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意新思路 
 

From idea to creation 



問大家一個嚴肅的問題 
教師有專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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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課程：烴類_乙炔的製備與反應 

魔法石再現 



杯序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名稱 
3-硝基酚 酚酞 酚酞 (H2SO4，H2O2) KI(aq) 澱粉(aq) Na2S2O3 

滴數 3 5 5 ( 5 ， 5 ) 5 2 10 

濃度 2g/6ml alc 0.15g/6ml alc 0.85g/6ml alc ( 6M，30 % ) 2M 5g/500c.c.H2O 2M 

魔法石背後 



筆材質：2B鉛筆 
電解質：硫酸鈉 
指示劑：酚酞 

 電極狀態：負極  電極狀態：正極 

影片連結 

Chempad 吸色大法 



化學平板的花花世界 



圖畫紙下墊1mm鋁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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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mPad機構圖(wooden) 



三段切換電路示意圖(六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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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柄左扳1：L1-R3接通、R1-L3接通  A接(-)極、B接(+)極。 

搖柄右扳3：則A接(+)極、B接(-)極。 

搖柄置中2：Off，不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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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電電石砲 



壓電電石砲機構圖 



 關主事先準備好適量的硼砂、四氧化三鐵與膠水，在志工的說明引導下，闖關學生親手
操作，磁力怪可以被預備的強力磁鐵自由操控者，即算闖關成功。 

磁力怪的製作 



Fe3O4 晶體及磁性介紹 

亞鐵磁性(右)，磁性粒子均指向不同 

鐵磁性(左)，磁性粒子均指向同一方向 



進階-感溫變色PUTTY的製作 

影片連結1、影片連結2 



熱致變色的原理 

H+, cool 

OH-, warm 

圖左為無色(leuco form)，圖右為橘色(colored  form) 



綠色電化學蝕刻 
─蝕刻印台與金屬書籤的製作 



緣由─家庭化學實驗：行動電化學蝕刻 
http://blog.ntsec.edu.tw/index.php?tid=531&id=228 

http://blog.ntsec.edu.tw/index.php?tid=531&id=228
http://blog.ntsec.edu.tw/index.php?tid=531&id=228


金屬片 含鹽水化妝棉 石墨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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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電化學蝕刻 

─蝕刻印台機構簡圖 

插座 

電池或行動電源 

 



Materials what we need  ….  
  

 蝕刻印台：石墨塊、原子章殼、彈簧、博士
端子、鱷魚夾線、電火布、AB膠、矽利康等。 

 不鏽鋼書籤、9V電池、化妝棉、透明膠帶。 

 0.5M Na2SO4(aq 

影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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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電化學蝕刻 

─蝕刻印台的製作流程 

 剪一段彈簧，插入原子章內後，印台與握柄連接
處以AB膠黏著，並以電火布纏繞固定。 



  

黑色導線，連接印台的博士端子與電池負極 

紅色導線，連接金屬書籤底部與電池正極 

綠色電化學蝕刻 

─金屬書籤的製作流程 



  

用數滴的Na2SO4(aq)濕潤化妝棉 。 

將印台置於潮濕的化妝棉上，開始進行蝕刻.  

綠色電化學蝕刻 

─金屬書籤的製作流程 



  
移開化妝棉，撕去膠膜，以酒精擦拭表面。 

 Clean bookmark by alcohol  

綠色電化學蝕刻 

─金屬書籤的製作流程 



 

翻轉吧！分子 
-分子撲克牌的研發與桌遊遊戲設計 



翻轉吧，分子。 

─分子撲克牌的開發 

分享者： 廖旭茂老師 



翻轉吧，分子。 

─分子撲克牌的開發 

 環物虛擬實境動畫與紅外線感測 

 環物虛擬實境動畫與觸控螢幕 



 立體分子模型 
  3D 分子「虛擬實境』互動技術 
 觸控螢幕設備 
 行動載具 
 fb互動學習平台 

3D分子博覽會 

分子教具模組的開發與應用 



Molecule of the week 

「滑」世代的微型展覽 

Hybrid行動學習：結合書面資料撰稿(撰稿)、虛擬實
境3D分子動畫製作、QRcode 掃描、行動載具以及fb
互動平台的新模式。已開發行動學習教案10件(場) 



QRcode -hyperlinks to a interative animation of 
organic molecule through 3D Virtual-Reality tech 

Texts including 

• Structure 
• Prooerties 
• Uses 

翻轉吧，分子。 

─分子撲克牌的開發 



當攝影機旋轉時，可捕捉一系列不同角度的照片。將
此照片製作成互動式 360° 觀看的動畫( HTML5). 

