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深圳市蛇口育才教育集團育才一小

教師：巫漢威老師

組員：巫思逸同學、葉書言同學、曾欣妍同學、劉子越同學、李冠穎同學、單楊洋同學

探究意念

測試過程

在我們的成長歷程中，對外界充滿好奇，總有探究的欲望。關於「門」，我們都有過不愉快的經

歷：大多數小朋友都喜歡玩門，由於身體協調和反應速度的原因，他們都很容易被夾傷。此外，

小朋友又會無意中把門關上，並把自己反鎖在內，他們更會被「砰」門聲嚇怕。然而，我們能否

利用家中廢棄材料製作一種家居安全門檔？我們能否對此展開探索，並進行科學測試其效果與安

全性？

收集市場安全門檔產品及分析優缺點：

尋找綠色物料來設計安全門檔及測試：

物料一：捲筒紙內芯

小結： 捲筒紙內芯太小，對拉門所需力的大小沒有影響。

製作前 製作後 抗壓測試

目的：製作門檔，進行抗壓測試其效果和耐用性

材料：紙筒、廢棄橡皮泥圓盒、方形礦泉水瓶、小鋸片、測力計、直尺、有機玻璃、螺絲、螺

	 母、測力計及玻璃珠

步驟：1.	測量門的厚度，製作各種安全門檔

	 2.	測量門檔重量及拉動門所需拉力的大小

	 3.	抗壓測試：測試門檔受到壓力和形變之間的關係

產品 圖片 優點 不足

活頁門檔
門檔插在門活頁上，

安全有效

拿取不方便，不能隨

意調整門的開合度

U型門檔
咬合緊密，使用方便，

有效防止孩子夾手

發泡材料太輕，容易

被風和水改變開合度	

只能朝一個方向改變

門的開合度

斜面門檔
安全有效，門能固定

在一處地方

拿取不方便，門的開

合度不能隨意改變

磁力門檔 耐用，安全有效

只能放在固定位置，

不能隨意改變門開合

度

馬蹄門檔 門的開合度可改變
只能朝一個方向改變

門的開合度

門檔重量與所需拉力的關係

紙芯門檔重量 7克

拉力測試
拉動門所需拉力（牛頓）

沒裝門檔 安裝門檔

第一次 1.65 1.7

第二次 1.75 1.75

第三次 1.7 1.7

平　均 1.7 1.72

紙芯承重與形變之間的關係

承重（公斤）／
紙芯高度（厘米）

0 0.75 1.25 1.5

第一次 10.7 10.6 10 8

第二次 10.7 10.5 9.8 7.5

第三次 10.7 10.3 9.8 7.3

平　均 10.7 10.5 9.9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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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因為紙芯沒有良好的彈性，所以當U型紙芯門檔

承重越重，形狀變化越大。

優缺點分析：U型紙芯安全門檔在不增加拉門拉力的情

況下，能有效防止開關門把手夾傷的事故發生，但因

其沒有良好的彈性，當門檔受到較大的撞擊力時，形狀

變化較大，且沒有彈性不能恢復，所以U型紙芯安全門檔不耐用，不適合長期在家中使用。

物料二：開蓋圓盒 物料三：方形礦泉水瓶

1. 1.3. 3.4. 4.2. 2.

圓盒門檔重量與所需拉力的關係

門檔重量（公斤）
／拉力	（牛頓）

0.48 0.64 0.74 0.87 1.02

第一次 4.2 5 5.4 5.8 6.4

第二次 4.3 5.2 5.5 6 6.5

第三次 4.25 5.15 5.6 5.85 6.55

平　均 4.25 5.1 5.5 5.9 6.48

方形礦泉水瓶門檔重量與所需拉力的關係

門檔重量（公斤）
／拉力	（牛頓）

0.302 0.502 0.705 0.902 1.1

第一次 2.5 3.25 4.6 4.8 5.4

第二次 2.55 3.1 4.3 4.9 5.4

第三次 2.4 3.3 4.4 4.9 5.2

平　均 2.48 3.21 4.43 4.87 5.33

小結： 當圓盒門檔越重，所需拉門力便越大。

小結： 圓盒承重越重，形狀變化越大。當承重超過4千

克時，圓盒形變嚴重。

優缺點分析：開蓋圓盒門檔能通過增加石頭或其他重

物，來隨意改變門檔的重量，從而改變所需拉力的大

小，能達到抵抗風吹門時突然關門的情況。但是由於圓

盒是開放式，小孩能輕易取盒裡的東西，產生安全隱患。當圓盒承重達到4千克後，形狀變化嚴

重。

圓盒承重與形變之間的關係

承重（公斤）／
紙芯高度（厘米）

0 0.75 1.5 2.5 4 5

第一次 7.2 7 6.6 6.1 5.5 2.8

第二次 7.2 6.9 6.7 6 5.3 2.6

第三次 7.2 7 6.5 6.1 5.6 2.6

平　均 7.2 6.97 6.6 6.07 5.47 2.67

小結： 方形礦泉水瓶門檔越重，所需的拉力越大。

1100克方形礦泉水瓶承重與形變之間的關係

承重（公斤）／
紙芯高度（厘米）

0 0.75 1.5 2.5 4 5

第一次 6.3 6.2 6.1 6 6 5.9

第二次 6.3 6.2 6.2 6.1 5.9 5.9

第三次 6.3 6.3 6.1 6.1 6 5.8

平　均 6.3 6.23 6.13 6.07 5.97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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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方形礦泉水瓶承重增大，水瓶形變不明顯。

科學原理

結論

塑膠是重要的有機合成高分子材料，應用非常廣泛，但是廢棄塑膠帶來的「白色污染」也越來越

嚴重。大多數塑膠質輕，化學性穩定，且不會銹蝕。另外，塑膠耐衝擊性好，具有較好的透明性

和耐磨耗性。塑膠更有絕緣性，導熱性低。

百度百科(N.D.)：塑膠（高分子化合物），檢自http://baike.

baidu.com/，瀏覽日期：2017年2月16	日。

本次活動得到學校領導和家長的大力支持，還有張偉老師說

明視頻方面的資訊技術處理，在此向各方致以萬分感謝。

U型紙芯門檔能防止開關門把手夾傷的事故發生，但沒有良好彈性，容易損壞。另一方面，開蓋

圓盒門檔能改變重量，而改變所需拉力的大小。至於開放式的圓盒，小孩較易取得盒內的東西，

故此產生安全隱患。最後，方形礦泉水瓶門檔能改變重量，門檔越重，所需拉門力越大，隨著承

重增大，水瓶的形狀變化不明顯。

感想

參考資料

鳴謝

巫思逸同學：爸爸和我在家裡一起製作環保門檔，在過程中，我非常感歎爸爸對科學研究認真的

態度，以及他對材料和製作工藝不斷改進的過程。在家裡，現在這些安全門檔都能運用到生活

中，非常實用。

單楊洋同學：在這次科學活動中，我跟著巫老師一起做實驗、測試，並且收集到很多資料，老師

又教導我們怎麼樣整理資料。

李冠穎同學：為了準備這次活動，我們認真思考了老師的提問，其後與老師一起討論、制定研究

計劃，讓我們成功完成了整個科學探究。

探究用料環保，同
學們能善用廢料進
行測試。同學們用
心比較多種門檔的
製造，所得出的數
據結果客觀。

學校：嘉諾撒小學

教師：王啟聰老師、方志新老師、陳計光老師

組員：鍾穎欣同學、林愛純同學、楊少萱同學、彭詩雅同學、周欣樂同學、鄧祉晴同學

探究意念

科學原理

測試過程及結果

雖然香港位處亞熱帶地區，但在冬季時有時候都會寒冷，一般人會考慮打開電暖爐或以空氣調節

系統以取暖。但是，根據機電工程署的網頁指出，這些用品都是一些用電量極高的電器，一般電

暖爐會製造出30至50攝氏度的暖風。耗電量約為1000至2400瓦特(機電工程署，n.d.)，故長時間

電暖爐使用將會花費大量電能。

事實上，根據香港天文台數據得知香港在冬季的日照時間和日照可應用率都不低(香港天文

台，2014)。我們希望能夠嘗試利用太陽能為室內提供熱能，藉此減少人們在日間使用耗電的電

暖爐，從而做到節能的效果。

我們曾經試過在冬天將一個黑色的環保袋放在太陽下曝曬了一段時間，後來環保袋裏的東西都變

熱了。這個現像啟發了我們進行這次研習的實驗設計。這次研習所初步構思利用的科學原理包

括：

基於以上的科學原理，我們在開始時設置了以下的測試模式，希望做到太陽能的暖風發放裝置。

熱的傳遞方法主要可分成傳導、對流和輻射，而太陽的能量會藉「太陽光」來傳送，「太陽光」

包括了一般可見的光、紅外光和紫外光。當這些「光」照射到地球上的物體時便會將熱以輻射的

方式帶到該物體，而令物體內能量上升，溫度因而上升。熱亦可以藉對流的方式於空氣中傳播，

當空氣受熱時，空氣的密度會減少，受熱的空氣便會上升，周圍較冷的空氣便會補充形成一個循

環，熱就會藉空氣的流動傳播。

我們所看到的「顏色」，是由光投射在一些不透明的物件上，物件吸收了部分顏色的光，而只讓

部分顏色的光反射出來，所以我們看到物體的顏色，是這件物件吸收不同顏色的光後，反射出來

的顏色光。（邵燕樑，2003）我們之所以看到黑色，是因為當光照射黑色物體的表面時，所有的

光線都被物件吸收了。由於沒有光反射出來，我們便看到物件是黑色的。由於黑色的物件可以吸

收最廣的光譜的「太陽光」所帶來的能量，從而令物件內能量上升。所以黑色的物件應該是最「

吸熱」的顏色。

熱的傳遞：

顏色和熱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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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室內的空氣用泵或風扇由管道引入一個蓋上黑色紙的箱子中，然後把這個箱子置於室外陽光可

