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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們的實驗目的主要是探討蠟燭在打洞的塑膠瓶中如何延長燃燒時間？進而製作氧氣量控

制器以持續供應氧氣，找出瓶外空氣與瓶內二氧化碳的對流方式，確認我們推論是否合理。

經實驗發現，橫列和縱列上的洞數越多、縱列的數目越多，蠟燭的燃燒時間越長；同一縱列

時，一個洞：開上、二個洞：開上中，蠟燭燃燒時間較長。最後並由實驗證明空氣容易由開

中的洞進入，二氧化碳則由開上的洞離開，以形成氣體對流。 

 

壹、研究動機 

有一次，我們在網路上看到一篇文章，內容是討論罐子上如果有洞，蠟燭會繼續燃燒還是

熄滅？這個問題引起很多人的好奇心，沒想到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卻得到了各式各樣的答

案。之後老師正好想找參加科展的學生，於是我們就趁這次機會，主動提出參與研究。 

教材相關性：五下牛頓版 第一單元：物質與熱、六上牛頓版 第四單元：燃燒和生鏽 

 

貳、研究目的 

研究一、洞的數目對蠟燭燃燒時間的影響 

實驗一：橫的排列會影響蠟燭的燃燒時間嗎？ 

實驗二：縱的排列會影響蠟燭的燃燒時間嗎？ 

研究二、縱列的數目對蠟燭燃燒時間的影響 

研究三、同一縱列的開洞位置對蠟燭燃燒時間的影響 

實驗一：一個洞的分布會影響蠟燭的燃燒時間嗎？ 

實驗二：二個洞的分布會影響蠟燭的燃燒時間嗎？ 

研究四、氧氣製造量與氧氣量控制器的最佳搭配 

實驗一：果皮加雙氧水與氧氣量控制器的搭配如何？ 

實驗二：二氧化錳加雙氧水與氧氣量控制器的搭配如何？ 

研究五、氧氣輸入口的位置對蠟燭燃燒時間的影響 

 

参、文獻探討 

二氧化碳的特性 
無色、無臭、無味的氣體。密度比空氣、氧氣大，可用來滅火。 

氣壓的平衡 
在一般的環境下，物體是不會被大氣壓力壓扁的。因為這時氣體粒子撞擊外壁和內壁的力

度是一樣的。內外力量平衡，所以物件便可以原封不動。 

 



蠟燭的燃燒 
蠟燭大多是由很多種碳氫化合物混合而成的，所以化學式可以用 CxHy 表示。反應式如下： 

1.中文：蠟燭 + 氧氣 → 水 + 二氧化碳 

2 化學式：2CxHy + (4x+y/2) O2 → 2xCO2 + yH2O 

煙囪效應 
當可燃物燃燒，氣體受熱體積膨脹密度變輕，熱空氣就上升，而冷空氣下降，填補熱空氣

位置，形成垂直對流的現象。例如：密閉空間變開放空間後，因增加空氣的對流，有充分的

氧氣及風勢，便會助長火勢，如同煙囪效應向上釋放熱能。 

 

肆、研究設備及器材 

蠟燭、尺、剪刀、打火機、鐵蓋、碼錶、熱水袋、鐵釘、寶特瓶、塑膠軟管、氣閥、塑膠

罐、線香、鐵絲、鐵鋁片、黏土、老虎鉗、量筒、滴管、燒杯、雙氧水、秤、原子筆管、 

筷子、橘子皮、二氧化錳、電子秤。 

 

伍、研究方法、結果與討論 

塑膠瓶的穿洞法 

為了觀察蠟燭的燃燒時間，我們選擇透明的容器，如：塑膠罐、玻璃罐。由於考慮穿洞的

難易度，我們最後選擇塑膠罐。 

一、塑膠罐的直徑 8cm、高 25cm。 

二、用線香在塑膠罐的側面穿上、中、下三個洞，各洞的距離 

為 11cm，平均 4 個縱列，共 12 個洞。當蠟燭點燃後，燭火 

正好在開中的位置上。  

三、趁塑膠未冷卻時，用木棍定形，使其接近圓形（直徑 1cm）。 

 

避免底部熔化的方法 

因為我們選擇的是塑膠罐，所以在蠟燭燃燒過程中，產生的熱會讓塑膠底部融化。於是我

們使用耐熱物質隔離熱和塑膠的方法： 

一、將鐵鋁片剪成直徑與底部的大小相同。 

二、用線香、鐵釘在底部和鐵鋁片上各鑽兩個小洞。 

三、將鐵絲穿過鐵鋁片和底部的洞並用老虎鉗轉緊固定。 

四、瓶底外部用黏土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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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洞的數目對蠟燭燃燒時間的影響 

