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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鹽的教育 

壹、 研究背景與目的 

一、 研究計畫動機 

 

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七年公佈「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的「課程目標」與「基

本能力」中，都清楚地揭示學校教育需要引導學生培養「運用科技與資訊的能

力」、「激發主動探索和研究的精神」與「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期望能

因應社會與環境的變遷，達至培養終身學習的生活品質(教育部，2001)。九十學

年度開始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特別注動培養學生帶

得走的能力。其中強調「培養探索科學的興趣與熱忱，並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

「能由探討活動獲得發現和新的認知，並培養出信心及樂趣」、「能由觀察、探討

問題、動手做實驗中獲得樂趣」（教育部，2003）。國小自然是強調生活經驗觀察

的學科，藉由老師對於課程的設計與安排，進一步培養學生的探究能力及基本知

能。然而林佳全(2003)發現在升學主義影響之下，目前國小「自然」仍然是著重

知識的記憶學習，而忽略九年一貫學習目標是欲培養學生主動探究的基本能力。

另外，雖然在九年一貫的體制下，強調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活動，教師可以設計

符合學生的學習課程，但教師深怕學生學習不足，加上家長過分重視學生的成

績，造成教師僅能按照教科書中的內容進行教學，因而缺乏創新及適合學生的學

習方式(周佩儀，2002)。因此，現行的科學教育仍未符合九年一貫的立意精神，

主要是受限於固有的傳統教學方法。 

因應九年一貫的教育目標，如能在不影響教學進度的情況，若能於非上課時

間，實施非制式的學習活動，例如，利用校外的現有環境，實施「實驗教學」，

讓學生在有人指導的情形，除了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動手做的信心

外，更可以改變學生對學習事物的態度。學者Bruner曾指出：「學校應該是讓學

生如何求知的場所，而不是灌輸知識的地方」(引自王明慧，1996)。 

根據統計，鹽的用途非常多，包括生活、化學工業、農業、畜牧業。傳統上，

鹽是化學工業中製造苛鹼、玻璃、PVC 塑膠過程中不可或缺的原料，在製造過

程中，或多或少都與「鹽」晶體能解離成離子的性質有關。這一特殊的性質在不

同環境、介質中都會發揮出不同的效用，因而能夠應用在不同的領域。 例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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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領域中，由於氯化鈉晶體在水中能夠解離成鈉離子及氯離子，而這些離子與

水分子的作用力比較強，使原本溶在水中的蛋白質溶解度下降而析出、沉澱，因

此它是經常用於沉澱蛋白質而加以收集的一種化合物。我們日常生活中也經常看

得到鹽的應用。例如我們會把削好的蘋果浸過鹽水以避免變色，主要就是利用鹽

水中的氯離子會與鐵產生錯離子，因而不會產生鐵銹的顏色。鹽，在日常生活中

隨處可見，這也顯現了它與我們生活密不可分的關係（引自台灣鹽博物館網站）。

因為，這個小小的東西對我們有著莫大的影響，它不僅維繫著我們的生命，也為

生活帶來了許多的便利與樂趣。 

二、 研究目的 

本計畫目的擬以生活中無所不在的小東西「鹽」，引領小學生參觀台灣唯一

的鹽博物館，並設計 15種以上動手做的實驗，藉著小學生動手的歷程，改變參

與者對科學的態度、科學的與趣以及動手做實驗的自我效能。具體的內容，包括：

鹽的由來、認識鹽等展覽，建立活動網站、動手做實驗、趣味化體驗活動，並製

做數位教材，藉由各種方式，讓小朋友能提高對科學的興趣。 

貳、 文獻探討 

本計畫的執行基礎將建構於科技學習理論，分別融入「鷹架式學習」、「情

境式學習」、「專題式學習」、「實作評量」，並以這些理論作為相關活動的「展

示內容設計」與「推廣方式設計」的發展基礎。展示內容部份，除了博物館內既

有的設施外，另外，針對鹽實驗活動亦將有系統的完成實驗步驟及說明，推廣方

式設計部份，將以實驗活動為主，從多面向：如學理、生活方面等內容進行設計，

將依內容的難易度分「中年級組」與「高年級組」。以下依科技學習理論與展示

內容設計及推廣方式設計進行更詳細的說明。 

一、 科技教育學習理論 

本計畫目的係透過鹽知識的推廣，提升小學生能改變他們對科學的態度，進

而提高科學的興趣，終而提高其自然科學習成就。因此，本計畫透過完整的科技

學習理論，進行相關活動的設計，使小朋友在學習鹽的知識時，藉由豐富的資源

來引起小朋友學習情境的準備。本計畫之理論分別以「鷹架式學習」、「情境式

學習」、「專題式學習」、「實作評量」為發展主軸，以下分別說明其代表的意

義： 

(一) 鷹架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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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架式學習指的是當學生學習超過個人能力的問題時，教師即扮演支持