以照射到的地方，從而令盒內空氣升溫。當室內較寒冷的空氣從管道流入較暖的箱子後，再用泵

或風扇抽出較暖的空氣回室內，從而令室內氣溫上升。

1.	利用電子溫度計量度抽入空氣位置的溫度

2.	把整個裝置放於太陽光照射到的地方

3.	啟動泵或風扇將空氣泵入裝置

4.	利用電子溫度計量度裝置內的溫度

5.	利用電子溫度計量度裝置排出空氣的溫度

6.	每5分鐘記錄一次三個電子溫度計的讀數

7.	把數據整理，並分析結果

在測試中，我們發現用黑色紙蓋著的

箱內溫度上升的幅度並不高，箱內溫

度在陰天時只比箱外溫度上升了攝

氏1-2度，而在晴天時亦只上升了5-6

度，箱內上升的溫度不足以加熱其泵

進去的空氣。因此，不論在陰天或晴

天，經裝置處理的空氣所上升的溫度

亦不足1.5度。在找尋資料後，我們估

計可能是因為以下原因而令裝置未如

預期運作。首先，由於箱被黑色紙所

覆蓋，太陽光不能直接到達箱內，所

以未必能將能量帶到裝置內。另外，

網絡資料指出黑色除了「吸熱快」，

散熱能力亦高，所以這些原因或令箱

內空氣不能被加熱。在這時候，我們想起用玻璃或透明膠板搭建的溫室可以有效的將熱利用溫室

效應困於溫室中，因此我們以此作參考並改良設計。

以下為裝置所得到的結果：

裝置的初步設計：

步驟：

分析：

將設計加入溫室提高溫度的機制，而同時保留黑色以作吸收太陽藉輻射傳遞的能量。把裝置向着

太陽的一面用黑色紙掩蓋，改為蓋上一塊透明的膠片。此外，將箱子的內壁鋪上了黑色紙。溫室

提高溫度的機制是當光照射到溫室後，陽光透過透明的屋頂進入溫室後，透明的膠片或玻璃可以

阻止熱以對流形式流失，故溫室的溫度會不斷上升。我們預計陽光能穿過膠片進入箱子中，而黑

色箱子內部亦能有效吸收來自太陽的能量，同時期望透明膠片能阻止能量藉對流的方式輕易地從

裝置中流失。

第一次修正測試設計：

初步測試設置圖

利用初步設計30分鐘內入風口和排氣口溫度相差統計圖

在第二次設計中，我們在裝置中加入一些

屈曲的鋁管，從而模仿小腸外貌特徵。這

設計能延長空氣逗留在裝置的時間，並可

以在裝置中各部分遊走，讓泵入的空氣能

有足夠時間被充分加熱，令裝置的製暖效

能更高。

以下為改良裝置在測試中所得到的結果：

第二次修正測試設計：

第一次修正設置圖

利用第一次改良設計30分鐘內入風口和

排氣口溫度相差統計圖

測試結果得知改為以透明膠板，以造成一個有溫室效應的裝置的確能更有效令裝置提高溫度。測

試中，箱內的溫度比外面的氣溫高約攝氏14度，可見溫室效應的確能協助裝置提高溫度。雖然箱

內溫度上升了，但發現泵出的風的溫度卻上升得沒那麼明顯。這可能是由於風在泵入箱內，很快

便升到出口離開了，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讓空氣變暖，所以泵出的空氣溫度沒有預期的高。為了

減慢空氣離開裝置的時間，讓空氣能充分加熱，我們可以借鏡小腸的構造，再一次修正設計。

第二次修正設置圖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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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改良裝置在測試中所得到的結果：

第二次修正後實驗設置圖

在加入一條黑色鋁管後，結果如預測般。在測試中，我們可以觀察到無論在晴天還是陰天，排出

的風溫度都比進風口的溫度上升了，溫度上升的效率比沒加鋁管時高得多。排氣口的溫度更高於

裝置內的溫度。

對於這個測試結果，我們就認為由於鋁管在箱中屈曲，空氣在管道內有充足時間去吸收箱中能量，

而且鋁管本身也有效吸收來自太陽的熱能，所以加入鋁管後排風口的溫度比裝置內的溫度更高。

探究數據指出即使氣溫較低，但如果當天陽光充沛，裝置的效能亦會很高。相反，在氣溫較高的

日子唯缺少陽光，裝置所轉換熱能的效能則較弱。因此，我們認為氣溫不是影響裝置升溫結果的

主要因素，反是陽光的照射程度。

文初提及香港天文台數據顯示香港在冬季的日照時間和日照可應用率不低，經過這次探究活動，

我們認為利用制作裝置排放如電暖爐的暖風是可行的。我們認為可以探究面積越大的裝置能不能

更有效轉換熱能。此外，亦可以測試此設計在香港都市生活中的實用性。

分析：

結論及建議

參考資料

邵燕樑(2003)：色彩的基本知識，檢自http://

www.macaua r t . ne t /Comment /Con ten tC .as -

p?cid=106&id=73，瀏覽日期：2017年1月20日。

香港天文台(2014)，從氣候角度看香港的太陽能

資源，檢自http://www.hko.gov.hk/education/arti-

cle_uc.htm?title=ele_00443，瀏覽日期：2017年

3月5日。

香港天文台(n.d)：輻射小知識	 -	 太陽輻射，檢自

http://www.hko.gov.hk/prtver/html/docs/radiation/

tidbit/201003/solar_uc.shtml，瀏覽日期：2017年

2月25日。	

機電工程署(n.d)：電力資訊站，檢自http://eic.

emsd.gov.hk/tc/electricity_classroom_8.html，瀏覽

日期：2017年2月25日。

1.

2.

3.

4.

探究方法嚴謹，能夠顧及各種
因素（如天氣、溫度、光線是
否充足等）對結果的影響。此
外，發明亦具實用性。欣賞
同學們勇於改進作品的認真
態度，所製作的模型，別具心
思。由於本發明需要從室內用
風扇或泵抽入較冷的空氣到裝
置而使用了一些能源，建議同
學可以補充這個發明的能源效
益。

教師：陳穎鈞老師、陳明欣老師

組員：呂聖澤同學、陳朗翹同學、張凱盈同學、安智恩同學、李宏儀同學、樂翹郴同學

學校：靈糧堂秀德小學

探究意念

科學原理

測試材料

自從工業發展以來，各種石油產品已經成為了我們生活的必需品。當中，聚苯乙烯(香港俗稱發泡

膠)因為其高耐熱性和輕的特點，更被普及用於食品包裝、製作成免沖洗容器、隔熱、防震、隔

音，甚至被用作建築材料。可是，廣泛使用發泡膠亦使現在產生了大量發泡膠廢物。

由於廢棄的發泡膠無法被生物降解或被光分解，所以我們只可用堆填或焚化來處理發泡膠廢物。

如果人類繼續這樣處理發泡膠廢料便會對堆填區造成巨大的負荷。另外，發泡膠會在燃燒時釋出

大量黑煙（如碳微粒）和有毒氣體，包括一氧化碳等，造成環境污染。此外，氣化發泡膠微粒和

致癌物質PAH不但刺激生物的呼吸道，也是很可怕的致癌物。

多年來，科學家們致力找尋解決發泡膠造成的環境污染的方法，近年有研究顯示麵包蟲體內有一

種特殊的細菌（紅菌）可以將發泡膠自然分解。因此，我們希望探究是否可以利用麵包蟲這種特

性，以生物方法分解發泡膠。如可行，我們就可以減少發泡膠廢物對堆填區造成的壓力，也能減

少燃燒發泡膠造成的空氣污染。

我們用不同的食物來餵養麵包蟲，並定期（每隔三至四天）量度麵包蟲的重量、數目、進食量和

發泡膠的進食量的數據，比較不同食物組群的麵包蟲的健康情況和計算麵包蟲消耗發泡膠的效

果。

麵包蟲、膠盒(飼養麵包蟲)、電子磅、筷子、筲箕、發泡膠、麥皮、豆類、菜葉

A)	由於蟲的大小有異，我們先將蟲按重量分組，並記錄每組的蟲的數目。

B)	定期量度每組蟲所進食的發泡膠量，以估算特定重量的麵包蟲在限定時段裡消耗發泡膠的重量。

C)	比較不同組別所進食的發泡膠量，以判斷哪些因素能令麵包蟲能進食多些發泡膠。

進食發泡膠的麵包蟲和進食其他正常食物的麵包蟲一樣健康，我們以不同組的麵包蟲的重量和數

目作為麵包蟲的健康指標來比較蟲的健康，方法如下：

A)	麵包蟲的體重增長越高，代表麵包蟲越健康

B)	麵包蟲的數目減少得越多，代表麵包蟲越不健康

比較消耗發泡膠的效果的方法：

假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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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過程

測試一：

驗證假設一「進食發泡膠的麵包蟲和進食其他正常食物的麵包蟲一樣健康」。根據兒童的科學

(2016)，麵包蟲「可以把發泡膠分解，並排出體外。吃了發泡膠的麵包蟲身體亦非常健康，跟其

他吃米糠長大的麵包蟲無異，甚至比一般的更肥美。」在測試一中，我們把購買的麵包蟲分成不

同組別，每組的蟲數量和蟲重量相約：數量約31-33條，重約30克。為了印證進食發泡膠的麵包

蟲健康與進食其他食物的麵包蟲一樣，我們分別只為每組的麵包蟲提供單一食物：一組進食發泡

膠，一組進食麥皮，還有一組進食菜葉。

假設：

起始各組麵包蟲的健康情況一樣(同一批次)，牠們所得的營養都來自食物，經過一段時間後，如

食物的營養相同，麵包蟲的數量和重量會相同。如果不同，我們可從蟲的數目、重量和進食食物

量，評估麵包蟲依靠這種食物的生長情況。三組麵包蟲中，各組的餵食如下:

菜葉組：20克生菜	 	 	 麥皮組：20克麥皮

發泡膠組：3克發泡膠。每隔三、四天記錄蟲的數目和蟲的重量，並分隔和清理蟲的排泄物，記

錄蟲所進食的食物的重量和補充食物。

在第四天進行的第一次查測發現：菜

葉組的一組麵包蟲全部死亡。在查找

資料後，我們得知麵包蟲生活習性耐

旱不耐濕。可能葉菜的含水量太高，

造成了麵包蟲的死亡，因此只剩發

泡膠組和麥皮組繼續進行測試。故圖

一至圖四均只有兩組麵包蟲的數據比

較。

圖一和圖二顯示的是兩組麵包蟲進食

食物的重量。圖一的數據顯示每隔三

天或四天，蟲的進食量數據。以食物

的重量計算，發泡膠組的蟲的食量明

顯少於麥皮組的蟲的食量。原因與發

泡膠的性質－體積大但重量輕有很大

的關係。另一現象是：兩組的進食量

（非累計）隨日子遞增而呈現下降的

趨勢；我們相信原因是和兩組蟲的數

目（因死亡）減少有關（見圖三）。

測試一結果：

（圖一）

（圖二）

與書本的資料不同，我們發現進食發

泡膠組和進食麥皮組兩組麵包蟲的死

亡率也有很大差別：在餵食30天後，

每次的量度時，我們都發現進食發泡

膠的蟲的死亡數量遠多於進食麥皮的

蟲的死亡數量，而且很少留有完整的

蟲體，只剩小得難以看到的殘體或軀

殼。到後期進食發泡膠的麵包蟲只剩

6條(而進食麥皮組的還有23條)。數據

明顯指出進食發泡膠的麵包蟲未能從

我們所給的食物（發泡膠）中得到應

有的維生營養而互相吞吃。

故此，我們有理由相信麵包蟲體內雖

然有細菌消化發泡膠，但麵包蟲不能

單靠進食發泡膠維生，更不像書中介

紹「只進食發泡膠的麵包蟲比進食其

他食物的麵包蟲『健康肥美』」。

把新購入的麵包蟲分為六組，每組的蟲的數量和重量相約：35－38條，重20.3克－20.7克。每組

餵食如下食物：

•	第一組（綠豆5克→5克麥皮）	 	 •第二組（紅豆5克→5克麥皮）

•	第三組（黃豆5克→10克麥皮）		 •第四組（麥皮5克→10克麥皮）

•	第五組（眉豆5克→15克麥皮）		 •第六組（白米5克→15克麥皮）

（圖三）

（圖四）

測試二：

不同的食物或食物量對麵包蟲進食發泡膠可能有不同的影響。從測試一中，我們了解到麵包蟲不

能單靠餵食發泡膠生存。由於麵包蟲是榖倉害蟲，所以我們在測試二的前期分組加餵其他榖倉食

物，以探究加餵不同的食物後，榖倉食物可否讓麵包蟲多吃發泡膠，和哪種榖倉食物能使麵包蟲

消耗更多發泡膠。

測試方法：

前期（首二次）後期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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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甲顯示了每一時段裏（由於學校活動的

