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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 明 國 民 小 學

特 色 遊 學 學 習 手 冊

　　教育是需要創新的思考，只要肯動腦筋，事在人為，宜

蘭縣有不少偏遠學校，面臨少子化後的招生壓力，唯有透過

建立學校的特色，方可能吸引學生。只要全校師生有創造力

去思考學校特色的建立，就能得到社區家長的認同、甚而更

能得到學區外家長的認同，這就是在提升學校的競爭力。

　　欣見憲明國小近三年來，除了落實學校領域教學提升學

生的基本學力外，在建立學校特色這個區塊上，表現非常亮

眼！尤其學校能善用社區資源融入各項教學活動，繼而發展

出具地方特色的遊學課程，帶動整個三星鄉的農業休閒產業

蓬勃發展，今年更入選教育部十大經典特色國中小，這充分

顯示出學校戮力發展特色教學的用心。

　　在少子化日漸嚴重的今日，懇切的期望縣內中小學都能

夠利用學校本身資源與優勢，突破侷限與困境，積極發展學

校特色，幫學校加分；也讓學子更有效、更有趣的學習。就

如憲明國小這套「特色遊學學習手冊」的出版，為學校帶來

更大的利基。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處長

創 新 與 活 力

　　「產業新蘭陽、生活新故鄉」一直是國華上任之後的縣

政施政目標，以發展觀光產業，提升工商機會以及精緻教育

品質，來發展宜蘭縣的新機會、新價值。在校園的部份，結

合週邊豐裕的的自然環境與人文景觀資源，發展學校本位特

色教學，更是本人對於教育發展最殷切的期盼。

　　憲明國小近三年來在「校園活化、發展學校特色」的領

域上，成效相當卓著，連續三年獲得教育部特色學校專案補

助，共獲得教育部壹佰陸拾萬元的補助。除了活化校園空

間、建構教學新平台，更結合社區資源發展完整的特色教學

課程架構，這套「特色遊學學習手冊」的付梓，更帶動了三

星鄉的休閒農業觀光產業，完全符應本人「產業新蘭陽、生

活新故鄉」的施政理念！    

　　今年憲明國小更入選教育部十大經典特色國中小，這充

分顯示出學校戮力發展特色教學的用心。本人在認同與嘉許

的同時，希望憲明國小再接再厲，能成為本縣偏遠學校特色

發展的典範，也期望縣內中小學都能夠利用學校本身資源與

優勢，突破侷限與困境，積極發展學校特色，幫學校加分；

讓本縣的教育活化並蓬勃發展。

宜蘭縣長

產業新蘭陽‧生活新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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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 明 國 民 小 學

特 色 遊 學 學 習 手 冊

　　學校辦學最終目標就是讓每一位學生都喜歡上學，並且

在愉快的氛圍中主動學習，就像學生每當前往教育農場進行

戶外教學時，總是滿懷歡笑卻又收獲滿滿。因此，學生的學

習不應侷限在教室裡，將課程延伸到戶外讓學生能在自然的

情境中「向大地學知識，跟萬物交朋友」。

　　學校的教學環境真的可以像教育農場嗎？！位於宜蘭縣

三星鄉拳頭姆山下的憲明國小，可以找到肯定的答案！我們

正營造出這樣的校園環境，讓校園的一磚一物都能吸引學生

的注意，引發學習動機；讓校園的一草一木都有教育價值存

在，發揮「境教」的意義，營造憲明國小成為知性與感性兼

具的教育桃花源。

　　基於上述的教育理念，從九十六學年度起帶領著學校教

師一起將融入社區資源的「學校特色課程」，編寫成一系列

的學習手冊，包含鄉土人文、社區產業、自然生態及探索體

驗等四冊，並將其精緻化成為「學校特色遊學課程」，希望

將學校所擁有的珍貴教學資源，也能提供給台北縣、市都會

區的學生分享，讓他們也能享受田園教學、生態教學、戶外

農業教學體驗的樂趣。

教育新視野、憲明「樂」中學

　　當一位校長所有的作為及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學生每

天睜開眼睛最期待的事就是─「快樂」上學去，希望藉由這

套「學校特色遊學」叢書的付梓，讓快樂學習與孩子的童年

共舞，變得理所當然�!�!

憲明國小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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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體驗DIY

創意蠟燭製作
作者：游豐瑞

創意蠟燭製作
作者：游豐瑞作者：游豐瑞

引言

　　隨著生活品質的提升，蠟燭不再只是一盞明燈，它可

以美化我們的環境，為我們增添許多生活情趣。因此，

為了讓孩子在課餘閒暇之際，能有更多優質的休閒活動選

擇，憲明國小展開一連串的創意蠟燭DIY活動，讓孩子發

揮巧思，盡情遊藝。 壹、工具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傳統照明用的蠟燭透過簡

易器具，便可輕易的製作出來，但現今我們不單是要拿來

照明之用，甚至要讓它具有生活上的實用性，且兼具美

觀，所以，各式工具都是不可或缺的。

1 鏟
子

2 高
腳
桶

創意蠟燭DIY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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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體驗DIY

3 4 5

6 7 8

9 10 11

1２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1３ 1４

1５ 1６ 1７

1８ 3．各式尺寸之平底鍋
4．各式尺寸的有手把平底鍋
5．各式茶壺
6．磅秤

7．雕刻刀
8．鑽臺
9．小不鏽鋼杯
10．快速爐和簡易爐
11．押模
12．150℃和100℃溫度計
13．烙鐵
14．鑽子
15．燭蕊剪刀
16．隔熱手套
17．各式蠟材
18．燭蕊

貳、介紹篇

一、板蠟

　　製作板蠟的時間較長，約6~8小時，所以製作前先掌

握好時間，才能順利進行。

　　在開始時，先製作一塊燭芯，這是為了防止在灌每一

層的板蠟時，蠟會收縮，所以這一層燭芯要依成品的大

小，內縮約3公分，在灌蠟時，利用黏土將木頭模板固定

出所要的形式，再進行灌蠟，如果希望在色彩上面有變

化，再依所要的顏色，選取色塊來調配。完成灌蠟後，接

著取適當型號的燭蕊製作一根燭芯，再以鑽孔的方式，填

入板蠟中。

03 04

創意蠟燭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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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體驗DIY

二、水漾花

　　水漾花的製作方式雖然簡單，但因為素材費較為高

昂，是製作前最大的考量。材料的準備上，最重要的是挑

選合適的玻璃瓶，依要製作的成品來選擇玻璃瓶樣式，裝

飾物可用塑膠花片或其它塑膠製品。   

　　首先，利用鋁線將各裝飾物連接起來，然後裝入瓶

中，鋁線以不規則方式纏繞，再加入純水，水倒至離瓶口

高度約10公分，然後再灌蠟，蠟離瓶口約3~5公分，靜置

後，再利用補邊蠟加強蠟的邊緣，讓蠟和玻璃瓶可以更緊

密的結合在一起，最後在以拉非草包覆玻璃瓶有蠟的部

分。為防止水流出，成品不可橫放或倒放。

製作燭芯 灌蠟 放燭芯

分層灌蠟 放鸚鵡螺 完成

放造景物 加水後灌蠟 剪線

黏拉非草補邊蠟加強 成品

05 06

創意蠟燭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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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體驗DIY

三、編織蠟

　　編織蠟結合了中國結的藝術，其巧妙是千變萬化。首

先依尖燭的方式，完成浸蠟的過程，但是蠟的直徑約0.5公

分，而在浸蠟的過程中，為求能大量且快速完成，所以使

用衣架平放，一次可以綁上三條燭蕊，同時兩手操作，如

此便可一次浸泡六根燭蕊。

　　完成後的燭蕊，利用重物壓住未浸泡的一端，開始編

織，編織的速度要快，為了避免蠟降溫後會固定其型態，

所以編織前可先多次練習，且顏色的配搭上，也是一練習

的重點喔。顏色位置的擺放，可以參考中國結的相關書

籍。

綁燭蕊 浸蠟 編織

靜置 成品 成品

四、火把

　　製作火把的方式，是利用寶特瓶填充蠟丁，拆除寶特

瓶即可。然後在蠟的外圍纏繞燭蕊，再將燭蕊浸蠟，完成

後，蠟底部包上鋁鉑，以防蠟流下碰到手。製作火把可利

用廢蠟，節省成本。

寶特瓶裝木棍 裝蠟丁  倒入廢蠟

降溫 拆寶特瓶 綁燭蕊

纏繞燭蕊 浸蠟

靜置 包鋁鉑

07 08

創意蠟燭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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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芳香蠟燭

