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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強化學童安驗(Microscale chemistry labor欄

atory，轉播 MCL成 ML) 者將探簿統實驗裝置

如破喃材質之容器、試管、燒杯、冷接智、 i商

定會...等加以微小化問成，亦有將原傳說實驗

裝置加以改良賤不易做損的塑膠材贊、

忠、輕續為攜帶的雛型改良實驗裝置。撥單有

機化標實驗在露件發展非常迅速，並帶動了無

、普通化學及中學化嗡的微提實艷的研

。目前微型化學實驗在大串和中學化

的塘、用已受銷商體化學教育界的議j繭，

國先學教宵雜誌間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起開聽了

「微盟軍實驗 j 的專髓，以加強對徵聖化學實驗的

報導，至今微服化學實驗在世界上巳者接好的

發展。本文作者之一方委主眸曾在本省大標及中

學推展有關微型r化學實驗多年，往往、中南區

及金門站軍聯辦過去、四十場次的師生實作研

習活動，內容強含有欖解、戴體製縮、噴泉、

木智乾餾、滴﹒. .喜事等領盟化學黨驗，

參與研習師生實際動手實作後，心得與個續資

料在在顯示上的做型黨驗具有下列的禮點為:

卜)微型化學寶驗{義掛特點:

(l)器材閱單，組合、拆離及修理向很容易，

作方便又安全。

(2ì可分段祺給不i持反應物使其皮灣發生。

(3)體攤小、苦是體輕樓、可隨身攜帶。

(4ì館官持筒，結果正確，耗忍讓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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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支，降低污染。

仁)微型化療實驗在化學教學實驗土之特點:

(1)大梅壇的做耗用藥品，耗用量僅為轉蹺式的卡

，甚至可少到千分之一。

污染棍、實驗室安全、衛生興環境明顯改善。

(;0取特、組裝、數驗操作等均能容易且安全控

自點實驗控畏的機會與

能力。

(4ì縮始實驗時筒，可增加實驗項告及師生互相

討論和發表黨驗搭栗的機會。

(5}體積忌、、體廉、親生可各自擁有一時套器材，

白白動手組合與操作，質驗過程極富趣味性

能引起學生做實驗的興趣，

考的能力。

、家禪或戶外等任冉場五月

進行實驗。

水的電解在中等以上之各級學校之化學

常有鵬主否有為品做的一{盟竅

，因此本文試教型電解實驗業介紹化學魔

諧的演示。其電解水之嚴謹是主義於當在…電

解質j容控中i鑽入當流，則j容按中之溝離子會

肉醬極(為極)移動，指i婆離子會向路極(正樹)

移動。當於帶爾荷之離子的移動而使其電荷

能積起臨勝兩種技溝通幣流，此乃電解質溶

液之只可以會帶電的原盟 Q 詞時，由於槽負電

荷之臨離子在聽種雄放出電子，



之陽離子在陸攝處接受常子"而引起化學反

應，此一現象里[J為眾所週划的會諒解(忘記ctroly爛

的峙。然而自於純水是不易導電的，國屁幫解

*時必須加入一些本身不易接籠解之喜愛(如硫

酸)、籲(如蔥識化銷)或i韌性鹽類(如硝酸郵)等

來(足逢其導疇，而在直流電草草、之蔥、流介入

下便可連水分子加以分解，在正攝會產生氣

氣，負轍則護生報氣 C

採F話酸性、鹼惜與中?生等三種不晶體質

的瓏體黨進行電解水時，雖在正、負時瘤研

發生之半反應有辨不同， 但其總反應、乃是一

眾的，其反應式分別如下:

1在酸性溶液中電解之半皮態與全皮民黨:

極 :2日20(1)→尋甘(aq) + 02(草)+4e"

負棍 1日叫) + 4e-→ 2 日2 (g 

電解

全反應 2HoO，;， → 2恆心 +0勻，叫
• \'J草攝電 叫柳 科5'

2在鹼性j容波中電解之半反是黨與全反應:

正極 :40日“(叫}刊 2咒。(1)+ O2海) + 4e命

負輯 :4日立。(1) + 4e- 品 ~2日

電解

全反應 :2H勻。山 • 2H的.，+ 0 0,., 
-- \'1直流電 W 叫'"

