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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感言 

第 56屆科展展後心得 

已經不是第一次做科展，但這次所得到的收穫與成果卻遠遠超過以往。雖然實驗的過程

費時費力、波折不斷，但在看到評審們肯定的眼神和投影幕上大大的學校名稱時，心頭就忽

然一輕，覺得一切辛苦都沒有白費。每次實驗不如預期時的失落與挫折、熬夜打報告想理論

到爆肝、冒著寒風冷雨也要到實驗室去的那股執念……一幕幕篆刻於心。如今回想，還會不

禁因為當時那一骨子傻裡傻氣的衝勁笑出聲，或許沒有這些艱辛與失敗，也就不會有如今的

成果吧。我想，做科展或多或少都是要有興趣才能做、才做得下去。不論探討的是什麼，深

入琢磨思考後總會發現原本的問題中還有千千萬萬個問題，所以科展本就不是幾個月就能做

完的東西。在挖掘、發現新事物的同時，我們也磨練著自己的耐性。一路上要感謝的人太多

了，就謝天吧……才怪。謝謝爸媽，還有跟著我辛苦一年的實驗伙伴，未來也請多多指教。

謝謝一路走來所有聽我說明實驗並給予許多建議的評審老師們，您們的意見與評論使我獲益

良多。最感謝的是指導老師，花了無數時間監督與指導、不厭其煩地一遍遍教我們理論基礎，

引導我們少走些冤枉路。因為您，這個實驗才能有如今的成果。雖然這個實驗現在還有許多

紕漏、許多不足之處，有待探討的地方多得數不清，但在未來，我一定會一步步慢慢將之補

全完成。 

 
感動的剎那 



 

ii 

 
我們的成果 

 
頒獎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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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設計相機-顯微鏡-玻璃座平行銅片電場裝置，拍攝鹽類液滴在高電壓

電場中的結晶現象。先設定對照組，讓晶體成長趨向單顆且高透明的條件為：

低蒸發速率、過濾、無施加電場與低溫 LED 光源。並應用蒸發速率差異，發現

鹽晶的變速成長現象。蒸發快形成階梯螺旋紋。蒸發慢紋路消失，形成全透明

晶體。之後轉放在高電壓電場下發現：晶體形狀改變（傾斜、變形或斷裂），透

光度變差。晶體新生邊緣，有條狀紋出現，但晶體成長速率變化不大。這證實

鹽晶析出會因些微外在變化，而影響溶液中離子堆疊，在晶體表面出現變形、

斷裂或不規則紋路。這種對外在環境有著高度反應的現象，正可以用來研究外

界高壓電場如何對物質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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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國中時我們曾學過，將塑膠吸管摩擦後靠近細小水流，可觀測到水流有偏轉的現象。而

這是利用吸管與物體摩擦後，摩擦起電的〝靜電原理〞。曾經看過一篇科展報告，便是以此為

發想，探討了水流與其他種類溶液，幾種極性較強與極性較弱之液體在有限平面的高電壓電

場中所產生的現象。而我們以此為基礎，聯想到：如果有極性的液體，會在平行板電場中，

因偶極距與不均勻電場產生作用力而偏轉，那麼若將液體改換成液滴，液滴的結晶現象是否

會有所改變？是結晶的型態會產生改變？亦或會因正負離子分別被兩旁的平行電板所吸引，

在電壓夠強時，甚至不會有結晶現象發生？而不同種類的液滴，又是否會有不同的結晶反應

呢？許多家中附近有數萬伏特高壓電線經過的居民，懷疑家中成員一些特殊疾病（如白血病

與身心病症）的產生與高電壓電場有關。電磁場無影無蹤，會波及無辜嗎？高電壓電場下的

晶體成長能證明這個現象嗎？為了解開這些謎題，本研究設計了許多實驗，來一一找出這些

疑問的謎底。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希望藉由探討高規則與高透明度鹽類晶體的培養條件，製作出單一液珠中的單一

晶體。在利用發展出的此項技術，將鹽類晶體的成長放入數千伏特的高電壓電場中，探討〝液

滴在高電壓電場中的結晶現象〞，是否在透明度，生長速度，表面紋路有受到影響？過程中以

顯微鏡攝（錄）影觀察，並擷取靜態影像，以最小刻度 0.01ｍｍ的載玻片做比例尺，觀測晶

體，找出液滴在高電壓電場中結晶狀態的真相。 

一. 找出能在飽和食鹽水珠中長出單一顆食鹽晶體的實驗條件：以初始食鹽飽和溶液有無過濾、

晶體成長過程有無加蓋、有無施加電場、顯微鏡使用高熱鹵素燈光源或低溫 LED 光源為

變因，以控制變因法設計出八組子實驗，觀察各組實驗中，單一液滴內晶體顆粒數、透明

度、生長速度與表面紋路。  

二.利用已找出的單一顆食鹽晶體成長最佳的實驗條件，探討在同一顆晶體成長過程中，改變

蒸發速率，造成食鹽晶體成長階段變化與變速成長現象： 

三.研究鹽類水珠液滴在高電壓平行板電場中，受到電場影響，產生的結晶變化。 

（一）在同一顆晶體成長中，階段性改變蒸發速率，影響食鹽晶體變速成長。在最後的穩定

成長階段，比較食鹽水液滴在有、無高電壓平行電場的不同條件中，結晶型態的變化。 

（二）以溴化鉀、溴化鈉、氯化鉀、硝酸鈉、硝酸鉀鹽類液滴為研究對象，探討在有、無高

電壓平行電場的不同條件中，全程結晶型態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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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與器材 

