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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學階段，針對大氣壓力概念的教學已存在許多表現大氣壓力效果的實驗和
活動。然而，一方面由於大氣壓力乃為一抽象概念，欲解釋這些實驗現象所需的思路
頗為複雜；另一方面這些實驗絕大多數屬於單一的例子之呈現，各個例子之間並無太
大關聯，使得學生不容易產生學習的遷移。這兩個原因會使得這類實驗變成一種僅止
於展示性質的教學活動(即示範實驗)，除了容易流於驗證式的實驗外，一般多認為此
類示範實驗亦存在許多教學與學習上的問題。據此，研究者一方面參考既有之實驗活
動，一方面也針對學生不容易進行抽象思考的問題，發展出由具體至抽象、互相連結、
有結構性的數個探究導向的活動。活動設計首要重點就是要讓學生切身的感覺到大氣
壓力，將大氣壓力由抽象的描述轉為具體的感受，讓學生從實際體會與嘗試的過程中
理解關於大氣壓力的科學概念。試圖藉由搭建出一個接一個、循序漸進引導的活動，
意圖透過實際的操作讓學生對大氣壓力的感覺更具體之外，俾使學生可以透過討論獨
力對這些現象進行解釋，以獲得較有效的學習。
關鍵詞：大氣壓力、引導探究式教學

壹、前言與文獻探討
在中學階段，針對大氣壓力概念之教學
已存在許多表現大氣壓力效果的實驗和活動
( 方 金 祥 ， 2003 ； Gardner, 1999; Kazachkov,
Kryuchkov, Willis, & Moore, 2006; Louviere,
1989; Shamsipour, 2006)。這些教學活動經常
會使用水、杯子、氣球、寶特瓶、吸盤…等
器材，藉以展現大氣壓力的效應。例如，用

薄片壓住裝滿水的水杯，倒過來之後薄片和
水 卻 不 會 灑 落 ( 方 金 祥 ， 2003 ； Kazachkov,
Kryuchkov, Willis, & Moore, 2006)；將塞入寶
特瓶內的氣球吹大，開口的氣球竟不會消掉
(Louviere, 1989; Shamsipour, 2006)；或者讓吸
盤「黏」在平面上等，都是常見的可展示大
氣壓力現象的活動。
雖然都是利用大氣壓力的概念去解釋這
些現象，然而，由於大氣壓力乃為一抽象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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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欲解釋類似上述的實驗現象所需的思路
頗為複雜。換句話說，針對初期學習大氣壓
力概念的學生而言，要求學生一開始就進行
複雜的思考去解釋那些現象是不容易的。以
前述的例子來解釋，寶特瓶內的氣球不會消
掉乃是因為內外大氣壓力差的關係，但對初
期學習者而言，空氣是看不見的，因此並無
法知覺到瓶內外的大氣壓力有何差別；倒轉
過來的水杯，薄板不會掉下來也是因為大氣
壓力的緣故，但對學習者來說，因為不曉得
大氣壓力為何可以撐住水壓，也不了解大氣
壓力可以撐住多大的水壓，所以也無從解釋
起。
另外，這些實驗絕大多數屬於單一的例
子之呈現，各個例子之間並無太大關聯，因
此學生不容易產生學習的遷移。舉例來說，
學生即使知道倒翻的水杯其薄板不會下落的
原因，面對「氣球不會消掉」的問題，他們
很可能還是無法解釋其中之緣故。
以上兩個原因，會使得這類實驗變成僅
止於一種展示性質的教學活動(即示範實
驗)。除了容易流於驗證式的實驗外，許多研
究已經證明，單純的實驗室示範和實驗活
動 ， 對 於 學 習 成 效 的 幫 助 極 為 有 限 (Roth,
McRobbie, Lucas, & Boutonn é , 1997; Roth,
2006)。因之教師雖然經由實驗活動呈現出大
氣壓力的效應，但最後往往依然是老師向學
生解釋形成這些現象的原因，學生並無太多
進行獨立思考的空間；如此一來學生依舊仍
屬被動學習者的角色，這樣的學習也會大大
降低這些教學活動之價值。
據此，研究者一方面參考既有之實驗活
動，一方面也針對學生不容易進行抽象思考
的問題，發展出由具體至抽象、互相連結、
有結構性的數個探究導向的活動。各個活動
緊緊相扣，由活動一的經驗與結論可做為活
動二的開頭，且活動二產生的想法能加深活

