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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演示過程:
(1)學習組合化學式:

園中理化課本中對於化學式只是做很簡
單的描述，而大部份的理化老師也認為學生

(a) 每次+價與﹒價的小卡各取一種，如+價

只需將課本內的化學式記下就足夠應付考

的小卡取+1 價的 K 就不能再取其它的+

題，因而學生對於化學式的學習只是背，且

價的小卡
(b)+價放前面，﹒價放後面，如圖(一)、圖(二)

在往後學習平衡方程式，也只能死背課本的

日日日日

方程式，若遇到課本以外的例子則死路一

條，因而導致學習效果低落;因此如果能夠

圖(一)圖(二)

了解一些簡單化學式的書寫法，與能夠做最

(c)找出+價與一價小卡所需要的張數:

簡單的的複分解反應，對於往後學生在做化

使價數乘張數的絕對值為 6 '即 +1 價的

學的學習工作，將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

小卡張數需 6 張、 -1 價也是 6 張、 +2 價

果，藉由一些簡單的圖卡來代表各種原子，

的小卡張數需 3 張、 -3 價的小卡張數需

讓學生自己動手去組合化學式，了解最基礎

2 張，例如: +1 價 Na+的小卡張數需 6

的化合物，與練習卡片的互換，了解最簡單

張、 +2 價 Mg 2 +的小卡張數需 3 張

的化學反應原則，從過程中體會化學式的結

(d)再將小卡翻面並將小卡的元素符號與

合方式，及原子之間的重新排列，經由自己

個數抄下，如圖(三)、圖(四)

的手組合而成，因而化抽象為具體，如此可

~

增加學生對內容的更確認性，使學習成效加

l+l (N a)ll-l(OH)1

深加強。

回回困山

E到 l-l(OH)1

二、教學演示與過程方法:
(一)預備工作:

上課前班上分六組(每組約六人)且老師
事先發給各組一份價數及元素符號衰，讀學

生先在小卡上寫上價數及元素符號，價數以

~

1+1 (N a) II-l(OH)

i

I+1 (N a}ll-l(OH)

I

山~

I +1 (N a) II-l(OH) I

E2(Mg) II-l(CI) I

寫成 Na6(OH)6

+1 、 +2 、 +3 、 -1 、 -2 、 -3 為主，同種元素約

山~
F2(Mg) I

寫成 Mg 3

CI 6

圖(三)圖(四)

要 6 張(如 +1 價的 H 須準備 6 份)

(e) 再將組合好的式于其+價的張數與﹒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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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間以加號間隔，如:

的張數提出最大公因數，如

•
•

Na6(OH)6
Mg3 CI 6

6(NaOH)

3Mg(OH)2 + 6NaCI
(c)反應物與生成物中間以箭頭表示，如

3(Mg C1 2)

將化學式與係數寫下

6NaOH + 3MgCh 一一..3Mg(OH)2 +6NaCI

的如此重覆 (a)(b)(c)(d) 四個步驟找出另一

個化學式

(d)將四個化學式係數約分，約至最簡整數
6NaOH+3MgCh 一一.. 3Mg(OH)2+6NaCI

O

(2) 將兩個化學式重新組合

(如 AB+CD

一一→ AD+CB)

6/3=2

(a)將兩組已組合好的小卡﹒價元素互調，並
調整+價與一價小卡所需要的張數:
(使

(b)再將小卡翻面並將小卡的元素符號與
個數抄下，如圖(三)、圖(四)的方式，
並將組合好的式于其+價的張數與﹒價

的張數提出最大公因數後寫下，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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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H)1

1+I(Na)l~
l+l (N a)1 ~
[+I (Na)l~

團囡
囡囡
F2(Mg) II-l(OH) I

q

Mg3 (OH)6司 3Mg(OHh

6Na(CI)

圖(六)