影響，一般相隔7－8天進行一次量度；第

三次和第四次觀察則因假期所以相隔14天

才進行量度），各組麵包蟲進食發泡膠的進

食量（不累計）。

由圖五所見，第一至第二次的觀察發現，麵包蟲雖有不同的榖倉食物，但除了麥皮量減少較多

外，其他組的食物量沒有減少或減少不大，表示麵包蟲完全沒有進食或進食很少量的其他榖倉食

物。我們估計由於綠豆、紅豆和黃豆的外皮太硬，以致麵包蟲未能咬食這類榖倉食物。

由於，麵包蟲並沒有如預期進食不同食物，實驗二「不同食物對麵包蟲進食發泡膠的影響」未能

繼續進行。

在第二次觀察後，我們將其他榖倉食物改為不同重量的麥皮。探究亦由轉為探究「不同重量的食

物－麥皮對麵包蟲進食發泡膠的影響」。我們推測是麵包蟲在正常的食物不足下，會進食更多的

發泡膠。新的假設是：麵包蟲進食發泡膠的量和麵包蟲得到正常食物量成反比（即是當麥皮量多

時，進食發泡膠量少）。故此，六組蟲改分三批，每批兩組，加入麥皮量分別是:第一批5克；第

二批10克；第三批15克；以對比不同麥皮量對麵包蟲進食發泡膠的影響。

量度包括：1)	蟲的重量、2)	蟲的數目、3)	發泡膠的進食量、及4)	其他食物的進食量。在每次量

度後，為每組麵包蟲補添：1)	1.4g的菜葉	（芥蘭葉）,	和2)	與已進食了麥皮等重的麥皮。

•	1.4克的菜葉（芥蘭葉）（為麵包蟲提供水份）

•	1.6克重的發泡膠杯

由於麵包蟲進食的發泡膠重量很輕，較難量度重量，所以在測試二中，我們每7天才進行一次量度。

（圖五）

（圖五甲）

每組另外給予：

測試二的前期和後期：

測試二發現：

圖中看到：

從圖六甲和圖六乙的累計圖和數值上看到在27天裡：

1.	首週各組麵包蟲(不論有否進食其他榖倉食物)進食了最大量的發泡膠。與其後的任何時段的進		

	 食發泡膠量相比，高出最少3-4倍。

2.	部份組別第四次的發泡膠進食量突增，主要是因相隔了14天(約2倍時間)才進行量度。

•	第一批蟲(餵食5克麥皮)共進食了18.5克麥皮和2.8克發泡膠

•	第二批蟲(餵食10克麥皮)共進食了22.1克麥皮和2.4克發泡膠

•	第三批蟲(餵食10克麥皮)共進食了22.3克麥皮和2.2克發泡膠

「食物－麥皮量對麵包蟲進食發泡膠的影響」

（圖六甲）

（圖六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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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二的另一個發現是：

1.	第三批蟲（即獲得最大量麥皮－15克麥皮）的兩組蟲的死亡最多（死了7條)，其他兩批10克麥	

	 皮的兩組死了3條，5克麥皮的兩組死均沒有蟲死亡（見圖七甲）

2.	第一批5克麥皮的兩組蟲，蟲重由40.8克上升到46.1克；第二批10克麥皮的兩組，蟲重由40.9克

	 上升至46.3克

3.	第三批獲得15克麥皮的兩組蟲，雖有最多的蟲死亡，也由實驗開始時的41.3克上升到43.2克（見

	 	圖七乙）

•	第一批每條蟲的重量:	0.5829克→0.6586克每條蟲增重0.0757克

•	第二批每條蟲的重量:	0.5527克→0.6521克每條蟲增重0.0994克

•	第三批每條蟲的重量:	0.5900克→0.6857克每條蟲增重0.0957克

雖然測試結果和我們的假設相符：食物-麥皮量與對麵包蟲進食發泡膠的量成反比，但我們不能確

定這種反比關係，因為我們的數據無論在數值上或是以量度的次數計算都太少了。

（圖七甲）

（圖七乙）

應用

困難

建議

結論

總結

感想

由實驗觀察到：麵包蟲初期能較快和較大量地進食發泡膠。在有其他食物的供應下，麵包蟲能較

健康地存活和繼續進食發泡膠，以生物降解這較環保的方法幫助我們消除部份發泡膠廢物。

麵包蟲生物降解發泡膠雖然環保，但以目前大量生產和使用發泡膠所造成的龐大廢物量相比，麵

包蟲所能產生的減廢效果可說是杯水車薪，微不足道。不單如此，麵包蟲還是榖倉害蟲，如果在

餵養時管理不慎，讓牠們進入自然環境，會對農作物及榖物儲存造成破壞。就測試而言，數算麵

包蟲數目和量度麵包蟲的進食量不但要細心，也要有很大的耐性。在量度麵包蟲所進食的發泡膠

重量時，因為進食量不大、發泡膠也很輕，所以造成了量度的困難。

1.	增加麵包蟲的數量，以便取得更準確的數據作分析，例如進食發泡膠的重量	

2.	定時進行量度，例如每週一次，減少比較數據時的困難

3.	集中探究麵包蟲進食正常食物量（麥皮）和進食發泡膠重量的反比關係：增加組別，例如除了	

	 5克麥皮、10克麥皮、15克麥皮三組外，增加1克、2克、3克等組別，了解正常食物-麥皮供應	

	 少或供應不足的情況下，會否令麵包蟲進食更多發泡膠

1.	麵包蟲在一開始接觸發泡膠的時候，會進食較大量的發泡膠，但進食發泡膠的量隨後會明顯減	

	 少，顯示麵包蟲幫助消耗發泡膠的效能有限

2.	雖然麵包蟲可以進食和消化發泡膠，但牠們不能只靠進食發泡膠生存	

3.	食物-麥皮的餵食重量和麵包蟲進食發泡膠的重量成反比的這個假設不能確定

麵包蟲能進食發泡膠，但不能單靠進食發泡膠生存。麵包蟲進食發泡膠的能力有限，我們不能依

賴麵包蟲進食發泡膠去減少發泡膠廢物，以減輕堆填區的負擔或燃燒發泡膠造成的空氣污染。我

們應更多地從源頭減廢，減少發泡膠的生產和將發泡膠重用，減少發泡膠廢物。

樂翹郴同學：科學探究要有耐性，也要細心，才能量度出準確的數據並減少錯誤。在數算麵包蟲

時，麵包蟲很難夾，我們要避免弄傷麵包蟲。有時我們一不留神，忘了數目，又要重新再算一

次。量度時每次都要做「去皮」這一步驟，目的是要量度準確的數據。我也學習到探究要不怕

髒，因為每次幫麵包蟲清理蟲屎時都很臭，有時亦會弄到滿手都是蟲屎，但我們也沒有怕辛苦而

放棄。

呂聖澤同學：在這次探究中我們雖沒有得到很確切的結論：麵包蟲可以減少發泡膠廢物，但卻令

我有更多的反思。我們應在源頭減廢，而不是製造了大量污染後才想法子補救，探究也令我更想

知道和更想找到其他方法來解決污染的問題。

安智恩同學：我們這次探究要利用麵包蟲進行測試。在測試中，有不少麵包蟲死亡。雖然麵包蟲

是害蟲，但它們仍成為了測試探究的竹戈犧牲品。我認為人類應好好愛護自然，而不是利用或犧

牲其他生命去解決我們的問題和滿足我們的需要。我們要尊重生命，即使那只是一條小小的麵包

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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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儀同學：我認識到探究要不怕辛苦和骯髒。在這次探究中，我們要定期量度麵包蟲的進食情

況，數數目和量重，其中一項工作是要將麵包蟲的屎和吃剩的食物分開，這是很骯髒也很煩瑣和

辛苦的工作，但我們為了探究就必須做這些工作。我也體會到探究要不放棄，不怕失敗。

張凱盈同學：在這次探究中，我領悟到探究並不像想像般容易，探究需要很多時間和不怕失敗。

我也更明白愛迪生所說的話「我沒有失敗，我是成功地找出了上千種不能製造燈炮的物料。」當

實驗結果與我們的設計和預測不同時，我們也懂得多思考和改變探究方向。

陳朗翹同學：我們在探究中學習運用了不同的探究方法，例如假設、量度、記錄、數據分析等，

還學會了怎樣正確地使用儀器和工具。這個探究也令我產生了很多的提問，例如為何麵包蟲體內

的紅菌能分解發泡膠？我們可不可以直接只用紅菌而不用麵包蟲而能將發泡膠分解？希望日後能

有機會在探索這些問題，並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

探究問題切合實際需
要，探究設計有系
統，且題目夠創意。
欣賞同學懂得從多方
面引證麵包蟲進食發
泡膠的能力，使測試
更具說服力。

教師：何日利老師、柳樺老師

組員：舒江樂同學、張子宇同學、梁曦雯同學、羅梓欣同學

學校：中山火炬開發區香暉園小學

探究意念

探究目的

科學原理

設計思路

設計前準備

室內養魚已經成為大眾的喜好，而養觀賞魚最麻煩的環節便是頻繁換水。現時市面上有以吸附顆

粒、曝氣、強過濾為主的免換水生態魚缸，價格較貴，且耗電量高，不符合現代生活提倡的“低

碳生活＂理念。據文獻所知，沉水植物在野外池塘、河流或人工類比生態系統中都具有較強的淨

化水質效果，那是否能在魚缸中植入沉水植物達到淨化水質的效果呢？

測試沉水植物是否能淨化魚缸水質；單一叢群沉水植物和沉水植物組合叢群，哪個具有較強的淨

化水質效果；沉水植物的淨水效果是否與生物量有關。

沉水植物淨化水質的原理：沉水植物的莖、葉可吸收水體氮、磷等營養鹽，根系可從底泥吸收營

養鹽，同時抑制底泥營養鹽的釋放。由此調節水體營養平衡，以達到淨化水質、提高水體透明

度、增加水體中含氧量、抑制藻類生長的效果。不同種類的沉水植物對水體造成的影響也不同。

而往往由幾種沉水植物構成的群落對水體的淨化效果要比單一叢群的淨化效果明顯。	

氨氮：指水中以遊離氨（NH3）和銨鹽（NH4+）形式存在的氮。觀賞魚缸水體中的氨氮主要來自

於魚類糞便和過剩飼料。它們與水體底層有機物和細菌的分解作用產生大量氨氮。由於氨具有較

高的脂溶性，能降低血液的載氧能力，從而降低魚體免疫力。一旦魚類發生疾病，便會加速病魚

死亡。

溶解性固體總量：指溶解在水中固體的總量，是水質的一個重要指標。溶解性總固體等於總礦化

度。溶解性固體總量會隨著魚類排泄大量糞便和過剩飼料腐爛而逐漸升高。

先搜查資料，初步瞭解魚缸的配置、水草的栽種方式，調試水質。再進行以下探究：1、比較不同

種類沉水植物的淨水效果；2、比較組合栽種沉水植物的淨水效果；3、比較不同生物量同種沉水

植物的淨水效果。本探究將對比分析溶解性固體總量、氨氮含量兩個指標，以此探究沉水植物在

魚缸中的淨水效果。

魚缸：經調查，多家水族館的魚缸配

置均可分為魚缸和草缸（如下圖），

而草缸更具有欣賞性，且水草能為魚

類提供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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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種類的選擇：金魚食性很廣，屬於以動物性食料為主的雜食性魚類。與其他魚類相比，市場價

