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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蛋殼紙 

摘要 

本研究利用廚房廢棄物~蛋殼~的碳酸鈣成分做為蛋殼紙製作之主要原料，使用研砵工

具研磨取得所需的蛋殼粉，並且一一秤重算出一顆蛋殼的碳酸鈣重量，再經由實驗探討製

作蛋殼紙的最佳方法，結果找出白膠是最適合製作蛋殼紙薄膜的材料，並且以三明治夾層

方法操作蛋殼紙的製作流程，再以不同種類的筆進行蛋殼紙書寫及防水的相關測試，最後

利用製成的蛋殼紙做成小書、靜思語小卡、獎狀和立體紙花的生活應用。 

壹、研究動機 

紙張是文明進步發展的象徵，也是生活中不可或缺的物品，傳統木槳紙的生產須大量

砍伐森林，不但會使涵養水源與吸收二氧化碳的功能尚失，造成土石流及促進地球溫室效

應，而在造紙過程中又會大量排放廢水污染河川、海洋和大地，但是紙張的使用確實對促

進人類文明進步，功不可沒。因此，「紙」是人類又愛又恨的東西。 

老師在課堂中曾經提及，地球的資源日漸短缺，生活中各種必須的原物料，在可預見

的未來終將物以稀為貴。為了因應廿一世紀極為嚴重的全球暖化問題，在我們的生活中，

可以採取許多符合環保的作法，而在觀看電視『石頭做的紙』節目後，使我們得到靈感與

啟發，既然利用石頭中主要的成分~碳酸鈣，可以加工製成號稱比再生紙更環保的環保紙，

那我們也可以試試看如何做出最生活化的『碳酸鈣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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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一、探討含有碳酸鈣的物品並找出適合製成蛋殼紙的原料。 

二、探討研磨成蛋殼粉的最佳方法。 

三、探討一顆蛋殼含有多少的碳酸鈣。 

四、探討製作蛋殼紙的最佳方法。 

五、探討最適合做成蛋殼紙薄膜的材料。 

六、利用前述四、五兩項的實驗結果，思考設計一套蛋殼紙的製作流程。 

七、蛋殼紙書寫測試。 

八、蛋殼紙防水測試。  

九、蛋殼紙的應用。  

參、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材料類：白色去蛋膜的蛋殼、蛤蠣殼、珊瑚礁、大理石、碳酸鈣粉、鹽酸。 

二、添加物：白膠、透明膠水、漿糊、壓克力顏料。 

三、器具類：鐵鎚、果汁機、竹筷、攪拌匙、抄紙框、培養皿、保鮮膜、燒杯、研缽、紙

捲、電子天平、投影片、三角尺、量角器、鑷子、電風扇。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研究方法 

(一) 資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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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探討含有碳酸鈣的物品並找出適合製成碳酸鈣紙的原料。 