有哪幾種卡片
(b)算出後完成的二組卡片中(箭頭右邊)含

有哪幾種卡片

(c)比較先、後完成的卡片中，即箭頭左右

同種卡片的張數

(e)算出後完成的二組卡片中(箭頭右邊)

,

同種卡片的張數
的比較先、後完成的卡片中，即箭頭左右
邊其同種卡片的張數是否相同

2NaOH+MgCI 2 一一一• Mg(OHh+2NaCI

先完成的化學式(箭頭左邊)有:

4 種卡片(Na' OH 、 Mg 、 CI) 'Na 的卡

(3)完成方程式

片有 2 張、 OH 的卡片有 2 張、 Mg 的卡

(a)把最先完成的二個化學式及係數寫在
左邊，代表反應物，二個化學式間以加
號問隔，如:

(4)驗證原子不滅:

例如:

I +1(Na) 11--l(Cl) I

圖(五)

Mg(OH)2 +2NaCI

(d)算出先完成的二組卡片中(箭頭左邊),

I +1 (N a) II-l(Cl) I

Na6(CI)6

一一..

6/3=2

邊其卡片種類是否相同

:

I+~(N~)I~

2NaOH+MgCh

3/3=1

(a)算出先完成的二組卡片中(箭頭左邊)含

價數乘張數的絕對值為6)

(五)、圖(六)

3/3=1

6NaOH + 3MgCh

片有 1 張、 CI 的卡片有 2 張
後完成的化學式(箭頭右邊)有:

4 種卡片(Na 、 OH 、 Mg 、 CI)' Mg 的卡

(b)把較晚組合好的二個化學式及係數寫
在右邊，代表生成物(產物)，二個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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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有 l 張、 OH 的卡片有 2 張、 Na 的卡
片有 2 張、 Cl 的卡片有 2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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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後的總質量

故左右二邊各原子種顯不變、個數皆相

(8)若時間允許可讀學生寫下化學式，並在其

同，即道耳吞的原子不瀰

上方寫出中文命名(老師要告訴學生英文

(7)驗證質量守恆:

後寫中文先寫、英文先寫中文後寫，也就

(a)在卡片背面再寫上數字，以代表原(分)

子量

是小卡上要寫中文命名，後面元素先寫，

例如:

中間加化，再寫前面元素)如圖(七)、圖(八)

!Na(23)1

~區24)IIOH(l 7)!

日日。 日日
正面

(b)將先完成的二組卡片(箭頭左邊) ，所有

拈〉這面

的數字相加，若有 2 張則 2 張都要算
圖(七)

(c)將後完成的二組卡片(箭頭右邊) ，所有

的數字相加
(d)比較先、後完成的二組卡片，即箭頭左
右邊數字之和是否相同

日日
日

回回

正面

石〉這面

回

、例如:

2NaOH +

MgCh 一一-+Mg(OH)2

+ 2NaCI

圖(八)

先完成的化學式(箭頭左邊)有:

三、參考資料:

Na 的卡片有 2 張，則寫成 23+23

OH 的卡片有 2 張，則寫成 17+17

理化課本 7-3 化學反應的現象、 8-3 原子

Mg 的卡片有 l 張，則寫成 24

與分子、 9-2 分子式與化學反應式

CI 的卡片有 2 張，則寫成 35.5+35.5

四、教學資源:

總和:

小卡(名片大小)正面寫價數、背面寫元

(23+23)+ (1 7+ 17)+24+(35.5+35.5)=175
後完成的化學式(箭頭右邊)有:

素符號如圖(九)

Mg 的卡片有 l 張，則寫成 24

+1

OH 的卡片有 2 張，則寫成 17+17

H
背面

正面

Na 的卡片有 2 張，則寫成 23+23

圖(九)

CI 的卡片有 2 張，則寫成 35.5+35.5
總和:

24+ (1 7+ 17)+ (23+23)+ (35.5+35.5)=175
故左右二邊數字和相同，表示左右二邊

質量和相同，即反應前的總質量等於反
一 40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