實驗一：橫的排列會影響蠟燭的燃燒時間嗎？ 

一、操縱變因：橫列的洞數    

甲：0 個洞   乙：一個洞   丙：二個洞   丁：三個洞   戊：四個洞 

應變變因：燃燒時間    單位：秒、碼 

不變變因：蠟燭的長度（12cm）、燭芯的長度（0.5cm）、 

蠟燭的種類、塑膠罐的大小。 

 

二、實驗步驟： 

(一)蠟燭剪成固定規格，並固定在鐵蓋上。  

(二)利用黏土將塑膠罐的洞封住，只留上方一個洞。 

(三)蠟燭點燃後，塑膠罐迅速蓋上並計時。 

(四)實驗完後，搖動塑膠罐一分鐘，使瓶內的氣體排出。 

(五)重複以上步驟，只留上方二個洞、三個洞、四個洞，依序完成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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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結果： 
  橫列洞數 

次數 
0 個洞 一個洞 二個洞 三個洞 四個洞 

1 30’5 38’5 45’2 ＊ ＊ 

2 30’3 39’1 44’6 ＊ ＊ 

3 30’4 39’3 45’1 ＊ ＊ 

平均 30’3 39’0 45’0 ＊ ＊ 

 

燃燒五分鐘以上，用＊表示 

 

四、討論                                        

(一)在同一個高度上，蠟燭會隨著洞數越多，燃燒時間越長。 

 (二)由於蠟燭燃燒會消耗氧氣，產生二氧化碳，當塑膠瓶內的氧氣低到一定濃度或二氧 

化碳高於一定濃度時，蠟燭就會熄滅。所以蠟燭開洞後既然比開洞前的燃燒時間長， 

經由討論，我們提出以下推論： 

1.由於塑膠瓶內外壓力需保持平衡，且蠟燭燃燒耗費的氧氣量比產生的二氧化碳多，所 

以空氣會由洞口進入，使塑膠瓶內的氧氣增加。 

2.產生的二氧化碳因為受熱所以體積變大、密度變小而變輕，所以容易推積在蠟燭上方， 

則有機會由上方的洞口離開。 



3.根據以上兩點綜合，塑膠瓶開洞，會產生空氣與二氧化碳的交換，所以燃燒時間才會 

有明顯差異。 

 

(三)開洞後，洞數對蠟燭的燃燒時間影響很明顯，我們推論洞數越多，二氧化碳越容 

易由洞口離開，所以瓶內的二氧化碳濃度會更低。而空氣又不斷的進入瓶內補充，所 

以燃燒時間會延長。 

 

實驗二：縱的排列會影響蠟燭的燃燒時間嗎？ 

一、操縱變因：縱列的洞數    甲：0 個洞   乙：一個洞   丙：二個洞    丁：三個洞 

應變變因：燃燒時間    單位：秒、碼 

不變變因：蠟燭長度、燭芯長度、蠟燭的種類、塑膠罐的大小。 

 

二、實驗步驟： 

(一)蠟燭剪成固定規格，並固定在鐵蓋上。 

(二)利用黏土將塑膠罐的洞封住，只留上方一個洞。 

(三)蠟燭點燃後，塑膠罐迅速蓋上並計時。 

(四)實驗完後，搖動塑膠罐一分鐘，使瓶內的氣體排出。 

(五)重複以上步驟，只留同一縱列的兩個洞、三個洞，依序完成實驗。 
 

  

0 個洞 ㄧ個洞 二個洞 三個洞 

  縱列洞數 

次數 
0 洞 一個 二個 三個 

1 30’5 38’5 ＊ ＊ 

2 30’3 39’1 ＊ ＊ 

3 30’4 39’3 ＊ ＊ 

平均 30’4 39’0 ＊ ＊ 

 

三、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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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論 

(一)在同一縱列上，蠟燭會隨著洞數越多，燃燒時間越長。 

(二)根據實驗一和實驗二的結果比較，我們發現同樣的洞數，燃燒時間：縱列比橫列長。 

原因推論是： 

1.二氧化碳因為變輕，容易由上方洞口離開，由於空氣和二氧化碳的重量不同，所以如 

果洞是縱向排列，空氣可以由其他洞口進入，遇熱後再往上移動，則容易產生氣體對 

流，使蠟燭燃燒時間比橫向排列更長。 

2.縱向排列時，洞數越多，產生氣體對流的機會越大，所以時間也會變的更長。 

(三)因此以下實驗，我們只針對縱向排列進行氣體對流的探究。 

 