格較為便宜。

水草的選擇：魚缸栽種的水草首選沉水植物。與挺水植物、漂浮植物、浮葉植物相比，沉水植物

生活在水層下面，更具有生長優勢，適宜魚缸栽種。據資料顯示，在天然水域中廣泛分佈且適種

於魚缸的水草有：金魚藻、苦草、黑藻、水車前草、丁香蓼等。本探究選擇苦草、金魚藻、黑藻

作為測試對象。

調試水質：

1. 增加自來水的含氧量：

	 曝氣，每天測定水體含氧量。使用含氧量測定試劑盒測定，方法如下：

	 1.	 用被測液沖洗比色管三遍，並裝滿

	 2.	 依次滴入1號和2號試劑各3滴，搖勻，靜置3-5分鐘

	 3.	 滴入3滴3號試劑，搖勻

	 4.	 對照比色表

2. 降低自來水的餘氯含量：

	 曬水，每天測定水體餘氯含量。使用餘氯測定試劑盒測定，方法如下：	

	 1.	 取10mL被測溶液，倒入三角燒杯

	 2.	 滴三滴餘氯測試劑，並搖勻

	 3.	 對照比色表

結果：		

結果：		

曝氣天數 0天 1天 2天 3天

結果圖

含氧量（mg/L） 1.0 1.5 2.5 2.5

曝氣天數 0天 1天 2天 3天

結果圖

含氧量（mg/L） 0.5 0.2 <0.05 <0.05

3. 結論

	 根據實驗結果可得，曝氣2天即可使含氧量高達2.5mg/L並穩定，曬水2天即可使水體餘氯含量		

	 降低至0.05ppm以下，符合金魚生存的水質要求。

環境條件 溫度oC 含氣量	mg/L pH 餘氣	ppm

範圍 0-39 ≥0.4 5.5－9.5 ≤0.1

金魚對水環境的耐受範圍

測試器材與材料

探究過程及注意事項

沉水植物：摘掉腐葉，用自來水清洗兩遍，並用0.1%的高錳酸鉀進行消毒5分鐘，再用自來水清

洗乾淨，擦乾，稱量。以盆栽形式種好，鋪上白碎石，放入桶內。

1. 溶解性固體總量（TDS）的測定：將多功能水質分析儀的探針放進

水桶水層下，晃動幾下，等資料穩定後，記錄下TDS的資料。

試劑：

金魚：挑選體長為4-5厘米的魚，洗淨，放入實驗桶中。

白碎石：直徑為1-2厘米，用自來水沖洗乾淨，並用0.1%的高錳酸鉀進行消毒10分鐘，再用自來

水清洗乾淨。

多功能水質分析儀：用於測溶解性固體總量。

分光光度計：用於測氨氮含量。

水桶：桶下底直徑為0.34cm，上底直徑為0.37cm，高度為0.37cm。用0.1%的高錳酸鉀進行消毒10

分鐘，自來水清洗乾淨，注入水深28cm。

自製塞氏盤：用以測水體透明度，自製過程參考圖1。

其他材料：量筒、燒杯、三角瓶、漏斗、濾紙。

圖1：塞氏盤的製作過程

1. 畫直徑6厘米的圓，並剪好 2. 噴黑白漆 4. 畫刻度3. 打孔、穿繩、底部綁重物

0.1%的高錳酸鉀的配置：5g高猛酸鉀加水4995mL。

氨氮測試試劑：氨氮標準液、酒石酸鉀鈉、納氏試劑、10%硫酸鋅溶液、25%氫氧化鈉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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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過程及結果

2. 氨氮含量的測定：採集樣品送去中山市火炬水務有限公司測定，測定方法為納氏試劑光度法。

3.水體透明度的測定方法：將塞氏盤放入水中，直至看不見白色盤，即可將	

	 塞氏盤拿離水面，讀出繩子上的被浸濕的刻度，即為水體透明度。

4.注意事項：實驗期間，每天需要曝氣40分鐘；一旦出現死魚，則及時更換。

測試一：比較不同種類沉水植物的淨水效果

目的：探究哪種沉水植物的淨水效果最強。

過程：實驗採用苦草、金魚藻、黑藻三種沉水植物，分別設對照

組，苦草組，金魚藻組、黑藻組（表1）。每組四個平行，預設

週期為7天，但由於儀器故障，實驗週期實際為11天。第7天時，

黑藻組實驗桶已無黑藻植株，其水體透明度降低，故停止該組實

驗（圖2），在停止、清理黑藻組實驗桶前，測各桶水體的溶解

性固體總量，並取一些水樣進行保存。實驗結束時測試每桶水體

的氨氮含量。

表1：實驗分組及處理

圖2：實驗分組圖（拍攝於第4天）

氨氮的測定過程

實驗分組 處理

對照組 僅投入兩條金魚

苦草組
投入兩條金魚、

90g苦草

金魚藻組
投入兩條金魚、

90g金魚藻

黑藻組
投入兩條金魚、

90g黑藻

結果及分析：

(1) 水體透明度：實驗進行到第7天時，黑藻組已無黑藻植株，

水體渾濁發臭，因此，黑藻組實驗被迫停止。而此時，黑藻組

的水體透明度為68.75%，其他組的水體透明度均為100%。據

觀察，這可能是三月份的天氣較冷，導致黑藻腐爛所致。

(2) 溶解性固體總量、氨氮含量：與苦草組、黑藻組對比，金魚藻組的溶解性固體總量最低，為

268ppm。但苦草組、金魚藻組、黑藻組實驗桶的溶解性固體總量均高於對照組。據觀察，苦草

組、金魚藻組的水質均比對照組清澈，這說明溶解性固體總量不能指示水體的渾濁程度，但對

比可得，金魚藻的淨水效果比苦草、黑藻的淨水效果強。同時，對比各組實驗的氨氮含量，黑

藻組>對照組>苦草組>金魚藻組，可得知金魚藻組實驗桶的水質最好。

結論：金魚藻對養魚水體淨化效果最好。	

測試二：比較不同種類沉水植物的組合栽種叢群對水質的淨化效果

目的：探究哪個組合栽種的沉水植物叢群淨水效果最強

過程：將苦草、金魚藻、黑藻三種沉水植物進行隨機組合栽種在水桶裡，實驗設為對照組，苦+金

組，苦+黑藻組，金+黑組，苦+金+黑組（表2）。每組四個平行，實驗週期為11天（圖3）。結束

時測定每桶水體的溶解性固體總量、氨氮含量。

表2 實驗分組及處理

圖3: 實驗分組圖（圖拍攝於第4天）

實驗分組 處理

對照組 僅投入兩條金魚

苦+金組 苦+金組

苦+黑組 投入兩條金魚、45g苦草、45g黑藻

金+黑組 投入兩條金魚、45g金魚藻、45g黑藻

苦+金+黑組 投入兩條金魚、30g苦草、30g金魚藻、30g黑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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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實驗組均比對照組的溶解性固體總量高。在四個實驗組中，苦+金組的溶解性固體總量最

低，為275ppm。據觀察，苦+金組的水體最清澈。對比各組的氨氮含量，苦+金組實驗桶的氨氮

含量最低，為2.75mg/L，苦+黑組實驗桶的氨氮含量最高，為4.15mg/L。

結論：苦草與金魚藻組合叢群對養魚水質淨化效果最好。但比金魚藻單一叢群淨水效果差。

測試三：探究金魚藻生物量的改變對魚缸水質的影響

目的：探究不同生物量的金魚藻淨水效果如何

過程：將金魚藻按222g/m2、444g/m2、888g/m2的生物量設置，設為對照組、低生物量組、中

生物量組、高生物量組。分別往對照組、低生物量組、中生物量組、高生物量組的桶裡投入0

、20g、40g、80g金魚藻及兩條金魚，每組三個平行，實驗週期為7天（圖4）。結束時測定每桶

水體的溶解性固體總量、氨氮含量。

圖4：實驗分組圖（拍攝于實驗開始時）

! ! !