動一所產生的概念，以引導學生產生完整的
概念，尤其能符合正確的科學概念。藉由搭
建出一個接一個、循序漸進引導的活動，研
究者除了意圖透過實際的操作讓學生對大氣
壓力的感覺更具體之外，更重要的是，學生
可以透過討論獨力對這些現象進行解釋，以
獲得較有效的學習。限於篇幅的關係，本文
雖列出完整的教學活動設計方案，但僅針對
部份主要的活動設計與其所要傳達的重要概
念提出完整的說明，其餘則僅提供簡要的描
述。

貳、教學活動設計
研究者認為，大氣壓力的概念之所以顯
得抽象和困難，乃是源自於幾個主要原因：
第一，由於空氣看不見，從空氣衍生而來的
大氣壓力概念自然顯得更為抽象；第二，由
於人體內本身亦存有氣體，因此無法感受到
外界空氣所造成之「壓」的感覺，亦即對於
大氣壓力的感受已鈍化；第三，相當程度導
因於前兩個原因，學生無法知覺到「內」與
「外」
，壓力的差別，是造成各種大氣壓力現
象的主因。
一般而言，關於壓力的教學多先從固體
壓力的介紹開始，再來是液體的壓力，最後
才是氣體壓力概念的教學。從認知心理學的
角度看，這樣的安排確實有其道理；因為固
體和液體壓力均可透過感官感受或觀察到，
相對來說，大氣壓力就較為抽象而不具體。
研究者即是以這樣的脈絡作為出發點：第
一，先以水壓探測器薄膜的變化，作為引介
大氣壓力概念的伏筆，使得大氣壓力開始具
體化；第二，利用真空罐的多種現象，以及
使用煙霧象徵空氣的存在和進出，妥善安排
使得大氣壓力的效應越來越鮮明；第三，透
過真空罐相關的各個活動，開始讓學生知覺

125

大氣壓力之引導探究式教學活動設計

到「內」
、
「外」壓力的差別；第四，透過「吸
飲現象」的概念改變教學活動(顧炳宏，
2007)，除了讓學生發覺本身的迷思概念及其
可能失效的狀況，同時也會讓學生對「內」
與「外」之壓力差別的概念達到更為深刻的
瞭解。
本研究所設計之引導探究式活動，其目
的在於希望讓學生經過討論的方式，不斷檢
視與修正自己原先的概念，且將實際的事物
帶到實驗室中。學生能看、能聽、能動手操
作，不但能使學生運用以前的經驗提出意
見，還能依照活動中所見到的現象，不斷加
深與融入自己的思考中。此外，藉由小組合
作學習的方式，能使學生學習其他不同的能
力，例如語言表達、互相合作、解決問題、
尊重他人等其他重要的能力，使學生科學概
念的學習，能在全人教育目標下得到完全的
發展。
如前所述，由於大氣壓力頗為抽象而難
學，吾人難以期望用某種單一個活動即能解
決學生學習上的困難，因之本引導探究式教
學設計共含十二個活動，分屬三大部分：其
一為「充分感受到大氣壓力的存在」
，其二是
「吸飲現象之原理」
，其三則是屬於較經典的
托里切利相關實驗活動。限於篇幅的關係，
本文主要在詳細說明第一部份的教學活動設
計，並於附錄一附上教學工作單；有關第二
部份之教學因收錄於本刊前期之教學短文中

圖 1：水壓探測器

(顧炳宏，2007)，此處僅就重點部份稍加描
述；至於第三部份雖然較為常見，但研究者
仍然提供了一些改進和建議，亦有助於教師
教學之參考。

活動一：縮骨神功
本活動乃援引自中學常見的水壓力教學
活動。利用簡易的水壓探測器(如圖 1)，讓學
生可以觀察到水壓在薄膜上所引起的形變效
應，亦即探測器所在的水位越深，薄膜凹陷
的程度越大。此活動屬於複習性質，活動意
義在於讓學生回憶起「水壓探測器之功用」
及其受水壓作用時會產生之現象，而薄膜的
形變也有助於壓力的「具像化」
，以作為下一
活動的伏筆。

活動二：凹凸有緻
承接上一活動，同樣將水壓探測器放入
水中，經由吹氣與吸氣使薄膜產生變化(圖
2、圖 3)，讓同學思考使薄膜產生變化的原
因。過程中，教師可以向同學詢問：
「如果水
壓可以讓薄膜凹陷，那麼為何吹氣或吸氣可
以讓薄膜往外凸或往內凹陷的更厲害？」以
此暗示空氣似乎也具有一種和水壓類似的力
量，讓同學初步的、模模糊糊的感受到空氣
壓力。此活動除作為連接水壓力和大氣壓力
的中介活動外，更重要的是藉由水壓力和薄
膜的具體變化使無形的大氣壓力「現形」。