的角色，就如同建築物的鷹架一樣，當學生的能力增加後，鷹架就逐漸移除，

此時，學習的責任就慢慢移到學習者自己(Wood, et al., 1976)。換言之，鷹架

的概念與逐步養成的概念類似，主要在減少學生剛開始學習的錯誤率與失敗

經驗，隨著學生的能力增加，所提供的支援也會愈來愈少。在展示的現場，

會有受過訓練的大學生引導小朋友學習。 

(二) 情境式學習 

本計畫以情境學習理論為實驗內容設計的基礎，利用各種鹽的實驗，規

劃適合中高年級小學生程度的生活應用及理論基礎的實驗，藉以改變學習者

對科學的態度，並引起其科學的興趣(Brown, et al., 1989)。目的在強調知識

無所不在，可以利用各種真實情境來進行學習，激發學生隨時注意日常生活

中的有關鹽的知識。 

(三) 專題式學習 

專題式學習主張教師應提供各種實驗活動，引導學生解決問題，強調是

一種「做中學」的學習模式，其主要目的在於解決學習者不能將知識統整的

問題。主要的做法為透過知識或技能的專題，增加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及合作

學習的情境。因為採用合作學習教學後，學生「對科學的態度」明顯優於一

般教學組，並達顯著差異，其學習成就也較優(方國榮，2008)。學習者不僅

能學到知識也學到如何應用知識(Blumenfeld et al., 1991)。本計畫即設計各種

鹽相關活動，透過指導進行合作學習或競賽，激發小朋友的學習動機。 

(四) 實作評量 

實作評量不同於傳統的紙筆評量，係根據學習者實際完成一項特定任務

或工作的表現來進行評量。這些工作項目，包括有實際操作、口頭報告、寫

作等。實作評量重視實作的能力，透過實際的觀察學生的表現來確定學習效

果。在展示現場，輔導人員可以實際觀察小朋友的對鹽的學習活動，給予學

習者回饋。 

二、科學態度 

劉宏文與張惠博(2001)以台灣理化教材進行內容分析，發現科學實驗活動普

遍以「食譜式實驗」的方式呈現，過於重視科學知識，卻使實驗活動脫離日常生

活情境。因此，學生對科學漸不發生興趣。Johnstone與Letton(引自蘇育任，1996)



 4 

研究英國大學化學實驗教學時，亦發現學生在做實驗時往往像「讀食譜做菜」一

樣，一步步依樣畫葫蘆的依指示操作，對於瞭解實驗或科學原理沒有任何助益。

Roth(2006)在他的研究調查也指出學校裡進行的實驗活動和科學家所進行的實

驗不同，學生們被要求依照的程序操作，並記錄觀察及提到的數據，他們大部份

都不知道實驗的目的及實驗步驟間的關聯，這種方式充其量僅學會了如何遵從操

作說明，久而久之卻容易使學生對科學產生負面的態度。Hofsteinc 與 Lunetta 

(1982)認為應以探究精神來進行實驗活動，教師的教學方式與教學態度，改變那

種「食譜式的實驗課程」的教學方式。 

張春興(1998)指出態度(attitude)為「個體對人、事及周遭世界所持有的一種

具有一致性與持久性的傾向」，其內涵包括了行為、情感及認知，使態度表現有

積極態度與消極態度的差別，所以，培養學生對學習表現呈積極態度，應是學校

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科學教育學者對態度看法分歧，至今仍無法達成一致

(Bennett, 2003)。科學教育情意領域的目標在於培養學生的科學態度(scientific 

attitude)與對科學態度(attitude toward science) (吳堯文、蔣佳玲，2005；Bennett, 

2003; Simpson et al., 1994)；前者傾向科學認知層面，指科學學習時應持有的態

度，如好奇心、客觀…等，後者指傾向情緒層面，指學生對科學相關事物喜惡的

感覺或看法(莊嘉坤，1996)。莊嘉坤(1996)認為學生的科學態度在本質上屬內隱

行為，從外顯行為觀察不出來，是一種對科學學習時非常重要的心理變項。

Simon(2000)與Simpson et al. (1994)發現學生對科學的態度與其科學學習成就有

正向關係，甚至於會影響他們未來是否朝向科學相關職業發展。由此可見，學生

從小對科學的態度是多麼地重要。 

「對科學的態度」沒有科學的屬性意涵在內，是個體在與科學有關的人事

物及想法接觸或互動過程中，對這些和科學有關的態度對象所形成的感覺、意

見、信念等，對科學的態度是普遍且持久的感覺，會影響個體對科學的看法與行

為，如對科學的興趣、對科學職業態度…等(趙毓圻，2007)。Simon(2000)也指出

對科學態度非常重要，因為這種態度會影響學生對科學的興趣，以及未來科學生

涯的發展，因此，科學態度的量測有其必要性。本計畫的評量工具包括「對科學

的態度」與「科學興趣」，雖然國內外已有相關測量工具(朱正誼，2001；莊嘉

坤，1996；鄭湧涇、楊坤原，1995；楊龍立，1996；龍麟如，1997；Aiken, 1969; 

Fraser, 1978; Gardner, 1975; Germann, 1988; Haladyna & Shaughnessy,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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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by, 1983; Simpson et al., 1994; White & Tisher, 1986)，本研究擬針對國內外文