　　此次製作的芳香蠟燭是放在瓶中，所以運用容器灌蠟

的方式，再加入精油，其重點在於加入精油的比例。另

外，也可以將精油加入蠟丁中，以點精油的方式來使用。

記得芳香蠟燭要密封保存。

1．煮蠟配色 → 2．調配精油 → 3．製作蠟丁 → 4．灌模 → 5．穿燭

蕊 → 6．完成燭芯 7．置入瓶中灌蠟 8．成品要加蓋子喔

1 2 3

4 5 6

7 8

六、發泡蠟

　　發泡蠟製作上較費時，因為必須將蠟打至發泡狀態，

且維持在固定的溫度時動手製作，一但溫度過低，無法成

型時，便須重新加溫，然後再打至發泡狀態。

　　將發泡蠟放至鍋中，然後利用打蛋器攪拌，攪拌的方

向維持定向繞圈，就如同打蛋一樣，打至蠟的型態成雪花

帶黏稠的感覺，便可以拿來製作，加上裝飾品，可以讓作

品更有趣味喔！另外，也可以當成捏黏土一樣，搭配手捏

蠟，創作出自己獨特的玩偶喔！

攪拌 發泡 捏塑

添加飾品 創意作品 創意作品

09 10

創意蠟燭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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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手蠟

　　手蠟可以把自己的手做成模型，方法簡單，所以廣受

喜愛。製作方式是準備一桶加入冰塊的水，將手浸入降

溫，然後立刻將手浸到蠟中，立刻抽出來，重覆約三次後

便可取下手蠟，在手蠟中加入蠟丁，再進行灌蠟，最後便

可進行浸色。

準備冰塊 浸蠟 脫手蠟

調整 填蠟丁 灌蠟

浸色

成品

八、雕刻蠟

　　雕刻蠟是最容易讓學

生發揮巧思的一種創意蠟

燭，因為不拘限學生的創

作 方 向 ， 可 以 隨 性 的 揮

灑。教學上可以選擇中球

或圓型蠟柱，讓學生準備

一組雕刻刀，自由發揮。

浸
色

燙
底

雕
刻

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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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蠟燭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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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佈置篇

　　創意蠟燭的多元化巧思，大大增加了它的功能，不再

拘限於照明一途，它也能用來佈置我們的居家環境，增添

生活情趣喔。以下略舉數種方式以供大家參考。

容
器
蠟
結
合
花
藝

搭
燈
油

玻
璃
景
觀
瓶

空
心
蘿
蔔
燈

編
織
蠟
加

布
幔
搭
配
蠟
片

浮
水
蠟
搭
容
器
蠟

鑲
嵌

板
蠟

浮
水
蠟
搭
容
器
蠟

肆、教學篇

憲明國小創意蠟燭DIY──教學計畫綱要表

主 題 與 子 題 ：憲明國小創意蠟燭DIY �-�-�-冰蠟

教  學  節  數 ：1節共40分鐘 

適  用  年  級 ：四 ~ 六年級         

教學計畫綱要：

教學目標
1. 培養細心的實作態度。

2. 能製作冰蠟。

教學節數 一節四十分鐘

單元名稱 冰蠟

教學重點

《冰蠟製作教學》

　　冰蠟造型特殊，總是引人注目，且其製作方式簡便，

上手容易，可算是手工蠟燭的入門。(如圖一所示)首先準

備一個紙杯，將紙杯的底部穿過燭蕊，並在紙杯外利用膠

帶將燭蕊固定。燭蕊要固定在正中間。(如圖二所示)   

　　挑選碎冰時，越細小的冰，做出來樣式較為細緻，但

因為冰越細小，在時間的掌控上就須多加注意，因為冰塊

融化話，冰蠟的造型就不美了。(如圖三所示)

　　裝完碎冰之後，接著填入蠟丁，蠟丁可以混搭的方

式，或挑選同色系的蠟丁，都會有不錯的效果。(如圖四

所示)

　　接著再加入白蠟，(如圖五所示)灌完蠟後靜置約10分

鐘，再放入冰水中，再靜置約15分，待溫度下降後，即

可剪開紙杯，取出冰蠟時，應小心謹慎，避免冰蠟碎裂。

(如圖六所示)

教學資源 加白蠟、碎冰、紙杯13 14

創意蠟燭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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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圖四 圖五 圖六

圖三圖二

主 題 與 子 題 ：憲明國小創意蠟燭DIY �-�-�-尖燭

教  學  節  數 ：1節共40分鐘 

適  用  年  級 ：三 ~ 六年級         

教學計畫綱要：

教學目標
1. 培養細心的實作態度。

2. 能製作尖燭。

教學節數 一節四十分鐘

單元名稱 尖燭

教學重點

《尖燭製作教學》

　　將蠟煮至65℃後，取一段燭蕊，纏繞在手指上，燭蕊

拉直後浸到蠟中，停留時間不可超過1秒，取出後靜置至

蠟溫下降後，再浸蠟，浸泡次數依需求而定。

教學資源 基礎蠟

煮至65~70℃ 浸蠟 成型降溫

主 題 與 子 題 ：憲明國小創意蠟燭DIY �-�-�-珍珠蠟

教  學  節  數 ：1節共40分鐘 

適  用  年  級 ：三 ~ 六年級         

教學計畫綱要：

教學目標

1. 培養細心的實作態度。

2. 能運用珍珠蠟創作成品。

3. 能使用手捏蠟創作成品。

教學節數 一節四十分鐘

單元名稱 珍珠蠟

教學重點

《珍珠蠟製作說明》

　　將手捏蠟捏成自己喜愛的圖案，手捏蠟捏法如同玩黏

土一樣，且可以自由混色。手捏蠟務必貼緊玻璃杯，不留

縫隙。(如圖一所示)首先請先將燭蕊裝上鐵片，然後在鐵

片的底部貼上一小片的白色手捏蠟。(如圖二所示)                                                                                      

　　再將黏有手捏蠟的燭蕊貼在玻璃杯杯內底部正中間，

請務必於黏貼後，以手指重壓，確保貼牢。將吸管套上燭

蕊，使燭芯維持在正中間。(如圖三)手捏蠟距離玻璃杯杯

口應低於2公分，完成杯壁的圖案後，再加入珍珠蠟。(圖

四)填裝珍珠蠟時，應注意對比色的搭配，或搭以白色的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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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珍珠蠟，以突顯其色彩。(圖五)珍珠蠟應低於玻璃杯杯

口1.5公分。完成後，將吸管抽出。再輕敲杯子，使珍珠

蠟的結合的更緊密。(圖六)最後以60~65度的低溫蠟作封

口。封口倒蠟時，為避免衝擊過大影響造型，可利用吸

管，蠟沿著吸管留至杯壁。

教學資源 手捏蠟、珍珠蠟、玻璃杯、吸管、鐵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主 題 與 子 題 ：憲明國小創意蠟燭DIY �-�-�-容器蠟

教  學  節  數 ：1節共40分鐘 

適  用  年  級 ：五 ~ 六年級         

教學計畫綱要：

教學目標

1. 培養細心的實作態度。

2. 能製作容器蠟。

3. 能運用植物造景。

教學節數 一節四十分鐘

單元名稱 容器蠟

教學重點

《容器蠟製作說明》

　　容器蠟做出的成品，可在烈日曝曬下，也不易有融化

的問題，故可保持作品原貌。因此適合拿來當作容器使

用。對於喜愛園藝的朋友，是上上之選。(圖一)

　　依所預定的容器大小，準備各式尺寸的水球，灌完

水的水球，務必將水球表面的水珠擦乾。將容器蠟煮至

75~80℃(如圖二所示)，便可將水球依序浸入蠟中，時間

約1秒，便立即將水球拿出。(如圖三所示)水球上方為容器

開口，開口處不須浸蠟。隨著水球樣式的不同，可創出不

同型式的容器，且可依個人喜愛，製作不同的開口樣式。

且浸蠟過程中，注意蠟溫是否過低，過低將會影響容器的

成型。(如圖四)

　　選取各人喜愛的植物來栽種，因蠟燭容器之緣故，可

保持水分不流失，因此也適合栽種水生植物。若想放置室

內觀賞，多肉植物是很好的選擇。(如圖五所示)圖六是學

生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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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可剪開紙杯，取出冰蠟時，應小心謹慎，避免冰蠟碎裂。

(如圖六所示)

教學資源 容器蠟、各式植物、氣球

圖一

圖四 圖五 圖六

圖三圖二

隨堂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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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教於樂」
玩竹筒砲學有趣的化學反應

