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 中 火 泉(煙火)  

科學教育月刊，241期，2001  
Cl2 + C2H2     2C + 2H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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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花園（海底世界） 



微型化學花園（海底世界） 



微型化學花園（海底世界） 



隔空旋轉器磁浮飛碟 
科學教育月刊275期，2004 

../相片/已分類/隔空旋轉器


微型馬達 



簡易馬達 



往斜坡上滾的雙錐球體 

科學教育月刊，238期，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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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已分類/往斜坡上滾的雙錐球體


神奇喝水鳥  

科學教育月刊，265期，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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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飄浮魔鏡 科學教育月刊，266期，2004  

        



神奇日光燈 
科學教育月刊 272期，2004 



特斯拉線圈與日光燈 



一搖即亮 



風來即亮 



旋轉即亮 



漂浮保特瓶 
科學教育月刊289期，2006 

../../20121124台中新社高中/微型影片/漂浮保特瓶.MPG


飄浮的塑膠雙錐球 
科學教育月刊289期，2006 



翻滾寶寶 



站立旋轉筆 



柳橙汁變有氧可樂 

可樂變柳橙汁 



杯中漩渦 



瓶中漩渦 



燈籠式竹蟬 

   



創意吸管專利— 

自動上升吸管 

  

塑膠大吸管     塑膠小滴管  塑膠吸管 

  

  

  

（三）三塞: 

  

  

  

  

一插 二折 三塞 



簡易甩水器 

  

  

      

   



 

 簡易噴霧器 
  

  
  

  

  



潛水娃娃 

         

  

  



清涼可口的綿綿冰沙 



蛋上一元 



斜立鋁罐與斜立蛋 



斜 立 瓷 杯 
瓷杯瓷杯再瓷杯 

(慈悲慈悲再慈悲) 

 



質 量 不 滅 
(化學反應前後質量不變) 



神奇日光燈 
科學教育月刊 272期，2004 



光箭(Lightsaber 

光 ”音” 似箭) 



微型色層分析 

 



自來水龍頭 



 慣性定律 

           牛頓第一運動定律 

     靜者恆靜   動者恆動 

../../20121124台中新社高中/微型影片/MOV慣性定律.M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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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燃料電池 
化學，62卷，4期，2004 

  



中國化學會九十三年 

『化學』論文獎(93.11.20) 
      當年度表於化學季刊中唯一得獎 

氫氧燃料電池微型化設計與在電化學教學應用     

       之研究（化學62卷4期，2004） 



微型水果電池 



微型氫能燃料電池車 



化學日出與日落 
科學教育月刊268期，2004 

澄清石灰水中通入二氧化碳 



 

神秘紙杯 
 271期，2004 

 

（Sodium polyacrylate） 

 聚丙烯酸鈉 



回聲筒 



水中撈沙 



創意微型科學實驗 

動手做 
 1. 專利DIY:自動上升吸管  

2. 微型化學花園 

3. 瓶中漩渦 

4. 微型化學水火箭 

5. 微型化學環保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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