(三) 探討研磨成蛋殼粉的最佳方法。 

(四) 探討一顆去膜蛋殼含有多少的碳酸鈣。  

(五) 探討製作蛋殼紙的最佳方法。 

(六) 探討最適合做成蛋殼紙薄膜的材料。 

(七) 利用前述四、五兩項的實驗結果，思考設計一套蛋殼紙的製作流程。 

(八) 蛋殼紙書寫測試。 

(九) 蛋殼紙防水測試。 

(十) 蛋殼紙的應用。   

二、研究過程 

(一) 資料查詢： 

何謂『石頭紙』？簡單來說，就是用特殊的石頭當材料所做成的紙。『石頭

紙』是以大量的無機礦粉完全溶入少量的無毒性樹脂內所製成，廢棄後即可自行

脆化回歸大地，不會造成二次公害。而經過回收的紙張，若送進焚化爐焚燒，少

量的無毒性樹脂經焚燒後，不會產生黑煙或毒氣，殘留下的無機礦粉亦可回歸大

地、回歸自然。 

『石頭紙』具備有一般木漿紙的功能，例如：印刷、書寫、裁切、黏貼和摺

疊等。而且『石頭紙』100%防水、防蟲蛀、不發霉；原料的取得更不用砍樹，製

作過程不產生廢氣及廢水，成本和一般紙相當，是相當環保的一項發明。 

由電視媒體和網路資料得知，台灣發明出來的『石頭紙』，有 80%的碳酸鈣、

15%聚乙烯和 5%膠合劑，製作出的紙有如三明治，中間是石頭粉，正反兩面是聚

乙稀，而且做出來的紙質較傳統的紙張更為光滑。和南亞生產的”撕不破的紙”～『珠

光紙』之最大差別為，南亞的『珠光紙』為全塑膠，在書寫上有水墨類較難附著

的問題。 

根據上列訊息，我們著手設計各種不同之有關碳酸鈣紙的試驗，期望也能做



生活與應用科學科                                                                      環保蛋殼紙 

第 4 頁，共 23 頁 

出比再生紙還要環保的『碳酸鈣紙』。 

(二) 探討含有碳酸鈣的物品並找出適合製成碳酸鈣紙的原料： 

1. 什麼是碳酸鈣？ 

碳酸鈣是一種無機化合物，化學式是 CaCO3。它是地球上常見的物質，可於

岩石內找到。也是動物背殼和蝸牛殼的主要成分，基本上不溶於水。 

2. 什麼東西含有碳酸鈣？ 

各種自然界的礦石，如霰石、方解石、白堊、石灰岩、大理石、石灰華等，

都含有碳酸鈣。生活上很多東西都含有碳酸鈣，生活喝的水、上課用的粉筆、深

海中的珊瑚、受傷時打的石膏、小孩玩的黏土、家禽生的蛋、三餐中的蔬菜等

等……。 

3. 依據本實驗的需求，利用生活中可取得的物品進行分析比較之後，找出適合製

成碳酸鈣紙的原料： 

經由表 1（如下表，詳見第 5 頁）之整理與分析後，從廚房的廢棄物”蛋殼”作

為取得「碳酸鈣」的原料，最符合經濟與環保，而且研磨成粉也相當容易，所以

後續的研究將以廚房取得之廢棄蛋殼為原料。 

(三) 探討研磨成蛋殼粉的最佳方法 

1. 材料：白色蛋殼、鑷子、鐵鎚、果汁機、研缽、紙捲。 

2. 步驟：(1) 蛋殼清洗乾淨晾乾後，先以鑷子將蛋殼內的一層蛋膜挑出。 

(2) 分別以鐵鎚、果汁機、研缽和紙捲將蛋殼弄碎成粉狀。 

(3) 依研磨過程的操作容易度及所得顆粒大小，比較不同的結果。 

 

              

        

   

 

 

            ▲清洗蛋殼                 ▲挑出蛋膜                 ▲磨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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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含有碳酸鈣的物品比較 

材料名稱 

大理石 珊瑚礁 蛤蠣殼 蛋殼 粉筆 

 

 

 

 

    

來源 水族箱 水族箱 晚餐廚餘 
本校廚房廢

棄物 
教室 

價格 
依用途不同

而有所差異 
適中 免費 免費 低 

質地 硬度高 硬度高 硬度高 
質地硬 

但易碎 
易碎 

研磨容易  

程度 

中 

需鐵鎚輔助 
中 

困難 

需鐵鎚輔助 
容易 容易 

研磨之後 

狀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 探討一顆去膜蛋殼含有多少的碳酸鈣？ 

由查詢的資料得知蛋殼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鈣，一顆普通大小蛋的蛋殼大約含

有 5.5 公克的碳酸鈣，為了要計算出所需的蛋殼粉數量，我們把蛋殼一一研磨並秤

重： 

1. 材料：白色蛋殼、鑷子、研缽、培養皿、電子天平。 

2. 步驟：(1) 蛋殼清洗乾淨晾乾後，將每顆蛋殼置於電子天平上秤出原重。 

(2) 再以鑷子將蛋殼內的一層蛋膜挑出。 

(3) 放入研缽中磨碎成粉狀。 

(4) 秤出蛋殼粉淨重。 

 