諶志銘 編授

玩竹筒砲學有趣的化學反應
諶志銘 編授諶志銘 編授

壹、背景知識

一、 竹砲的由來

距今大約一百五十年前左右，當時中國清朝派員東來，要

求電光（舊稱雷公火）阿美族部落歸順清朝，且清朝將派

人來管理接收電光部落。

阿美族人並不同意清朝此要求，頭目因此帶領青年在部落

邊搭建石牆進行防禦。清朝派兵攻打時，有火槍及可遠距

離發射之砲彈，而部落僅有番刀做為武器對抗。在當年並

未有電燈的時代中，先民使用碳化鈣（電土）加水產乙炔

氣後點火燃燒，作為照明用。故相傳青年們利用此原理，

製作出竹砲的原型。

竹砲並沒有殺傷力，僅能發出強大聲響作為嚇阻之用，青

年便在防守的石牆上挖洞，讓竹砲伸出，點燃竹砲，使得

在遠處攻打之清兵以為部落也有攻擊的火力，便開槍發射

火砲彈藥，等待彈藥放盡，頭目便率眾殺出以番刀與清兵

近身搏鬥，最後擊退清兵獲得勝利。此為電光部落竹砲的

由來。

此竹砲後來也作為嚇阻山豬鳥類，阻止牠們盜食小米等農

作物的器具。在農作物待收割時，為了避免鳥類山豬盜

食，使用竹砲燃放的巨響，嚇阻山豬鳥類靠近農作物。

竹筒砲引燃的壯觀畫面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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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竹砲製作

(一)   以「孟宗竹」為最佳材料，採下將竹子關節有刺之處 削平。

(二) 整支竹筒一端打穿為砲口，另一端保留兩個竹節不打  穿。

(三) 打通每節竹段之間的關節，以鐵管作為打穿的工具。

(四) 在竹筒未打穿之一端，距離尾端竹節約二~四公分處，

       在竹面上鑿一個圓孔。

不同口徑的竹筒砲

古色古香的竹筒砲 將電石放入水中反應 將電石敲成適當的大小 產生後的氣體以
排水集氣法收集

三、 竹砲燃放原理

(一) 電土又稱電石，電土的成分是碳化鈣(�C�a�C2)，竹炮燃

放的基本原理是利用電土加水的化學反應。水與電土化學

反應式如下：

�C�a�C2 �+ 2�H2�O → �C2�H2 �+ �C�a(�O�H)2

 (電土) (水) (乙炔氣) (氫氧化鈣)

2�C2�H2 �+ 5�O2 → 4�C�O2 �+ 2�H2�O

(乙炔) (氧氣) (二氧化碳) (水蒸氣)

(二)  �C2�H2 就是氣體乙炔，竹炮燃放時是將乙炔與竹筒

 內空氣(氧氣) 混合點火，產生二氧化碳氣體、水蒸氣及大

量的熱量使竹筒內氣體急速膨脹，並再點燃內部其他乙炔

氣體，連鎖反應的結果，造成多次高熱氣體在竹筒裡劇烈

碰撞，因而產生音爆。最後留下的白色粉末則是用來泡製

澄清石灰水的氫氧化鈣（�C�a(�O�H)2）。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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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竹砲燃放標準程序

(一) 由砲口放入碳化鈣

(二) 將適量的水注入引燃孔中

(三) 讓碳化鈣與水產生化學變 

        化，大約12~15秒

(四) 持火源就引燃口引爆

五、 安全注意事項

(一) 施放竹筒炮全程需穿戴手套。

(二) 引燃口往旁邊偏斜30度角，以免遭回吐的火舌灼傷。

(三) 引燃竹筒炮時請以有30公分長握柄的點火槍，以策安全。

(四) 引燃竹筒炮會產生巨響，請戴耳塞以免聽力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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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習單

【實驗一】砲管的口徑會影響氣爆聲響的大小嗎？

步驟：

1.取三支長約150公分，口徑各為8、10、12公分寬的竹管。

2.將竹節以鐵管打通(最後兩節保留)。

3.距底部倒數第二竹節處往開口處約5公分處鑿一個直徑約 

   2公分的圓孔(如圖一)，當做引燃口。

4.再取同等量的電石(30公克)放置竹筒中。

5.注入同等量的水(20�c�c)加以反應。

6.於十秒後點燃以噪音計測試音量。

7.三種不同口徑的竹管各測試3次求最大值，並加以比較。

不同口徑竹管產生之氣爆聲響測試

結果：

討論：

試驗
次數 第一次

8�c�m

10�c�m

12�c�m

第二次 第三次 最大值竹筒
直徑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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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砲管的長短會影響氣爆聲響的大小嗎？ 【實驗三】不同材質的砲管所產生的氣爆效果相同嗎？

步驟：

1.取三支口徑同為10公分寬的竹管，長度分別為120、

   150、180公分。

2.其餘如【實驗一】步驟2~7。

步驟：

1.分別以竹管、鐵管、�P�V�C管及硬紙管製作成口徑8公分長

度150公分四種不同材質的炮。

2.再取同等量的電石(30公克)放置砲管中。

3.注入同等量的水(20�c�c)加以反應。

4.於十秒後點燃以噪音計測試音量。

5.各測試3次求最大值，並加以比較。
同口徑不同長度竹管產生之氣爆聲響測試

結果：

討論：

試驗
次數 第一次

120�c�m

150�c�m

180�c�m

第二次 第三次 最大值竹筒
直徑 不同材質砲管產生之氣爆聲響測試

結果：

討論：

試驗
次數 第一次

竹管

鐵管

�P�V�C管

硬紙管

第二次 第三次 最大值竹筒
直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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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四】可以用其他可燃氣體代替電石加水所產生的氣

體嗎？

步驟：

1.利用先前製作好的竹砲，以分別罐裝瓦斯、酒精、汽油

蒸氣注入引燃口讓瓦斯充滿整個竹管，隨即點火引燃。

2. 以噪音計測試音量各測試3次求最大值，並加以比較。

同口徑不同長度竹管產生之氣爆聲響測試

結果：

討論：

試驗
次數 第一次

120�c�m

150�c�m

180�c�m

第二次 第三次 最大值竹筒
直徑

參、教學設計

教 學 目 標

【一】能了解竹筒砲的由來及歷史

典故。

【二】能上網蒐集竹筒砲相關資料。

【三】能無畏竹砲產生的巨響，施

放竹砲。

【四】能依照正確的程序來施放竹砲。

【五】能了解施放竹砲產生巨響的

原理。

【六】能發現竹砲的長短會影響聲

響的大小。

【七】能發現竹砲口徑的不同會影

響聲響的大小。

【八】能對他人解說竹筒砲的原理

及分享點燃竹筒砲的樂趣。

社會領域

資訊教育議題

綜合活動領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綜合活動領域

相對應領域�/六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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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活動 教 學 活動時間 時間

40

40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竹筒砲

掛圖

相關實

驗器材

竹筒砲

掛圖

相關實

驗器材

目標 目標資源 資源

【準備活動】

教師：製作竹筒砲、及碳化鈣等施

           放竹竹砲級實驗相關器材

學生：針對竹筒砲上網搜尋資料讓

           學生獲得相關背景知識。

【發展活動】

一、由老師親自施放一發竹筒砲產

生巨響，讓學生產生震撼的心理，

繼而影發學生強烈的學習動機。

二、由老師講解竹筒砲的由來及歷

史典故，讓學生學習科學相關知識

的同時，也能獲得歷史人文範疇的

知識。

三、 由老師示範將石頭投入水中

以及將碳化鈣投入水中所產生的變

化有什麼不同。

四、由老師示範將碳化鈣投入水中

所產生的氣體加以點火，會產生甚

麼現象。

五、由老師解說竹筒砲是以碳化鈣

加水產生化學變化，形成乙炔及

氫氧化鈣。竹筒砲之所以會產生巨

響，是因為點燃竹筒內的乙炔產生

氣爆所造成的結果。

六、讓學生能依照標準程序施放竹

砲：由炮口添加電石→由引燃口加

入適量的水→等待12~15秒→由引

燃口點火。

【綜合活動】

1.請各組組員輪流依照標準程序施

放竹砲，讓每個學生都敢體驗。

2.小組分享：各組派代表上台分享

這節課學到了什麼及學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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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活動 教 學 活動時間 時間