3. 在中性梅液中電解之半皮應與安全反應:

極: 2H2同時→ 4H\aq汁。2(g)+ 4e

負棒: 4日20(1) + 4e"→ 2日刮到+尋OH一時

寵毒草
全反應: 2H勻O(n 叫 2日、，.， +哦，舟、

重攝電叫， 叫F

水蠶議解之撞，除了在負臨產生氣氣，

在椏皇室，生氧氣之外。於工E負兩極據之酸鹼

一的

化學頭是街演示一攏到電解與顏色變換

i生t誼會隨之改變 Q 筆者亦盤在本利第 103 期

f 草底解鐘韓陽謂榜觀鹼壁之連棚

法; J '若欲觀察水電角穿過程中龍(車)揚(正)

兩廢舊費宙塵值之警變化時，則不選擇酸性的稀

硫酸或鹼性的豆豆氧化皇島等作為商解蟹，而以

選擇中性的硝酸抑或謊昌安蝕為電解質為宜。

此外再配合插入各器不同的化學酸鹼指示

劑， í更可輕農地由指示劑l在負轍酸鹼i全改

變之同時，叢生不同的顏租變能。

幾分鐘之後，將原來的正種改為處極，負轍

改為1E糧。因 IJ會發現持謹幾分鐘之電解棒，

孺蟬的顏色會主主梧轉換， {吏駕解海程顯現得

格外的神奇與有違章 c

目的

設三十一套小罷官的擻型意義解裝置， ~藍布

進行水的電解，臥龍明確觀察到產生的室主氣

與氣氣的體積此為正確的三比一哺。並於加入

酸鹼指示要tlt表可顯現的正負爵轍酸鹼性之顏

色變化，意義解後再買主換正負檻時，便可使在

、負禪的近溶液的喜愛鹼姓與其顏能互換，

因此透溫本文的學習或賢(故縛，

:(1)指示劑在聽鹼他溶報中之顏色變

化， (2)電解時正、負種處之;發液5是現出不同

的酸錯!章， (3)當將正、負棍空手調後，由其顏

色之再次聽攘，可使學生瞭解其頭因是錯由

酸鹼中和接二三結果。聽鶴演示過程雖秀在是還

i晶魔衡的方式裝襲現，個可使學生覺得化學

中體解之奇妙與鸝殊性，以及化學魔捕的神

'籍以增進學生學習化學之興籬， lr七

乃為本文之主要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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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獨晶

聽酸抑i睿擾。0% KNO)) 

化學指7F彈i

(醋歡﹒澳瑞香蔥藍、襲用指示贊tl)

聽穆控對嚮(lO mL)

塑路注射簡 (20 mL)

三三通塑膠活峰 (Top Thr馳~way StopcOCk) 

可艷禮膜聲說館(Laser， AC Adaptor) 

(酹者正負權轉攪聞觀者)

過棋盤寬力愈

( 20 x 2 x I.S cm ·數自牙齣空敢于〉

聽擇小漏斗

(取自點滴輪機賽)

聽聽增養鑄i

(直徑 20cm)

熱熔膠及熱增續

乾電池。V)