 ▲蛋殼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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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探討製作蛋殼紙的最佳方法 

步驟如下：                                              

1. 抄紙框： 

(1) 蛋殼粉 10 克、白膠 10 克，將前述兩種物質放入培養皿中混合均勻。 

(2) 再把混合好的材料倒入手抄紙用的抄紙框上，均勻抹平。 

(3) 靜置陰乾，等表面呈現乾燥狀態即完成。 

2. 保鮮膜： 

(1) 蛋殼粉 10 克、白膠 10 克，將兩樣放入培養皿中混合均勻。 

(2) 再把混合好的材料倒入保鮮膜之後再加上一層保鮮膜，以大紙捲在上

頭桿平。 

(3) 靜置陰乾，等表面呈現乾燥狀態即完成。 

3. 白膠薄膜(三明治方法)： 

(1) 蛋殼粉 10 克、白膠 10 克，將兩樣放入培養皿中混合均勻。 

(2) 取二張已做好的白膠薄膜，先把混合好的材料抹在底層薄膜，以刮匙

捍平，最後仿三明治方法再加上一層白膠薄膜，之後表面再整平。 

(3) 靜置陰乾，等表面呈現乾燥狀態即完成。 

4. 投影片： 

(1) 蛋殼粉 10 克、白膠 10 克，將兩樣放入培養皿中混合均勻。 

(2) 把混合好的材料倒入透明投影片中再對摺。 

(3) 靜置陰乾，等表面呈現乾燥狀態即完成。 

表 2：製作蛋殼紙的不同方法 

 

 

製作 

方法 

抄紙框 

 

 

 

 

 

保鮮膜 白膠薄膜 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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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探討最適合做成蛋殼紙薄膜的材料 

台灣發明出來的『石頭紙』是以三明治方式，正反兩面是聚乙稀，把蛋殼粉

夾在中間間層。因此我們也試著先做出二層薄膜，之後中間再夾入蛋殼粉的模式

來操作。為了找出適合的薄膜材料，相關實驗設計如下： 

1. 材料：透明膠水、白膠、漿糊、竹筷、保鮮膜。 

2. 步驟：(1) 先在桌上舖上一層保鮮膜。 

(2) 再分別將適量的透明膠水、白膠、漿糊分別塗在保鮮膜上。 

(3) 用竹筷均勻抹平。 

(4) 以電風扇吹乾。 

(5) 乾燥後撕下薄膜成品。 

 

 

 

 

 

         

                ▲透明膠水                 ▲白膠                   ▲漿糊  

 

 

(七) 利用(五)、(六)的實驗結果，思考設計一套蛋殼紙的製作流程 

1. 材料：(1) 正反兩層薄膜：白膠、壓克力顏料、培養皿、三角尺、量角器、投影

片。 

(2) 中間層：去膜蛋殼粉、白膠。 

2. 步驟：蛋殼紙的製作流程 

(1) 薄膜作法： 

a. 取白膠 30 克放入培養皿中，加上少許壓克力顏料，二者調合均勻。 

b. 將混有顏料的白膠塗在投影片上，以三角尺或量角器平坦的一邊把

a.材料均勻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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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陰乾後，小心完整撕下薄膜成品備用。 

(2) 中間層：去膜蛋殼粉、白膠各 10 克混合均勻。 

(3) 三明治造紙法： 

a. 先取一張白膠薄膜成品置於底部。 

b. 把蛋殼粉、白膠混合均勻的材料塗在底部的薄膜上。 

c. 再把中間層的蛋殼膏小心抺平，讓面積能擴充到最大。 

d. 表面再覆蓋一層白膠薄膜，猶如三明治作法，靜置陰乾後，裁切成適

當大小。 

(八) 蛋殼紙書寫測試 

1. 材料：蛋殼紙、鉛筆、原子筆、彩色筆、蠟筆、立可帶。 

2. 步驟：(1) 分別以鉛筆、原子筆、彩色筆、蠟筆、立可帶在蛋殼紙上書寫。 

(2) 依書寫字跡的清晰度及滑順度等比較其差異性。 

 