80

80

六

七

八

六

七

八

竹筒砲

相關實

驗器材

學習單

竹筒砲

相關實

驗器材

學習單

目標 目標資源 資源

竹筒砲延伸學習及實驗

【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竹筒砲、及碳化鈣等施

           放竹竹砲級實驗相關器材

學生：筆記簿、學習單、文具。

【發展活動】

一、在學生了解竹筒砲的由來、施

放程序及原理後，讓學生試著想

想，為什麼有人施放竹砲很大聲很

成功，有些人卻很小聲，甚至卻失

敗，引發學生的想法並試著引導學

生找出問題的所在。

二、讓學生比較以不同長短的竹筒

砲施放所產生的聲響有甚麼不同。

三、讓學生比較以不同口徑大小的

竹筒砲施放所產生的聲響有甚麼不

同。

四、 讓學生想想並試試看，有什

物質可以取代電石當成引燃竹筒砲

產生巨響的材料。

【綜合活動】

1.各組在老師的指導下，進行各項

實驗，並填寫學習單。

2.各組派代表發表該組的實驗數據

及成果，並提出該組的結論是否與

其他組的結論相符合。

3.若各組的結論不相符合，由各組

共同討論原因，是實驗程序錯誤，

還是各組有不同的看法，各組相互

腦力激盪。

4.最後由老師做最後的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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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福天燈製作
天燈 DIY

作者：林吟霞� 老師

　　談到天燈的起源，不得不提到三國時代的諸葛孔明。

當年，孔明被司馬懿圍困於平陽時，已是接近糧絕，又無

法派兵出城求援，於是他就算準風向，將訊息及計策繫於

天燈之內，點燃後，借助風力，飄向漢軍，因而得以解

圍。又因為天燈狀似諸葛孔明頭上之帽，也因此天燈又名

作「孔明燈」。當然也有人說這是野史，認為只是個穿鑿

附會的說法，不管如何，跟諸葛先生連結，讓天燈的起源

確實有個相當智慧與符合邏輯的推理。

　　後來經民間流傳

演化，大約於清朝道

光年間，先民由大陸

福建省、惠安、安溪

等縣傳入台灣的台北

縣、平溪鄉、十分寮

地區，即基隆河的上

游。據十分寮地區父

源起

老前輩的口述表示早年於前清年間十分地區鬧過土匪，由

於地處山區，所有村民都向山中逃過，等待土匪走後，留

守在村中的人，就在夜間施放天燈做為信號，告知山上避

難的村民，可以下山回家了，也藉此種方式向村民報平

安。由於當日由山上避難回家的日子，正是農曆正月十五

即是元宵節，從此以後，每年的元宵節，十分地區的村民

便以放天燈的儀式來慶祝，且向鄰村的村民互報平安。

也因此十分地區的村民又稱天燈為「祈福燈」或「平安

燈」。

另外有一種說法是，當

初 村 民 們 為 躲 避 土 匪

自 保 ， 於 是 在 山 勢 較

高處，以木板築起瞭望

台，由勇敢的壯丁擔任

守望員，只要遠方出現

不明人士，即傳訊通知村民；但遠處要如何傳遞訊息，又

不至於驚動匪徒呢？老村民靈光乍現，想起容易製作又可

以在夜間傳信息的「孔明燈」，因此當土匪來時，守望員

便施放此燈於天空中，以通知居民躲避；待匪徒走後，再

以此燈通知村民返回家中，與第一個說法不同的是，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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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重警告之意。就像今日的消防車警鈴聲一樣，聽到就

快閃人，免得麻煩！

　　蘭陽地區於民

國八十年十月慶祝

吳沙公開蘭一九五

週 年 紀 念 系 列 活

動，一舉施放二千

零四個天燈，開創

了天燈的新紀元。

再於民國八十一年十月區運在蘭陽，以天燈的施放作為開

幕式而當時行政院長郝柏村親自點燃第一個天燈，經電視

媒體的報導下，使天燈的名聲大噪讓國人重新認識這項民

俗藝術，至今施放天燈已成為台灣的一種家喻戶曉的節慶

活動。遂擁有眾人皆知的『北天燈』之美名，與『南蜂

炮』並稱。

天燈升空原理

　　至於天燈能夠冉冉上升的原理，其實還有科學的原理

存在，天燈是一個底部開口的紙製氣囊，開口處設有熱

源，用燃燒物質來加熱空氣；在熱的傳播方式而言，水（

或空氣）受熱時體積變大，密度變小，因而向上移動，此

時周圍的冷水（冷空氣）就會流動，填補底部上升的熱水

（熱空氣）所佔的空間，如此的反覆進行，就造成天燈的

上升，也因此，一個看似簡單的習俗，個中還是蘊藏了許

多的科學原理。相信大家都看過熱汽球緩緩上升的畫面，

這與天燈升空的原理一模一樣！

　　其實天燈的飛行原理很簡單，就是利用熱空氣的浮力

使其上升，怎麼說呢？我們可以用阿基米得原理來解釋

之：當兩個物體體積相同時，質量較小的那一方就會浮在

質量較大的那一方上，再簡單一點，就是密度較小的物體

會浮在密度較大的物體上。當天燈裡的空氣受熱時，體積

就會膨脹，但卻只有一定限度的空間﹝天燈的容積﹞，因

此，多餘的空氣分子便會跑出天燈外﹝如下圖﹞，質量便

減少，又密度＝質量／體積，體積不變，質量減小，天燈

裡的空氣密度便跟著變小，天燈也就因此浮起飛上去了！

？
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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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盡量減少天燈的質量或增加天燈的體積

（體積越大浮力越大）

當未點燃時天燈內空氣分子

與外面空氣分子一樣多

點燃後天燈內空氣分子

減少總質量變小故上升

　　因熱空氣而升空的天燈，其上升時除受風力因素之影

響外，天燈本身的造形亦是能否平穩升空的重要條件。

　　我們可發現：燈體是上寬下窄的造形且下端置有均衡

重物者，其較容易昇空。其結果的分析可藉由觀察天燈、

熱氣球的造形而得知，通常它們的最寬部份皆在其頂端且

呈現球體形狀，這是為使其上端能夠有較多體積，來容納

熱空氣以增加浮力；而其下端均放置具有重量的人或物

（例如：加熱工具），加熱工具置於最下端的作用，除了

使燈體內的空氣完全加熱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藉著加熱工具的重量來保持天燈垂直上升時的平衡

度，讓它不致於像放鬆的氣球一樣在空中翻滾。為何要使

天燈保持平穩呢？主要有以下兩個考量因素：

　　　　　1.使天燈內的熱空氣不致散失。

　　　　　2.安全因素的考量。

天燈製作材料

一、 棉（宣）紙四張（約150公分×90公分）

二、 鐵線（16號或14號）兩條（約80公分、50公分）

三、 竹片一條（厚約0.3公分，寬0.6公分，長215公分）

四、 金紙一疊（約12至15公分，12張）

五、 膠水、 雙面膠（寬0.5公分）、膠布

六、 花生油加煤油（以三比一混合）

七、 鉗子、刀片工具

4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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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燈製作DIY

　　天燈的結構可分為主體與支架兩部份，支架則用竹片

組成，口圓體方，大小各異。底層支架中間，綁有12張沾

上煤油的金紙，施放前將油紙點燃，並把整座天燈按於接

近地面，燃燒數秒之後讓熱空氣充飽天燈，熱空氣便能使

天燈升空，大約可達1000公尺！待金紙完全燃燒，天燈就

會自動下降。

１．首先做竹框，取一條竹片約    

　　二一五公分圍成圓形狀用膠

　　帶綑緊。將圖周三等分，以

　　鐵絲固定於竹框內，在圓心

　　處留一段約15公分鐵線作為

　　支撐金紙之用（如圖一），

　　要注意竹框的平衡感。 圖一   作竹框

２．將長150公分寬90公分的宣紙四張重疊一起剪平放於

　　桌面，裁成天燈狀後，周圍留一公分黏貼處。

６３cm

54cm90cm

150cm

3．接著接合右邊，先從第一 

　　張與第二張接合，再接第

　　三張與第四張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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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竹框與宣紙結合的部份，得先用雙面膠粘在竹框外　

