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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縣 99年度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作品 
（夾在作品說明書第 1頁，請勿裝訂） 

□溪南 

      區   國小    組  物理  （科） 

         溪北 

作 品 名 稱 躍「燃」紙上 

學 校 臺南縣學甲國民小學 

學 生 姓 名 王靖誼、李宛縈、吳政泓、陳昜志、陳衍甫、陳承郁 

指 導 教 師 郭雅玲、李賀璞 

作 品 編 號  

 

 

作品與教材的關聯主題說明： 

教材的年級科目 國民小學   六    年級  自然  （科） 

關聯的主題名稱 氧氣和二氧化碳(六上) 

說 明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陽光透過凸透鏡將物質燃燒之相關實驗，所

進行的實驗有：不同顏色的紙張燃燒起來的時間、不同材質的紙張燃

燒起來的時間、將紙張放在不同場地燃燒起來的時間、大小不同的凸

透鏡使紙張燃燒起來的時間等四種。研究結果如下： 

一、不同顏色的紙張當中，紫色的紙張最快燃燒起來，黃色的紙張最

慢燃燒起來。 

二、不同材質的紙張當中，面紙最快燃燒起來，厚紙板最慢燃燒起來。 

三、將紙張放在柏油路面上，紙張最快燃燒起來；將紙張放在草地上，

紙張最慢燃燒起來。 

四、以大型的凸透鏡將陽光聚焦在紙張上，紙張最快燃燒起來；以小

型的凸透鏡將陽光聚焦在紙張上，紙張最慢燃燒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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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燃」紙上 
 

 

摘  要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陽光透過凸透鏡將物質燃燒之相關實驗，所進行的實驗有：不同顏

色的紙張燃燒起來的時間、不同材質的紙張燃燒起來的時間、將紙張放在不同場地燃燒起來

的時間、大小不同的凸透鏡使紙張燃燒起來的時間等四種。研究結果如下： 

一、不同顏色的紙張當中，紫色的紙張最快燃燒起來，黃色的紙張最慢燃燒起來。 

二、不同材質的紙張當中，面紙最快燃燒起來，厚紙板最慢燃燒起來。 

三、將紙張放在柏油路面上，紙張最快燃燒起來；將紙張放在草地上，紙張最慢燃燒起來。 

四、以大型的凸透鏡將陽光聚焦在紙張上，紙張最快燃燒起來；以小型的凸透鏡將陽光聚焦

在紙張上，紙張最慢燃燒起來。 

 

 

 

壹、研究動機 

 

自然課上到燃燒與滅火的部分時，有提到「沒有火源，用凸透鏡聚焦就可以把紙燒起來。」

我們大家躍躍欲試，想要進行凸透鏡聚焦的實驗，老師提醒我們可以用黑色和白色的紙張來

試驗。我們知道在陽光下，黑色吸收全部的光，因此溫度上升得很快，能使紙張快速達到燃

點而冒煙；相反地，白色會反射光，因此溫度會比黑色的低。但是，除了一般所知的黑色與

白色外，其他顏色的紙張在陽光下利用凸透鏡聚焦燃燒起來的速度又是如何呢？不同顏色的

紙張燃燒起來的時間會有所不同嗎？   

日常生活中常見到的紙張有許多種類，如報紙、日曆紙、銅版紙……等，每一種紙張燃

燒起來的時間都一樣嗎？另外，若將紙張放在不同的地方，如柏油路、水泥地等，紙張燃燒

起來的時間有什麼不同呢？還是都一樣呢？如果將凸透鏡重疊起來，那麼是不是能將紙張燃

燒起來的時間縮短呢？這些疑問都是激起我們想要一探究竟的動力，於是我們這群小小科學

家便開始主動找老師討論相關的研究方法及策略，展開一場寓教於樂的有趣科學實驗。   

     

    相關教學單元：戴眼鏡為什麼可以矯正視力(五上)、氧氣和二氧化碳(六上)、熱和我們的生活(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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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一、瞭解不同顏色的紙張燃燒起來的時間有無差異。 

二、瞭解不同材質的紙張燃燒起來的時間有無差異。  

三、瞭解將紙張放在不同場地其燃燒起來的時間有無差異。  

四、瞭解大小不同的凸透鏡使紙張燃燒起來的時間有無差異。  

 

参、文獻探討 
 

一、凸透鏡： 

凸透鏡是一種常見的透鏡，中間厚、邊緣薄，至少有一個表面製成的球面，或兩個表面

都製成球面。由於其外型中間厚、邊緣薄的特性，因此，當光線經過凸透鏡後會向內偏折而

聚集於一點，此點就叫焦點，此點到凸透鏡的距離稱為焦距，因此凸透鏡有聚光的作用。此

外，其成像會因位置不同，而有不同的像，依其外型分為雙凸、平凸及凹凸透鏡三種(如圖一)。 

                      

圖一 凸透鏡外型   資料來源：透鏡與面鏡 

http://mybigeye.myweb.hinet.net/big5/tele1.htm 
二、焦點： 

當光線經過透鏡的折射時，光會改變方向而凝聚成一點，叫做焦點。而焦點到透鏡中心

的直線距離，則稱為焦距（如圖二）。 

 

 

 
 
 

圖二 焦點示意圖   資料來源：透鏡的秘密基地

http://www2.japs.tp.edu.tw/gifted/some/learn_sho/14/14_6d_all_disk/08/lens.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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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研究架構 

 
 
 
 

 
 
 
 
 

 
 
 
 
 
 
 
 
 
 

 
 
 
 
 
 
 
 
 
 
 

伍、研究器材 

 
 