一、儀器設備：相機、拆解後電蚊拍、木條、電線、電池、伏特計、微量滴管、挖洞透明盒、

銅片、複式顯微鏡、自製支撐架、銅片 

二、藥品：食鹽水 NaCl、硝酸鉀 KNO3、氯化鉀 KCl、氯化鋰 LiCl、碘化鈉 NaI、溴化鈉 NaBr、

溴化鉀 KBr、硝酸鈉 NaNO3 

實驗器材 用途 實驗器材 用途 

相機 拍攝實驗影片及照片 透明盒 利於在顯微鏡下觀察晶體 

拆解後電蚊拍 組裝高電壓裝置 銅片 電極板，固定於固定夾上 

木頭底座 固定拆解後的電蚊拍 電極接頭 高電壓裝置的正負極 

電線 連接高電壓裝置及銅片 鑽石刀 裁切玻片 

電池 提供電壓 筆記型電腦 數據分析、影像處理 

三用電表 測量電壓 複式顯微鏡 觀察晶體成長 

微量滴管 控制液滴大小 自製支撐架 支撐黏於木條上的透明盒 

木工固定夾 固定銅片間距離 玻片 滴上液滴，置於透明盒中 

Photoimpact 軟體 擷取影像，分析座標 測微尺載玻片 觀察晶體成長的長寬 

Movie maker 動態影像觀察與分析 濾紙 過濾藥品溶液 

 

  圖 01 : 第一代到第三代平行板電場裝置與觀察攝(錄)影裝置設計的演變過程 

         左一 : 第一代裝置的木製井字形平行銅片電場 

         左二 : 第二代裝置的實驗桌與三個木工固定架 

         左三,左四 : 第二代-可攜式電子顯微鏡與木工固定架平行銅片電場-開放蒸發設計 

         右一,右二 : 第二代-可攜式電子顯微鏡與木工固定架平行銅片電場-密閉蒸發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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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邏輯架構： 

為證明電場對物質的影響,尋找易受電場影響的反應類型 

↓ 

食鹽晶體成長容易受環境影響,產生顆粒大小不同與表面紋路差異 

↓ 

大顆食鹽晶體成長太慢,設計顯微鏡下-鹽水液滴晶體成長觀察實驗 

↓ 

初步實驗-鹽水液滴無法形成單一可供觀察表面與外形的晶體 

↓ 

四階段的裝置改良,搭配尋找影響食鹽晶體成長的環境變因 

↓               ↓                ↓                       ↓ 

有無加蓋  有無過濾  有無施加電場  高熱鹵素燈或低溫 LED 燈 

↓ 

最佳實驗條件：有加蓋、有過濾、無施加電場、低溫 LED 光源下的水珠晶體成長 

↓ 

為了解晶體成長過程—利用改變蒸發速率，觀察食鹽晶體三階段變速成長 

↓ 

無電壓電場內,食鹽晶體第三階段成長,邊緣新長出高透明度食鹽晶體 

↓ 

鹽類溶液液滴在高電壓平行板電場中，受到電場影響，晶體透明度降低，形狀失去規則 

↓ 

未來展望：1.晶體成長速率與表面紋路形成原因探討。 

2.晶體成長速率,外型與表面紋路與不同伏特數電壓電場之關係。 

3.晶體成長速率,外型與表面紋路與電場,磁場的定量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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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 

（一）晶體的培養在化學工業上是非常重要的技術，要解析有機複雜分子的結構，需要把

有機分子培養出單晶，再利用 X 光繞射法去解出各個原子之間的鍵長、鍵角，才能

確定它的結構。而結構的差異往往會影響到這一個物質的化學性質。例如不同的蛋

白質結構，就會有不同的催化能力。另外在各種新材料的研發中，晶體的培養也佔

有重要的地位，例如長出完美的矽晶片，是決定電子零件是否良好的重要關鍵。 

（二）傳統的燒杯蒸發結晶法，實驗耗時間太長，容易受天候變溫影響，使實驗不易控制。

本研究使用的水珠結晶法，藉助低倍數顯微鏡，容易觀察結晶的細部變化。再加上

以冷氣房、溫度計監控溫度，定量吸管取 0.01 毫升液體水珠固定體積，可使晶體長

出時間縮短至數小時內。攝(錄)影後反覆看影像，可注意到結晶過程細節。在實際進

行大型晶體培養之前，此方法可以先找出影響結晶的變因，節省實驗時間。 

   (三)本研究的實驗裝置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高電壓電場電源，第二部分為平行板電

場裝置，第三部分為顯微鏡觀察攝(錄影)裝置。 

 (四)設計高電壓電場電源（如圖 02）：利用已拆掉網子之電蚊拍與電線串聯製成的"高電壓

裝置"，連接至金屬片並通電。 

1.每支電蚊拍的電壓實測約 2800～3000 伏特，是一種變壓器反饋式的振盪器，經變壓

器次級升壓的電壓，又經由倍壓電路再升成二千多伏高壓。由於是高電壓，在正負

兩極接近時，會有放電現象，晶體成長壓克力密封盒在實驗過程中也會被感應帶電，

所以實驗全程需戴上橡膠手套。 

2.每支電蚊拍使用 2 顆 1.5 伏特 AA 電池，在形成晶體環境電場時，約可使用 8 小時，

所以每次實驗都需更換新電池。 

      