　　側，再與宣紙底部結合。

５．將宣紙拉開而竹框倒著放進去，粘住圓圈的四周，整

　　個天燈即告完成，記得準備金紙約十二張左右（壽

天燈的施放

１．施放天燈一組至少三人，先由兩人將天燈四角撐起，

　　另一人將金紙置於天燈底部正中央（金紙放時需注意

　　是否平衡）事先預留的鐵線上。

２．點燃前要將金紙折一折，使其產生空隙較利燃燒。

３．點燃要將天燈四角撐開，由一人將金紙的四角點燃。

４．點燃後，使天燈底部貼住地面，帶充滿熱氣，有上升

　　力。

天燈施放安全守則

※避免在風勢過大的時候燃放天燈，因天燈升空後無法控

制方向、且容易因搖晃，而將天燈燒毀，導致墜落。

※慎選燃放場所：請在空曠地區燃放天燈，並且在升空附

　近的五十公尺以內，不可有二樓以上的建築物、高壓電

　線、高大樹木等。並要避開加油站、瓦斯行、捷運站、

　機場…場所附近。

45 46

金）將浸泡於花生油加

煤油的混合液一段時間

後（大約二十至三十分

鐘），取出，並置於適

當 地 方 ， 使 其 不 再 滴

油，再將金紙綁在圓圈

中心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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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燈各色代表之意涵

●　1. 紅色　　平安祈福、財源廣進　　

●　2. 橙色　　大吉大利、鴻圖大展

●　3. 黃色　　學業順利、戀愛成功　　

●　4. 藍色　　一帆風順、馬到成功

●　5. 紫色　　甜甜蜜蜜、一生一世　　

●　6. 粉紅色　美夢成真、心想事成

●　7. 雙彩　　生日快樂、多彩多姿　　

●　8. 桃紅色　戀愛成就、愛情順利

●　9. 白色　　前途光明、平步青雲

天燈天燈滿天飛（低年級）

施放天燈時，應注意哪些事情？（口述可）

施放天燈祈福，請寫出兩句許願語 （口述可）

請注意觀察師傅做

天燈的過程並利用

你的巧手劃出天燈

的外型

4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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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三五好友一起施放天燈（拍一張美美的照片吧）

黏貼處

　　　異想天開製天燈

　　想一想如何改良傳統天燈，讓天燈在天空中能滯留越

久且飛得高？

外型：

材料：

燃料：

探索體驗DIY──祈福天燈製作教學計畫綱要表

主 題 與 子 題 ：探索體驗DIY──祈福天燈製作

教  學  節  數 ：2節共80分鐘 

適  用  年  級 ：一 ~ 三年級         

教學計畫綱要：

教學目標

1. 培養細心、切實的探討態度。

2. 能與同僚組成團隊採民主自治程序進行學習與規劃。

3. 能了解正確的施放天燈方式

4. 能寫出想要表達的祝福語

5. 能參與社區的環境保護相關活動。

教學節次 二節共80分鐘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準備
教材

分配
時間

融入
議題

認識天燈

引起動機：利用影片讓學生進入教學情境

＊將學生分成若干組（每4人一組）

《發展活動》

（一）說故事時間－

　　　介紹天燈的歷史故事集由來。  

《天燈基本結構》

（一）利用照片讓學生認識天燈外型。

（二）拿出天燈讓學生觀察並了解須哪些

　　　材料。

《天燈升空原理》

（一）介紹熱氣球

（二）讓學生比較熱汽球與天燈有何 共同

　　　點？

影片

遊學

手冊

照片

天燈

影片

　

１０

１０

１０

資訊

教育

天燈天燈飛上天（高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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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準備
教材

分配
時間

融入
議題

認識天燈

（三）歸納學生討論的內容：

　　　當天燈裡的空氣受熱時，體積就會

　　　膨脹，但卻只有一定限度的空間　

　　　﹝天燈的容積﹞，因此，多餘的空

　　　氣分子便會跑出天燈外，質量便減

　　　少，天燈裡的空氣密度便跟著變　

　　　小，天燈也就因此浮起飛上去了！

照片

　

５ 資訊

教育

施放天燈

《寫出祝福得話》

（一）每組發一個天燈、奇異筆

（二）請學童在天燈上寫上祝福語

（三）寫好後請各組發表

《施放天燈時需注意安全》

（一）老師舉一些社會上曾經發生過哪些 

　　　因不慎施放而發生的意外？

（二）施放時需注意哪些安全及規定？

《開始飛了》

（一）先由兩人將天燈四角撐起，另一人

　　　將金紙置於天燈底部正中央（金紙

　　　放時需注意是否平衡）事先預留的

　　　鐵線上。

（二）點燃前要將金紙折一折，使其產生

　　　空隙較利燃燒

（三）點燃要將天燈四角撐開，由一人將

　　　金紙的四角點燃

（四）點燃後，使天燈底部貼住地面，帶

　　　充滿熱氣，有上升力時再放手，隨

影片

打火

機

１０

１０

２５

１５

生涯

發展

環境

教育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準備
教材

分配
時間

融入
議題

施放天燈

　　　即順利升空

＊每組須有一位指導人員

（五）紀錄天燈在空中停留的時間

（六）討論為什麼施放有些成功有些失敗

１０

主 題 與 子 題 ：探索體驗DIY──祈福天燈製作

教  學  節  數 ：2節共80分鐘 

適  用  年  級 ：四 ~ 六年級         

教學計畫綱要：

教學目標

1. 培養細心、切實的探討態度。

2. 能與同僚組成團隊採民主自治程序進行學習與規劃。

3. 能了解正確的施放天燈方式

4. 能寫出想要表達的祝福語

5. 能參與社區的環境保護相關活動。

教學節次 二節共80分鐘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準備
教材

分配
時間

融入
議題

製作天燈

引起動機： 利用影片讓學生進入教學情境

＊將學生分成若干組（每4人一組）

《發展活動》

（一）說故事時間

  介紹天燈的歷史故事集由來  

（二）天燈基本結構及材料

影片

遊學

手冊

１０

資訊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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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準備
教材

分配
時間

融入
議題

製作天燈

１．首先做竹框，取一條竹片約二一五公

　　分圍成圓形狀用膠帶綑緊。將圖周三

　　等分，以鐵絲固定於竹框內，在圓心

　　處留一段約15公分鐵線作為支撐金紙

　　之用，要注意竹框的平衡感。

２．將長150公分寬90公分的宣紙四張種

　　疊一起剪平放於桌面，裁成天燈狀　

　　後，周圍留一公分黏貼處

３．接著接合右邊，先從第一張與第二張

　　接 合，再接第三張與第四張即完成。

４．竹框與宣紙結合的部份，得先用雙面

　　膠粘在竹框外側，再與宣紙底部結　

　　合。

５．將宣紙拉開而竹框倒著放進去，粘住

　　圓圈的四周，整個天燈即告完成，記

　　得準備金紙約十二張左右（壽金）將

　　浸泡於花生油加煤油的混合液一段時

　　間後（大約二十至三十分鐘），取　

　　出，並置於適當地方，使其不再滴　

　　油，再將金紙綁在圓圈中心即可。

宣紙

鐵線

竹片

金紙

膠水

雙面

膠

膠布

花生

油

煤油

鉗子

刀片

　

５０

資訊

教育

施放天燈

《開始飛了》

（一）先由兩人將天燈四角撐起，另一人  

　　　將今扺制於天燈底部正中央（金紙

　　　放時需注意是否平衡）事先預留的

　　　鐵線上。

（二）點燃前要將金紙折一折，使其產生

打火

機

１５ 環境

教育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準備
教材

分配
時間

融入
議題

施放天燈

　　　空隙較利燃燒

（三）點燃要將天燈四角撐開，由一人將

　　　金紙的四角點燃

（四）點燃後，使天燈底部貼住地面，帶

　　　充滿熱氣，有上升力時再放手，隨

　　　即順利升空

＊每組須有一位指導人員

（五）紀錄天燈在空中停留的時間

（六）討論為什麼施放有些成功有些失敗

１０

環境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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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燈與科學結合

　　對於高年級學生除可製作天燈外，也可以設計成實驗

式的教學方式，讓學生經由做實驗的歷程讓了解其升空理

論。

實驗一：比較燃紙多少張最好？燃紙的多少是否影響天燈

　　　　滯留在天空的時間？

紙張（金紙） ６ ８ １０ １２ １４ １６

滯留時間

實驗二：比較不同的燃紙是否會影響天燈滯留時間？

紙張種類 金紙 報紙 衛生紙 影印紙

燃燒時間

實驗三：不同的燃油對天燈飛行實踐的影響？

燃油種類 煤油 花生油 二行程機油 葵花油

燃燒時間

100㏄的水
溫度上升幾度

　　老師指導學生做實驗時，需注意每個實驗只能改變一個變
因，如沒有遵循此原則，實驗出來的結果是無意義的。

隨堂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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蔥油餅動手作
蔥油餅 DIY

　　蔥油餅的做法其實很簡單，不過是麵粉、油、水、蔥

與鹽的組合， 最好吃的是…用燙麵做，澆在比水份多一倍

的麵粉裡，揉勻了，醒上二十分鐘，再抹上油、撒上蔥，

先捲成筒，再揉成小麵柱，桿開了便形成層次，每頁層次

中又都藏著蔥花，油一煎，蔥花散出的香氣便夾雜在咀嚼

中、在舌尖、在齒縫，迴旋的香氣從鼻息間透出，也迴旋

著童年的記憶，和對既往歲月的追思。

蔥 油 餅 動 手 作

材料:

中筋麵粉（１斤）  

沸水（５００㏄）

鹽 （少許）

油（少許）

蔥 （切末）

用具：
鍋子、筷子、麵桿、平底鍋、鍋鏟、乾淨桌布、粘板

做 法

１．沸水一次沖入到麵粉中，用筷子拌均，再加入冷水來

　　攪拌至光滑，利用燙麵的方式來製作，使麵糰吸收更

　　多水分讓煎出來的蔥油餅不會乾澀，而且燙水使麵筋

　　減低吃起來的口感也比較酥喔�!

