起，植物油會
溶於酒精。

探究過程

測試一
假設：酒類飲品比清水更有效去油。
目的：觀察和測試去油最有效的方法。

材料：酒類飲品（啤酒（生力啤）、Jolly�Shandy、
菠蘿味啤酒、米酒、紅酒、白酒、竹葉青酒、蛇膽酒）、
油（植物油）、清水、藥用酒精（酒精含量 75%）、瓷磚、
量杯、滴管、�挖匙、標籤、放大鏡

步驟：
1.�在 10 塊瓷磚和 10 個量杯分別貼上（8 種酒類飲品、

清水及藥用酒精）標籤以供辨別。
2.�分別把 8 種酒類飲品（50ml）倒進量杯內。�

3.�預備清水及藥用酒精（各 50ml）倒進量杯內，
作對照測試。

4.�以滴管分別在 10 塊瓷磚上滴 2 毫升油。

5.�以滴管分別把 2 毫升的酒類飲品滴在 8 塊瓷磚上，
而另外 2 塊瓷磚則分別滴上 2 毫升清水／藥用酒精，
以作對照測試，並用挖匙把酒類飲品／水／藥用
酒精與油攪拌在一起，由中心向外推散。

6.�待一分鐘後，用放大境觀察每塊瓷磚上的油點聚集、
分散及分佈情況作出比較，並把結果記錄下來
（見表一）。（油點愈容易打散，表示去油能力
愈好；油點愈聚集在一起，表示去油能力愈差。）

7.�重複以上測試共 3 次。

多用途「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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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二
假設：酒類飲品能有效令葉子變得光澤。
目的：觀察和測試令葉子變得光澤最有效的方法。

材料：酒類飲品（啤酒（生力啤）、Jolly�Shandy、
菠蘿味啤酒、米酒、紅酒、白酒、竹葉青酒、蛇膽酒）、
藥用酒精（酒精含量 75%）、量杯、滴管、棉花、
標籤、卡紙

步驟：
1.�在 9 片葉子上分別貼上已標籤的卡紙（8 種酒類製

品及藥用酒精），以供辨別。
2.�分別把 8 種酒類飲品（50ml）倒進量杯內。
3.�預備藥用酒精（50ml）倒進量杯內，作對照測試。
4.�分別用絲帶把 9 片葉子各分成一半並貼上，葉子一

半滴上 8 種酒類製品／藥用酒精，另一半則不經任
何處理，以作對照測試。

5.�以滴管分別把1毫升的酒類飲品滴在8片葉子（一半）
上，而另外 1 片葉子（一半）則滴上 1 毫升藥用酒精。

6.�用棉花分別把 8 種酒類飲品及藥用酒精輕輕擦開，
待風乾�。

7.�觀察每片葉子的光澤程度，作出比較，並把結果
記錄下來。

8.�重複以上測試共 3 次。

測試三
假設：酒類飲品比清水更有效防止布料褪色。
目的：觀察和測試減少布料褪色最有效的方法。

材料：酒類飲品（啤酒（生力啤）、Jolly�Shandy、
菠蘿味啤酒、米酒、紅酒、白酒、竹葉青酒、蛇膽酒）、
油（植物油）、清水、藥用酒精（酒精含量 75%）、
手套、量杯 10 個、筷子、布料、標籤

步驟：
1.�在 10 個量杯分別貼上 8 種酒類飲品、清水及藥用

酒精的標籤以供辨別。
2.�分別把 8 種酒類飲品（50ml）倒進量杯內。
3.�預備清水、藥用酒精（50ml）倒進量杯內，作對照測試。
4.�把布料剪成共 10 份（8cm×8cm 的正方形）。
5.�把 10 塊布料分別浸於 10 個已裝有酒類飲品及清水