 

 

 

 

 

 

            ▲不同種類的筆和立可帶          ▲以鉛筆在蛋殼紙上試寫      

 

(九) 蛋殼紙防水測試 

1. 材料：以實驗八書寫過的蛋殼紙五張、燒杯五個。 

2. 步驟：(1) 燒杯分別裝入八分滿的水。 

(2) 分別將每張蛋殼紙浸入水中，字體須全部都泡在水裡。 

(3) 20 分鐘之後再把蛋殼紙拿出比較紙張變化和字跡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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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殼紙防水測試                 ▲20 分鐘後的結果 

 

(十) 蛋殼紙的應用 

1. 材料：蛋殼紙、色筆(彩色筆、蠟筆、簽字筆、壓克力顏料)、白膠。 

2. 步驟：(1) 在裁切好的蛋殼紙上書寫勵志小語做成小卡片。 

(2) 利用較大面積的蛋殼紙仿作獎狀及小書。 

(3) 利用裁切剩餘的邊緣蛋殼紙條製作立體手工藝品~蛋殼紙花。 

 

 

 

 

 

 

 

  ▲蛋殼紙製成勵志小卡             ▲蛋殼紙製成立體紙花 

 

伍、研究結果 

一、探討適合製成蛋殼紙的原料 

(一) 依據本實驗的需求，利用生活中可取得的物品(大理石、珊瑚礁、蛤蠣殼、雞蛋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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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粉筆)進行分析比較之後，發現蛋殼為適合做為碳酸鈣紙的最佳原料。 

1. 優點：(1) 生活中常見的材料容易取得。 

(2) 廚房廢棄物不需額外購買。 

(3) 研磨成粉的過程較容易。 

(4) 資源回收再利用。  

2. 缺點：(1) 蛋液具有特殊腥臭味，需即時處理乾淨。 

(2) 蛋膜挑除費工耗時。                       

               

 

二、探討研磨成蛋殼粉的最佳方法 

把蛋殼研磨成細粉的過程中，我們試了幾種方法，以下為各種方法的優缺點： 

表 3：研磨成蛋殼粉的方法比較 

 優點 缺點 

用鐵鎚敲 省時 

1.費力 

2.蛋殼粉顆粒大小不一，需再次研磨 

3.容易混有雜質 

用果汁機 省時省力 
1.蛋殼粉顆粒大小不一 

2.耗電 

用研缽 可以磨得很細 費時又耗力 

用紙捲滾 
1.省時省力 

2.可一次操作較多的蛋殼 

1.蛋殼粉顆粒大小不一，需再次研磨 

 

研缽的操作簡單，又可以直接將蛋殼磨成較細的粉狀，符合本實驗的需求，故是取得

蛋殼粉的最佳研磨方法。 

▲利用回收的蛋殼製成蛋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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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討一顆去膜蛋殼含有多少的碳酸鈣  

先將每一顆蛋殼秤出原重，挑除蛋膜之後研磨成粉狀，再秤出淨重，計算平均數值，

表 4～6 為 30 顆去膜蛋殼的相關重量： 

表 4：每顆蛋殼的碳酸鈣個別含量                  單位：公克 

蛋殼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 

原重 5.0 5.0 5.0 4.9 4.7 5.8 4.9 5.6 6.0 5.3 5.2 

淨重 4.6 4.8 4.5 4.7 4.1 4.8 4.5 5.0 5.4 4.7 4.7 

差重 0.4 0.2 0.5 0.2 0.6 1.0 0.4 0.6 0.6 0.6 0.5 

 