結果：溶解性固體總量隨著金魚藻生物量的增加而減少，高生物量組溶解性固體總量比對照組

降低了10ppm。隨著金魚藻生物量的增加，氨氮含量逐漸降低。高生物量組的氨氮含量最低，

為0.97mg/L，對照組的氨氮含量最高，為1.69mg/L。

結論：隨著金魚藻生物量的增加，對養魚水質的淨水效果越來越好。

困難和解決方法

結論

1.	在探究不同種類沉水植物及組合栽種叢群對水質的淨化效果過程中，多功能水質分析儀壞了，	

	 需要退換了一台新的水質分析儀，延誤實驗週期，導致前兩個實驗的週期為11天。

2.	納氏試劑光度法較為繁雜，我們去了污水處理廠，請教專業人士。由於不熟悉，每次測氨氮含	

	 量，都要花費一兩天的時間。

3.	此探究工作量較大，週期較長(45天)，我們幾乎把閑餘時間都放在探究上，兼顧學習和探究。

4.	三月份，廣東天氣仍較冷，探究所採用的黑藻在實驗過程中出現腐爛現象，影響了結果。因此	

	 自製了塞氏盤，以其透明度降低為由，停止該組實驗。

1.	金魚藻對魚缸水質的淨水效果最好。

2.	在苦草、金魚藻、黑藻三種沉水植物組合栽種叢群中，苦草和金魚藻組合栽種叢群的淨水效果	

	 最好。

3.	隨著金魚藻生物量的增加，其淨水效果越來越強。

各實驗組的溶解性固體總量 各實驗組的氨氮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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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及不足

感想

鳴謝

參考資料

展望：養魚觀賞給都市繁忙生活增添了很多樂趣。草缸相對於魚缸而言，具有更高的欣賞性，且

有些水草具有較強的淨水效果。希望這個探究能給廣大的養魚愛好者提供參考，如哪些水草既具

有觀賞性又具有較強的淨水效果，哪些水草適宜搭配金魚養殖觀賞，如何在魚缸中栽種水草及栽

種多少水草？

不足：

1.	在探究不同生物量的金魚藻淨水效果的實驗中，由於購來的金魚藻量不夠，因此向對照組、低	

	 生物量組、中生物量組、高生物量組分別植入0、20、40、80g金魚藻。如果植入更多金魚藻，	

	 模擬魚缸的水質會如何呢？這有待探究。

2.	如果在黑藻適宜的天氣再探究一次，黑藻健康生長，探究結果是否會一致呢？這也有待探究。

羅梓欣同學：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常識百搭』科學探究活動。每一次的實驗操作讓我意識到團結

合作的真正意義，並從中學到了很多知識。這項探究增強了我的求知欲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梁曦雯同學：這次探究讓我學到了很多知識，例如養魚可以搭配一些適合的沉水植物更具觀賞

性，且具有淨水作用，也鍛煉了我的意志，培養了鍥而不捨的精神。

舒江樂同學：這次探究中，我不僅得到了快樂，還明白了養魚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任何一個因

素都可能導致魚類死亡。過程中還懂得了在魚缸中種水草不僅具有觀賞性，還能淨化水質。另

外，要感謝我的指導老師，何老師，她不但教會了我們很多知識，還很關心我們。

張子宇同學：這次的『常識百搭』科學探究，我感受到了科學的樂趣，學會了很多知識。此外，

實驗探究讓我知道同學之間一定要團結友愛，在別人需要幫助的時候，應給予別人幫助。

感謝第二十屆『常識百搭』小學STEM探究展覽籌委會提供此機會、中山火炬開發區香暉園小學提

供了探究的平臺、中山市火炬水務有限公司提供氨氮測定的技術指導以及測試儀器和試劑，還感

謝相關的指導老師！

1.	周浠(2000)：中國金魚及其養殖　第四章	金魚的生物學特	

	 性，《北京水產》，2000(6)，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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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對探究題
目及內容有清淅
的了解，報告清
楚，實驗設計全
面且具實用性。

教師：繆曉明老師、梁鐘添老師、劉冬冬老師

學生：梁梓聰同學、李俊恒同學、張楹燕同學、梁旻宇同學、葉澤佳同學、邵雨馨同學

學校：石岐中心小學大信學校

探究意念

測試材料

測試設計

科學原理

調查統計法：通過談話、問卷、查閱有關資料等方式收集地鐵資料，運用統計的方法來處理資

料，得出事物變化、發展的特點與規律的方法。

二維碼：

互聯網支付： 網絡銀行、協力廠商支付、移動支付作為互聯網支付的主要方式。

在內地地鐵人流量較大，外來人口較多，使得乘坐地鐵時購

票、檢票的時間相對較長。為了提高購票、檢票的效率，節

約制卡（羊城通）、制票（地鐵票）、自動售票機維修及電

力、人力資源（人工售票）等成本，達到綠色運輸目的，我

們採取二維碼網上支付與傳統出行方式結合的方法來改善地

鐵購票、檢票的流程。

碼錶、調查記錄單、電腦、草料二維碼生成網站、KT板(裝飾用)、透明膠帶、智能行動電話

調查統計法：通過調查地鐵站中人工售票和自助售票的人均所需時間。運用統計的方法來處理資

料，得出人均所需時間，再與我們設計的二維碼網上支付方式進行購票、檢票時間作對比，分析

設計的可行性。我們借助當下流行的二維碼掃描互聯網支付方式，將二維碼應用在地鐵站的入閘

處，乘客使用手機掃一掃功能，通過掃描二維碼自助進站。進站後，手機會收到來自網站的上車

資訊，包括入閘時間、入閘網站、手機IP等相關內容。出站時，掃描出閘二維碼，同時手機接收

到網站傳來資訊包括入閘時間、入閘網站、出閘時間、出閘網站、票價等相關資訊。同時由協力

廠商互聯網支付軟體完成扣費，結束乘車體驗。

二維條碼／二維碼（2-dimensional	

bar	 code）是用某種特定的幾何圖形

按一定規律在平面（二維方向上）分

佈的黑白相間的圖形記錄資料的。
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學大信學校入站 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學大信學校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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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過程

以廣州地鐵為藍本，調查人工售票和自助售票的人均所需時間。

分析圖表，我們發現採用人工售票方式單人購票時間

平均為1分13秒，在人流量高峰時段，個人等待的時

間成本非常高。我們認為造成購票時間長的原因有：

有一些人在買票的時候，查車次、地點所用的時間比

較長，再加上找錢所需時間，導致後面排隊的人等候

的時間比較久。另外，我們發現，當工作人員進行長

時間連續作業時，其效率會有所下降，因此會有定時

換班安排。因為工作人員換班的原因，部分視窗還會

暫停服務，導致每個視窗排隊的人數增加，等候的時

間也就更長。如果有人有急事，就會因為買票而耽誤時間。

人工售票用時調查過程：

我們分別進行了6組調查，共收集了300人次的資料，進行資

料統計後調查結果如下：

測試結果 1 2 3 4 5 6 平均值

單人用時 0:01:14 0:01:09 0:01:39 0:01:14 0:01:03 0:01:00 0:01:13

自助售票用時調查過程：

我們分別進行了6組調查，共收集了300人次的資料，進行資料處理後調查結果如下：

測試結果 1 2 3 4 5 6 平均值

單人用時 0:00:31 0:00:52 0:01:49 0:00:41 0:00:29 0:00:45 0:00:51

地鐵閘入口人流通過用時調查： 

我們分別進行了6組調查，共收集了300人次的資料，進行資料處理後調查結果如下：

地鐵出閘口人流通過用時調查：

我們分別進行了6組調查，共收集了300人次的資料，進行資料處理後調查結果如下：

二維碼網路支付的方式測試過程：

分析資料可得，地鐵入閘口人流通過

平均用時為6秒。

分析資料可得，地鐵出閘口人流通過平均用

時為4秒。

測試結果 1 2 3 4 5 6 平均值

單人用時 0:00:06 0:00:07 0:00:04 0:00:09 0:00:05 0:00:05 0:00:06

測試結果 1 2 3 4 5 6 平均值

單人用時 0:00:04 0:00:05 0:00:05 0:00:03 0:00:03 0:00:02 0:00:04

分析圖表，我們發現，採用自助售票方式單人購票時間平均為51秒，時間也不短，但相對於人

工售票方式較快捷。我們認為其中的原因是：有些人對自助售票機的操作方法不熟悉，導致購票

時間較長；自助售票機只能使用一元硬幣、十元、二十元紙幣進行識別，人們在買票時需要提前

準備好所需金額；部分機器出現故障問題，導致人們集中到其他機器中排隊，增加了排隊等候時

間；在使用紙幣時，有些使用年限較長的機器識別度低，出現多次不能識別紙幣(吐幣)的現象；

目前部分地鐵站自動售票機已使用了近20年，一些機器確實存在老化問題，靈敏度有所降低，特

別是紙幣吸入傳送帶裝置經常要維修。同時，一些乘客使用的紙幣比較舊，或者有褶皺，也容易

使機器無法識別。另外，許多乘客採用不正確的放紙幣方式，也容易引起機器故障。例如有的乘

客性子急，拼命塞入紙幣，然而機器是使用吸入式的，如果塞得太快，會導致機器來不及掃描、

讀取資訊而退幣。另外，目前地鐵自動售票機不接受1元、100元的紙幣，如果乘客不注意相關提

示資訊，用這些面額的紙幣購票，也會產生吐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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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二維碼掃碼進站用時調查：

圖表顯示採用二維碼掃碼進站的方式

個人所需時間的平均值為8秒，相對人

工售票、自助售票機的購票方式所用

時間更短。

我們分別進行了6組調查，共收集了300人次的資料，進行資料統計處理

後調查結果如下：

測試結果 1 2 3 4 5 6 平均值

單人用時 0:00:11 0:00:11 0:00:06 0:00:07 0:00:04 0:00:07 0:00:08

手機二維碼掃碼出站用時調查：

測試結果如下：

測試結果 1 2 3 4 5 6 平均值

單人用時 0:00:10 0:00:11 0:00:06 0:00:06 0:00:09 0:00:05 0:00:08

分析資料後得出手機二維碼省去了

排隊買票的時間，所以進站、出站

方便快捷。另外，我們的設計還有

以下優點：（１）使用二維碼掃碼

可以節省工作人員的數量及工作時

間、機器維修成本和製作地鐵卡的

成本。（２）可以避免因忘帶地鐵

卡和現金而搭乘不了地鐵的情況。

但是也存在不足之處，如對於沒有

隨身攜帶手機的人便不能購票。

購票方式 人工售票進站 自助售票進站 二維碼掃碼進站

用時 0:01:19 0:00:57 0:00:08

與自助售票和人工售票方式的人均所需時間對比：

通過分析圖表，我們發現這三種不同的購票方式中，人工售票進站用時最長，為1分19秒。而自

助售票進站的用時稍短，為57秒，但對於不熟悉自助購票機操作方法的人群來說，購票用時相應

增加。我們設計的二維碼掃碼進站的方式時間最短，為8秒，相對於原有的人工售票進站、自助售

票進站方式更方便快捷。

將二維碼支付方式應用到地鐵運營過程中，以提高乘客入關、出關效率，節約地鐵運營方的人力

物力資源，包括設備維護、地鐵票、羊城通、電力等相關資源。乘車過程完全網上操作，綠色環

保，綠色交通。

設計二維碼過程比較困難，惟在老師的幫助下完成了編碼，最終完成了探究。

在同學們的積極參與下，並在老師的說明下得以完成探究。我們希望能優化地鐵的營運，對節約

用電、保護環境、節省人力資源等方面作出貢獻。

陳翠利、申紅(2015)：<不同類型地鐵車站閘機通過能力及配備數量對比>，《中國鐵

路》1001—683X11—0080—03

劉浩、陸濤、林麗等(2015)：<基於移動設備的地鐵二維碼票務系統設計>，《中國科技資訊》。

朱方雷	(2013)：<手機支付現狀及其發展分析>，《萬方資料	》。

漆慧	(2013)：<我國手機支付的發展現狀及方向>，《萬方資料》。

1.

2.

3.

4.