獻，進行文獻蒐集，再經嚴謹的程序，包括：信度(內部一致性、再測信度)、效

度(內容效度、效標效度、建構效度)檢驗，期望能發展出適合台灣中高年級的相

關測驗量表。 

參、研究方法、執行步驟及執行進度 

本研究擬以一年期間進行，工作重點包括以下幾項：(1)將發展適合小學中、

高年級的非制式以鹽為主題的教學方案(含展示及實驗)；(2)蒐集文獻，以及課

程專冢、自然科學教育學者以及國小教師，共同討論審查，發展「對科學態度」、

「科學興趣」並以約300人次的台南縣偏遠地區的中高年級小學生第一階段科普

活動，評鑑該活動的成效，以及量表的修正。第二階段的科普活動，實施1000

人次大規模的科普活動，從認知、情意與技能三方面，評鑑修正後教材活動的成

效(包括學生的學習效果、教師的看法以及家長的意見)，以及完成「對科學態度」

與「科學興趣」的量表。 

第一年：發展適合中高年級小學生的鹽活動教案 

 本研究計畫旨在設計與實施「鹽活動教案」非制式自然科學方案，本年的研

究法包括「文獻分析法」、「專家深度訪談」及「鹽的實驗教學法」，具體步驟

如下： 

(一)探討相關文獻 

本研究首先蒐集國內外有關鹽為主題的各種實驗活動，加以分析及討

論，並做為本活動的教材，其次，蒐集有關科學興趣及科學態度相關量表，

進行編制本次活動量表的參考。 

(二)專家意見的諮詢 

為使設計的活動有趣化、生活化，並能確實提高小學生的自然素養，擬

邀請小學教師、自然科學教育學者各三人，進行專家效度的審查。 

(三)量表的發展 

依據相關文獻並參考現有的相關科學興趣及科學態度量表，編制本次活

動的評量及回饋工具，做為未來規劃及實施非制式自然科學活動的參考。 

(四)方案預試 

邀請台南縣七股郷附近的300人次的活動進行評鑑該活動的成效，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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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的修正。進行的方式，首先進行前測，進行相關科普活動，再進行後

測，檢視參與者對科學態度與科學興趣的變化。 

(五) 正式展示 

(一) 台南縣市及嘉義縣的偏遠地區國小為主，預計邀請1,000位各校參與「校

外教學」至台灣鹽博物館，進行此次活動，活動進行時，除了完成參觀

鹽博物館外，並分組進行相關的實驗活動，以及量測參與者的「對科學

態度」與「科學興趣」測量量表，活動結束後，再調查參與此次活動的

受試者，他們「對科學態度」與「科學興趣」測量量表，以及蒐集受測

學生自然學習成就，進行分析。 

參、 鹽體驗活動方案計畫設計 

一、 教學目標 

(一) 提供學生非制式學習環境場所。 

(二) 提供學生透過動手做的鹽實驗活動，提升學生對科學的態度與興趣。 

(三) 提供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四) 鼓勵學生口頭或書面方式，發表參與活動的心得。 

(五) 透過實驗活動的成功體驗，提升學生的自信與自尊。 

二、 對象 

鑑於教育機會不均等的現象日益嚴重，本研究的科普活動旨在提供偏遠地區

國小學生科學學習的機會，第一階段(一個半月期間)擬以台南縣遴近台灣鹽博物

館附近的10國小(每所國小30人)為主要對象；第二階段(四個月期間)擬以台南縣

市、嘉義縣偏遠地區20所國小(每所國小50人)為主要對象。每次活動以半天為原

則。活動時間為週二至週五(週一配合博物館休館)，週六日亦提供民眾帶子女自

由參加(現場亦配合支援大學生指導)。 

三、執行方式 

 本次科普活動，擬以參觀鹽博物館、動手做實驗及競賽等方式實施。首先，

平日(週二至週五)的支援人員，以培訓南台科技大學的休閒系的學生參與博物館

的導覽，並訓練餐旅系的學生參與鹽的實驗指導活動為主，假日(週六及週日)再

公開徵求南台科大的學生參與「服務學習」，以利未來，實際執行時可以協助各

項支援工作。第一階段，每週以2間國小，第二階段每週以2-3間學校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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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施時程 

時間 工作項目 備註 

98年7月 研發活動教材 

招募工作人員 
 

98年8月 研發評鑑工具 

實驗場地規劃 
 

98年9月 工作人員培訓 

聯絡參與小學 
 

98年10月 第一階段活動  

98年11月 第一階段活動  

98年12月 方案檢討及修正  

99年1月 評鑑工具修正 

聯絡參與小學 
 

99年2月 第二階段活動  

99年3月 第二階段活動  

99年4月 第二階段活動  

99年5月 第二階段活動  

99年6月 完成期末報告  

五、場地 

  本研究擬以位於台南縣七股鄉的台灣鹽博物館為活動場所，配合本次活動將

增加「鹽的實驗」項目至少15組，擬配合各校的戶外教學活動，搭配實施，場地

的規劃已獲該博物館允諾全力支援。以下簡單介紹此博物館的背景：台灣鹽博物

館是目前台灣唯一有關鹽產業的主題博物館，位於台南縣七股鹽埕村，其興建主

要目的是保存台灣數百年的鹽業文化資產。目前由統茂旅館集團向台南縣政府以

OT方式承租經營。「鹽」為鹽工汗水與淚水的結晶，鹽堆狀的外型造觀格外有特色，

遠望感覺就像兩座白色金字塔矗立在鹽田裡。共有四個樓層，其中保留三樓為行

政辦公室外，一樓以遠方的機關車載著白鹽，往鹽田裡駛來，經過鹽警崗哨旁，

勾勒出民國五十年代七股土盤鹽田的工作場景。一進入鹽博館一樓大廳，映入眼

簾的是鹽田的勞動景象，每一個鹽工勞動的身影，都是那麼樣的真實動人。透過

實際的物件和聲光特效，鹽村劇場的特展室和視聽室帶您走進時光隧道，體驗鹽

村生活。二樓的台灣的鹽展覽區，您可以一窺台灣338年來鹽業的歷史縮影，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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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鹹鹹的過去。在探索館中，您可以仔細的看清楚鹽的結晶，動動手也動動腳，