利用燙麵再加點冷水的做法可以做出酥中帶Q的蔥油餅喔!

２．將和勻的麵粉倒置

　　粘板上搓揉至光滑

　　成團搓圓蓋上布醒

　　20分鐘。

◎和麵不宜用溫水，只有先加沸水攪拌再加冷水的做法才

　會外脆內�Q的。(如果把沸水加冷水變成溫水，再和麵，

　兩種效果都無法達成）

倒
入
粘
板
上

將
和
好
的
麵
粉

作者：

林吟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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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搓揉至成團 麵粉搓揉至富有彈
性、外型有光澤

將麵糰用乾淨桌布
蓋住我們稱為醒
麵，醒過的麵較

Q，較好桿

３．在醒麵時.將蔥洗淨晾乾，切末備用，多少可據個人喜

　　好加入，喜歡吃辣的可在餅上加上辣椒。

４．醒好的麵桿成薄片，大約來回

　　桿個三十來次即可達到一定的

　　薄度，來回桿時須轉動麵皮才

　　能讓麵皮成圓形再塗上油（抹

　　豬油較香）和撒蔥花(喜歡胡椒

　　粉的人亦可加)蔥洗淨晾乾後切末備用

將麵團來回桿成一圓形薄片

在桿好的薄片上塗上一層豬油（花生油）再撒上鹽巴

５．撒上切好的蔥花，捲成長條狀

鋪上蔥花的餅皮捲成長條狀

６．用手捏成十小份，捏時須將尾部封緊，蔥花才不會外

　　漏。將麵糰以手掌壓並桿成自己喜愛的厚度。

用手搓揉至成團 麵粉搓揉至富有彈
性、外型有光澤

將麵糰用乾淨桌布
蓋住我們稱為醒
麵，醒過的麵較

Q，較好桿

３．在醒麵時.將蔥洗淨晾乾，切末備用，多少可據個人喜

　　好加入，喜歡吃辣的可在餅上加上辣椒。

４．醒好的麵桿成薄片，大約來回

　　桿個三十來次即可達到一定的

　　薄度，來回桿時須轉動麵皮才

　　能讓麵皮成圓形再塗上油（抹

　　豬油較香）和撒蔥花(喜歡胡椒

　　粉的人亦可加)蔥洗淨晾乾後切末備用　　粉的人亦可加)蔥洗淨晾乾後切末備用　　粉的人亦可加)

在桿好的薄片上塗上一層豬油（花生油）再撒上鹽巴

５．撒上切好的蔥花，捲成長條狀

鋪上蔥花的餅皮捲成長條狀

６．用手捏成十小份，捏時須將尾部封緊，蔥花才不會外

　　漏。將麵糰以手掌壓並桿成自己喜愛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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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好的麵團成螺旋狀

７．一次將麵團桿好一張張用保鮮膜分隔好相疊裝入密封

　　袋內冷凍隨時可取出不必解凍，直接下鍋很方便。

捏好的麵團成螺旋狀

７．一次將麵團桿好一張張用保鮮膜分隔好相疊裝入密封

　　袋內冷凍隨時可取出不必解凍，直接下鍋很方便。

桿好的麵團分裝相疊

８．煎餅不可太小火，否則煎的時間拉長，餅皮會過於乾

　　硬；火太大表皮會過於焦硬，以中偏小火煎餅，煎至

　　兩面呈金黃色，煎好可趁熱拍鬆會更好吃。

注 意 事 項

１．煎的時候注意不要壓蔥油餅

２．蔥油餅會吸油，煎的秘訣只需極少量的油，

　　吃起來比較不會油膩。

３．加鍋蓋煎可確保蔥油餅既不油也不乾硬。

低年級學習單
請將製作蔥油餅的材料及用具圈起來

將自己桿好的蔥油餅拍張照吧

分享時間與同學分享自己煎好的蔥油餅並把吃起來的
感覺簡單敘述一下

黏貼處

高年級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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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體驗DIY──蔥油餅動手做教學計畫綱要表

主 題 與 子 題 ：探索體驗DIY──蔥油餅動手

教  學  節  數 ：2節共80分鐘 

適  用  年  級 ：一 ~ 三年級         

教學計畫綱要：

教學目標

1. 培養細心、切實的探討態度。

2. 能與同僚組成團隊採民主自治程序進行學習與規劃。

3. 能了解蔥油餅的製作過程

教學節次 二節共80分鐘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分配
時間

融入
議題

製作
蔥油餅

《引起動機》

＊將學生分成若干組

＊準備材料及工具中筋麵粉（１斤）、沸水

（５００㏄）鹽（少許）油（少許）、蔥

（切末）

用具：鍋子、筷子、麵桿、乾淨桌布、粘板

《發展活動》

１．沸水一次沖入到麵粉中，用筷子拌均，

　　再加入冷水來攪拌至光滑

２．將和勻的麵粉倒置粘板上搓揉至光滑

３．成團麵團搓圓蓋上布等20分鐘

４．將蔥洗淨晾乾，切末備用

５．醒好的麵桿成薄片，大約來回桿個三十

　　來次即可達到一定的薄度，來回桿時須

　

５

４０ 家政

教育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分配
時間

融入
議題

製作
蔥油餅

　　轉動麵皮才能讓麵皮成圓形

６．圓形再塗上油（抹豬油較香）和撒蔥花

７．再捲成長條狀

８．用手捏成十小份，捏時須將尾部封緊，

　　蔥花才不會外漏

９．將麵糰以手掌壓並桿成自己喜愛的厚度

家政

教育

煎餅了

《煎蔥油餅》

＊準備材料及工具：油、平底鍋、鍋鏟

１．起火（無須熱鍋）

２．以中偏小火煎餅，煎至兩面呈金黃色，

　　煎好可趁熱拍鬆

◎蔥油餅會吸油，煎的秘訣只需極少量的　

　油，吃起來比較不會油膩。加鍋蓋煎可確

　保蔥油餅既不油也不乾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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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彈射擊體驗
漆彈新體驗

　 　 �P �A I N T �B �A �L �L  �G �A �M �E 主 要 器 具 是 �P �A I N T �G �U N ，

�P�AINT�G�UN的前身是一支氣動式的麻醉槍，早年美國中西

部畜牧業者，以麻醉槍用來麻醉病畜，將之隔離治療或撲

殺。而後牧業者，為方便做記號，不需冒險接近牲畜，繼

而發展一種以氣體為動力的發射器(即漆彈槍)，射出內部

充填可食性甘油及水溶性色料的圓形膠囊來擊中目標後留

下顏色標記牲畜，以方便管理及區隔。牧業者常於閒暇之

際，以漆彈槍在農場相互射擊、競技，因身上會留有明險

的標記公平做為判定勝負的依據，便用來玩模擬戰鬥的遊

戲。

　　日後美國軍警界，將生存遊戲漆彈運動引進，用來做

為虛擬實戰的模擬訓練。漆彈運動持續於歐美各國蓬勃發

展，民間並有俱樂部及漆彈運動聯盟的產生，其遊戲方式

更是千變萬化。美國的軍方及警方，也看上了漆彈運動可

模擬戰鬥真實情況的優點，便採用為特種部隊及霹靂小組

訓練幹員的器材。

　　漆彈發展至今已成為正式運動，正式比賽規則不斷的

改良修正，場地的制式化，戰術蛻變的多元化，美國更發

展出漆彈職業運動聯盟，繼 N�P�P�L 國際競技外，近年歐美

職業極限漆彈運動聯盟 �X�-�B�a�l�l 、 �M�i�l�l�e�n�n�i�u�m等等也相繼成

立，競技冠軍獎金也高達數十萬美金，每有大型競賽總吸

引百餘隊伍參與競技，目前已有 40 餘國參與發展，估計

全球漆彈人口約有6千萬人以上。

　漆彈運動 (PAINTBALL GAME) 之起源及發展

　裝備介紹

漆彈槍 (�P�a�i�n�t�G�u�n �o�r �M�a�r�k�e�r)