應用

困難

總結

參考

探究設題別出心裁，既
能運用新科技，又能替
市民日常生活著想，令
其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時
更方便快捷就可到達目
的地，值得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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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天神嘉諾撒學校

教師：吳銘恩老師

組員：彭珞殷同學、周詠翹同學、鄧睿筠同學、楊建心同學、周芷均同學、朱韻霖同學

探究意念

製作過程

測試過程

科學原理

探究內容

測試材料

拖鞋是家家戶戶的必需品，而且每個家庭都擁有多於一對拖鞋。有多少個家庭成員，就會有相等

數量的拖鞋，甚至有人同時擁有多對拖鞋，可能在家一對、去海灘又另一對！可是大部在市面上

買到的拖鞋大多數都是用人工合成的乳膠製造，非常不環保！市面上的乳膠製造的拖鞋，所含的

塑化劑如鄰苯二甲酸酯等，及重金屬鉛含量，很多都超出國際慣用的標準上限，當中有些更超標

逾數十倍！有醫生指吸入或長時間接觸塑化劑如鄰苯二甲酸酯或過量鉛會損害肝臟及腎臟、影響

兒童智力發展，嚴重更會致癌或令孕婦誕下畸胎。因此，我們想用綠色物料來製造一對天然拖

鞋，把生活的必需品環保化及健康化。

鞋底的麻繩被水浸濕了，未能因蠟層而防水。

鞋面及棉花仍保持乾爽，原因是鞋底的麻繩

被水浸濕但並沒有滲到鞋面上。

3.	將鞋底＋鞋面＋棉花一起放在	

	 水中30分鐘。　

表示天然拖鞋的設計合適，能有效防

止腳板沾濕。

4.	測試鞋底防水度，看看鞋底會否防水，因	

	 而能保持鞋面及棉花乾爽。

測試用瓦通紙及麻繩製作出環保拖鞋，於鞋底上塗

上一層蠟，就能令鞋底防水，如果街道上潮濕或有

積水，也不易沾濕腳。

材料：瓦通紙、麻繩、蠟、碎布（如需要）瓦通紙(Corrugated Fiberboard)：又稱瓦楞紙、紙

皮，是紙質包裝箱常見的用料，比木箱輕，又有硬

度，大小容易剪裁，保護包裝的其他產品，不受損

害。而且瓦通紙可在外部印刷不同色彩圖案及文字

或寫上文字符號，成本也相對便宜。一般中小型瓦

通紙盒（無印刷、泥黃色）能在生活用品店購得。

麻繩：麻是一種以麻類植物纖維當成的紡織原料，

編織成繩，其來源豐富。

蠟燭：蠟燭是用動物的油脂，通常為牛脂所製成。

牛脂汽化溫度在230度左右，而燃點則略高於300

度。主要有效成分是甘油三酯。甘油三酯，(triglyc-

eride)亦作三酸甘油酯，為動物性油脂與植物性油

脂的主要成分，一種由一個甘油分子和三個脂肪酸

分子組成的酯類有機化合物，可以透過日常飲食攝

取。現今通常已改用石油副產品石蠟（主要是飽和

烷烴）所製成。

天然拖鞋：

1.	於瓦通紙上畫出的鞋底，另一對作拖鞋的鞋面，然後剪下來。

2.	將麻繩綑在紙鞋底及紙鞋面上，直至全張紙鞋底被麻繩覆蓋，完成２隻鞋底及２隻鞋面備用。

鞋底的防水度測試：

1.	把鞋面放在鞋底上，然後把乾棉花放在鞋面上備用。

2.	準備一盆水，水的高度同鞋底一樣高，不可超過鞋面。

天然拖鞋耐用度測試：

1.	準備鈎子、重物、透明袋、繩子、天然拖鞋。

2.	用繩子捆着拖鞋一端，把拖鞋掛在牆上，再用鈎子把一袋約15磅的圖書鈎在拖鞋60分鐘，看看	

	 拖鞋的鞋底和帶子會否被破損。

測試結果：天然拖鞋的鞋底和帶子並沒有破損，表示天然拖鞋的設計合適，能安心於室外穿着。

天然拖鞋舒適度測試：各組員穿上天然拖鞋行走60分鐘，看看組員的腳有否被拖鞋磨損。

測試結果：各組員腳掌的皮膚並沒有變化，即是沒有紅腫或磨損。

設計：

測試結果：

3.	把蠟燭加熱直至熔化。

4.	將２隻拖鞋的鞋底逐一浸入熱的蠟液中，直至拖鞋的鞋底的表面都沾上了蠟液。

5.	隨即取出，然後風乾。

6.	把鞋底及鞋面縫合，再把預先做好的鞋繩縫合於鞋面上，天然拖鞋完成。

困難

1.	用麻繩製作鞋底及鞋面時，用白膠漿並不能完全固定麻繩的位置。

2.	本校沒有實驗室，要處理熔解蠟燭的測試有一定危險性，測試活動不能多次進行。

3.	風乾後，麻繩表面上的蠟有剝落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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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

建議

應用

優點

感想

鳴謝

參考資料

總結

1.	把蠟燭加熱直至熔化，但需要保持高溫。

2.	不要把鞋底浸入熱的蠟液中，改為把蠟液塗	

	 在鞋底上。

把棉花夾在麻繩與紙皮中間，讓腳板有更舒適

的感覺。

1.	天然拖鞋適用於室內。

2.	天然拖鞋也適用於短時間外出、沙灘。

1.	用料天然，對人們健康有保障，更可自然分	

	 解，保護生態環境。

2.	減輕使用塑膠及減輕堆填區的負荷。

3.	提高更多人的環保意識。

4.	可自行設計個人特色的天然拖鞋，既環保又	

	 有趣。

感謝各組員的合作、工友叔叔嬸嬸借出用具進行各項測試、家晴姐姐幫忙拍攝及剪片、吳老師及

Ivy老師幫忙編輯及設計易拉架稿件、圖書館主任借出圖書館進行各項測試及拍攝、爸媽對我們的

支持及協助、吳老師的教導和安排，及編輯報告、學校給予我們參加「常識百搭」的機會，還要

感謝天父賜予我們有學習和探究的能力。

東方日報專案組(2016)：膠拖鞋釋毒致癌生畸胎《東方日報電

子版》，摘自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61217/00176_130.html

維基百科(2017 )：紙，摘自ht tp s : / / z h .w i k i p ed i a . o r g /

wiki/%E7%BA%B8

維基百科(2017)：甘油三酸酯，摘自https://zh.wikipedia.org/

wiki/%E4%B8%89%E9%85%B8%E7%

94%98%E6%B2%B9%E9%85%AF

彭珞殷同學：是次的探究活動，老師和我們都付出了努力和心機，現在真的深感值得。儘管我們

的拖鞋未必是完美無暇，但我們十分自豪，因為成功地達到目標。

周詠翹同學：我感到很滿足，除了在參加這個活動時學懂了一些科學原理，例如不同物料的成份

和它們的功用，我還能豐富自己的參賽經驗。此外，我還能在以後類似的比賽或報告嘗試用不同

的天然物料來製作模型或東西。　

鄧睿筠同學：經過這次的活動，我明白到隊員分工合作和團結是非常重要。不然，整個團隊便不

能完成任務。另外，我們也要互助互愛，否則關係會變差。																																																																										

楊建心同學：經過這一次的常識百搭活動，我學習到很多有關簡約生活的知識和怎樣在生活中實

行環保，亦透過此次活動增進了與同學之間的友誼，懂得怎樣去聆聽別人的意見，獲益良多。																																																		

周芷均同學：通過這一次的活動，我覺得勝負已經變得不重要了，只要我們有努力去做，並且把

所學到的知識都吸收了，這個活動便是非常有意義的！																																																																

朱韻霖同學：透過這次活動，我感到很滿足，因為我和組員都十分合作，讓我明白了合作的重要

性，最後我們也能愉快地完成任務。

人工合成乳膠製造的拖鞋既

然對人體及環境有極大的傷

害，我們必須放下只求方便

及漂亮款式的生活態度，積

極實踐簡約生活，自製天然

拖鞋既健康又環保，請一起來嘗試！

探討題目實作，測試全
面，有效製造綠色拖
鞋。同學們投入探究過
程，能充份掌握原理，
令大家亦感受到他們對
科學探究的熱誠。

fresh
   milk

學校：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教師：譚芷翎老師

組員：麥晋瑋同學、文穎昕同學、郭己渝同學、鄧仁傑同學、蘇莞懿同學、黃梓洪同學

研究目的

測試器材與材料

科學原理

塑膠日常用品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由於它既輕巧又便宜，所以普受大眾歡迎，然而人們肆意

濫用塑膠產品，因此製造了大量垃圾，造成廢物污染，危害人類的健康。根據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顯示，香港近年的都市固體廢物中，有19%	是來自塑料。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WWF）指出，塑膠垃圾於自然環境中難以分解，例如分解魚絲需時