的量杯內。
6.�待 30 分鐘後撈起布料。
7.�逐一與沒有放布料的液體作比較，觀察哪一種液體的

分別最大，即是布料的褪色程度，把結果記錄下來。
8.�重複以上測試共 3 次。

注意事項

1.�處理測試品時雙手一定要清潔和戴上膠手套，否則
會影響測試結果。

2.�酒類飲品開啟後，要立即使用，避免接觸空氣後有
化學變化，影響結果。

3.�3 次均須作比較及記錄去油／防止褪色／光澤程度，
用照相機拍下照片方便比較。

4.�為達致公平測試，所有酒類飲品、藥用酒精及清水
的份量需要相同。

5.�進行測試三時，若把布料翻出來洗更能使褪色程度
减低，但由於是進行測試關係，未能配合。

6.�進行測試三時，切勿用熱水浸泡布料，以免影響衣
物質料。

備註

進行三個測試得出結果後，再分別把最有效用來去油、
防止布料褪色、令葉子變得光澤的兩種酒類飲品，分別針
對以上的三項找出更有效的方法，混合再作測試及比較。

測試結果
測試一���
經過觀察，得到以下結果︰

表（一）藥用酒精�／不同酒類飲品的去油表現�（ 與清水
作比較）

藥用酒精 ★★★★★
啤酒

（生力啤）
★

Jolly�Shandy ★
菠蘿味啤酒 ★

米酒 ★★★
紅酒 ★★
白酒 ★★

竹葉青酒 ★★★★
蛇膽酒 ★★★★

註：�5 個「★」為表現最佳，1 個「★」為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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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與油混合時，油點聚集在一起，不能打散。藥用酒精／所有酒類飲品的去油能力均比清水好。酒類飲品中，竹葉
青酒和蛇膽酒最強，它們很容易便把油點打散，分解成細小的油點，但它們都不能夠把油完全去掉。而啤酒（生力啤）、
Jolly�Shandy 及菠蘿味啤酒的去油能力最弱，油點較聚集在一起。

藥用酒精

啤酒（生力啤）

菠蘿味啤酒 Jolly�Shandy

竹葉青酒

蛇膽酒

測試二
�經過觀察，得到以下結果：

�表（二）藥用酒精／不同酒類飲品令葉子變得光澤的表現

藥用酒精 ★★★★★
啤酒

（生力啤）
★

Jolly�Shandy ★
菠蘿味啤酒 ★

米酒 ★★★
紅酒 ★★
白酒 ★★

竹葉青酒 ★★★★
蛇膽酒 ★★★★

註：�5個「★」為表現最佳，1個「★」為最差。

藥用酒精／所有的酒類飲品均能令葉子變得光澤。
酒類飲品中，竹葉青酒和蛇膽酒最能令葉子變得
光澤，而啤酒（生力啤）、Jolly�Shandy及菠蘿味啤酒
的表現最差，只有少許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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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三
清水比藥用酒精／所有的酒類飲品更有效減少布料褪色。而酒類飲品中，竹葉青酒和蛇膽酒的褪色情況最嚴重，
而啤酒（生力啤）、Jolly�Shandy 及菠蘿味啤酒的褪色情況都比清水嚴重。即酒類飲品是不能有效防止布料褪色的，
而酒精含量愈高，褪色情況愈嚴重。

藥用酒精／不同酒類飲品防止布料褪色的表現比較圖片

84

測試四
把測試一及測試二結果中最佳的酒類飲品（竹葉青酒和蛇膽酒）混合起來，重複測試步驟。

竹葉青酒和蛇膽酒混合起來的效果，去油表現及令葉子變得光澤表現與單用時的效果差不多。

單一和混合表現的比較圖片

去油表現

令葉子變得光澤表現

單一（竹葉青酒）

單一（竹葉青酒）

單一混合（蛇膽酒）

單一混合（蛇膽酒）

�混合（竹葉青酒和蛇膽酒）

�混合（竹葉青酒和蛇膽酒）

蛇膽酒

測試後測試前測試前

竹葉青酒

測試後

啤酒（生力啤）

測試後測試前

Jolly�Shandy

測試後測試前

菠蘿味啤酒

測試後測試前

清水

測試後測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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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五
由於之前定下的假設不成立，酒類飲品是不能有效減少
布料褪色的，而酒精含量愈高，褪色情況愈嚴重。我們
在家中搜集一些非酒精的物品再作測試，找出有效減少
布料褪色的最佳方法。我們決定用白醋、鹽和梳打粉再
作測試，重複步驟，分別把布料浸於白醋、鹽和梳打粉
中（冷水及暖水），待 30 分鐘後撈起布料，逐一與沒
有放布料的液體（白醋、鹽和梳打粉）作比較。

結果浸於冷水及暖水中，白醋、鹽和梳打粉的表現均比
清水好，而冷水比暖水的表現更好。

結果分析

所有酒類飲品均能在測試一（酒類飲品比清水更有效
去油）及測試二（酒類飲品能有效令葉子變得光澤）中能
發揮理想的效果。

綜合測試一及測試二：
酒類飲品中，竹葉青酒和蛇膽酒的效果均比其他酒類
飲品好，而啤酒（生力啤）、Jolly�Shandy 及菠蘿味啤
酒的表現最差，由於竹葉青酒和蛇膽酒的酒精含量最
高（分別是 45% 及 35% ），而啤酒（生力啤）�、Jolly�
Shandy 及菠蘿味啤酒的酒精含量較低（分別是 5%、
0.6% 及 0.6-1%）。酒精含量愈高，去油及令葉子變
得光澤的表現愈好。