  圖 02：高電壓裝置（左）與裝置接上串聯後的三用電表，測量其電壓（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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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電壓平行板電場裝置的設計： 

1.第一代--木製井字形平行銅片電場（設計圖如圖 03） 

實驗後發現以下缺點： 

（1）顯微鏡載物台上的金屬部分與木架沾濕容易導電。 

（2）銅片太小，不容易影響（對準）晶體盒內的液珠。 

（3）木架容易卡住，無法使用顯微鏡載玻片鏡台上，左右

上下移動之功能，來找到目標晶體。 

2.第二代-可攜式電子顯微鏡與木工固定架平行銅片電場：

（如圖 04），固定後裝上可攜式顯微鏡連接至電腦觀察。 

（1）組裝裝置，固定並使三個固定架成平行。須注意三者空間縱看成一直線。 

（2）固定木條及可攜式顯微鏡，再把銅片調整到適當距離，兩銅片距約 1.5 cm。 

（3）以微量滴管(0.01 c.c)將飽和液滴滴於蓋玻片上並蓋上透明蓋。 

（4）將可攜式顯微鏡連接至電腦，調整位置及焦距。最後開啟捕蚊拍電源。 

（5）錄影並截圖，以 PhotoImpact 及 Excel 分析整理得到結果。 

  

圖 04：高電壓裝置連接木工固定架平行銅片電場（左）與可攜式電子顯微鏡的擺法（右）。 

 

3.第三代-複式顯微鏡與木工固定架平行銅片電場：第二代裝置分析影像時，可攜式電

子顯微鏡所拍攝的相片解析度不足，無法分析。於是決定撤除可攜式顯微鏡，保留原

電場裝置，等待晶體結晶後，再取出盒中玻片，置於複式顯微鏡下觀察，以高解析度

的相機進行記錄。如圖 05 所示。但無法錄影的缺點導致觀察結果不如理想。食鹽晶

體生長變化有快有慢，無法錄影即時觀察，會造成結晶時間過久，晶體過於乾燥，表

面的膜覆蓋上原本的結晶，導致實驗結果無法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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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05：撤去可攜式顯微鏡的第三代裝置,在平行電場中一次可做三種不同變因實驗 

 

  4.第四代-相機-複式顯微鏡與玻璃座平行銅片電場：為了能即時錄影，設計能放在顯微鏡 

台上的玻璃蒸發盒，以多個載玻片架起透明盒與銅片，直接放置於顯微鏡下以相機錄

影拍下晶體結晶的過程。如圖 06 所示。 

 
   圖 06：玻璃座平行銅片電場第四代裝置,滴入液滴（左）,晶體成長實況裝置（右） 

 

（六）晶體透明度判斷方法設計：photoimpact x3 相片色階曲線處理判讀 

1.設計原理：photoimpact 可將影像轉變成色階分佈圖，顏色越重,色階圖越偏左。 

  

  

圖 07：photoimpact 色階設定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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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影像處理方式 

 
          原始影像                              photoimpact處理(相片→光線→曲線) 

 

3.處理判斷透明度標準-色階最深四格中,相片特徵占滿未超過四分之一（如圖08） 

 
圖 08：photoimpact 色階分佈判斷透明度 

4.實例： 

 

三.研究步驟： 

（一）將食鹽（或其他鹽類）放入水中攪拌溶解，直到有沉澱發生，持續兩天觀察沉澱依

然存在，就可認定為飽和溶液。 

（二）以設定體積 0.01 毫升的微量吸管，吸取飽和食鹽水，將 0.01 毫升的水珠滴在玻璃片

上，連續重複滴 10～20 顆水珠，再將有飽和鹽水珠的玻璃片，放入玻璃底座平行銅

片電場密閉盒中。依設定的實驗條件，放入顯微鏡下做長時間觀察。 

（三）若是有電場之實驗，把電蚊拍電源，玻璃底座平行銅片電場裝置與電線串聯成迴路，

製成高電壓電場裝置，按下按鍵，使電場持續穩定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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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以相機錄（攝）影複式顯微鏡目鏡內畫面，觀察液滴結晶狀況。 

(五) 紀錄測量前後電池電壓，室內溫度與相對溼度。 

(六)使用 photoimpact 軟體與測微尺載玻片換算顯微鏡下長度（0.5mm=軟體座標差 447） 

  

 

圖 09：第四代裝置:相機-複式顯微鏡的連接（左上）與鏡座上的玻璃座平行銅片電場（右

上）,水珠視野範圍（左下）,與相同顯微鏡倍數下的載玻片測微尺（右下）,用來

估算晶體尺寸。 

 