發現更多鹽的科學和文化的樂趣。另外，雖沒有炫麗的展示，收藏珍貴鹽業典籍

的典藏館是鹽博館的心臟，也歡迎您參觀我們的數位典藏中心，仔細聆聽鹽民們

的故事。四樓展區，我們帶您認識世界的鹽。我們帶您潛入地底，體驗世界文化

遺址波蘭的鹽礦礦坑。也讓您了解在中國四川是如何鑿井取鹽。此外，我們要告

訴您，鹽不僅是調味品，也是工業之母，您可以在鹽與科學區發現更多鹽的小秘

密，學到許多生活和健康的小常識。 

六、工作成員 

(一)專家教師 

  由計畫主持人邀請共同主持人三位(含食品科學領域專長2位，教育領域專長

1位)，協同主持人三位(台灣鹽博物館代表1位，國小自然科教師2位)，組成研究團

隊，負責規劃(1)活動教材；(2)量表的發展；(3)輔導人員的招募及訓練；(4)參與活

動的小學連絡。 

(二)輔導人員 

  由南台科技大學休閒系的學生負責平日的博物館靜態資料導覽(每次搭配2

位)，餐旅系學生負責實驗活動的指導(每次搭配4位)；假日徵求南台科技大學的學

生參與服務學習(每次6位)。由大學生擔任導覽與指導小學生，較能拉近彼此間距

離，並贏得比他們年幼學生的尊重，雙方的互動會較密切，學習效果較佳。受過

訓練的輔導員，必須利用個人日誌記載每次活動的歷程，並在工作檢討會議中，

提出討論，以利未來活動執行改進的重要參考。 

七、活動設計 

  本次活動為非制式教學活動，學生集團由老師帶隊至博物館，每次利用3小

時的時間，進行相關活動。第一時段，由導覽同學引導參觀博物館，對鹽的由來

會有初步的認識；第二時段，將採小組的方式，進行中年級或高年級的鹽實驗活

動，並透過預先設計的學習單，填寫學習成果，完成後再填寫對科學態度的量表

及科學興趣量表。進行實驗時，將由輔導同學視需要給與不同程度的協助，才能

避免小朋友產生過多的挫折，另外，為增加趣味性，將會以競賽方式，引導學生

參與各項活動。回校後，鼓勵小朋友撰寫心得報告。 

八、後續推廣與展示內容再利用 

  本計畫結束後，相關展示內容移交台灣鹽博物館，計畫成員仍繼續輔導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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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教育，其次，有關教材及研究成果，預計發表至相關教育領域期刋。 

九、活動教材 

 (一)鹽博物館靜態導覽(時間約1小時) 

在導覽同學引導下，分組參觀3個樓層的靜態展示。 

 (二)實驗活動(時間約2小時)：依來訪同學分中年級、高年級給與不同程度的實驗

活動。草擬的活動單元如下所示，待計畫通過後，再經專家討論，決定中高年級

的各項活動。 

活動名稱-1 蘋果不會變色了 

所需時間 30 分鐘 

教具 鹽、鋼盆、蘋果 

課程目標 了解鹽可抑制或減緩褐變作用 

活動步驟 1.在鋼盆內裝入鹽水，放入切片蘋果經過 3 分鐘後，靜置 10 分

鐘。 

2.與未浸泡鹽水蘋果比較。 

評量方式 蘋果本身含有酵素和多酚類基質，而多酚類基質受到酵素作用

而氧化後，便會使顏色產生變化。蘋果的紅色素是花青素類，

在削皮後，由於氧化酵素引起多氛氧化的關係引起褐變，多酚

氧化酵素會將多酚類成分氧化，變成醌類（quinones），醌類再

進一步聚合成褐色的色素。以鹽水或汽水(雪碧)浸漬一下，則可

防止其褐變現象。由於鹽會破壞白色果肉與氧氣結合的機會，

所以能阻止蘋果果肉產生褐變。在 1500cc 左右的食鹽水(12 克

約 8 小匙)中 3 分鐘來防止褐變。 

不同的水果所含有的多酚類基質和酵素，含量並不相同，所以

變色的情況也有時間和深淺的差異，有些水果甚至不含有多酚

類基質和酵素，因此即使長時間暴露在空氣中，顏色也不會改

變。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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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編號-2 探討食鹽在常溫下的最大溶解度 