SOmL 

各10 mL

3 繞

l 聾

3個

1{團

l 髓

2 個

個
組
粒

微單幫幫嶽單是投計

本草草橄製曾當解蟻寰難為了演示化學曬術

荷特耳目轎'Ü投計，有別於蓮香考資料 5單 S 中毒草

f其教喂，實驗冊的續觀禮解裝置費，畫卷便化學聲

驚更具神寄及可讀性之殼槳，乃將難接電解

管如大距離，曾聽蟬槽E空間長tJ體的邊聽聽克

力金(商解後屬於呈現出兩種顏色女界宙之

娘身是) .另又在其實聽聽部分改用衛有正負種

轉換聞聽之可變碧藍監聽澆議(方寶齡化學攬

續追趕示中轉地慢變樓正食糧之位置)。

1.眾還明醫東力蠍子(取自學擱搶食子)作搗

望獲解槽，在其中央控聾棋一體小孔，難繞在

雌'J\:rL上黏一餾贊道聽踴泊桂(由主過頭瞎

話續建議而成) ，攏在變通聽聽播種上接一

黨 20mL 的理驛注射筒，

2:在距離鑽研盤克力蠹子關蟻Scm處各擋一f盟

軍覆納 lcm 的孔，黨被用無婚膠在j能乳上各

一級…

點一聾 10 mL的盟膠注射簡作為警覺解管。

3靶醋黨的mL的頭融投皇普爾的IE""f方各用熱

糟膠將一支撥有導線的組射針(嘗嘗建輝用) • 

然後將其聽部用熱帶朦瞋定在蟬膠培養臨

上，使期能糟糟的覽敢於實驗嘉上，如i能使

組合成一饗數聽電解裝聾，如聾 1 前笨。

是.站在需雙lOmL的摺膠在射憫的上方注射針

接頭瓏，各接 l 摺費:廢塑釋清盤，並於其上

在各撥一體 2cm畏的橡皮管(作畫藝描敢鞭體

裝滿噫解智之間)。

5.攤驗嘴角學f妻之輩E觀與氧氣時，轉變i單單韓活

榜上的橡皮智取下，改接上擺膠小攝斗(取

自點?囑輪被選賽故聽之) ，如轍 2 照示。

屬1.微型幫解數釁單單

攝 2.電解蠹物數黨與載難槍驗裝聾鱷

-這



化學鑽術演眾

1.水的電解

(1)將微型電解裝置上三種變通塑膠品投全都打

關 c

血泊 mL 的主題驛注:甘情仁方餾入 50 mL 20 

9正的酹體告甲j密報 (1言幣經液)

50 mL 20 9毛的體體抑溶接進入另 2 憊的

mL 的塑體注射偕中，

lOmL 

電幫會上方之體通塑體活桂仁的橡皮贅，抽

取電解濃至裝滿噫解管後，將真下的雙過塑

膠活桂關怯。

í;))同步驛站將第二隻嘴解管裝滿電解液後，

將其下的雙通塑膠活輯關住。

(6)接上建釋鐘便閥的電解，經的 10 分鐘緣關

'準聽誰學金氧氣和氯氣。

2.氫氣令氧氣之按驗

(1)電解 10 分鐘接頭掉達2i暉，讀取室主氣和氧氣

的體積，立主求出其比僅為 2 : 1 0 

(2)先將 20 mL的塑膠注射筒下方之鷺連塑膠活

再將關隻lOmL的塑膠注射德上雙通塑膠活

控仁的橡皮管取下，改接上塑膠小i禱斗。

:打開氣體較多的電解管上之喂

，並控制 20mL 的塑膠注射箭下

方之鷺通塑膠活控， 1使液體往下流闖將氣體

排至塑膠d、福斗中，然後再觀(全 20mL塑膠

注射禽下方及該電解管上方的體通塑膠活

扭。迅速將一根點燃的火艘靠近塑體小漏斗

'若有小小爆鳴聲詩，即可證明該電解

(5)籤氣之檢驗:打瞬氣體較少的增解管上之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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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魔術演示…樣型電解與顏色變換

，立在控制 20 mL的摺膠注射梅下

方之雙溫鸚膠活扭，使液體往下謊館將氣體

排莖塑膠小漏斗中，然後再爾(主 20 mL塑膠

注射簡下方及該電解智上方的雙通對體活

。以一根點騁的據香捕入塑膠小攝斗中，

研該當解管收集至1的氣體為氧氯。

3. 電解持正、資兩椏顏色變化與民換

(1)話使本嘴臉之接示過租車顯現出化學厚重備之

神奇興趣味，陸，演示茄醬分都將當解槽〈

克力盒子部分)

'另外再準備…1;可搏擊套實驗裝

(2)將微接電解裝置上的三個幫過塑膠活體全部

缸，蟬，如圖 3 時示。 20 

mL增勝注射體上方個i入 50mL20% 的硝酸

都溶液(當電解接)及分別加入 5 mL 的化

(如酌酷、;真瓏霄草藍、

齊心，硝酸飼與指示剛之混合溶接會議入其

左右 2 變 10mL 的塑膠注射筒中至液盟等高

(3)利馬另一黨塑膠在射琵分別接在嘴解管上之

橡控管‘ J血戰電解管中的空氣質電解液裝j臨

，然後將 20 室主化的塑膠注射筒下方之

體通塑膠話桂聽住，並。將 20mL 的塑膠往射

閱單下來。

(4)將照隻lO mL 的增勝注啦?器(電解管)