四.研究預期目標： 

常常會有報導：電磁場會影響身體的健康。但卻沒有足夠的實驗證據或理論來證明。

在高中課本裡提到高電壓電場會影響水流的偏轉，但會影響到一般的物理和化學反應嗎？

如果真的能影響，那麼高電壓電場真的有可能會影響到身體的健康。要證明這個現象，本

研究選擇了鹽類析出結晶這個反應。因為些微的外在變化，都會影響溶液中離子的堆疊，

而在晶體表面出現陰影與不規則平面，只有在穩定的成長環境中，鹽晶才能長出高透明度

的固定外形。這一種對外在環境有著高度要求的現象，正可以用來檢查外界的高電壓電場

對物質的影響。於是我們開始進行了以下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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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找出能在水珠中長出單一顆食鹽晶體的實驗條件：  

    在研究晶體的外型、透明度跟電壓的關係之前。要先能夠發展出：每顆水珠裡只長一顆

大型晶體。因為如果每顆水珠裡面長了很多顆晶體，每一顆晶體顆粒太小或出現模糊或產生

X 紋路，就不容易做單一晶體形態的判斷。所以必須要先找出能在水珠中長出單顆食鹽晶體

各種變因的組合的實驗條件，以供後續研究探討電場變因。 

實驗條件 加蓋 過濾 施加電壓 顯微鏡燈光 

研究 1-1 無加蓋 無過濾 無加電場 高熱鹵素燈 

研究 1-2 無加蓋 無過濾 無加電場 低溫 LED 光源 

研究 1-3 有加蓋 無過濾 無加電場 高熱鹵素燈 

研究 1-4 有加蓋 有過濾 無加電場 高熱鹵素燈 

研究 1-5 無加蓋 有過濾 有加電場 高熱鹵素燈 

研究 1-6 有加蓋 有過濾 有加電場 高熱鹵素燈 

研究 1-7 有加蓋 無過濾 無加電場 低溫 LED 光源 

研究 1-8 有加蓋 有過濾 無加電場 低溫 LED 光源 

 

（一） 研究 1-1：無加蓋、無過濾、無施加電場、高熱鹵素燈下的水珠晶體成長： 

 

圖 10：研究 1-1中水珠晶體成長隨時間變化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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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 1-2：無加蓋、無過濾、無施加電場、低溫 LED 光源下的水珠晶體成長： 

 

 

圖 11：研究 1-2中水珠晶體成長隨時間變化照片（上:30分鐘內變化:下：較長時間變化） 

 

 

在顯微鏡光源使用鹵素燈，載玻片溫度會高達到40~50°C。

使用 LED 燈，溫度維持室溫(約 20°C) 。在高熱鹵素燈下長出來

的晶體顆粒較小，成長速率較快。在 LED 燈下，晶體顆數較多，

成長速率慢。研判應該與鈉離子與氯離子的擴散有關。鹵素燈

高溫，離子擴散快，容易到達較遠的晶種析出。LED 燈溫度低，

離子擴散慢，不易進行長程移動，就近在附近的晶種析出，造

成晶體間會互相競爭附近的離子，而導致成長速率變慢。但都不易生成目標中的單顆晶體。 

 

  (三)研究 1-3：有加蓋、無過濾、無施加電場、高熱鹵素燈下的水珠晶體成長： 

                       

           圖 14：研究 1-3中水珠晶體成長隨時間變化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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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研究 1-4：有加蓋、有過濾、無施加電場、高熱鹵素燈下的水珠晶體成長： 

 

               圖 15：研究 1-4中水珠晶體成長隨時間變化的照片 

 

                   

圖 17: 以微量吸管吸取飽和食鹽水溶液,吸取過程有過濾（左）與無過濾（右）的差別 

    在飽和食鹽水有無過濾實驗中，研究結果顯示：兩者水珠中晶體成長速率都大略相同，

有過濾的水珠晶體較少，沒有過濾的水珠晶體較多，但都還是不能達到單顆晶體的目標。而

且在滴水珠到載玻片的過程中的同時，水也在蒸發。無法避免一開始(加蓋前)的晶體生長。 

 

 (五)研究 1-5：無加蓋、有過濾、有施加電場、高熱鹵素燈下的水珠晶體成長： 

 

                圖 18：研究 1-5中水珠晶體成長隨時間變化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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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 1-6：有加蓋、有過濾、有施加電場、高熱鹵素燈下的水珠晶體成長： 

 

                圖 19：研究 1-6中水珠晶體成長隨時間變化的照片 

 

           

       
  圖 21:水珠蒸發環境有無加蓋,五分鐘後,液滴邊緣長出的晶體（左:有加蓋；右：無加蓋） 

 

    在蒸發過程有無加蓋的實驗中，研究結果顯示：在前五分鐘內，有加蓋的實驗，水珠晶

體的成長很慢(幾乎等於零)。沒有加蓋的實驗，水表面有蒸發，晶體才會成長，但都還是不能

達到單顆晶體的目標。而且在滴水珠到載玻片的過程中，水的同時也在蒸發。所以如果一開

始就用飽和的食鹽水溶液，沒加蓋前食鹽晶體就會長出來，加蓋後才停止生長。 

 

 (七)研究 1-7：有加蓋、無過濾、無施加電場、低溫 LED 光源下的水珠晶體成長： 

    在高溫的鹵素燈下，各種變因的組合都沒有辦法找出能長出單一顆晶體的條件。所以嘗

試改用 LED 光源，搭配成長速率最慢的有加蓋變因，在有無加蓋的不同變因下，來試試是否

能達到液滴中只長出單顆晶體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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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研究 1-7無過濾食鹽溶液的十六顆水珠晶體，在晶體成長時間 118分鐘後的照片 