表 5：每顆蛋殼的碳酸鈣個別含量               單位：公克 

蛋殼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平均 

原重 5.5 5.9 4.4 5.2 4.7 5.6 5.2 5.4 5.1 4.9 5.1 

淨重 5.4 5.4 4.3 4.2 4.1 5.5 5.0 4.8 4.8 4.5 4.8 

差重 0.1 0.5 0.1 1.0 0.6 0.1 0.2 0.6 0.3 0.4 0.3 

 

表 6：每顆蛋殼的碳酸鈣個別含量                   單位：公克 

蛋殼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平均 

原重 5.2 5.4 4.7 5.1 5.3 4.8 4.7 5.2 4.8 4.6 4.9 

淨重 5.1 5.0 4.5 4.8 5.3 4.6 4.4 4.5 4.6 4.5 4.7 

差重 0.1 0.4 0.2 0.3 0 0.2 0.3 0.7 0.2 0.1 0.2 

 

將以上結果進行整理： 

原重：(5.2+5.1+4.9)/3=5.0 公克 

淨重：(4.7+4.8+4.7)/3=4.7 公克 

差重：(0.5+0.3+0.2)/3=0.3 公克 

由上列數據得知，一顆雞蛋殼原本的重量平均為 5.0 公克，將蛋膜去除後研磨成粉所得

平均淨重為 4.7 公克，在研磨過程中耗損的碳酸鈣量平均不會超過 0.3 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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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討製作蛋殼紙的最佳方法 

在製作蛋殼紙的過程裡，我們嘗試不同的方法，下列為各種方法的優缺點： 

表 7：製作蛋殼紙的方法比較： 

方法 抄紙框 保鮮膜 白膠薄膜 投影片 

優點 
1.塗抹容易 

2.水分蒸發快 

1.可做出的面積

較大 

1.有蛋殼紙雛形 

2.表面光滑 

1.表面堅韌不易  

破 

缺點 

1.成品粘在抄紙

框上，不易取下 

2.呈碎片狀 

1.保鮮膜厚度太

薄容易中途桿

平時破掉 

1.只能少量製作 

 

1.會粘住投影片  

不易取下 

2.呈破碎狀 

結果 

 

 

 

 

 

   

 

由上表得知，利用雙層的白膠薄膜方式(三明治方法)來試作蛋殼紙，初期成品已有蛋殼

紙的雛形，故為製作蛋殼紙的最佳方法。 

五、探討最適合做成蛋殼紙薄膜的材料 

在選擇適合製作蛋殼紙薄膜的材料過程中，我們分別試了透明膠水、白膠和漿糊，下

表為不同材料形成薄膜的比較： 

表 8：不同薄膜材料的比較 

            透明膠水 白膠 漿糊 

 

成品 

 

 

   

乾燥速度 較慢 快 快 

厚度 很薄且易破 可維持一定厚度 有一定厚度 

撕取容易度 週邊易粘結 容易但仍需小心 容易 

表面完整性 容易粘結 表面完整 無法整張，呈破碎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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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得知，白膠薄膜所需的乾燥時間短，並且可以保持一定的厚度，撕取較易，同

時具有表面完整不易破碎的優點，故適合拿來做為蛋殼紙的正反二層薄膜。 

六、思考設計一套蛋殼紙的製作流程 

蛋殼紙的製作流程如下： 

(一) 製作薄膜： 

 

 

 

 

 

 

           1.白膠加上顏料               2.攪拌均勻            3.塗在投影片上均勻抹平  

 

 

 

 

 

     

            4.靜置陰乾                  5.薄膜成品    

 

(二) 調製中間層蛋殼膏： 

 

 

 

           

 

            6.蛋殼粉與白膠各 10 克      7.二者混合成蛋殼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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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雙層薄膜法(即三明治法)： 

      

 

 

 

 

 