 

研究二：縱列的數目對蠟燭燃燒時間的影響 

一、操縱變因：縱列的數目    

甲：一個縱列   乙：二個縱列   丙：三個縱列    丁：四個縱列 

應變變因：燃燒時間    單位：秒、碼 

不變變因：蠟燭長度、燭芯長度、蠟燭的種類、塑膠罐的大小。 

 

二、實驗步驟： 

(一)蠟燭剪成固定規格，並固定在鐵蓋上。 

(二)利用黏土將塑膠罐的洞封住，只留縱列一排。 

(三)蠟燭點燃後，塑膠罐迅速蓋上並計時。 

(四)實驗完後，搖動塑膠罐一分鐘，使瓶內的氣體排出。 

(五)重複以上步驟，只留縱列兩排、三排、四排，依序完成實驗。 

 

三、實驗結果 

  縱列數目 

次數 
一個 二個 三個 四個 

1 ＊ ＊ ＊ ＊ 

2 ＊ ＊ ＊ ＊ 

3 ＊ ＊ ＊ ＊ 

平均 ＊ ＊ ＊ ＊ 

 

※以上的實驗結果我們是使用大塑膠罐，然而燃燒時間都在五分鐘以上無法比較。所以我們

利用小塑膠罐進行測試。 



 

 
小塑膠罐直徑 8cm、高 13.5cm。各洞的距離 4.5cm。

蠟燭的長度（7cm）、燭芯的長度（0.5cm） 

燭火正好在開中的位置上。 

 

 

 

 

 

以下是測試結果： 

  縱列數目 

次數 
一個 二個 三個 四個 

1 40＂4 42＂8 49＂3 51＂6 

2 39＂0 41＂6 48＂7 50＂2 

3 38＂0 43＂0 49＂0 52＂0 

平均 39＂0 42＂5 49＂0 51＂3 

 

四、討論： 

縱向排列的數目越多，蠟燭的燃燒時間越長，是因為縱向的氣體對流範圍越來越廣， 

所以更加旺盛，導致燃燒時間也明顯變長。 

 

 

研究三：同一縱列的開洞位置對蠟燭燃燒時間的影響 

實驗一：一個洞的分布會影響蠟燭的燃燒時間嗎？ 

一、操縱變因：一個洞的分布   甲：全閉   乙：開上   丙：開中   丁：開下 

應變變因：燃燒時間    單位：秒、碼 

不變變因：蠟燭長度、燭芯長度、蠟燭的種類、塑膠罐的大小。 

 

二、實驗步驟： 

(一)蠟燭剪成固定規格，並固定在鐵蓋上。 

(二)利用黏土將所有塑膠罐的洞封住，只留開上的洞。 

(三)蠟燭點燃後，塑膠罐迅速蓋上並計時。 

(四)實驗完後，搖動塑膠罐一分鐘，使瓶內的氣體排出。 

(五)重複以上步驟，開同一縱列中間、下方的洞，依序完成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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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閉 開上 開中 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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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結果： 

 一個洞 

次數 
全閉 開上 開中 開下 

1 30’5 38’5 34’7 32’1 

2 30’3 39’1 34’2 31’9 

3 30’4 39’3 34’5 32’3 

平均 30’4 39’0 34’5 32’1 

 

四、討論 

(一)只在同一個縱列上開一個洞時，蠟燭的燃燒時間：開上＞開中＞開下。 

(二)蠟燭的燃燒時間會隨著開洞位置越下方而越短，我們推論如下： 

1.當二氧化碳達到一定濃度時，蠟燭便會熄滅。所以可用二氧化碳是否容易跑出瓶外，來 

判斷濃度高低，以解釋此實驗結果。 

2.因為燭火正好在開中的位置上，所以瓶內的氣體對流容易發生在中上方，則產生的二氧 

化碳遇到瓶底，會容易沿著壁由開上的洞離開。部份的二氧化碳可由開中的洞離開，但

二氧化碳不易從開下的洞離開。 

 

實驗二：二個洞的分布會影響蠟燭的燃燒時間嗎？ 

一、操縱變因：二個洞的分布     甲：上中     乙：上下     丙：中下     

        應變變因：燃燒時間      單位：秒、碼 

       不變變因：蠟燭的長度、燭芯的長度、蠟燭的種類、塑膠罐的大小、洞的數量、 

縱列的位置。 

 