            

  圖 23：研究 1-7無過濾食鹽溶液，晶體成長時間 118分鐘後,液滴邊緣長出晶體的照片 

 

(八)研究 1-8：有加蓋、有過濾、無施加電場、低溫 LED 光源下的水珠晶體成長： 

            

  圖 24：研究 1-8有過濾食鹽溶液的十六顆水珠晶體，在晶體成長時間 190分鐘後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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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蓋後晶體的成長果然很慢，沒有過濾的液滴，產生晶體顆粒多，還是沒有辦法達到單

一晶體的目的。但是在有過濾的實驗裡，研究顯示：因為過濾濾掉了液滴中眼睛看不見的微

小晶種，所以水珠內會維持一段無晶體的過飽和狀態(如圖 24 中，190 分鐘後，16 顆裡面還

有五顆沒有晶體的水珠) ，但是其他 11 顆晶體在液滴都產生了一到三顆的大型晶體，表面紋

路十分清楚，可以供後續研究探討電場變因，接近研究設定的目標。而在圖 25 中:隔夜實驗

1120 分鐘以後，16 顆水珠都長出晶體。原本處於過飽和的五顆液滴，都產生了表面的透明度

很差的膜狀或 X 字紋型晶體。 

          

圖 25：研究 1-8有過濾食鹽溶液的十六顆水珠晶體，在晶體成長時間 1120分鐘後的照片 

                

   圖 26：研究 1-8中，190分鐘後液滴產生表面紋路清楚的大型晶體，可以供後續研究 

綜合以上，只要鹽水中有食鹽固體穩定存在，就會形成飽和食鹽溶液（圖 27 中 C 點），

若液滴中沒有晶種（完全的過濾），食鹽水溶液會出現有過飽和現象，也就是隨著水分的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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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和濃度會往上升，跨越飽和曲線（圖 27 中 C 點），進入過飽和區（圖 27 中 BC 線段）。在過

飽和區裡，還是不會有晶體析出，水蒸發時，濃度一直要往上升，不加蓋時蒸發快，蒸發越

快，由 C 點升到 B 點的時間越短，碰到過飽和曲線時（圖 27 中 B 點），就一定要長出第一顆

食鹽晶體，晶種一長出，濃度會在瞬間由 B 點降到 C 點，晶體會出現快速成長期，長出透明

度很差的膜狀或 X 字紋型晶體。回到 C 點後，就完全由蒸發速率來控制結晶速率，這個時候

就不會有過飽和現象，離子只在第一顆食鹽晶體上析出（停在圖 27 中 C 點），單一顆鹽晶慢

速成長，這樣子就可以達到研究目標中所要求，一顆水珠裡只有單顆鹽晶的現象。 

 

圖 27：食鹽水結晶溶解度曲線、過飽和度曲線與濃度變化示意圖 

 

使用鹵素燈當顯微鏡的光源時，會導致晶體生長溫度較高。不利於食鹽晶體的析出（食

鹽晶體析出是放熱反應）。所以在高溫的環境下，必須增加晶體表面積，才能夠快速的散熱。

所以在高溫下都只能長出小顆的晶體。當改用常溫 LED 燈作為光源時，環境溫度低，有利於

散熱，就比較能夠有大的機會，去長出表面積較小的大型晶體。 

 
圖 28：國中課本中有關表面積與顆粒大小關係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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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鹽晶體成長分段實驗裡，應用蒸發速率的差異，研究晶體表面紋路，整理發現：蒸

發速率快會形成階梯狀的螺旋紋，蒸發速率降低，螺旋紋就會消失，變成全透明的晶體。但

在大顆晶體的中間，因為水珠蒸發降低溶液高度，當液珠高度低於晶體高度，周圍溶液離子

就無法向中間擴散，溶質不夠而形成晶體中間的階梯螺旋紋凹陷（如圖 29）。 

 

圖 29：不同情況下產生的食鹽晶體表面的階梯螺旋紋。左一,左二：溶質供應充足,產生中央

隆起的階梯螺旋紋丘。右一,右二：溶質供應不足,產生中央凹陷的階梯螺旋紋谷。 

 

階梯螺旋紋的成長機制，於 1949 年富蘭克（F.C.Frank）所提出，主要是在較低的過飽和

度下與光滑介面的晶體生長機制（如圖 30）。當鹽晶表面晶體析出發生缺陷（如圖 30 左一），

產生螺型差異排列（如圖 30 左二），螺差排在表面形成的台階上不斷的吸附原子，以恆速向

前推進，導致中央隆起物的生長（如圖 30 左三），晶面上出現永遠填不滿的台階。這被稱為

是二維核心的生長過程。本研究影像中螺旋紋跟全透明的晶體，往往相鄰發生，表示兩者的

生長條件應該接近，應該都是在低過飽和度的時候才會發生。降低蒸發速率，有助於減少螺

旋階梯紋的產生，而進入晶體高透明度的成長階段。 

 

圖 30：階梯螺旋紋的成長機制，主要是發生在較低的過飽和度下與光滑界面晶體上 

 