所需時間 20 分鐘 

教具 精鹽、250c.c.燒杯、500c.c 燒杯、小湯匙、磅秤、天平、竹筷子 

課程目標 1. 了解鹽可溶於水中 

2. 鹽於水中有一定的溶解量 

活動步驟 1.在燒杯內盛裝 100ml 的水。 

2.利用磅秤量取食鹽，每次加入 10g 的鹽到水中，直到不能完全

溶解時，估算加入的鹽量。 

評量方式 鹽於常溫下 100ml 的水中的最大溶解度 

溶解量 

溫度  20℃ 

鹽   36g 

注意事項  

 

 

活動編號-3 探討鹽溶解於水後的溶液重量與體積的改變情形 

所需時間 20 分鐘 

教具 精鹽、250c.c 燒杯、500c.c 燒杯、小湯匙、磅秤、天平、竹筷子 

課程目標 1. 鹽溶解於水中的重量等於鹽加水的重量。可見物質溶解於水

後的重量(水溶液重量)等於溶質的重量加水的重量，也就是說物

質溶解於水後的重量具加成性。 

2. 鹽溶解於水中的體積小於鹽加水的體積。可見物質溶解於水

後的體積不具加成性。 

活動步驟 1.取 100ml 的水，扣除燒杯，秤其重量。 

2.量 20g 的食鹽，放入量筒，算出體積。 

3.再將食鹽倒入水中溶解後，分別計算鹽水的重量和體積。 

評量方式    重量  體積 

鹽   20g   18ml 

水   100g  100ml 

鹽水  120g  105ml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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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編號-4 探討不同濃度溶液間的重量關係 

所需時間 30 分鐘 

教具 250c.c 燒杯、500c.c 燒杯、小湯匙、磅秤、天平、竹筷子、酒精

燈、三角架、   陶瓷纖、維網、打火機、溫度計、夾鍊袋、紅

藍黃食用色素 

課程目標 1. 物質溶解於水後的重量(水溶液重量)等於溶質的重量加水的

重量，因此，物質在水中溶解愈多，濃度愈大，重量也愈重 

活動步驟 1.將 1 杯 100ml 的水，放入最大溶解度的鹽及食用紅色素少許(濃

鹽水)，攪拌溶解後，取 20ml 的水，放入夾鍊袋內，並擠掉空

氣。 

2.取 1 杯 100ml 的清水，加入食用藍色素 1 少許(清水)，攪拌後，

取 20ml 放入夾鍊袋內，並擠掉空氣。 

3.將 1 杯 500ml 的水，放入食鹽 25g 及食用黃色素少許(稀鹽水)；

再將含藍、紅色素溶液的夾鍊袋放入該溶液中。 

4.觀察不同濃度溶液間的重量關係。 

評量方式 從實驗中發現濃度愈大的鹽水溶液重量愈重，所以紅色水溶液

夾鍊袋往下沉，藍色水溶液不含鹽，較黃色稀鹽水溶液輕，所

以浮在上面。 

注意事項  

 

活動編號-5 探討不同濃度的溶液和浮力間的關係 

所需時間 10 分鐘 

教具 250c.c 燒杯、500c.c 燒杯、小湯匙、磅秤、天平、竹筷子、酒精

燈、三角架、   陶瓷纖、維網、打火機、溫度計、夾鍊袋、紅

藍黃食用色素 

課程目標 1.當溶解其中的鹽越多，濃度愈大，浮力也越大 

活動步驟 1.在燒杯內裝 450ml 的水。 

2.放入同重量皆為 10g 的胡蘿蔔及馬鈴薯，觀察二者變化。 

3.在水中逐步加入鹽，觀察胡蘿蔔及馬鈴薯變化。 

4.察覺食鹽水濃度與浮力間的關係。 

評量方式 從不斷加鹽中發現胡蘿蔔及馬鈴薯慢慢浮起來。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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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編號-6 食鹽讓冰塊的溫度降低 

所需時間 10 分鐘 

教具 500c.c 燒杯、溫度計、溫度計、冰塊 

課程目標 1.當溶解其中的鹽越多，濃度愈大，浮力也越大 

活動步驟 1.在燒杯內裝滿 300g 冰塊。 

2.加入 100g 的食鹽，觀察溫度變化。 

評量方式 食鹽溶解的過程需要吸收熱能，所以會讓冰塊的溫度降低。300 

克的冰加上 100 克的鹽，可以讓冰的溫度降到 -21℃。當水要

結冰的時候，水分子之間會產生氫鍵，而形成規律的晶體，所

以如果水中溶解有其他的物質的話，會妨礙晶體的形成，於是

使水的凝固點下降；冰塊表面有一層薄薄的水，如果灑上食鹽，

鹽巴便可以溶解在其中，於是混合後的鹽水凝固點會下降。綜

合了以上兩個原因，原本已凍成固體的冰，冰塊加鹽以後會重

新溶化，再逐漸被冷凍到新的冰點，就和冰塊黏成一體了 

注意事項  

 

活動編號-7 我吃了多少鹽 

所需時間 10 分鐘 

教具 計算機、市售零食、餅乾數包及醃製肉品(含完整包裝) 