二、實驗步驟： 

                   (一)蠟燭剪成固定規格，並固定在鐵蓋上。 

                      (二)利用黏土將塑膠罐的洞封住，只留同一縱列的上中二個洞。 



                       (三)蠟燭點燃後，塑膠罐迅速蓋上並計時。 

(四)實驗完後，搖動塑膠罐一分鐘，使瓶內的氣體排出。 

(五)重複以上步驟，只留同一縱列的上下兩個洞、中下兩個洞，依序完成實驗。 

 

   

上中 上下 中下 

 

三、實驗結果：  

   兩個洞 

次數 
上中 上下 中下 

一 ＊ 4＇30＂ 3＇16＂

二 ＊ 4＇30＂ 3＇15＂

三 ＊ 4＇30＂ 3＇16＇

平均 ＊ 4＇30＂ 3＇15＂

 

四、討論                                       

               (一)只在同一縱列上開兩個洞時，蠟燭燃燒時間：上中＞上下＞中下。 

(二)我們根據以上所有實驗綜合推論如下： 

1.由於開上的洞接近瓶底，當產生的二氧化碳受熱後，密度變小而變輕會往上走，當碰到 

瓶底時，會沿著壁由上方的洞口出去，所以開上的洞是二氧化碳容易離開的出口。 

2.因為燭火在開中的位置，所以氣體對流應該常發生在中上方，既然二氧化碳容易由開上 

的洞離開，外部的氧氣則容易由中間的洞進行補充。 

3.開下的洞離氣體對流旺盛的位置太遠，所以開中和開下的洞經過比較後，外部的氧氣應 

該比較難由開下的洞進入。 

 

為了證明以上的論點，我們決定持續輸入氧氣在開上或開中的洞，比較蠟燭的燃燒時間， 

確定二氧化碳是否容易由開上的洞離開？氧氣是否由開中的洞進行補充？才可延長蠟燭的 

燃燒時間。 

 8



※為了減少實驗的誤差，所以我們秤量蠟燭燃燒前和燃燒後的重量，以確定不變變因是一致

的。 
    兩個洞 

 

蠟燭重量(g) 

上中 上下 中下 

燃燒前 11.6 11.8 11.4 

燃燒後 11.3 11.5 11.2 

差 0.3 0.3 0.2 

燃燒 5 分鐘 30 秒即吹熄蠟燭 

 
 

研究四：氧氣製造量與氧氣量控制器的最佳搭配 

氧氣量控制器的作法 

(一)準備兩條塑膠軟管，分別套在氣閥的兩端。 

(二)用剪刀割下寶特瓶瓶口，並用鐵釘在瓶蓋上穿一個洞。 

(三)將其中一條塑膠軟管穿過瓶蓋的洞，並用熱熔膠固定。 

(四)將熱水袋口包覆在寶特瓶瓶口周圍，並用熱熔膠固定。 

(五)另一條塑膠軟管則依實驗插入塑膠瓶上的洞口，並用黏土固定避免氧氣洩漏。                                    

 

  

將氣閥兩端套上塑膠軟管。 割下的寶特瓶瓶口。 在瓶蓋上穿一個洞。 

  

將塑膠軟管穿過瓶蓋的洞，

並用熱熔膠固定。 

把熱水袋口包覆在寶特瓶瓶

口周圍，並用熱熔膠固定。
氣閥加上熱水袋的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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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圖 

軟塑膠管 
 

 

 

 
氣閥開關 

寶特瓶瓶口  

  

 
 

熱水袋  瓶蓋 
 

氧氣的製作方法 

方法一：雙氧水加果皮、蘿蔔、馬鈴薯、豬肝、氧化鋅、碘化鉀、氧化鐵、二氧化錳 

（這些物質是催化劑，可以幫助雙氧水加速反應。） 

方法二：電解水 

（電解可以把水分解成氧和氫。） 

方法三：加熱氧化汞(HgO) 

（汞在空氣中加熱，可使氧與汞化合成紅色的氧化汞粉末，再將其加熱即可得到氧。） 

方法四：分溜液態空氣 

（分餾液態空氣時，由於氧的沸點高於氮，所以氮先蒸發出來，剩下的就是氧。） 

 