二.探討在同一顆晶體成長中，改變蒸發速率，食鹽晶體成長階段變化與變速成長現象： 

在第一階段的實驗中，已經找到單顆晶體成長的實驗條件組合。以此為基礎，來嘗試

在食鹽晶體成長的過程中，以水蒸發速率改變晶體成長速率的手段看出，晶體表面呈現模

糊狀或透明狀的差異。 

（一）實驗設計： 

1.控制變因組合：有過濾、無施加電場、低溫 LED 光源下的水珠晶體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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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縱變因：分段時間序列控制蒸發速率 

階段別 時間 操縱變因變化 預計達成目標 

第一階段 60 分 
加蓋,極少量蒸發，慢速到達容器

內飽和蒸汽壓，蒸發表面積 0cm2 

使鹽水液滴進入 

過飽和階段 

第二階段 30 分 
不加蓋,快速蒸發 

蒸發表面積 4.0cm2 

使鹽水液滴快速長出晶種 

回到飽和狀態 

第三階段 120分 
加蓋,慢速蒸發 

蒸發表面積 0.6cm2 

使鹽水液滴在飽和狀態 

慢速成長 

（一）實驗結果： 

1.第一階段：加蓋,極少量蒸發 

                          

   圖 31：第一階段 60 分鐘前後,鹽水液滴進入過飽和階段的照片 

 

2.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比較： 

 
圖 32：第二階段（快速蒸發）與第三階段（慢速蒸發）後,晶體照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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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實驗中發現:新晶種的生成（60～90 分鐘）和後續晶體變大的生長（90～210 分

鐘）是兩個不同階段的過程。第一階段的晶種長出，水蒸發使食鹽濃度升高到達過飽和度的

這個門檻，晶種才會長出。而蒸發越快，到達門檻的時間越短，晶種能比較快出現。接下來，

剛出現晶種的液滴，必須馬上將蒸發速率降低，才能在後續晶體變大的過程中，產生高透明

度的晶體。如果在剛出現晶種的液滴中，維持相同的蒸發（或晶體成長）速率，就會在後續

晶體的成長上，會造成表面模糊或是出現 X 字紋路的現象（如圖 34）。所以在實驗過程當中，

適時控制蒸發速率，第一階段晶種生成時間盡量短，第二階段的晶體成長速率盡量慢，晶體

的成長就能夠趨向單顆且高透明的目標，而達成本研究的目的。 

  

圖 34：晶種生成後，無降低蒸發速率（左）與有降低蒸發速率（右）生成之晶體差異 

 

 

三.研究鹽類水珠液滴在高電壓平行板電場中，受到電場影響，產生的結晶變化。 

高中化學課本裡面提到:高電壓電場會影響

帶有極性的水分子, 水流在經過高電壓平行板電

場時，會有偏轉的現象（如圖 35），以這種現象來

解釋水分子帶有極性。鹽類水溶液裡的正離子與

負離子，應該也會受到高電壓電場的影響，而在

鹽類液滴中有正、負離子分離的現象。這個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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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改變蒸發速率，食鹽晶體成長階段變化與變速成長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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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象對鹽類晶體的成長，是會長出更透明的狀況，還是會影響鹽晶的規則排列改變其外型，

這是我們這個研究所要探討的。 

（一）研究 3-1：比較食鹽水液滴在有、無高電壓平行電場的不同條件中，結晶型態的變化。 

 

圖 36：研究 3-1 顯微鏡下,高電壓平行電場的液滴晶體成長實驗裝置（第三階段） 

1.控制變因組合：有過濾、分段時序控制蒸發速率、低溫 LED 光源下的水珠晶體成長 

2.操縱變因：無施加電場（電壓＝0 伏特）, 有施加電場（電壓＝4850 伏特,2450 伏特）,

銅片間隔 3.5cm, 銅片尺寸 30mm X 50mm X 1mm 

3.實驗結果：（如圖 37,38,39,40） 

    圖 37：顯微鏡下, 無施加高電壓平行電場（電壓＝0 伏特）的食鹽液滴晶體成長影像 

分段時序 時間 分段時序控制蒸發速率 

第一階段 60 分 加蓋，極少量蒸發，蒸發表面積 0cm2 

第二階段 30 分 不加蓋，快速蒸發，蒸發表面積 4.0cm2 

第三階段 120 分 加蓋，慢速蒸發，蒸發表面積 0.6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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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顯微鏡下, 施加高電壓平行電場（電壓＝2450 伏特）的食鹽液滴晶體成長影像 

 

   

     圖 39：顯微鏡下, 施加高電壓平行電場（電壓＝4850 伏特）的液滴晶體成長影像 

 

    

圖 40：施加高電壓平行電場（電壓＝4850 伏特）的食鹽晶體自我修復晶形的成長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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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有施加高電壓平行電場的食鹽晶體,邊緣新生部分的兩條暗紋成長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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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無施加高電壓平行電場的食鹽晶體,邊緣新生部分的高透光度性質 

    實驗結果發現：在將近五千伏特的高電壓電場下，食鹽晶體成長後，形狀方形的機率降

低，表面的紋路也比較複雜，在透光度方面也變得比較差。可以觀察到新生晶體邊緣，有條

狀暗紋重複出現(如圖 43~44 之比較)。但晶體成長速率受影響不大。 

        