圖 2：吸氣時薄膜收縮

圖 3：吹氣時薄膜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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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舉一反三
在活動二學生初步感受到空氣壓力的存
在後，本活動則希望藉由一些圖形之間的類
比，維持住學生對於大氣壓力的感覺，並作
為承接下一活動之用。準備一真空罐(如圖
4)，在罐中放入適度充氣的氣球(圖 5)。請同
學根據活動二的結論，想像：如果罐中氣球
可接上一條管子，那麼在管子上吹氣、吸氣
後氣球會如何變化；與活動二又有什麼樣的
聯繫(如圖 6)。藉由強調此想像圖與上一活動
各項裝置上的對應關係：真空罐彷彿是剛剛
的水槽，罐中空氣可對應至水槽中的水；氣
球則好比是水壓探測器，氣球變化則可對應
到薄膜變化，將有助於學生將抽象的大氣壓
力具體化。上述都可以幫助學生思考水壓和
大氣壓力之間的關連。

活動五：蓋神降臨
將罐中的氣球去除，進一步討論蓋子為
何在抽完真空罐的氣體後，無法打開的原
因。讓同學在知道大氣壓力及它如何作用
後，初步看到大氣壓力的神奇魔力。本活動
僅單純就蓋子打不開的原因進行討論。與活
動三不同的是，罐中並不放入氣球。減少問
題的複雜度，乃是希望讓同學單純就此問題
有較深入的討論。

活動六：大「瓶」包小「瓶」

活動四：縮放自如
延續活動三，使用抽氣棒將罐內空氣抽
走，此時氣球會變大；按進氣鈕讓空氣進入
罐中，此時氣球會再變小(圖 5、圖 7)。過程
中在罐中先加入一些煙霧，以此象徵空氣的
存在和進出，亦有利於空氣壓力的具像化。
藉由上個活動學到的觀念，延伸出去。以探
討抽放真空罐空氣過程中氣球變化背後之原
理，正式將同學帶入大氣壓力的領域中，並

圖 4：真空罐和抽氣棒

開始讓學生知覺到「內」
、
「外」壓力的差別。
另外，真空罐抽氣之後蓋子會打不開，也許
學生會發現此現象而提出問題。由於此問題
正是活動五的內容且當下較難理解，為免使
本活動問題複雜化，此處先不提及，留待下
個活動再討論。

準備兩個真空罐(一大一小，其中小真空
罐可以放進大真空罐中，如圖 8)。重複一次
活動五的步驟，使小真空罐蓋子無法打開，
接著將小真空罐放入大真空罐中，再對大真
空罐抽氣，稍微搖晃一下後，原本打不開的
小真空罐竟然在大真罐中自己打開了(如圖
9)。本活動除了可以將大氣壓力的神奇魔力
及其存在性表露無遺外，亦可深化學生對於

圖 5：真空罐放入氣球

圖 6：水壓和氣壓對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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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抽氣後氣球變大

圖 8：大小真空罐

圖 9：小真空罐的蓋子打開

「內」、「外」壓力差別概念的理解。學生若
能從討論與解釋此現象的過程中了解其中的
原因，將能使其對大氣壓力的概念更為精緻
化。
活動六之後，即是屬於本教學設計第二
部分－「吸飲現象」的教學(顧炳宏，2007)。
研究者在此部份主要是利用概念改變的教學
策略為設計之主軸，同樣逐一安排許多有趣
且會引發概念衝突的活動，除了讓學生逐步
的瞭解「內」與「外」之壓力的差別，是造
成各種大氣壓力現象的主因之外，對於大氣
壓力的存在也會有更深一層的感受。

成因。最後，請學生針對圖九與圖十的關聯
性，同樣進行討論與解釋。

活動七：節節高升 PART 1

活動九：節節高升 PART 3

將切半的寶特瓶局部浸入水槽中，如圖
10。請學生在管口處吸氣和吹氣，這時瓶內
的水位會有升降的現象；讓學生描述其觀察
到何種現象，並根據他們討論的結果解釋關
於前述現象的成因。
接下來，將寶特瓶盛水半滿，如圖 11，
並使瓶內空心管的管口離開水面些許距離。
請學生預測可否吸到瓶內的水，並解釋其想
法。接著，經由試驗的結果，學生將發現在
「吸」的過程中，瓶身將逐漸壓縮並可以將
水「吸」上來。請學生描述其觀察到的現象，
並根據他們討論的結果解釋關於前述現象的