        8.蛋殼膏塗在底部的薄膜     9.再覆蓋一層薄膜後陰乾      10.裁切成 10×7 公分 

 

 

 

 

 

 

             11.蛋殼紙單張成品            12.蛋殼紙成品 

 

七、蛋殼紙書寫測試 

分別以鉛筆、原子筆、彩色筆、蠟筆、立可帶在蛋殼紙上書寫。發現彩色筆的滑順度

及清晰度最佳，蠟筆因為表面紙質粗糙效果也不錯，鉛筆和原子筆二者則不易附著於 蛋殼

紙上，至於立可帶可能操作原因，寫出來的字體並不清楚。 

 

 

 

 

 

 

 

             ▲鉛筆試寫               ▲ 原子筆試寫             ▲彩色筆試寫 

    

  

 

 

 

 

           ▲蠟筆試寫                     ▲立可帶試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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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蛋殼紙防水測試 

把書寫過的蛋殼紙泡在水中，經過 20 分鐘之後，再把蛋殼紙撈出，發現蠟筆和鉛筆的

筆跡不受泡水影響而產生變化，維持原本的模樣；彩色筆的字體週圍出現渲染暈開的情形；

原子筆的墨水痕跡完全消失不見；立可帶因為蛋殼紙顏色變淡也變成不清楚。 

 

 

 

 

 

             

     ▲蠟筆筆跡不受泡水影響    ▲彩色筆筆跡出現暈開    ▲鉛筆筆跡也不受泡水影響 

 

 

 

                                                                           

 

 

 

    ▲原子筆筆跡消失不見      ▲立可帶因紙顏色變淡也變成不清楚 

 

九、蛋殼紙的應用 

(一) 在裁切好的蛋殼紙上書寫文字加上插圖做成勵志小卡片。 

(二) 面積較大的蛋殼紙仿作獎狀及小書。 

(三) 裁切剩餘的邊緣蛋殼紙條製作立體手工藝品~蛋殼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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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狀                   ▲蛋殼紙花 

 

 

 

 

 

 

 

 

▲勵志小卡片                           ▲蛋殼紙小書 

陸、討論 

一、探討含有碳酸鈣的物品並找出適合製成蛋殼紙的原料 

(一) 蛋殼的處理 

1. 新鮮蛋殼殘留的蛋液具有特殊腥臭味，倘若没有即時清洗乾淨，其味道會令人

產生厭惡感，也容易造成發霉的現象，增加操作的困難。 

2. 要確認實驗的物品是否含有碳酸鈣成分，可以滴上少許鹽酸，表面會產生二氧

化碳的白色氣泡者便是。 

 

 

 

                                               ▲以鹽酸測試是否含有碳酸鈣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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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討研磨成蛋殼粉的最佳方法 

(一) 使用果汁機在研磨成蛋殼粉的操作上十分方便，速度也很快，但是操作時如果不

加水反而容易造成機器的故障及耗損，然而加水攪拌之後，又必須重覆一次晾乾

的動作，雖然製程中可以得到較多的蛋殼粉，但是因為需再等待乾燥後才能使用，

整體而言反而要花費較久的時間，並非是取得蛋殼粉的最佳方法。 

(二) 初步得到的蛋殼粉顆粒有些還很粗糙，利用三種不同大小的篩網進行過篩之後 ，

再逐次把顆粒較大者重新放入研缽繼續研磨，經過第二次和第三次過篩後便可得

到較細的蛋殼粉。 

 

 

 

 

 

        ▲以篩網第一次過篩(大孔隙)  ▲第二次過篩 (中孔隙)   ▲第三次過篩(小孔隙) 

 

    

 

 

 

 

 

       ▲第一次過篩後的顆粒(粗)   ▲第二次過篩後的顆粒(中)  ▲第三次過篩後的顆粒(細) 

 