    圖 45:有施加高電壓平行電場的食鹽晶體,晶面不平行底座,容易誤判為晶形發生改變 

          左一:高電壓(4850 伏特)電場下,水珠中長出多顆晶體,可看出水珠原有邊界 

          左二:高電壓(4850 伏特)下,水珠中長出的傾斜長方體晶體 

          左三:高電壓(4850 伏特)下,水珠中長出的傾斜正立方體晶體 

          右一:在高倍率,低立體感的影像中,容易被誤判為晶形改變的傾斜立方晶體 

 

    在有加入高電壓電場的實驗中，常會發現有晶體形狀出現異常的現象。食鹽晶體晶形是

正立方體，出現異常的現象，應該是晶體傾斜的拍攝角度的問題(如圖 45)，對比放大倍率較

小的影像，可以發現:整顆食鹽晶體並不是平放在底座上，而呈現某個角朝上的現象。這種晶

體，而被誤認為晶形發生改變。無高壓電場時，晶體平面會受到重力的影響，而平行於底座(如

圖 45 左一) 。在高電壓電場下，晶體傾斜成長十分常見，可能是在高電壓電場下，食鹽晶體

也產生了靜電感應，因為靜電力的吸引排斥，使得晶體方位發生傾斜。 

 

（二）研究 3-2：比較其他鹽類液滴在有、無高電壓平行電場的不同條件中，結晶型態的變化。

食鹽晶體的實驗證明了要在有過濾且低蒸發速率下,才會有高透明度的規則晶體長出, 

有高透明度的規則晶體作為實驗對照組,才能了解高電壓電場對晶體生長的影響。對於

其他鹽類,以 0.5 毫升的注射針頭在封口膜上戳洞,再以冷氣控溫 24℃,就能使蒸發速率

降到最低且穩定,而能進行其他鹽類晶體生長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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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控制變因組合：0.5 毫升的注射針頭(胰島素專用塑膠注射筒附針頭 31G 粗細,外徑

0.25mm)封口膜上戳洞、有過濾、冷氣控溫 24℃ 

2.操縱變因：無施加電場（電壓＝0 伏特）,有施加電場（電壓＝4850 伏特）,銅片間隔

3.5cm, 銅片尺寸 30mm X 50mm X 1mm 

3.氯化鉀 鹽類液滴實驗結果：（如圖 46,47,48） 

 

            

圖 47：顯微鏡下,施加高電壓平行電場（電壓＝4850 伏特）的氯化鉀液滴晶體成長影像 

 

 

圖 48：顯微鏡下, 無施加高電壓平行電場（電壓＝0 伏特）的氯化鉀液滴晶體成長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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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溴化鉀 鹽類液滴實驗結果：（如圖 49,50,51） 

 

 

圖 50：顯微鏡下, 施加高電壓平行電場（電壓＝4850 伏特）的溴化鉀液滴晶體成長影像 

 

 

圖 51：顯微鏡下, 無施加高電壓平行電場（電壓＝0 伏特）的溴化鉀液滴晶體成長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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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硝酸鈉鹽類液滴實驗結果：（如圖 52,53,54） 

 

  

圖 53：顯微鏡下, 施加高電壓平行電場（電壓＝4850 伏特）的硝酸鈉液滴晶體成長影像 

 

 

圖 54：顯微鏡下, 無施加高電壓平行電場（電壓＝0 伏特）的硝酸鈉液滴晶體成長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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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硝酸鉀鹽類液滴實驗結果：（如圖 55,56,57） 

 

           

圖 56：顯微鏡下, 施加高電壓平行電場（電壓＝4850 伏特）的硝酸鉀液滴晶體成長影像 

 

圖 57：顯微鏡下, 無施加高電壓平行電場（電壓＝0 伏特）的硝酸鉀液滴晶體成長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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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溴化鈉鹽類液滴實驗結果：溴化鈉為水合鹽類,結晶時間較長（如圖 58） 

 

圖 58：顯微鏡下, 有無施加高電壓平行電場的溴化鈉液滴晶體成長影像 

8.高電壓電場對以上五種不同鹽類晶體生長的主要影響有所不同,整理如下： 

 氯化鈉 氯化鉀 溴化鉀 溴化鈉 硝酸鈉 硝酸鉀 

晶系 立方 立方 立方 單斜 三方 斜方 

正常晶體

外觀描述 
扁立方體 扁立方體 扁立方體 

六角 

扁立方體 

平行（扁） 

四邊體 

長條 

柱狀 

高壓電場

下 

晶體受到

的影響 

失去正方

外型 

出現條紋 

透明度 

大量降低 

失去正方

外型 

出現碎晶 

透明度 

略降低 

失去正方

外型 

出現碎晶 

透明度 

略降低 

維持六角

外型 

出現條紋 

透明度 

降低 

平行四邊 

外型大量

改變 

出現碎晶 

透明度 

略降低 

長條柱 

大量斷成

碎晶 

透明度 

降低 

    沒有高電壓電場時，離子在水中是均勻分佈的，而在鹽類晶體中的離子是正負交錯配置

的，如果用高電壓電場將液滴中的正負離子分離，會造成在鹽類晶體上結晶時，交錯配置受

到了干擾。當晶體排列受到的干擾時，就很容易在晶體上產生缺陷。相對於均勻生長的部分，

結晶缺陷會使折射率改變。光穿透路徑改變，產生從外觀上看出來晶體變黑。而降低原有實

驗條件的透明度，也會在晶體的外形上形成階梯紋路與不平整的顆粒（如圖 59）。 

 