對於依然不願改變其另有概念的學生來
說，活動八無法吸到水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瓶
中的玻璃管並沒有碰到水面或插入水中。所
以，本活動即設計將玻璃瓶裝滿水，如圖 13。
與上述活動進行程序均相似，先請同學預測
並解釋，再針對試驗結果討論與修正其理論。

活動八：節節高升 PART 2
將活動七的寶特瓶置換成玻璃瓶，如圖
12。同樣再請學生預測可否吸到瓶內的水，
並解釋其想法。接著，學生將經由「吸」的
試驗結果發現，這次將無法將水「吸」上來。
請學生描述其觀察到的現象，並根據他們討
論的結果解釋關於本次實驗現象的成因。最
後，請學生針對圖 10、圖 11 以及圖 12 的關
聯性，同樣進行討論與解釋。

活動十：現學現賣
本活動完全屬於「概念應用」之性質。
目的在促使學生可以綜合前面所學，將這些
學習遷移到對日常生活鋁箔包或飲料罐吸飲
現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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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圖 11

圖 12

圖 13

活動十一：我吸、我吸、我吸吸吸…
本活動重要性在銜接前一系列活動與托
里切利實驗的概念。用薄片壓住裝滿水的水
杯，倒過來之後發現薄片和水卻不會灑落；
再將此水杯長度加長至 1~2 公尺發現薄片和
水依然不會灑落。接下來真的讓學生實際用
細水管可以將一樓的水往上吸，試驗看看是
否可以將水吸到四樓高。最後再用抽氣機試
試看理想上應該可以將水吸到多高。這些都
會促使學生放棄其原本所持「吸」的想法，
嘗試以新的觀念去解釋相關的現象，進而對
大氣壓力能有真正的體會和瞭解。

活動十二：經典實驗時間
經過前面一系列活動之後，最後安排托
里切利實驗，作為大氣壓力概念最後的統整
與總結。
由於活動一至活動六雖然可以讓學生
「充分感受到大氣壓力的存在」
，以及對「內」
與「外」之壓力差別有所體會，但「吸飲現
象」的教學才真正能挑戰學生的迷思概念，
以及使學生完整的瞭解「大氣壓力現象乃是
內外壓力差的效應」
。教師在完成活動一至活
動六後，理想上應繼續進行「吸飲現象」的
教學，如此將有助於達成較全面的教學，學
生也才有機會學習更為完整的大氣壓力概
念。最後，學生才能真正理解為何大氣壓力
的量值等於 76 公分水銀柱或 1033.6 公分水
柱，也才更有利於後續大氣壓力量化計算的
學習。詳細有關「吸飲現象」教學建議請參

閱本刊前期之教學短文(顧炳宏，2007)。

參、試教結果
研究者以本教學活動設計進行試教的結
果發現，學生普遍認為以這樣的方式學習，
原本抽象的大氣壓力概念變的有趣且容易理
解。舉例來說，當老師於活動三問到：
「為什
麼抽氣之後氣球會變大呢？」學生都會爭先
恐後的回答：
「因為罐子裡面空氣變少，空氣
的壓力變小了，所以氣球就會脹起來了」
；而
當進行到活動五，學生在看到小罐子的蓋子
竟然自己打開後，雖然都發出驚嘆聲並覺得
不可思議，然而多數在討論過後，也都能理
解那只是內外壓力差所展現出來的一個「魔
術」現象。使用過本教學活動的老師也認為，
只要能適時的給予學生提示或提問等引導策
略，學生確實大多均能透過討論而獨力對一
連串的現象做出適當的解釋，亦從中學習到
正確的科學概念；不論是在實驗或討論的過
程，透過小組合作的方式，學生在各項社會
技能上面都有明顯而長足的進步。在教學的
過程中總結了一些結果與建議，簡述如下：
1.水壓探測器的製作，請參閱黃寶鈿和李武
勳(2000)所提出的簡易製作方式。另外，研
究者發現水壓探測器薄膜的材質好壞，是
決定實驗活動效果的關鍵因素。研究者曾
使用剪開的手術用手套或氣球進行測試，