650年，而分解塑膠瓶需時450年，分解瓶上的膠圈則需時400年。由此可見，減少使用塑膠和找

出比塑膠在堆填區內分解期較短的物料是刻不容緩的。在	1900	年間到	1945	年間，平時我們喝的

牛奶常被用來製成不同的塑膠裝飾品，例如鈕扣、珠子、梳子等。由於這種塑膠從牛奶中提煉，

故此它是可生物分解，從而減低堆填區的負荷。

20	世紀初（約	1900	年到	1945	年間），牛奶常被用來製造各種不同的塑膠裝飾品。塑膠是一種

聚合物，即是由多個相同的分子所組成。牛奶中的聚合物是一種叫「酪蛋白」的蛋白質。當白醋

和牛奶混合並加熱後，它便會凝結起來。牛奶中約佔82%的蛋白質是由酪蛋白（casein）製成的，

它使牛奶呈現白色，剩下的18%蛋白質是乳清。剛製成的塑膠有橡膠般的塑性，很容易被塑造出

不同的形狀，而把它曝露於空氣中一段時間便會乾透，變得堅硬。

牛奶和醋一直以來常被用來製作蛋白質塑膠，我們希望除了能夠找出製造牛奶塑膠的最佳溫度和

醋的比例外，還嘗試找出跟牛奶的蛋白質份量相若，即每100毫升約有3克的蛋白質、椰汁和豆

奶，和跟醋的酸鹼值都是大約3克的檸檬汁來進行探究。

我們傾向「廢物利用」，特地使用過期（2-3天）的奶類製品進行探究，然而，椰汁的保鮮期較

長，所以較難買到快將過期的椰汁。

酪蛋白分子 酪蛋白聚合物

材料： 牛奶、檸檬、白醋、椰汁、豆奶

器材：小膠盤、小膠杯、電熱水煲、量杯、錫紙、墊板、溫度計、榨汁器、針筒、電子磅、榨汁	

	 	 器、魚湯袋

151 152



探究過程

1.	把50毫升的水注入量杯

2.	把量杯的水倒入膠杯中，並畫上記號

3.	把膠杯中的水倒入另一隻膠杯，並畫上記號（圖一）

4.	重覆步驟3，預備多隻水杯	

1.	把牛奶加熱至約85度

2.	預備7隻膠杯，分別注入2、3、5、10、15、20		

	 和25毫升的白醋

3.	待牛奶冷卻至60度後，把牛奶倒入己劃上50	

	 毫升記號的膠杯中

4.	迅速把白醋倒入牛奶中，使用竹籤攪拌至呈	

	 現白色塊狀（圖二）

5.	使用過濾網，把乳清隔走（圖三）

6.	把過濾網的沉澱物盡量拿起，並搓成球狀

7.	放置在通風位置2天或等其乾透，之後找出聚	

	 合物的重量和記錄其變化

1.	把魚湯袋剪成約20cm	x	20cm	小塊成過濾網 圖三

預備容量為50毫升的膠杯：

預備過濾網：

探究一：探討白醋的分量對全脂奶的聚合反應的

　　　　影響：
測試步驟：

1.	把牛奶加熱至約85度

2.	預備5隻膠杯，分別注入20毫升的白醋

3.	待牛奶冷卻至80度後，把牛奶倒入其中一	

	 隻	 己劃上50毫升記號的膠杯中

4.	迅速把白醋倒入牛奶中，使用竹籤攪拌至	

	 呈現白色塊狀

5.	使用過濾網，把乳清隔走

6.	把過濾網的沉澱物盡量拿起，並搓成球狀

7.	放置在通風位置2天或等其乾透，之後找出	

	 聚合物的重量和記錄其變化

8.	把牛奶分別冷卻至60度、50度、40度和35	

	 度，重複步驟3至7

1.	把牛奶、椰汁和豆奶加熱至約65度

2.	預備3隻膠杯，分別注入50毫升的牛奶、椰	

	 汁和豆奶

3.	待牛奶冷卻至60度後，把牛奶、椰汁和豆	

	 奶倒入己劃上50毫升記號的膠杯中

4.	迅速把白醋倒入牛奶、椰汁和豆奶中，使	

	 用竹籤攪拌至呈現白色塊狀

5.	使用過濾網，把乳清隔走

6.	把過濾網的沉澱物盡量拿起，並搓成球狀

7.	放置在通風位置2天或等其乾透，然後把每	

	 個樣本放進密實袋中

探究二：探討溫度對全脂奶的聚合反應的影響：

探究三：探討牛奶、椰汁和豆奶的聚合反應：

測試步驟：

測試步驟：

圖二

圖一

1.	把全脂奶加熱至約65度

2.	預備3隻膠杯，分別注入50毫升的全脂奶

3.	待牛奶冷卻至60度後，把全脂奶倒入己劃	

	 上50毫升記號的膠杯中

4.	迅速把白醋倒入全脂奶中，使用竹籤攪拌	

	 至呈現白色塊狀

5.	使用過濾網，把乳清隔走

6.	把過濾網的沉澱物盡量拿起，並搓成球狀

7.	放置在通風位置2天或等其乾透，然後把每	

	 個樣本放進密實袋中

探究四：探討檸檬汁和全脂奶、豆奶或椰漿的

　　　　聚合反應：

測試步驟：

共做了三次測試，再找其平均值，得出以下整體結果。

探究一：探討白醋的分量對全脂奶的聚合反應影響：

測試結果

全脂奶份量：50毫升	；	牛奶溫度：攝氏60度

當白醋的份量越少，其產生的塑膠不但越少，更有偏黃色的情況

出現。相反，當白醋的份量增加，其產生的凝固物（塑膠）也有

所增加之餘，質地也較滑和幼細，顏色也較白皙。當白醋的份量

增加至20毫升，我們可看到液體帶粉狀，且呈灰白色，然而，我

們難以提取其凝固物。根據白醋的份量增加時塑膠的變化，我們

推斷，酸鹼度減低了牛奶的聚合反應，白醋的份量增加，酸鹼度

越低，減低了酪蛋白分子的聚合能力。我們更發現3毫升醋的樣本

於數天後有發霉的情況。

全脂奶份量：50毫升；醋的份量：10毫升

20	毫升

15	毫升

10	毫升

5	毫升

3	毫升

探究二：探討溫度對全脂奶的聚合反應的影響：

分析：

牛奶溫度（攝氏） 25 35 40 60 80

樣本重量（克） 0 0 0 0 0 0 4 3 4 4 4 4 4 4 5

平均（克） 0 0 3.66 4 4.33

溫度對全脂奶的聚合反應的影響

圖四

白醋的份量（毫升） 2 3 5 10 15 20 25

樣本重量（克） 0 0 0 5 4 4 5 4 5 6 5 5 3 4 5 2 2 3 0 0 0

平均（克） 0 4.33 4.66 5.33 4 2.33 0

白醋的分量對全脂奶的聚合反應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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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圖八圖六：豆奶加醋後形成的凝固物	 圖七：凝固物乾透後的模樣

80度

60度

40度

當牛奶的溫度高於大約攝氏40度，才會有聚合反應的發

生。當溫度上升時，聚合反應越多，但只有輕微上升。

奶類份量：50毫升；溫度：攝氏60度；醋的份量：15毫升

分析：

探究三：探討牛奶、椰汁和豆奶的聚合反應：

牛奶、椰汁和豆奶的聚合反應

白醋的份量（毫升） 豆奶 椰汁

「塑膠」的重量（克） 5 5 2 ／

平均（克） 4 ／

聚合反應 有 沒有

檸檬汁的份量：15毫升；奶份量：50毫升

探究四：探討檸檬汁和全脂奶、豆奶或椰漿的聚合反應：

檸檬汁和全脂奶、豆奶或椰漿的聚合反應

奶類飲品 全脂奶 豆奶 椰漿

聚合反應 沒有 沒有 沒有

豆奶：雖然有凝固物，但是提取出來的沈澱物較為鬆散（圖六、七），也難於塑形提取，可見難	

	 	 以使用豆奶把塑膠製造出來

椰汁：未有發現聚合反應，椰汁仍處於液體狀態（圖八）

分析：

圖十 圖十一 圖十二圖九

雖然檸檬汁和醋的酸鹼度相若，但加了檸檬汁後的牛奶，不論在任何溫度，也未見如跟醋混合

後般的聚合反應。相反，只有很輕微的凝固（圖九），連魚湯袋也能穿過（圖十）。測試豆奶

（圖十一）和椰奶（圖十二）也得出相若的結果。

分析：

加了檸檬汁後的牛奶（左）
只有牛奶，未有檸檬汁（右）

綜合以上實驗，若要取得最佳牛奶塑膠質數和最多的份量，有以下３個要訣：

1.	使用的奶類：豆奶製造出來的塑膠難以塑形，不宜用其製造產品。至於椰汁的蛋白質未能透過	

	 醋產生聚合，故此也不宜用其製作塑膠

2.	牛奶和醋的比例大約是5份牛奶，1份白醋，這樣的比例能產生較多塑膠

3.	溫度：牛奶於約攝氏40度才開始產生化學反應，牛奶的溫度越高，所製成的塑膠便越多，可是	

	 不太明顯

參考這次探究中得出的測試數據能製造出圖右塑膠產品：

麥晋瑋同學：在這次「常識百搭」的活動中，學會了很多，比如說每次參加活動都一定要很認

真，如果有一點不專心的話，就很容易有不明白的地方。此外如果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應該要馬

上向老師發問，不可以得過且過，才是科學研究最正確的方式。最後，我已經是六年級了，是小

學生涯最後一年了，所以我要更加珍惜這個參展機會，不可以浪費這個活動的每一分鐘時間，不

可以浪費這個活動帶給我們知識，更不能忘記老師的教誨，所以我們要努力學習，不要辜負老師

的期望。

文穎昕同學：在這次的小小科學家活動中，增長了很多科學知識。在這之前，我不知道原來用牛

奶加醋可以製作成塑膠，起初我都是半信半疑，到最後發現真的可以。我們用了很多牛奶來做試

驗，在整個過程中遇到塑膠不能成形的情況，這時我們就會思索不成功的原因，下次便不會重複

犯錯。在這次的課外活動中，我可以學到不同的科學原理，實在獲益良多，令我滿載而歸。

郭己渝同學：在這次「常識百搭」的課外活動中，學會了很多新的科學知識。例如：牛奶塑膠的

原理以及關於牛奶塑膠的知識！下年我也要繼續參加這個有趣、好玩的課外活動！

結論

應用

感想

探究方法廣泛應用科學原
理，切合主題。同學亦
能從多方面（不同食材、
溫度、重量）進行測試，
得出詳細的結論，值得嘉
許。建議同學可以進一步
探究，哪些東西〈例如：
哪些食物種類〉適宜使用
所研發的牛奶塑膠。

鄧仁傑同學：在這次活動中，學到了很多科學知識，也令

我明白團隊合作的重要性。雖然我們在過程中遇到困難，

但也學到解決困難得方法。最後，我非常感謝帶領我們的

譚芷翎老師，她幫助我們、引導我們進行探究。這次的學

習經歷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蘇莞懿同學：經過這次「常識百搭」的活動，學會了很多

的科學原理和知識，也了解到如何才能製作最佳牛奶塑

膠。在這次活動，令我獲益非淺。

黃梓洪同學：參加這次活動後，學到更多科學原理，獲益

良多。在這次科學探究中，我們學懂做實驗要注意的地方

和各種技巧，使我們有機會嘗試不同方法，測試探究的專

題、思考當中原因，務求不斷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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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教師：吳穎詩老師、葉愛恩老師