課程目標 了解每日攝食鹽量之情形 

活動步驟 計算每份食物中之含納量換算成食鹽為多少？ 

NaCl 之分子量為 23＋35.5＝58.5，所以 1gNaCl 含納量為 

1×23/58.5＝0.393g＝393mg，每 mgNa 之食鹽量為 2.545mg 

評量方式 世界衛生組織對成人每日鈉攝取建議量為 2400 毫克，也就是 6

克食鹽。根據英國食品標準局的定義，每 100 克食品中，如果

鈉含量超過 500 毫克，就屬於高鹽食品；鈉含量低於 100 毫克，

屬於低鹽食品。 

注意事項  

 



 13 

 

活動編號-8 海水為何是鹹的 

所需時間 20 分鐘 

教具 瓦斯爐、雪平鍋、海水 

課程目標 了解海水中存在鹽分。 

海鹽係由海水濃縮精緻而來。 

活動步驟 1.在雪平鍋內裝 30ml 海水。 

2.放在瓦斯爐上加熱，觀察水分蒸發後之變化。 

評量方式 將海水加熱煮沸至乾，可看到鹽晶析出。 

注意事項  

 

活動編號-9 鹽如何有助於保存食物 

所需時間 30 分鐘 

教具 鹽、鋼盆、高麗菜或其他青菜、 

課程目標 了解鹽對食物有脫水作用。 

可降低水分含量，使水活性下降，延長保存性或有利於製作加

工食品。 

活動步驟 1.在鋼盆內裝入高麗菜與適量食鹽，經過 5 分鐘搓揉後，靜置 5

分鐘。 

2.可倒出脫出的水分。 

評量方式 食鹽有脫水的功能，鹽加入食物中後，食物細胞內濃度會比細

胞外濃度低，造成滲透壓，使細胞內的水分會往外滲透，造成

食物腐壞的微生物也會脫水死亡或無法繁殖，藉此保存食物。 

注意事項  

 

活動編號-10 鹽及糖對泡泡的影響 

所需時間 10 分鐘 

教具 鹽、糖、鋼盆、泡泡水、吸管 

課程目標 了解鹽不利於泡泡形成 

活動步驟 1.在鋼盆內裝入泡泡水，用吸管吹泡泡，觀察泡泡大小。 

2.在鋼盆內裝入泡泡水及糖水，用吸管吹泡泡，觀察泡泡大小。 

3.在鋼盆內裝入泡泡水及鹽水，用吸管吹泡泡，觀察泡泡大小。 

評量方式 加入鹽，吹出來的泡泡數量會變少，甚至連一顆都吹不出來。

如果加入糖，用洗髮精水溶液吹出來的泡泡數量會增加很多，

用洗碗精水溶液吹出來的數量會比較少，其他的水溶液則影響

不大。肥皂或香皂具有一非極性端，此端為油溶性的，它們又

具有一極性端，是水溶性的，肥皂/香皂的去污能力是由於其油

溶性端可親和油脂類的污垢，而其水溶性端是親水的，由於它

們的存在可以使得原本不溶於水的油脂類污垢溶入水中。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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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仔細點，肥皂/香皂在水中可形成一種微胞(micelle)的狀態，這

個狀態是肥皂/香皂的分子聚集起來，以其極性端朝外，非極性

端朝內，形成一個球狀，中間的部份包容那些油脂類的污垢，

由於微胞的表面都是極性端，當然可以溶於水中，連帶著中間

包容的油脂類的污垢也就溶在水中。就肥皂/香皂的結構而言，

它們仍然具有相當油脂類的性質，食鹽水是極性非常高的，因

此無法溶解這種仍具有相當非極性性質的化合物。在談溶解度

時有一個最高指導原則：極性相似者互溶性高(like dissolves 

like)，從這個觀點來看，食鹽水的極性太高，它與肥皂/香皂在

極性方面的相似性變差。泡泡多必須選用陰離子介面活性劑，

泡泡不容易破掉加入甘油<丙三醇>它可增加保濕性 

注意事項  

 

活動編號-11 為什麼沙士加鹽泡泡會增加？ 

所需時間 10 分鐘 

教具 鹽、沙士、高飛球杯 

課程目標 了解鹽有利於二氧化碳的釋放 

活動步驟 在高飛球杯內倒入沙士，稍加入鹽巴，觀察產生泡泡的量。 

評量方式 沙士和汽水都富含有二氧化碳氣體，原來受到高壓溶在汽水

裏，但一旦我們把汽水打開，壓力變小，就會有許多二氧化碳

氣泡散發出來。 

鹽是氯化鈉分子，氯離子與鈉離子與水結合的能力都比二氧化

碳強，一旦把鹽放進汽水中，氯離子與鈉離子與二氧化碳競爭

水分子，使得原本與水合的二氧化碳失去水分子，只好以氣體

的形式逸散出去。 

注意事項  

 

活動編號-12 熔岩燈的製作 

所需時間 20 分鐘 

教具 透明塑膠寶特瓶、精鹽、水、食用色素、食用油 

課程目標 1.了解油水不互溶 

2.密度的變化 

活動步驟 1.寶特瓶盛裝水，約 2/3 的瓶身，加入幾滴食用色素，搖晃均勻。 

2.倒入約 100C.C.的食用油，使形成兩層，油在上層。 

3.灑入一些鹽，觀察變化；為了延長實驗的時間，可再加入一些

鹽。 

評量方式 密度的差異，造成鹽巴沉澱時，有油珠上下跳動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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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編號-13 芭擂舞葡萄乾 