以上四種方法雖然都可以產生氧氣，但是基於以下 3 個原因，我們最後選擇方法一： 

雙氧水加果皮或雙氧水加二氧化錳。 

(一)由於六年級的課本才剛教過用雙氧水和果皮製作氧氣，所以已經有實際經驗。 

(二)果皮和二氧化錳的材料容易取得。 

(三)製作方法簡單又安全。 

 

實驗一：果皮+雙氧水與氧氣量控制器的搭配如何？ 

一、操縱變因：果皮量、雙氧水量 

應變變因：產生的氧氣量           單位：熱水袋的鼓起程度 

不變變因：果皮的大小、雙氧水的濃度（35%）、熱水袋的大小、熱水袋的材質。 

 

二、實驗步驟： 

(一)用原子筆管在橘子皮上戳洞。 



(二)用竹筷子將筆管中的橘子皮戳出來，產生圓形果皮。 

(三)秤圓形果皮 25g 放入熱水袋中。 

(四)擠壓熱水袋，將袋內空氣排出，並倒入雙氧水 50ml，迅速蓋上蓋子。 

(五)觀察熱水袋內產生氧氣的情況，並紀錄下來。 

(六)將熱水袋清洗乾淨，重複以上步驟，視情況慢慢增加圓形果皮和雙氧水的量。 

 

  

用原子筆管在橘子皮上戳洞 
用竹筷子將筆管中的橘子皮 
戳出來 

 
用秤量 2 公克的果皮 利用量筒量 10 毫升的雙氧水 

 
三、實驗結果： 
 
圓形果皮 雙氧水 產生氧氣的情況 

0g 0ml 
熱水袋看起來扁扁的，裡面幾乎沒有空氣，所

以某些部分會黏在一起。 

25g 50ml 
有冒泡，氣球微微鼓起，所以決定用更多的圓

形果皮當催化劑，產生更多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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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g 50ml 
泡泡變多，但是因為雙氧水太少，部分圓形果

皮未浸泡在雙氧水中，所以決定增加雙氧水的

量，使彼此接觸面積變大。 

50g 100ml 
泡泡變的更多，熱水袋也明顯鼓起，但是仍然

有很大的填充空間。 

 

四、討論 

(一)製作氧氣時，果皮與雙氧水的接觸面積會影響分解速度，所以為了確定操縱變因只有 

兩個：果皮和雙氧水的量，我們必須固定每一個果皮的大小。於是利用原子筆管當作 

模型壓在果皮上，並用竹筷子將筆管內的果皮戳出來，使每一個圓形果皮和雙氧水的 

接觸面積相同。 

(二)由於50g的果皮混合 100ml的雙氧水已經佔據熱水袋部份空間，而且這個程度也無法 

產生很多氧氣，於是我們打算嘗試第二種方法。  

 

實驗二：二氧化錳+雙氧水與氧氣量控制器的搭配如何？ 

一、操縱變因：二氧化錳、雙氧水量 

應變變因：產生的氧氣量           單位：熱水袋的鼓起程度 

不變變因：雙氧水的濃度（35%）、熱水袋的大小、熱水袋的材質。 

 

二、實驗步驟： 

(一)秤二氧化錳 2g 放入熱水袋中。 

(二)擠壓熱水袋，將袋內空氣排出，並倒入雙氧水 5ml，迅速蓋上蓋子。 

(三)觀察熱水袋內產生氧氣的情況，並紀錄下來。 

(四)將熱水袋清洗乾淨，重複以上步驟，視情況慢慢增加二氧化錳和雙氧水的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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秤 2 克的二氧化錳 
用粗吸管將二氧化錳放入熱水 

袋的底部 

 

將熱水袋內的空氣擠出 倒入雙氧水後蓋上瓶蓋 

 
三、實驗結果： 

二氧化錳 雙氧水 產生氧氣的情況 

0g 0ml 
熱水袋看起來扁扁的，裡面幾乎沒有空氣，所

以某些部分會黏在一起。 

2g 5ml 
泡泡很多，熱水袋明顯鼓起，而且摸起來燙燙

的。 

2g 10ml 
泡泡變的更多，熱水袋快速被撐開，氧氣量足

夠，摸起來也燙燙的。 

 

四、討論 

(一)利用二氧化錳當催化劑，量只需要一點，雙氧水分解氧氣的速度就會很快，雖然會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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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熱，但是熱水袋的材質可以忍受。 