129

大氣壓力之引導探究式教學活動設計

但最後發現兩種材質的效果並不明顯，最
後發現以保險套做為薄膜的材料效果極
佳，水深 10 公分左右即可觀察到薄膜的變
化。
2.教師在進行到活動六時，可對學生提問：
「如何在不碰觸小真空罐的情況下，使其
蓋子打開？」以引發學生的思考。
3.在進行完活動六之後，教師可以再找一個
杯子或碗，利用真空罐的蓋子，做出類似
馬德堡半球的裝置，藉以說明馬德堡半球
以及吸盤的概念。
4.教師如果覺得學生程度許可，可以再引導
學生學習有關 pv=定值的觀念。於真空罐中
放入一頗重的錐形體，經過抽氣而氣球變
大後，使錐形體撞擊氣球並觀察氣球凹陷
的程度，藉此讓學生感受到氣球似乎變的
比原來更軟。此時就可以引導學生繪製力
圖，最後說明氣球變大的過程中，氣球內
的壓力也同時在變小，並且內外壓力會達
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之間的順序安排(為什麼活動六要在活動三
之後，又為什麼活動七要在活動十一之前)，
以及將這些活動轉化成具引導功能的工作
單，就需要相當程度的創意和巧思，而這也
正是使得這些平凡活動展現出不平凡效果的
獨到之處。
由於大氣壓力與水壓力相形之下，顯的
更為抽象，所以先讓學生體會水壓的存在，
再藉此切入大氣壓力，利用水壓力讓大氣壓
力『現形』
，由具體而抽象，可以更容易讓學
生瞭解。而探討氣球和真空罐的各種現象，
從單純到複雜，則可以使得學生對於大氣壓
力的概念更為精緻化。此即本教學活動大略
之流程架構。
由試教的結果也顯示，從這樣的活動流
程中，教師只需做一些引導性發問，多數學
生均可以經由相互討論的過程中，自己就能
作出對於各個實驗活動現象的解釋，亦即，
學生有許多可獨立思考的空間，而成為一主
動的學習者。因此，本教學活動設計與探究
教學之精神應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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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

工作單

活動一：縮骨神功
1. 把水壓觀測器分別放在接近水面、水深一半和水槽底部這三個地方，並且讓罐口朝上、下、
左、右。觀察薄膜的變化，在不同的深度以及罐口朝不同方向，薄膜凹陷的情形有什麼不
一樣ㄌㄟ？把你觀察到的情形畫在下圖中。

統整 1 在水深愈深的地方，薄膜凹陷的程度越

(大或小)。

1. 想一想，是什麼東西產生了力量將罐子的薄膜壓進罐子裡？為什麼？
我的想法

小隊討論

老師講解

統整 2 在水中，薄膜凹進去了，就好像水給薄膜一個力量，水把薄膜『壓』進罐子裡，這樣
的力量就是水的

；水深的地方，薄膜凹得越多，水壓越

地方，薄膜凹得越少，水壓就越

，接近水面的

。

統整 3 罐子在水中時，不管薄膜朝向任何方向，薄膜都會凹陷，可見水壓是來自
的。
統整 4 物體所受水的壓力和物體在水中的
愈

。

成比例關係，愈深的地方，水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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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凹凸有緻
1. 把水壓測定器放進水裡，我們看見薄膜會凹陷進去，接下來我們從測定器的開口端充氣和
抽氣（如右圖）
，仔細觀察原本凹陷的薄膜
有什麼不一樣ㄌㄟ？
我的觀察
充氣時，薄膜會
抽氣時，薄膜會
2. 我們知道，薄膜是因為有水壓力才會凹陷。那麼，在這個實驗中，你認為除了水以外，還
有什麼東西會造成薄膜的變化呢？它也會產生壓力嗎？為什麼？
小隊討論

我的想法
我覺得除了水以外，

也會是薄膜產生 我覺得除了水以外，

變化。因為：

也會是薄膜產生

變化。因為：

統整 1 我們知道原本薄膜會凹陷是因為

的緣故。所以同樣的，我們吹氣或吸氣時也

會產生像水壓力一樣的效果。我們把這種空氣所造成的壓力稱為

。

3. ㄟ~既然罐中的薄膜同時都受到水壓力和大氣壓力的作用，那為什麼吹氣時，薄膜會凸出
來？而吸氣時，薄膜會凹的更進去勒？
小隊討論

老師講解

吹氣時，罐中大氣壓力會
當大氣壓力

水壓力時，薄膜就會凸出去。

吸氣時，罐中大氣壓力會
當大氣壓力

。

。

水壓力時，薄膜會凹更進去。

統整 2 因此我們知道，薄膜會凹還是會凸，就要看
才能判斷。當罐中大氣壓力
壓力時，薄膜就會凹陷。

壓力和

壓力兩者互相比較後

水壓力時，薄膜就會凸出；當罐中大氣壓力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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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舉一反三
1. 將氣球吹氣候放進密封罐中（不用吹太大）
，密封起來，
如果我們可以在氣球上接一根管子，比較右邊兩圖。你
覺得 B 圖的氣球可以比擬成 A 圖的哪個物體？
B
圖的罐子又可以比擬成 A 圖的哪個物體呢？
我的想法