組員：丘霆羿同學、莫圳錄同學、羅名琛同學、秦凱欣同學、王子桐同學、黃政賢同學

探究目的

探究過程

科學原理

測試器材與材料  

紙的結構和造成技術的原理：

快餐文化在香港非常流行，每天也有很多人光顧。一些快餐店的食

物都會使用食物包裝紙包着，問題便由此而生。第一，製造大量垃

圾，對堆填區造成壓力；第二，這張紙含有塑膠及礦物油成份，拋

棄時便會破壞環境，因此我們希望製作一張既能包裝食物，又不會

破壞環境的食物包裝紙。

一般食物包裝紙有一部分的材料都是來自樹木，我們希望能利用常

見而容易獲取的樹葉纖維作替代，創出新的食物包裝紙，減少砍伐

樹木。

是次探究目的為探討能否利用常見的植物作對象，用不同比例的樹

葉纖維和紙巾來製造食物包裝紙，並測試它能否達至隔水度高、柔

軟度高、張力強大和保暖度高的四個效能。

我們的探究過程經歷了幾次重大的改變。最初的探究是選取合適的植物作對象，抽出它們的纖

維，用相同的編織方法，編織成大小一致的植物袋。但是在抽取纖維的過程中，我們遇上很大的

困難。無法在不同的植物中抽取相同和等量的纖維，儘管我們嘗試抽取，亦相當費時。另外，在

搜集材料方面亦遇到困難，原定搜集材料因季節性原因，而無法收集，形成一大障礙。

於是，我們改為借用造紙術的方法，把纖維打碎再組合。材料改為在學校範圍內可找到的，如黃

金葛、白掌、大紅花和酒金；同時也嘗試用非原生植物的棉花和鹹水草。提取這些植物的纖維，

只需直接用手指或直尺刮走。但這方法對不同的植物會有不同的效果，於是決定只搜集黃金葛的

纖維當我們按以上的方法造一張紙時，發現纖維之間無法連接起來，於是，我們想到用能吃的黏

合劑─糯米粉。

第一次，把纖維放攪拌機攪碎，再混合糯米粉開的水曬乾，可是過了兩天，所有食物紙都碎開

了，而且有部分還變壞了。最後，我們再想想糯米粉煮熟後的效果又不一樣，所以改變製作的方

法。把植物纖維加上紙巾作媒介，因為紙巾較衛生，能包裹食物，混合起來曬乾，然後再塗上

一層糯米粉水放入微波爐加熱，以填補纖維之間的空隙，最後再塗上一層糯米粉煮熟後的糯米漿

再曬乾。這樣做雖然可改善原先的問題，卻又使紙張過硬，難以包裹食物。最重要是等了很長時

間，紙都不能乾，因為糯米漿已把紙密封了。

最後，我們決定放棄「塗上一層糯米粉水放入微波爐加熱」的步驟，只塗上一層糯米粉煮熟後的

紙張是由纖維製成，纖維與纖維之間如沒有重疊，必然有很多孔洞，因此液體能滲透其中。為了

減少液體對紙張的滲透，一般的方法多是在紙上塗上一層物質，形成一個保護膜，把紙的孔洞遮

蓋。另一方法是使用纖維較多和緊密的物料造成，使紙減少孔洞的形成。我們希望透過這兩種方

法達至我們對包裝紙成分的要求。

造紙，自蔡倫開始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簡而言之，就是一種纖維的重組技術，凡是有纖維的都

可以造紙。在造紙的過程中，使用的助料有很多，最基本的為蒸煮與漂白兩種。蒸煮助料的作用

為去除原料中的雜質，以便取得纖維；漂白助料的作用為去除其中的色素。另外，造紙的過程繁

複，先有浸泡纖維，使充分吸水。然後把碎料煮爛，使纖維分散，直到煮成紙漿。待紙漿冷卻，

再使用平板式的竹簾把紙漿撈起，過濾水分，成為紙膜。用木板壓緊，上置重石，將水壓出。最

後把壓到半乾的紙膜貼在爐火邊上烘乾，揭下即為成品。時代雖然不斷變遷，造紙技術也不斷改

良，工具也更為複雜，但所依據的原理及過程，從未改變。

包裝紙的材料：黃金葛的葉、衛生紙巾、糯米粉、水

用具：攪拌機、筷子、竹篩、水桶、魚湯袋、塑膠盒(製作紙篩)、燒烤用掃、微波爐、風筒、量
杯、計時器、剪刀、毛巾、紅外線體溫計

糯米漿再曬乾。結果效果明顯改變了，符合我們原先的要求。

為了更明白植物數量與紙巾數量的比例，於是我們設計了三種不同的比例，作四種不同的測試，

看看哪一比例效果最好。

測試過程及結果

包裝紙製作步驟：

1.		 把葉子洗乾淨，並煮熟，再把它剪成細碎狀。加入150毫升沸水，放入攪拌機，攪拌3分鐘。

2.		 把紙巾撕碎，加入175毫升沸水，混合起來。

3.		 把碎葉子和碎紙巾混合，並拌勻。

4.		 用魚湯袋和塑膠盒造的紙篩篩出多餘的水分，保留纖維造紙。

5.		 用毛巾壓乾纖維中的水，放在太陽下曬。

6.		 把150毫升沸水和50毫升的糯米粉拌勻，放入微波爐加熱至稠糊狀，約1分鐘。

7.		 待紙乾後，把稠糊狀糯米漿塗上紙的一面，曬乾。待另一面乾後，再重複在另一面塗上糯米		

	 漿和曬乾，便完成。

8.		 按不同的葉片和紙巾數量，重複以上步驟三次。

不同樣本的葉片與紙巾數量

葉片數量（片） 紙巾數量（片）

第一個樣本 1 10

第二個樣本 3 8

第三個樣本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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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結論：第三個樣本吸水最少，有效隔開食物滲出的水，較適合作食物包裝紙。

結論：第三個樣本的角度最小，表示紙較柔軟，較適合作食物包裝紙。

結論：第三個樣本的溫差距離較少，即較能保持食物的溫度，較適合作食物包裝紙。

吸水測試結果

柔軟測試結果

張力測試結果

保暖測試結果測試步驟：
一、吸水測試：

二、柔軟測試：

三、張力測試：

四、保暖測試：

1.	 取出三張不同成份的包裝紙，裁成大小相同的小紙片。	

2.		 把紙用文件夾夾住，並穿在同一支筷子上。	

3.	 放一個水盆在紙條下。	

4.	 將紙條放入水中，2分鐘後測量水上升的高度。

1.	 取出三張不同成份的包裝紙，裁成大小相同的長方形紙條。	

2.	 將紙的一端用手壓住。	

3.	 量出紙張最高點及下垂一端的最低點相差角度。	

4.	 下垂後的角度即為柔軟性，並紀錄下來。

1.	 取出三張不同成份的包裝紙，裁成大小相同的長方形紙條。	

2.	 利用再用紙摺紙一個盒，用兩個文件夾夾紙盒的兩旁，再把長方形紙條彎起來，夾在盒的同	

	 一位置，形成一個好像一個屋形。再用筷子穿起並排。

3.	 每次加砝碼一個，直到紙條斷裂，扣除最後一個砝碼後，總計砝碼的重量。

1.	 把三塊大小相同的麵包放入微波爐加熱，加熱3分鐘，並立即用紅外線體溫計量度和記錄麵包	

	 的溫度。

2.	 把三張不同成份的包裝紙同一時間包着麵包，並用紅外線體溫計量度並記錄麵包的溫度。

3.	 每5分鐘、10分鐘和15分鐘用紅外線體溫計量度並記錄麵包的溫度。

厘米
吸水的次序

（水位最高為1，最低為3）

第一個樣本 10.5 2

第二個樣本 11 1

第三個樣本 10 3

角度
柔軟度的次序

（最柔軟為1，最不柔軟為3）

第一個樣本 75。 2

第二個樣本 82。 3

第三個樣本 38。 1

承重量（克）
張力強弱的次序

（最強力為1，最弱為3）

第一個樣本 740 3

第二個樣本 940 2

第三個樣本 1100 1

溫度 保暖能力的次序

（最保暖為1，

最不保暖為3）一開始 5分鐘 10分鐘 15分鐘 差距

第一個樣本 32.4。C 28.1。C 27.3。C 26.3。C 6.1。C 3

第二個樣本 31.2。C 29.3	。C 28.8。C 28.1。C 3.1。C 2

第三個樣本 32.2。C 32.1。C 30。C	 29.2。C 3。C 1

結論：

綜合四個測試，第三個樣本能達到理想的食物包裝紙要求，即吸水力較弱、柔軟度較高、張力較

強和保暖度較高，結果相當一致。這表示樹葉纖維的成份越多，紙巾的成份越少，越適合製作食

物包裝紙。

透過這次探究，我們不但對造紙的原理有更深入的認識和理解，能親手造出一張食物包裝紙更是

很有滿足感。儘管仍有改善的空間，包裝紙如可以製作得較薄、可針對油份再作測試等，但在測

試的過程中已學會了公平測試和比較的方法，對日後再做任何的科學探究有重要的幫助。

困難及改良建議

由於食物包裝紙只由樹葉和紙巾組成，兩者的纖維之間連接力很弱，所以想到用糯米粉填補空

隙，希望包裝紙可以更堅固。起初是把糯米粉與物料混合曬乾，但卻沒考慮糯米粉須要加熱煮

熟才發揮效用。於是，後來改為在乾的紙上塗上一層薄薄的糯米漿，才能解決此問題。

由於我們須提取樹葉上的纖維作材料，所以要先除去樹葉上的葉肉細胞，一般我們都會用上碳

酸鈣和氫氧化鈉的化學劑，但為免食物包裝紙沾有化學品，於是我們想到把樹葉放進沸水內

煮，可是不同的植物卻有不同的情況，如白掌和大紅花是無法單用熱水抽取樹葉上的纖維，而

黃金葛由於葉肉細胞的水分較多和厚，只用指甲也可以除去樹葉上的葉肉細胞。因此我們便決

定用較容易提取纖維的黃金葛作測試對象。

製紙過程中，必須待紙完全乾透才可以進行下一個步驟，但由於在造紙過程中，天氣不佳，經

常下雨，紙需要很長時間才能乾透。我們曾不等待乾透便馬上塗上糯米漿，結果紙太厚，把水

分鎖住，無法成紙。於是，改用風筒吹乾，卻因熱力和風口太集中，把紙的纖維吹散了，造成

裂縫。只可改用較微弱的風力，或把握有陽光的時間，把紙曬乾。

原先計劃作透水測試，直接把水滴在紙上滲透出來。但由於糯米漿形成一個保護膜，水在紙上

很輕易地滑走，滴下很多水滴仍無法測試；故改作把紙直接浸在水裏，看哪一張紙吸水水位最

高，間接地決定紙的隔水能力。

1.

2.

3.

4.

感想

丘霆羿同學：今次的探究過程中，令我第一次體驗了造紙的經歷，真的獲益良多。雖然過程是難

辛的，但讓我們明白了不放棄才能成功的道理。今年我就要畢業了，但我希望可以繼續參加這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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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宛霖博士	 香港大學理學院

麥嘉慧博士	 香港大學理學院

湯兆昇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物理系

周景怡老師		 真光女書院

吳木嘉先生	 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江雪儀女士	 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周嘉雯小姐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連庭傑先生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卓玲玲女士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科學教育組	

梁劭勛女士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幼稚園及小學組

梁見德先生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

曾天德先生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

陳德全先生	 商界環保協會

陳婉玲校長	 聖公會聖士提反堂中學

馮立榮校長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陶婉雯老師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劉祉鋒先生,	MH	綠惜地球

陳顯鈞先生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林海華老師	 廣州市從化區教育局教學研究室

邱榮光博士	 環保協進會

李小德先生	 環境保護署

甄選入圍評判：

葉偉強先生	 九龍工業學校

曾繼業先生	 元朗商會中學

陳家淶先生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何佩瑜女士	 香港教育大學

黎永隆先生	 香港教育城

鍾浩邦先生	 香港教育城

冼少炎女士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黃志剛先生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湯靈磐先生	 張祝珊英文中學

吳華彪先生	 張振興伉儷書院

郭展崇先生	 崇真書院

方子政先生	 葵涌循道中學

謝昌達先生	 聖公會李炳中學

陳仲寧先生	 聖公會基孝中學

何家喜先生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劉智豪博士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張志興先生	 聖保羅男女中學

譚麗明女士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