(二)將以上兩種製作方法進行比較： 

1.使用二氧化錳當催化劑，產生氧氣的速度比果皮快。 

2.二氧化錳是黑色的，所以製作過程果皮比較乾淨。 

※因為我們的目的是在短時間內能收集到很多氧氣，於是最後選擇二氧化錳當催化劑。 

  

 

研究五：氧氣輸入口的位置對蠟燭燃燒時間的影響 

一、操縱變因：氧氣輸入口的位置    甲：上   乙：中 

應變變因：燃燒時間    單位：秒、碼 

不變變因：蠟燭的長度、燭芯的長度、蠟燭的種類、塑膠罐的大小、二氧化錳的量、 

雙氧水的濃度、雙氧水的量、熱水袋的大小、熱水袋的材質。 

 

二、實驗步驟： 

(一)將蠟燭剪成固定規格，並固定在鐵蓋上。 

(二)利用黏土將塑膠罐的洞封住，只留同一縱列的上中兩個洞。 

(三)氧氣量控制器的塑膠軟管插入上方的洞，並用黏土封住。 

(四)在熱水袋中倒入 2g 的二氧化錳和 10ml 的雙氧水，並迅速蓋上瓶蓋。  

(五)點燃蠟燭後，蓋上塑膠罐、打開氣閥開始計時。 

(六)實驗完後，搖動塑膠罐一分鐘，使瓶內的氣體煙排出並清洗熱水袋。 

(七)重複以上步驟，但是將塑膠軟管套進中間的洞。 

  

氧氣輸入口在上 氧氣輸入口在中 

 

 

 

 

 

 

 

 

三、實驗結果： 

    氧氣輸入口 

次數 

上 

(開中的洞) 

中 

(開上的洞)

一 2＇20＂2 ＊ 

二 2＇19＂3 ＊ 

三 2＇19＂5 ＊ 

平均 2＇19＂8 ＊ 

   氧氣輸入口

 

蠟燭重量(g) 

上 

(開中的洞) 

中 

(開上的洞)

燃燒前 11.6 11.6 

燃燒後 11.4 11.3 

差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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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論 

(一)當氧氣持續供應時，蠟燭的燃燒時間：開中比開上短。使我們對研究三實驗二提出的 

推論增加可信度，所以瓶內的二氧化碳會因為變輕而由杯底沿著壁緣從開上的洞離開 

；氧氣則由開中的洞進入補充，直接供應蠟燭使用，形成氣體對流。 

(二)利用氧氣量控制器由開中的洞口持續供應氧氣的時候，蠟燭的燃燒時間和無使用氧氣量 

控制器的時間相同，都是五分鐘以上，這是第二次提高研究三實驗二的可信度。 

(三)即使利用氧氣量控制器持續供應氧氣，蠟燭仍會熄滅，可見影響蠟燭熄滅的主要原因是 

二氧化碳含量過多，達到一定濃度形成滅火器效應，並非氧氣濃度過低。可以確定研 

究三實驗一的結果，會因為二氧化碳濃度過高而導致。 

 

陸、結論 

一、同一個高度上的洞，蠟燭會隨著洞數越多，燃燒時間越長。 

二、同一縱列上，蠟燭會隨著洞數越多，燃燒時間越長。但同樣的洞數，燃燒時間： 

縱列比橫列長。 

三、縱向排列的數目越多，蠟燭的燃燒時間越長。 

四、只在同一縱列上開一個洞時，蠟燭的燃燒時間：開上＞開中＞開下。 

五、只在同一縱列上開兩個洞時，蠟燭燃燒時間：上中＞上下＞中下。 

六、二氧化錳+雙氧水與氧氣量控制器的搭配最好。 

七、當氧氣由開中的洞持續供應，二氧化碳由開上的洞離開時，蠟燭的燃燒時間較長。  

  

柒、參考資料及其他 

一、莊毓文(民 83 年 7 月) 國小自然  台北市國立台灣科學教育館。 

二、.陳國成(民 54 年) 參考化學  台北市大中國出版社。 

三、相場(民 91) 愛上自然科學真有趣  臺北縣中和市國際村出版社。 

四、金夏均(民 96) 哇!科學實驗真好玩!  臺北市新苗文化出版社。 

五、許玉敏(民 95) 物質與化學  臺北縣新店市泛亞國際文化出版社。 

六、奇摩知識網http://tw.knowledge.yahoo.com 



 

【評語】081529 

1. 實驗設計簡單易懂，變項控制得宜。 

2. 鑽洞口的口徑可做不同大小的比較。 

3. 學生表達力佳，口齒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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