所需時間 20 分鐘 

教具 一個乾淨的塑膠杯、水、葡萄乾、小蘇打粉、醋 

課程目標 1. 小蘇打與醋反應產生二氧化碳。 

活動步驟 1.塑膠杯中裝約 2/3 的水。 

2.倒入兩茶匙的小蘇打粉，攪拌溶解。 

3.倒入一些葡萄乾。 

4.倒入兩大匙醋，觀察葡萄乾的變化。 

評量方式 1.為什麼會產生泡泡？ 

2. 為什麼葡萄乾會上下跳動？ 

注意事項  

 

活動編號-14 探討不同濃度溶液間的重量關係 

所需時間 30 分鐘 

教具 三個塑膠杯、20mL 量筒一個、鹽巴、滴管、紅藍黃食用色素 

課程目標 物質溶解於水後的重量(水溶液重量)等於溶質的重量加水的重

量，因此，物質在水中溶解愈多，濃度愈大，重量也愈重 

活動步驟 1.將 3 杯裝滿水的塑膠杯中，分別滴入不同的食用色素。 

2.並在不同塑膠杯內裝入不同量的鹽巴，分別為少量、中等及大

量，攪拌後溶解。 

3.取出量筒，依序滴入三種溶液。 

4.觀察不同濃度溶液間的重量關係。 

評量方式 從實驗中發現濃度愈大的鹽水溶液重量愈重，所以水溶液往下

沉，稀鹽水溶液輕，所以浮在上面。 

注意事項  

 

 

活動編號-15 探討不同濃度的溶液和浮力間的關係 

所需時間 10 分鐘 

教具 兩個透明玻璃杯、兩顆蛋、鹽 

課程目標 當溶解其中的鹽越多，濃度愈大，浮力也越大 

活動步驟 1.在兩個玻璃杯內裝約 2/3 的水。 

2.在其中一個玻璃杯內放入 4 大匙的鹽，攪拌使溶解。 

3.玻璃杯內各放入一顆雞蛋。 

4.觀察雞蛋。 

評量方式 從加鹽的玻璃杯中發現雞蛋浮起來，在一般水中雞蛋沉在水底。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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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編號-16 食鹽讓冰塊的溫度降低；釣冰 

所需時間 10 分鐘 

教具 玻璃杯一個、棉線一條、鹽巴、冰塊 

課程目標 當溶解其中的鹽越多，水的冰點越低 

活動步驟 1.在玻璃杯內裝約 1/2 杯的冰塊。 

2.棉線的一端放入杯中的冰塊上，一端放在玻璃杯口。 

3.在放有棉線的冰塊上灑些鹽，等候 30 秒後提出棉線，可否釣

起冰塊？ 

評量方式 冰塊表面有一層薄薄的水，如果灑上食鹽，鹽巴便可以溶解在

其中，於是混合後的鹽水凝固點會下降。但是隨著冰塊的融化，

鹹度逐漸下降，水的冰點提高後又結冰，棉線就被凍在冰中了。 

注意事項  

 

活動編號-17 製作電池 

所需時間 30 分鐘 

教具 5 公分備長炭 1 根、省電馬達+迷你電扇一組、毫安培計一個、

兩條兩端附有鯊魚夾的電線市售零食、雙氧水 5 公克、36 公克

鹽巴、塑膠杯 1 個、空鋁罐 1 個 

課程目標 了解電池原理 

活動步驟 1.鋁罐裁剪成適當大小的鋁片。 

2.塑膠杯裝水及鹽巴，呈飽和溶液。 

3.將備長炭和鋁片置入食鹽水中，毫安培計探針分別接觸鋁片及

備長炭，接觸後發現有電流流動。 

4.使用電線負極夾住鋁片，另一條正極夾住備長炭，電線另一端

接上電扇，觀察電扇會不會轉動。 

評量方式 鹽度高則電流量越強。 

注意事項 小心鋁片別割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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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編號-18 製作奶油 

所需時間 30 分鐘 

教具 有蓋子的玻璃罐(250ml)1 個、鹽 1 茶匙、高脂鮮奶油 80ml、紙

巾五張 

課程目標 Salting out 鹽會改變物質的溶解度 

活動步驟 1.在乾淨且乾燥的玻璃罐中加入奶油與鹽巴。 

2.蓋緊蓋子，上下搖動 15~20 分鐘，罐子的鮮奶油會分離出塊狀

奶油與乳狀液體，將它倒在紙巾上。 

3.擠壓紙巾，擠出多餘的液體，打開紙巾，可得一球奶油。 

評量方式 鹽會改變物質的溶解度。 

如果鹽巴換成糖，觀察變化。 

注意事項  

 

活動編號-19 綿綿冰的製作 

所需時間 30 分鐘 

教具 鹽、鋼盆、冰塊、紙盒裝果汁、攪拌棒 

課程目標 .當溶解其中的鹽越多，水的冰點越低。 

活動步驟 1.在鋼盆內裝入冰塊與適量食鹽，紙盒裝果汁置放上面。 

2.以攪拌棒同方向攪拌 20 分鐘，可得綿綿冰。 

評量方式 如果灑上食鹽，鹽巴便可以溶解在其中，於是混合後的鹽水凝

固點會下降。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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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編號-20 隱形墨水的製作 