機械性能：全自動 (�F�u�l�l �A�u�t�o�m�a�t�i�c)

　　　　　、半自動 (�S�e�m�i�-�A�u�t�o)、

　　　　　單發 (�P�u�m�p)

共同規格：口徑�:0.68英吋(17.3�m�m)

動力來源：�C�O2、N2、高壓空氣。

射　　程：曲線150～180�m直線20�-

　　　　　50�m。 

使用要點：應定期上油保養，勿泡水，勿進砂。

選擇要點：合法執照、射速穩定、射程固定、低耗氣量、板機不費　

　　　　　力、重量輕、故障少。

圖一  漆彈槍

作者：朱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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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面罩(�M�a�s�k)

圖二  安全面罩

共同規格：保護你的眼耳鼻最重要的東西，鏡片

　　　　　應厚0.1�"，符合美軍�M�i�l�-�V�-43511�C規

　　　　　定，矽質塗料，10公分處直接連續射

　　　　　擊，鏡片三發不破裂角度有180～260

　　　　　度，熱處理有防霧或非防霧。

使用要點：水洗、陰乾、每年更換鏡片。

選擇要點：檢驗合格、不起霧、可更換配件、有戴眼鏡者要選擇260

　　　　　度廣角。

壓力氣瓶(T�a�n�k)

共同規格：提供漆彈槍的動力來源，目前

　　　　　雖有�C�O2、N2及高壓空氣三　

　　　　　種動力，但以�C�O2最為方便又

　　　　　經濟，�C�O2氣瓶壓力甚高，應

　　　　　每年定期檢驗。

使用要點：不可曝曬 儲存溫度低於50℃。

選擇要點：檢驗合格，符合�C�G�A協會�P�a�m�p�h�l�e�t�s �P.1 �a�n�d�G�-6.3規定且

　　　　　具防爆裝置。

圖三  壓力氣瓶（CO2）

給彈彈筒(�F�e�e�d�e�r �o�r �L�o�a�d�e�r)

機械性能：電動給彈及無電動給彈。

共同規格：裝於漆彈槍上射擊時供給

　　　　　漆彈丸、材質塑膠、容　

　　　　　量有10、40、100、200、

　　　　　230、300發，目前較普遍

　　　　　的是200發。

使用要點：裝彈後蓋緊 用後水洗。
圖四  給彈彈筒

漆彈(�P�a�i�n�t�B�u�l�l�e�t)

共同規格：漆彈槍用的子彈 直徑：17.5~17.7�m�m圓形，外皮為膠囊內

　　　　　含植物油及食用色料，特性為無毒 無腐蝕性。水溶性高可

　　　　　自然分解，日曬後色料會變透明，外皮及內裝色料顏色多

　　　　　樣化一般選擇紅、黃、橘較易識別。

使用要點：保存溫度15～35℃，濕度40～50％。

選擇要點： 圓度好，韌度低易碎，易輕洗，易溶解，保存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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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漆彈玩法

１．分組對抗：漆彈運動有多種的遊戲玩法，簡單的說就

　　是將參與遊戲的人員分成兩組或兩組以上，設定目標

　　全力以赴達成目的，遊戲每組人數可由三人、五人、

　　七人組合或更多人的組合，漆彈遊戲的方式有奪旗　

　　戰、攻防戰、叢林戰、殲滅戰、解救人質、攻打司令

　　部等多種玩法，不同級數的玩家可依程度不同，選擇

　　適合自已之玩法。凡參加者都須著全副武裝（如圖　

　　五），唯分組對抗之參與者須年滿16歲。

２．定靶射擊（單向射擊遊戲）：分組對抗玩法由於在場

　　地與裝備上有極嚴格的規定，一般均在合格靶場進　

　　行，且須年滿16歲，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有制定管理辦

　　法規範之。定靶射擊在場地裝備上容易達成，故本校

　　所推玩法即為此類。（如圖六）

圖五  全副武裝 圖六  定靶射擊

　本校漆彈定靶射擊競賽方式介紹

距離：二十五公尺。

計分：中心五分，往外遞減，最外圈一

　　　分，脫靶零分，五發計分一次，

　　　以免因多發同時射中相近處而不

　　　易辦別分數。（如圖七）
圖七  漆彈靶

１．個人賽：

每人射兩輪，一輪五發，射完五發計分一次，兩輪得分合

計即為總分，總分高者獲勝。如同分，則以驟死賽，每人

一發，至得以區分勝負，得分高者獲勝。因賽程所耗時間

較多，適合採菁英賽方式進行。

２．雙人賽：

兩人一組，每人射兩輪，一輪五發，射完五發計分一次，

兩輪兩人得分合計即為總分，總分高者獲勝。如同分，則

以驟死賽，每人一發，至得以區分勝負，得分高者獲勝。

因賽程所耗時間較多，適合採菁英賽方式進行。

３．多人賽：

三人以上時，每人射一輪，一輪五發，所有參賽者得分總

計即為判定勝負標準。同分時，亦以驟死賽決勝負。

69 70

探索體驗DIY981016.indd   76-77 2009/11/11   下午 03:14:40



漆彈射擊體驗

探索體驗DIY

　射擊要領

　　大部分的漆彈槍是沒有準星可供瞄準的，但是國際標

準彈0.68英吋的口徑，絕對讓你看得到彈道，學習觀察自

己手中這把槍的彈道，一槍打不中是很正常的，但是要知

道自己的彈著點在哪邊，略做修正，一次用三發至五發子

彈去抓位置。不做無謂的射擊，每一次扣動扳機都應該有

其目的性，就是要射中目標或是修正射擊方向，因此當你

和手中的漆彈槍培養出默契時，就能成為彈無虛發的神槍

手了。

參考資料

中華民國漆彈運動協會網站�h�t�t�p�:�/�/�w�w�w.�c�t�p�g�a.�o�r�g.�t�w�/

台灣漆彈運動推廣協會�h�t�t�p�:�/�/�t�p�s�p�a.�o�r�g.�t�w�/�i�n�d�e�x3�-4.�a�s�p

標靶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一、請問漆彈槍的共同口徑規格是多少？

（1）0.68英吋（17.3mm）　　（2）0.68mm  

答：　　　　　

二、請問漆彈槍的曲彈射程最遠是多少公尺？

（1）150-180m （2）17.3m  

答：　　　　　

三、請問漆彈槍的動力來源最方便又最經濟的是什麼？

（1）CO2　（2）火藥  

答：　　　　　

四、請問參加漆彈射擊分組對抗之參與者須年滿幾歲？

（1）16歲　（2）14歲  

答：　　　　　

五、請問漆彈如何瞄準？

（1）紅外線　　（2）用彈道修正  

答：　　　

憲明國小漆彈射擊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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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堂筆記

73 74

探索體驗DIY981016.indd   80-81 2009/11/11   下午 03:14:46



探索體驗DIY

神箭手初體驗

作者：朱展志

　　考古發現，我們的祖先發明弓箭是作為狩獵和防禦野

獸的工具，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就發明了弓箭。現在射箭

運動於14世紀起源於英國，1673年英國成立皇家射箭協

會，成為世界上最早的射箭組織。1931年舉行首屆世界射

箭錦標賽，同年，國際射箭聯合會（�FIT�A）成立，初期每

年舉辦一次世界錦標賽，1953年後改為每兩年舉行一次。

目前三項重要的世界射箭錦標賽是：世界室外射箭錦標

賽、世界室內射箭錦標賽、世界野外射箭錦標賽。

　　奧運的射箭發展十分曲折。1900年和1904年第二屆

和第三屆現代奧運被列為表演項目，1908年被列為正式項

目，當時比賽方式和現在不同，以射活體動物為主，如射

豬、鳥等。由於人道問題，1920年第七屆奧運後射箭在奧

運中除名，直到�FIT�A成立，並定立共同規則後，射箭才於

1988年漢城奧運重返奧運殿堂。

　　　射箭的歷史起源

　　重返奧運後的射箭，男子一直是由美國隊佔優勢，女

子則由南韓一枝獨秀。2008年的北京奧運男女射箭團體金

牌均由南韓奪下，其中男子強隊的美國隊，在八強時被台

灣好手擊敗。

　　　射箭基本姿勢

　　若非選手，一般射箭以採

平行式站姿為主（如圖一），

因為這是最容易站立，也是最

自然的姿勢。此外，搭箭、舉

弓、引弦、固定、瞄準、放

箭、餘姿等都有一定規準，若

無人指導，不但無法準確射中

目標，且可能有安全的顧慮。 圖一

　　　射箭安全規則

（一）選用適合的箭，勿使用箭桿過短的箭。

（二）不可舉弓對人或對空。

（三）必須正確使用護具，如護臂、護指皮套等。

（四）別人的裝備不可以擅自跨越或觸摸、使用。75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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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拔箭時須確認無人在射箭時才可過去拔箭。拔箭時