相機固定位置不動，物體置於可
360°轉動的平台，或物體置於
固定位置，相機360°轉動。 

 環物虛擬實境VR360 Object Virtual-Reality 

翻轉吧，分子。 

─分子撲克牌的開發 



•依官能基不同，按數字A~K依次劃分碳、烷烯炔芳香
醇醚酚醛酮酸酯胺族。 

•掃描QRcode後，不久螢幕上出現立體分子，即可以手
觸控左右翻轉(只有一維)。 

 

Molecule Poker 

分子撲克牌 



適用所有載具 (Html5)。 

手機上網，掃描QRcode後，
螢幕上隨即出現立體分子，點
按螢幕兩次，即可進入全螢幕
模式，以手觸控翻轉分子。 

翻轉吧，分子。 

─分子撲克牌的開發 

分子撲克牌的使用 



 

翻轉吧，分子。 

─玩中學，桌遊的設計 



翻轉吧，分子。 

─玩中學，桌遊的設計與開發 



官能基爬爬樂的規則說明  
 步驟 1 ： 每人拿一個棋子，放在開始的位置。 

 步驟 2 ：輪流抽一張牌。 

 步驟3 ：按照抽牌上分子擁有的官能基，放到大方框格中正確的分類
位置。 

 步驟 4 ： 如果正確，你可以按照牌上的數字前進數步。若抽牌的數字
超過十，那前進的步數必須減去十。比如說，你抽到的牌是K，十三減
十，那你只可以前進3步。若牌放錯位置，或思考時間太久，則是
『pass』無法前進。 

 步驟5 ：『梯子』代表捷徑，當你走到梯子的位置時，你可順著梯子
而下；『蛇頭」代表返回，當你到達蛇頭的位置時，你必須返回蛇尾。
你可以選擇pass，但你只有三次pass的機會，超過三次，就算是輸家，
必須接受處罰。   

 步驟6 : 若有兩位玩家先後當達相同位置時，「先」到者必須背「後」
到者前進，當到達下一個位置時，背人者才能擺脫另一個玩家。  

 步驟7 : 首先到達終點者，就算贏家。 



有機心臟病玩法的說明  
 步驟 1 ： 取出4張ACE牌後，按人數平均分牌，必須蓋牌，玩家不可
看牌。 

 步驟 2 ：從起點開始，按箭號方向繞行大方框，玩家輪流出牌，放置
方格內，並同時喊出格中官能基的名稱， 

 步驟 3 ：若玩家們發現掀牌分子的官能基與喊聲相同時(與方格內官能
基同)，可以拍牌，最慢拍者，取回桌面上的所有牌。若拍錯時，則由
最快拍牌者取回桌面所有牌。 

 步驟 4 ：當繞完方框一周後，繼續出牌，直至手邊的牌出完。 

 步驟 5 ：統計桌上取回的張數，最少者為贏家。 



以杜威為師 

策略二：「做中學」的體驗學習模式 

 體驗教育之父Dewey(1938)的「從做中學」理論指出：
透過「直接體驗」會產生學習或行為上改變。 

Learning by 
doing with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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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授課 

閱讀 

視聽教材 

示範 

小組討論 

實作演練 

教導他人/及時應用所學知識 

5 % 

10 % 

20 % 

30 % 

50 % 

75 % 

90 % 

宅急便關主志工 

學習金字塔 



http://mindfulltrainingteam.com/ 

中小型高中學校科學宅急便辦理建議步驟 

Training：人才培訓 

實作 

設
計 

表
達 



化學宅急便的辦理實務與分享 



志工訓練：膽識與自信的養成所 



歷年親手fun化學 科學闖關活動 



國際發表-亞洲化學教育研討NICE5th 

NICE開幕合影20130725 

2013NICE 開幕式創意教具演示與工作坊 

20130725 CHEMPAD的美麗新世界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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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兩岸實驗教學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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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兩岸創新實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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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E6th Network for Inter-Asian Chemistry Educators  
2015亞洲化學教育研討會 

Portable Teaching Aids for Learning Chemistry 
Workshop in NICE6th 47 



NICE6th Network for Inter-Asian Chemistry Educators  
如是我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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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zukuri or Maker ? 
The concept carries “overtones of excellence, skill, spirit, 
zest, and pride in the ability to make things good things 
very well (日本工藝職人魂) 

http://i.ytimg.com/vi/BllrN2bzplc/maxresdefault.jpg 

Kuriyama Yasunao Hiroshma Kamata Mei-Hung C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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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標竿 



Molecule Poker創意來源 

始成於醞釀 
Molecule Poker 

終樂於分享 

50 



www.mainlesson.com 

社群合作 

專業發展 

創造價值 

贏得尊重 

行動 ‧ 翻轉 ‧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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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跨界‧新視界 

 天馬行空的點子經過精巧的雙手、美學視覺
的設計以及穩紮穩打的測試，方能將超越界
限，跳離現有框架，成就創意的美好… 

國立大甲高中廖旭茂分享 
52 



未來展望：用創意翻轉教與學 

讓孩子有持續學習的熱情，就是成功的教學—杜威 53 



2016年芬蘭新課綱上路，打破科目框架，重視在生活經驗中學習。透過每位學生一年
至少一次「現象跨域學習」，以及「專題式學習」，培養孩子7種「跨界能力」。 

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課綱主席哈梅琳（Irmeli 
Halinen），親子天下 

跨界新思路 



默默耕耘，苦幹實幹 

廣結善緣、爭取戰功。 

厚植實力，創造價值。 

 

 

專業表現的三原則  

http://abstract.desktopnexus.com/get/133753 



http://anglerin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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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loyability skills(被雇用技能)  

 Portable Value (可攜式價值） 

 Value Added (附加價值) 

利用價值？ 



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是高手！ 
星輝海外有限公司 

史提芬周警世名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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