所需時間 30 分鐘 

教具 燒杯一個、硝酸鉀、白紙一張、毛筆或水彩筆一枝、打火機、

線香 

課程目標 硝酸鉀遇熱會解離出氧氣 

活動步驟 1.燒杯中裝約 20ml 的水，加入硝酸鉀，使成飽和溶液。 

2.毛筆或水彩筆沾取飽和硝酸鉀溶液，於白紙上書寫或做圖。 

3.待晾乾後，用點燃的線香接觸任何塗過硝酸鉀的地方，紙張就

會一直沿著塗過的痕跡燃燒(不會起火)。 

評量方式 硝酸鉀遇熱會解離出氧氣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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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期效果 

  本次科普活動預期能對偏遠地區的國小中高年級學生提供補充式的自然科

學科普教學活動，預估會有至少2000人受惠，預期參與的小朋友對科學的態度會

有正向改變，進而提高他們對科學的興趣，影響小朋友的自然科學習成就。其次，

會完成適合國小中高年級的相關態度量表，並製作光碟發送有意願使用的小學，

計畫開始即建置活動網站，並透過媒體宣傳，鼓勵其他地區的小學生利用假日前

來參與。包括以下： 

一、預期完成項目： 

(一) 收集有關鹽的資料及相關實鹽活動。 

(二) 鹽知識的推廣。 

(三) 舉辦活動平衡城鄉教育的落差。 

二、具體效果： 

(一) 本計畫發展的研究成果將有助於自然科學教育的推廣。 

(二) 結合現有博物館有助於未來博物館的推廣。 

三、對參與活動人員之效益： 

(一) 對鹽的知識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二) 培育學生導覽的能力。 

(三) 培養承辦相關活動規劃的能力。 

(四) 學會自主性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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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98 年度國科會科教處申請補助科普活動分類表 

計畫名稱 
認識鹽的教育 

執行機構

及單位 

南台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 主持人 餐旅管理系教授萬金生 

計畫主題（請勾選） 

□ 1.提升女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和自信 

□ 2.縮短科學學習落差 
□ 3.科學探索 
 4.生活中的科學 
□ 5.海洋的科學 
□ 6.自選主題，說明：＿＿＿＿＿＿＿＿＿＿＿＿＿＿＿＿＿＿ 

 
計畫方式（請勾選） 

□ 1.科普素材的研發 

□ 2.電腦軟體設計 
□ 3.科普教育人才培育 
□ 4.研習營 
 5.展示 
□ 6.演講 
 7.動手做活動 
□ 8.競賽 
□ 9.科技旅遊 
□ 10.其他，說明：＿＿＿＿＿＿＿＿＿＿＿＿＿＿＿＿＿＿＿＿ 

 

主持人簽名：       萬金生          98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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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科會科教處補助科普活動績效自評表 

計畫名稱 認識鹽的教育 

計畫編號  

執行機構及單位 南台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 主持人 餐旅管理系教授萬金生 

合辦單位 台灣鹽博物館 

台南縣、台南市、嘉義縣教育局 

共同補助單位  

預期目標（請條列） 

1. 提供學生非制式學習環境場所。 

2. 提供學生透過動手做的鹽實驗活動，提升學生對科學的態度與興趣。 

3. 提供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4. 鼓勵學生口頭或書面方式，發表參與活動的心得。 

5. 透過實驗活動的成功體驗，提升學生的自信與自尊。 

計畫內重點簡述：本研究計畫擬以台灣鹽博物館為「非制式教學」的據點，除了利用此博物館

中有關鹽的豐富資料外，將設計至少 15 種以鹽為主題的「實驗活動」，期望利用此有趣的科

普活動設計，改變小學生對科學的態度與興趣。計畫重點，將發展適合小學中、高年級的非制

式以鹽為主題的教學方案，包括發展非制式教材方案的教材與實施、蒐集文獻，以及課程專冢、

自然科學教育學者以及國小教師，共同討論審查，並發展「對科學態度」、「科學興趣」量表

雛型，第一階段以約 300 人次的中高年級小學生科普活動，評鑑該活動的成效，以及量表的修

正。第二階段的重點，實施 1000 人次大規模的科普活動，從認知、情意與技能三方面，評鑑

修正後教材活動的成效。 

參加對象 台南縣、市及嘉義縣至少 1300

位國小中高級學生 

辦理時間 自98年7月 

至 99 年 6 月 

辦理地區 分區： 

□全國： 

績效：未辦理過科普活動 

自評績效： 

1.預期目標達成情形： 

(1)收集有關鹽的相關實驗活動資料；(2)偏遠地區國小中高年級學生透過認識鹽提高科學的興

趣；(3)舉辦長達近五月的科普活動；(4)建置相關網站。 

2.科普推廣之效益： 

(1)有助於偏遠地區小學生能由觀察、探討問題、動手做實驗中獲得樂趣。 

(2)有助於偏遠地區小朋友追求科學新知的據點。 

3.培養參與者擁有具體的科學教育能力： 

(1)培養參與小朋友合作的能力。 

(2)培養小朋友實作的能力 

(3)培養小朋友解決問題的能力。 

4.其他具體成效 

活動網站網址：http://www.stut.edu.tw 

主持人簽名：    萬金生                        98 年 3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