圖 59：高電壓電場下成長帶有階梯紋路,斷裂痕與不平整的顆粒的鹽類晶體。(左 1 為硝酸鈉;

左 2 為氯化鉀;左 3 為溴化鈉;左 4 為溴化鉀） 

在生物體內，有很多化學作用，也是因為正負電的互相吸引而發生，這些化學反應也有

可能受到外界高電壓電場的影響而偏離原來的結果。已經有其他實驗證明，高壓電場對農作

物產生影響。例如:高壓電場使水的浮力發生變化；大的水分子團變為小分子團(5kv)，並有序

排列，使水分子容易通過種子皮，增加種子的呼吸作用；還有就是高壓電場影響種子內的水

分子及一些生物大分子，提高種子內的自由基含量而影響種子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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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進行高電壓電場下鹽類晶體成長實驗的另外一個目的，是想釐清很多科學文獻 

(或謠言)所描述的，電磁場對於生物的影響。在一般日常生活中，高電壓電場出現的機率並不

高，而且必須要在近距離影響才會比較大。但是在鹽類晶體的成長上，這次的研究的確已經

發現它會造成晶體成長的透明度降低與形狀改變。在能製造出高透明度的食鹽晶體的技術達

成後，接下來要怎麼樣去收集更多的證據證明:高電壓電場或其他環境因素對於反應的干擾，

是本研究未來的目標。希望可以找出這許多謠言背後的真相， 

 

陸、結論 

一. 飽和食鹽溶液液珠晶體的成長，對外界的環境影響非常敏感。整個過程可以區分為兩個

階段：新晶種的生成與後續晶體的變大生長。水蒸發使食鹽濃度升高，要到達過飽和度

的這個門檻，晶種才會長出。而蒸發越快，到達門檻的時間越短，晶種能比較快出現。

接下來，剛出現晶種的液滴，必須馬上將蒸發速率降低，才能在後續晶體變大的過程中，

產生高透明度的晶體。如果在剛出現晶種的液滴中，維持相同的蒸發（或晶體成長）速

率，就會在後續晶體的成長上，會造成表面模糊或是出現 X 字紋路的現象。所以在實驗

過程當中，適時控制蒸發速率，第一階段晶種生成時間盡量短，第二階段的晶體成長速

率盡量慢，晶體的成長就能夠趨向單顆且高透明的目標，而達成本研究的目的。 

二.運用第四代裝置:相機-複式顯微鏡的連接與鏡座上的玻璃座平行銅片電場，可以找出本研

究食鹽晶體趨向單顆且高透明的目標的最佳實驗條件：分別是有加蓋、有過濾、無施加電

場與顯微鏡的低溫 LED 光源。 

三. 晶體的生長可分為晶體的晶核的生成與晶面上的堆疊成長。在三階段蒸發變速實驗中：食

鹽的過飽和度小，使第一階段的蒸發中，晶體有延緩析出的現象。但晶核一旦生成，晶體

的成長就會加速，來降低過飽和度，而使其他晶核不易生成而進入第二與第三階段的成長。

過濾是在去除殘留的晶種，讓晶體生長的第一階段以晶核的生成為主。 

四. 食鹽晶體析出是放熱反應，使用鹵素燈當顯微鏡的光源時，溫度高不利於食鹽晶體的析出。

所以在高溫下，為了快速散熱，必須增加晶體表面積，結果就是只能長出小顆的晶體。當

改用常溫 LED 燈作為光源時，環境溫度低，有利於散熱，就比較能夠有大的機會，去長出

表面積較小的大型晶體。 

五. 食鹽晶體成長分段實驗裡，第二與第三階段應用蒸發速率的差異發現：食鹽晶體會出現變

速成長現象。蒸發速率快會形成階梯狀的螺旋紋，蒸發速率降低，螺旋紋就會消失，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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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透明的晶體。 

六. 大顆晶體的中間，當液珠高度低於晶體高度，周圍溶液離子就無法向中間擴散，溶質不夠

而形成晶體中間的階梯螺旋紋凹陷。 

七. 在高電壓電場下，晶體成長形狀維持正常的機率降低，表面的紋路也比較複雜，在透光度

方面也變得比較差。可以觀察到新生晶體邊緣，有條狀暗紋重複出現。但晶體成長速率受

影響不大。晶體形狀出現異常的原因，應該是晶體傾斜的拍攝角度的問題。可能是食鹽晶

體被高電壓電場靜電感應，因為靜電力的吸引排斥，使得晶體方位發生傾斜。 

八. 本研究進行高電壓電場下鹽類晶體成長實驗的另外一個目的，是想釐清高壓電場對於結晶

反應的影響。在鹽類晶體的成長上，的確已經發現它會造成晶體成長的透明度降低與形狀

改變。在能製造出高透明度的食鹽晶體的技術達成後，接下來要怎麼樣去收集更多的證據

證明:高電壓電場或其他環境因素對於反應的干擾，是本研究未來的目標。希望可以找出

這許多謠言背後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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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52405  

此作品利用平行銅片產生電場，並用顯微鏡觀察鹽類液滴在高

電壓中的結晶現象。其中發現到電壓會影響到晶體的形成及形狀的

改變。此研究結果新穎及富啟發性，研究過程循次漸進。學生的口

頭表達優異、團隊合作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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