三、探討一顆去膜蛋殼含有多少的碳酸鈣 

(一) 資料查詢得知一顆普通大小的蛋殼大約含有 5.5 公克的碳酸鈣。 

(二) 經過實際秤重得知，一顆雞蛋殼原本的重量平均為 5.0 公克。 

(三) 蛋膜去除後研磨成粉所得平均淨重為 4.7 公克。 

(四) 研磨過程中耗損的碳酸鈣量平均不會超過 0.3 公克。與資料的數據比較，誤差範圍

在 1.0 公克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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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討製作蛋殼紙的最佳方法 

(一) 抄紙框是傳統再生紙常用的必備工具之一，經由實驗過程得知，其不適合拿來做

蛋殼紙，缺點為： 

1. 蛋殼膏不易在細網上分佈平均，表面也不容易平整。 

2. 抄紙框上的細網孔隙吸附白膠後，會使蛋殼膏整個粘在網上，造成取下時的困

難，要用手小部分以撥取的方式才能將蛋殼紙由抄紙框上分離，即使取下後的

蛋殼紙也無法完整呈現整張紙的外觀。 

 

 

 

 

 

        ▲蛋殼膏分佈不均，表面也不平整              ▲破碎的成品 

五、探討最適合做成蛋殼紙薄膜的材料 

(一) 薄膜作法的改良措施：  

1. 因應實驗結果，發現底層使用保鮮膜的過程中，因為保鮮膜質地較軟且薄，在

操作過程不僅容易破掉，等待乾燥時也不方便移動，於是我們改用投影片做為

底部的作法，上頭再塗上白膠來製作薄膜，便可克服產生的問題。 

2. 白膠在投影片上乾燥之後，會呈現透明特性，幾乎和透明的投影片合為一，使

得要撕取薄膜時常常找不到正確位置，因此在製程中加上壓克力顏料，主要目

的是為了增加辨識度，讓撕取薄膜的動作能更流暢。 

 

 

 

             

 

     ▲用投影片做為底部不易破掉且方便移動          ▲加上顏料增加辨識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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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思考設計一套蛋殼紙的製作流程 

經過多次不同的實驗，雖然已經可以操作完成蛋殼紙的成品，但在蛋殼紙的每一項製

作過程中，我們發現了一些容易造成失敗的原因： 

(一) 薄膜製作： 

1. 桌面和使用工具(例如：尺)的表面需保持乾淨，有時會因為散落的蛋殼粉或小雜

質而在抹平的過程中，讓表面出現一條一條的刮痕，這些刮痕皆會影響薄膜的

完整性與造成薄膜的失敗。   

2. 塗抹時要平均分佈白膠的份量，否則會造成薄膜成品表面厚度不一。 

3. 撕取乾燥的薄膜過程需要非常小心，途中不能破損，還要注意週邊不能粘結在

一起，一定要保持完整的整片薄膜才算成功。 

(二) 三明治法： 

1. 以三明治法來製作蛋殼紙時，首先將蛋殼膏抺在薄膜時不僅在力道要控制得

當，還要留意是否均勻分佈，否則一時用力過度則容易造成薄膜破掉，整張蛋

殼紙便前功盡棄。 

 

 

 

 

 

 

                 ▲小顆粒造成的刮痕             ▲厚度不一的薄膜成品               

 

 

 

          

 

 

 

                 ▲粘結在一起的薄膜            ▲力道控制不當造成薄膜破掉 

 

倘若日後在製作蛋殼紙的過程中，能避免上述失敗的原因，便可成功完成蛋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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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蛋殼紙書寫測試 

表 9：不同種類的筆在書寫比較項目的表現程度，由低至高依序用數字 1~5 表示 

    種類 

 

 

比較項目 

蠟筆 彩色筆 鉛筆 原子筆 立可帶 

 