小隊討論

氣球可以比擬成

。

氣球可以比擬成

。

罐子可以比擬成

。

罐子可以比擬成

。

2. 如果對氣球吹氣吸氣，則氣球會如何變化？你會如何解釋此現象呢？
小隊討論

我的想法
我認為氣球會
因為：

。

我認為氣球會
因為：

老師講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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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縮放自如
1. 將線香的煙充滿真空罐後，很迅速把氣球放入真空罐中，密閉起來。請你觀察當抽氣時，
煙霧和氣球怎麼變化呢？請將煙霧和氣球變化的現象也畫下來。
我的觀察
抽氣時(1)罐中的煙霧
(2)氣球

。
(變大、變小或不變)。

2. 想一想如果用大氣壓力的觀點來看，為什麼把真空罐中的空氣抽走後氣球會變大呢？
我的想法
小隊討論
老師講解

統整 罐內的空氣被抽走，罐內空氣的壓力

，比氣球內空氣的壓力還要

球被內部的空氣往外推，所以氣球就慢慢變大了。

3. 按下鈕，讓外面的空氣進入真空罐中，罐中的氣球和氣壓又有什麼變化呢？
我的觀察和想法
按下鈕(1)罐中的氣壓
(2)氣球

(變大、變小或不變)。
(變大、變小或不變)。

4. 試著用相同的方法解釋，為什麼按下鈕後，氣球會慢慢變小ㄌㄟ？
小隊討論
我的想法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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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五：蓋神降臨
1.

現在有一個罐子擺在講桌上，它的蓋子並沒有扣環的設計。想一想，這樣這個罐子要怎
麼密封東西呢？現在老師要召喚『蓋神』降臨囉!它可以幫我們把蓋子緊緊黏在罐子上喔
~

2. 老師現在用抽氣的方式召喚蓋神。同學們試試看，抽氣之後蓋子可以打開嗎?
我的實驗結果

小隊實驗結果

3. 請你實際試試看，並想想看，是什麼原因造成原本輕而易舉可打開的蓋子，忽然間彷彿
黏住一樣勒？真的有蓋神嗎？
老師講解
小隊討論
我的想法

統整 因為罐子裡的空氣被抽掉了，罐子裡頭的大氣壓力
壓力
打開了。

。也就說罐外大氣壓力

，並且變的比罐外的大氣

罐內大氣壓力，所以蓋子就被緊緊壓住，無法

136

顧炳宏

活動六：大『瓶』包小『瓶』
1. 先把氣球充氣後放進小真空罐中，你認為在稍微抽氣後蓋子打的開嗎？
我的想法
小隊討論
老師解答
YES

or

NO

YES

or

NO

YES

or

NO

2. 現在老師考考大家，如何在完全不碰觸到真空罐的情況下，把蓋子打開呢？
我的想法
小隊討論
老師講解

3. 嘿嘿~想不到吧。那就換老師來變魔術啦!
將小真空罐空氣稍微抽氣後，把小真空罐放入大真空罐中，再把大真
空罐蓋子蓋上，開始抽大真空瓶的空氣。現在傾斜大真空罐，請問你
看到罐子裡發生了什麼事？
我的觀察

小隊觀察

4. 你可以解釋為什麼原本打不開的蓋子竟然在大真空罐中自己打開嗎？
我的想法
小隊討論
老師講解

統整 1 大真空罐罐內的空氣被抽走，罐內的空氣壓力
空氣的壓力還要

。即 A 處的大氣壓力

，比小真空罐內
B 處的大氣壓力，因

此看起來就像蓋子就自己打開了。

5. 復原裝置，按下大真空罐的鈕，讓外面的空氣進入大真空罐中，小真空罐的蓋子此時又
是什麼情況呢？你現在會解釋這種現象了嗎？
我的想法

小隊討論

小真空罐的蓋子

小真空罐的蓋子

因為

因為

老師講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