測試三：酒類飲品減少布料褪色的表現不及清水，而
白醋、鹽和梳打粉（浸於冷水及暖水中）減少布料褪色的
表現均比清水好，而冷水比暖水的表現更好。而白醋、
鹽和梳打粉在冷水比暖水的褪色較少。

優點

1.�材料能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市面上亦很容易
買到。

2.�每種酒類飲品功效都能於日常生活中應用，實用
性高。

3.�材料價錢便宜，可以節省金錢，一般市民也有能力
購買。

4.�材料性質安全，不會損害皮膚。
5.�過程簡單，所需的時間很短，便可達到效果。

困難／改良

困難
1.�擦拭酒類飲品時各人所施力度都不同，令結果有差

異。而且，只能用眼睛判斷效果，較為主觀。
2.�運用酒類飲品時，會刺激到皮膚。
3.�酒類飲品本身會發出氣味，所以在測試過程中需

忍耐。
4.�測試後，清潔所用的用品有點困難，要花的時間

較長。
5.�酒精濃度容易揮發。

改良
1.�為了解決主觀判斷的問題，決定以投票方式來判斷

各用品的表現，以達致公平測試原則。
2.�戴上手套，減少對皮膚的傷害。
3.�帶上口罩，儘快完成測試，完成測試後，用物件蓋

着發出氣味的酒類飲品，避免吸入大量酒類飲品的
氣味，影響健康。

4.�組員間必須分工合作，減少測試浪費的時間。
5.�使用酒精時，要注意密封保存。

總結

八種酒類飲品均能在兩個測試表現中（去油及令葉子變
得光澤）發揮理想的效果。竹葉青酒和蛇膽酒是最佳，
而啤酒（生力啤）、Jolly�Shandy 及菠蘿味啤酒的表現最
差。另外，竹葉青酒和蛇膽酒混合起來的效果，與單用
時的效果差不多。減少布料褪色方面，酒類飲品減少布
料褪色的表現不及清水，而白醋、鹽和梳打粉（浸於冷
水及暖水中）減少布料褪色的表現均比清水好，而冷水
比暖水的表現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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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成思思：這次「常識百搭」令我受益匪淺。在一串的測
試中，學到不少技巧，最重要是學會了一些書本以外
的知識。這次活動，除了增加了我和同學之間的默契，
還學會了如何和別人合作。最後我很感謝黎老師給予
我一個學習機會。

張俊庭：這次的「常識百搭」活動中，我不但學會了
很多關於酒的知識外，還對科學產生濃厚的興趣。我很
感謝老師的栽培，我亦學會凡事都應親力親為及團結。
千萬不要少看這些酒，它眞的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威力！
眞希望能再一次參加這個有意義的活動。

陳樂瑤：我很感謝黎老師的教導，我能有幸參加這個活
動感到十分開心。在過程中，我學會了很多化學原理，
例如︰相似相溶。雖然我們遇到跟假設不一樣的結果，
在老師的指導下我們都能將問題迎刀以解，希望學校能
多給我們這樣的機會參加這樣有意義的活動，更希望下
一年能與今年的隊員繼續努力。

周芷欣：在這次「常識百搭」活動，我學會了很多課外
知識和團隊精神。探究過程中，若少了任何一人，測試
就不能順利進行。除了團隊精神，團隊合作也不可缺少，
因為如果大家不能分工合作，就會浪費時間，以至不能
盡快完成測試。「常識百搭」令我獲益良多，希望下年
能夠繼續參與這活動！

蕭芷曼：很榮幸能夠參加「常識百搭」，我覺得活動
很有意義。今次活動中我們可以和老師一起做測試，
十分難得。另外經過這次活動我不但體驗到組員間合
作的重要性，同時亦讓我們的友誼增進了不少，更能
令我知道酒的其他用途。

黃建城：衷心感謝黎老師的提拔和教導。有幸參加這個
活動，真是很開心。在過程中，我體會和學會了很多的
東西，例如：這個活動令我學習到勇於嘗試的精神及合
作的重要性。當然，在過程中也有不少的困難，但我們
都能一起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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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貼士
同學能從日常生活中得到啟發，透過測試驗證假設，觀察力及環保意識值得加許。在數據表達方面，除了觀察記錄外，宜多使用一些測量儀器加強所得數據的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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