清晰度 4 5 3 2 1 

滑順度 4 5 2 3 1 

紙質破壞 1 1 5 4 3 

由上表得知： 

(一) 以彩色筆在蛋殼紙書寫的清晰度及滑順度最好，蠟筆的效果屬次之。 

(二) 以較細的鉛筆和原子筆的筆尖較細容易在書寫時造成紙質破壞。 

八、蛋殼紙防水測試 

蛋殼紙泡在水中，經過 20 分鐘之後，其比較如下： 

表 10：不同種類的筆在防水比較項目的表現程度： 

    種類 

 

 

 

比較項目 

蠟筆 彩色筆 鉛筆 原子筆 立可帶 

 

紙張完整度 邊緣鬆散破碎 邊緣捲曲 紙面有褶皺 紙面有褶皺 紙面有褶皺

筆跡 不受影響 渲染暈開 不受影響 消失不見 變淡 

紙質 變軟 變軟 變軟 變軟 變軟 

紙張顏色 變淡 變淡 變淡 變淡 變淡 

 

由上表得知：  

(一) 蛋殼紙紙質變軟，部分邊緣出現鬆散破碎的現象，紙面也出現褶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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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蠟筆和鉛筆書寫的筆跡不受泡水影響。 

(三) 蛋殼紙泡水時可能造成薄膜的顏料釋出，紙張顏色皆變淡。 

(四) 蛋殼紙再經乾燥之後，表面會有許多不規則條狀的裂痕。 

 

 

 

 

▲蛋殼紙質變軟邊緣出現鬆散破碎  ▲表面有不規則條狀的裂痕  ▲與未泡水的蛋殼紙(左)比對 

 

九、蛋殼紙應用 

(一) 投影片的面積增大為 B4 或 A3 的大小，可以使薄膜變大，讓做出來的蛋殼紙面積

增大，以利不同成品應用所需。 

(二) 利用增大面積的薄膜製作的蛋殼紙雖然面積已有加大，但薄膜的四週邊緣仍然無

法充份運用，最後必須裁切丟棄實在有些可惜！ 

 

 
 

 

 

▲B4(左)和 A4 的薄膜面積大小比較              ▲無法充份運用的薄膜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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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論 

一、 利用本校廚房回收的蛋殼，經過研磨成粉後可做為蛋殼紙的原料。 

二、 實驗室常用的研缽可以直接將蛋殼磨成較細的粉狀，為最佳研磨方法。 

三、 一顆普通大小的雞蛋殼原本的重量平均為 5.0 公克，蛋膜去除後研磨成粉所得平均淨

重為 4.7 公克，在研磨過程中耗損的碳酸鈣量平均不會超過 0.3 公克。 

四、 白膠為適合製成蛋殼紙薄膜的材料。 

五、 利用雙層的白膠薄膜方式（三明治方法），為製作蛋殼紙的最佳方法。 

六、 蛋殼紙的製作流程如下： 

(一) 製作白膠薄膜。 

(二) 調製中間層蛋殼膏。 

(三) 雙層薄膜法（即三明治法）：把(二)蛋殼膏放入正反二層的白膠薄膜乾燥後即完成。 

七、 筆尖較粗及質感粗糙的筆，比較容易在蛋殼紙上書寫。 

八、 以蠟筆和鉛筆書寫在蛋殼紙的筆跡不受泡水影響。 

九、 蛋殼紙應用已有多樣成品，例如勵志小卡、獎狀、小書和立體紙花。 

捌、後續展望 

在本次的實驗中，雖然初步已經完成蛋殼紙的雛形，在紙張書寫和防水試驗中也得到

許多發現，但礙於時間有限，無法進一步進行相關的問題探討，但未來建議可以再研究的

方向如下：  

一、 試驗蛋殼紙經過太陽紫外線的曝曬作用之後，是否可自行脆化分解而回歸大地。 

二、 試驗比較蛋殼紙的易燃程度。 

三、 探討蛋殼紙的紙張性質，例如紙張強度、耐折度、紙張厚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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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0804 

利用蛋殼製紙，具有環保價值，立意甚佳，只是蛋殼紙的作

法與坊間石頭紙類似，較欠缺創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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