　　　記得使用標準姿勢以免傷箭，且要注意身後無人。

　　　如圖二、圖三、圖四。

圖二
錯誤拔箭姿勢

（應握箭頭處）

圖三
正確拔箭姿勢之一

圖四
正確拔箭姿勢之二
（中靶過深時）

（六）嚴禁放空弦，以免傷弓臂與弓弦。

（七）撿箭時注意勿踩到地上脫靶的箭。

（八）破損、彎曲、變形的箭切勿使用。

（九）嚴禁手中握箭奔跑嬉鬧。

　　　弓箭的分類

（一）弓：

分為複合弓、反曲弓兩類（如圖五、圖六）：反曲弓是利

用手指放箭，瞄準器沒有放大鏡的作用，沒有省力作用，

所以通常拉的磅數不會太高，也因為如此，所以反曲弓的

困難度就相對的提高很多，相對的若練的好的話，射反曲

弓成就感會比較高。複合弓利用放箭器放箭(我們稱為板

機)算是機械式放箭，由於有滑輪的省力作用，所以雖然有

50磅，可是拉到滿弓時，實際上你感覺不到50磅的拉力。

另外就是複合弓有弦上罩門和放大鏡準星，所以瞄準時就

像射擊一樣，容易上手。

圖
五  

反
曲
弓

圖
六  

複
合
弓

（二）箭：

主要分為木箭、鋁箭、玻璃纖維箭、碳纖維箭、碳鋁箭等

五種，分別由箭桿、箭頭、和箭尾及羽片所組成。本校使

用的箭有三種，如圖七、圖八、圖九。

圖七  木箭 圖九  碳纖維箭圖八  鋁箭77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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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箭的國際賽制

（一）奧運局比賽：

　　　只比70公尺，局數不固定，奧運、亞運、世界大學

　　　運動會都採此賽制，但是奧運、亞運沒有複合弓。           

（二）世界盃比賽：

　　　分室外與室內兩種，室外男子分90、70、50、30公

　　　尺，女子分70、60、50、30公尺，四局總加後，再

　　　以70公尺進行對抗賽。室內則全都以18公尺進行比

　　　賽。複合弓和反曲弓都有。

（三）原野射箭：

　　　這是目前正在推行的賽制，已列入2009年世界運　

　　　動會比賽項目，複合弓和反曲弓都有，另有一種裸

　　　弓，也就是沒有任何瞄準和平衡等輔助裝備。

　　　射箭的相關成語

（一）百步穿楊─指春秋時楚國的養由基能在百步內射中

　　　　　　　　 柳葉，形容箭法神準。

（二）驚弓之鳥─魏國射箭能手更羸僅是拉動弓弦，不用

　　　　　　　　箭，一隻受過箭傷的大雁便因過度驚懼

　　　　　　　　而落下的故事。比喻曾受打擊或驚嚇，

　　　　　　　　 心有餘悸，稍有動靜就害怕的人。

（三）箭無虛發─形容射箭技術高超，每發必中。

　　　愛的叮嚀

　　射箭運動有很深的學問與技術，有很大的樂趣與成就

感，但是別忘了，同時也有相當大的危險性，務必遵守相

關規定，以確保活動進行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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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問最早推行射箭運動的是哪一個國家？

答：

二、射箭於哪一年重返奧運？

答：

三、今年的北京奧運男女射箭團體金牌分別由　

　　　哪一個國家獲得？

答：男子：

　　女子：

四、弓可分為哪兩類？

答：

五、請口述什麼是放空弦？

教學者簽名：                

六、能做出搭箭、舉弓、引弦、固定、瞄準、   

　　放箭、餘姿等基本姿勢。

教學者簽名：                

憲明「百步穿楊」學習單 探索體驗DIY──憲明「百步穿楊」教學計畫綱要表

主 題 與 子 題 ：憲明遊學─「百步穿楊」

教  學  節  數 ：2節共80分鐘 

適  用  年  級 ：五 ~ 六年級

參  考  資  料 ：三峽靶場網站、北京奧運官方網站          

教學計畫綱要：

教學目標

1. 培養運動家精神。

2. 能知道弓箭的分類與裝備。

3. 能瞭解射箭的比賽規則。

4. 能藉由對射箭教學而體驗射箭的樂趣。

教學節次 二節共80分鐘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準備
教材

分配
時間

融入
議題

話說
從頭

引起動機：教師先在教室利用和弓箭相

　　　　　關的成語教學來帶領學生進

　　　　　入弓箭的世界。

發展活動： 

一、說明弓箭的起源。

二、說明射箭運動競賽的發展史。

三、射箭安全規則

１．選用適合的箭，勿使用箭桿過短的

　　箭。

２．不可舉弓對人或對空。

３．必須正確便用護具，如護臂、護指

　　皮套等。

４．別人的裝備不可以擅自跨越或觸摸

５

５

５

５

環境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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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準備
教材

分配
時間

融入
議題

話說
從頭

　　、使用。

５．拔箭時須確認無人在射箭時才可過

　　去拔箭。

６．拔箭時記得使用標準姿勢以免傷　

　　箭，且要 注意身後無人。

７．嚴禁放空弦，以免傷弓臂與弓弦。

８．撿箭時注意勿踩到地上脫靶的箭。

９．破損、彎曲、變形的箭切勿使用。

１０．嚴禁手中握箭奔跑嬉鬧。

四、弓箭的分類

（一）弓：分為複合弓、反曲弓兩類

（二）箭：主要分為木箭、鋁箭、玻璃

　　　　　纖維箭、碳纖維箭、碳鋁箭

　　　　　等五種，分別由箭桿、箭　

　　　　　頭、和箭尾及羽片所組成。

　　　　　本校使用的箭有三種。

五、射箭的基本裝備介紹

六、射箭的國際賽制

（一）奧運局比賽

（二）世界盃比賽

（三）原野射箭

七、愛的叮嚀

射箭運動有很深的學問與技術，有很大

的樂趣與成就感，但是別忘了，同時也

有相當大的危險性，務必遵守相關規

定，以確保活動進行的安全。

各類

裝備

實

作

及

照

片

學

習

單

5

5

5

5

環境

教育

生涯

發展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準備
教材

分配
時間

融入
議題

箭在
弦上

百步
穿楊

八、射箭基本姿勢示範與實作

（一）站姿、搭箭、舉弓、引弦、固　

　　　 定、瞄準、放箭、餘姿

（二）每人實際操作

（三）拔箭教學

九、分組對抗─依人數分若干組，每人

　　 　　　　　三箭，以總得分高低決

　　　　　　　  定勝負。

實作

5

25

10

40

生涯

發展

　　本教案之第二節「箭在弦上」的時間分配，是以憲明

一個班的人數約十五人為原則，如人數較多，可增加靶

位、弓箭，或增加時間為兩節。

隨堂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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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教育部　宜蘭縣政府

　　　　　三星地區農會　蘭陽水力發電廠

發行單位：宜蘭縣三星鄉憲明國民小學

發 行 人 ：諶志銘

總 策 畫 ：姚宗呈

總 編 輯 ：林鈺淳

編　　輯：游豐瑞  林吟霞  朱展志  黃佳玲

　　　　    林錫欽  鐘淑香  林鈺淳  廖淑玲

　　　    　諶志銘  姚宗呈  廖碧嬌

地　　址：宜蘭縣三星鄉天山村福山街119號

電　　話：(03)9892049

傳　　真：(03)9893201

規劃設計：太耆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7號5樓之6

電　　話：(02)23813825

傳　　真：(02)23813861

定　　價：NT 2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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