之變過塑膠浩特子了嗯，然後接上電誨，將可

變電擊之整流器控制在 9V 的位置，便開始

(5)經當解數分鐘之後， 、負隅噸的創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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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與南極之顏色並加以記誨。

(6)取一備能蓋(主整套撥建立電解議實之紙耗子，

將實驗裝童主要性，然後將可變電壓整流游上

立正負榔轉換聞瞬暗地裡體換一下 C Il:七 4動

作勿讓學生看到) ，使舉先的正關變尪負

撞，而負極樂主主正緝。

然後再釋電解數分鐘之後，再把紙箱子移

，會發現原先呈現在正攏的頭能會消其而

色也不見了，還也呈現出另一種顏色來，

話果如聚一所抖。
曾發繆注射南。她j

3.電解正負曜種酸鹼性及顏能變化與變換

表一、電解梭正、農顯種誼賽鹼性及其顏色之

爭議示戀
戀戀

( 1f".綴負車撞正碰重建遜魚線 (I f:緣 j

師塵土 熱 r!J. 無色 黛色 粉紅色 粉紅色實色

濃菊苦時數 神色 綠色 草草色 體Hs 華主要生 黃色

但暫時1m示鄉l 綠色 綠色 惱紅色 草書鞍豆豆 紫藍的 攜手三~

4. 微型電解裝夏之特點

(1)耗用藥品少，只鶴的50 mL的硝醜餌j織作

，可永;義使用，

(2)可互支接讀取海解熙皇裝生的氯氣和

積，主主且能得到正蟬的比皆 (2: 1 ) 

效果現磯、方便又安全。

(主)加入不同指示劑與中性硝酸僻溶液，

電醫率將正負棍的鹽鹼慢變化 α

電解增中之電解撒在負極研近形成兩種顏

能之交界面，如摺陰踴海似的非常美麗。

(6)採用可接龜鹿及控制正負揮轉換開關，可使

正色極互相改變，導蓋章正負轍i容i夜之鑽色也

隨之改變，化嚀。魔街之演示撞車里極其神奇與

鸝味性 ο

、…搬教室、

場所潛行實驗演示。

5. 注意事項

(1)電解完畢接電解樣一可儲存在接塑電解嘴實

, f共伴下次實驗之島(永連有妓)

倒血來處理。

負極轉換闖關者) '方便嘍?負正、與種

(樣作時聽免讓觀看者事寄到此一動作)

無可機電壓繫容器或在戶外時倒可謂 9V 乾

結蛤

利用本文設訐的「 J 來進行

本的道解峙，不但能節省很多聽品，

，結果年確(數氣與氧氣體積比~

2: 1) ，氣體|生質之檢驗容易。又可供作化學

魔術之漢示，以本主意做型電解裝置星演示電解

中正負兩極酸鹼性及顏色之變化與變換時，

中色的硝酸與溶據較佳，因其濃濃

“一



為中盔，電解後正輯之 pH {童的話 5 '賞梅之

pH {益釣為 13 左右，使電解後正員兩種鹽鹼

性有很明顯的改變與差距，前使化學酸鹼指

中比較容易在幾分握之內

達對酸鹼中和而有明顯的顏的變化。

此外，在電解槽中亦可看對靠近聽極的

附近有兩種不闊的顏色形成一明顯的交界

G 因此若將電解槽之

吉肘子暫照白紙握住，

次電解接摺 '電源之供應以便

間可變電壓聲容器為主(亦可謂9V 乾龍、地替

代之) ，於化學魔街演示之進行中

地將正負J史變換開關車主樣一下，即可將正負

顯加以變撓，將寶聽{星演示更真有化學;黨

弱的特性，

以展現出化學實驗之神奇與暴靜，錯;三i吸引

住學生的好奇，心與戀習的注意力和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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