實驗項目 實驗器材 

實驗一 紅、橙、黃、綠、藍、紫六種顏色色紙、凸透鏡、碼錶 

實驗二 
再生紙、銅版紙、面紙、日曆紙、厚紙板、報紙、圖畫紙、雲彩紙、

粉彩紙、墨汁、水彩筆、凸透鏡、碼錶 

實驗三 壁報紙、凸透鏡、碼表 

實驗四 壁報紙、凸透鏡、碼表 
 
 

 

凸 

透 

鏡 

不同材質的紙張燃燒起來的

時間 

放在不同場地的紙張燃燒起

來的時間 

大小不同的凸透鏡使紙張燃

燒起來的時間 

不同顏色的紙張燃燒起來的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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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 實驗一：測量不同顏色的紙張燃燒起來的時間 

為了測量不同顏色的紙張燃燒起來的時間，必須使用相同材質的紙張，因此我們決定用

顏色分布均勻、大小一致又適合的色紙來作為實驗用的紙張。但是不同廠牌的色紙大小與紙

質並不一致，於是我們請其中一位同學帶一包色紙來學校，並開始進行實驗。 

（一）實驗步驟： 

1.選一處陽光充足的地點。 

2.取出紅、橙、黃、綠、藍、紫六種顏色色紙各一張，並將色紙平放於地上。 

3.利用凸透鏡將陽光聚焦在色紙上，同時準備碼表計時。 

4.將紙張燃燒起來的時間記錄下來（如表一），並討論實驗結果。 

 

（二）實驗結果： 

以下是我們測量不同顏色的紙張燃燒起來的時間紀錄表： 

           

表一  

          不同顏色的紙張燃燒起來的時間紀錄表 

顏色 燃燒起來的時間 排序 

紅 1’19” 2 

橙 19’58” 5 

黃 19’93” 6 

綠 1’88” 3 

藍 4’40” 4 

紫 1’14” 1 

 

（三）研究發現與討論： 

1.由實驗結果發現，紫色的紙張最快燃燒起來，僅花了 1’14” 的時間。 

2.由實驗結果發現，黃色的紙張最慢燃燒起來，用了 19’93” 的時間。 

3.不同顏色的紙張燃燒起來的速度，由快到慢依序為紫色、紅色、綠色、藍色、橙色、       

 黃色。 

4.紫色與紅色紙張燃燒起來所用的時間差異不大，相差 0’05”；黃色與橙色紙張燃燒起  

 來所用的時間較為接近，皆用了十九秒多的時間。  

5.此研究結果應該是因紫色、紅色的顏色較深，而黃色、橙色的顏色較淺，所以燃燒起   

 來的時間才會有如此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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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紅、橙、黃、綠、藍、紫六種顏色的色紙平

放於地上。 

利用凸透鏡將陽光聚焦於色紙上。 

 

 

（四）實驗心得： 

今天我們做了一個有趣的實驗，實驗內容是將紅、橙、黃、綠、藍、紫六種顏色的紙利

用凸透鏡將陽光聚焦，看哪一種顏色的紙張最容易燃燒起來。因為陽光非常的大，所以色紙

很容易燃燒，經過我們在太陽底下的努力，終於看見了結果，而實驗的結果卻是紫色紙張最

快，我們大家都大吃一驚，它居然以一秒一四的秒數取勝，當我們實驗結束後，大家都在喊

好熱，連我也在喊好熱喔！雖然很熱，我們還是做得很開心，而且這個實驗激起我將自然與

藝術結合的想法，我就發揮我本身的藝術天份，用凸透鏡將色紙燒成各種不同的圖案，真是

一舉兩得呢！ 

 

 

二、實驗二：測量不同材質的紙張燃燒起來的時間 

紙張的材質有許多種，但是我們只選取平時較常見到的紙類來進行實驗，所選取的紙有

再生紙、銅版紙、面紙、日曆紙、厚紙板、報紙、圖畫紙、雲彩紙、粉彩紙等共九種。但是

所選的紙張顏色並不一樣，所以我們便利用墨汁將每一種紙塗成黑色再進行實驗，實驗步驟

與結果如下： 

（一）實驗步驟： 

       1.先將每一種紙裁切成邊長15公分的正方形。 

 2.以水彩筆將墨汁均勻塗於每一種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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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將紙張靜置，待其乾燥。 

     4.將每一種紙平放於地上，利用凸透鏡將陽光聚焦在紙上，同時準備碼表計時。 

     5.將紙張燃燒起來的時間記錄下來（如表二），並討論實驗結果。 

  

（二）實驗結果： 

以下是我們測量不同材質的紙張燃燒起來的時間紀錄表： 

   

表二  

          不同顏色的紙張燃燒起來的時間紀錄表 

材質 燃燒起來的時間 排序 

再生紙 0’42” 5 

銅版紙 0’32” 2 

面紙 0’15” 1 

日曆紙 0’36” 3 

厚紙板 6’27” 9 

報紙 0’39” 4 

圖畫紙 0’44” 6 

雲彩紙 2’54” 8 

粉彩紙 1’01” 7 

 

（三）研究發現與討論： 

1.由實驗結果發現，面紙最快燃燒起來，僅花了 0’15” 的時間。 

2.由實驗結果發現，厚紙板最慢燃燒起來，用了 6’27” 的時間。 

3.不同材質的紙張燃燒起來的速度，由快到慢依序為面紙、銅版紙、日曆紙、報紙、再      

 生紙、圖畫紙、粉彩紙、雲彩紙、厚紙板。 

4.銅版紙、日曆紙、報紙、再生紙、圖畫紙燃燒起來所用的時間差異並不大；而厚紙板      

 與其他材質的紙類比起來，所用的時間多出許多。 

5.此研究結果應該是因面紙的紙質很薄，而銅版紙、日曆紙、報紙、再生紙、圖畫紙紙     

 張的厚度差不多，厚紙板的厚度最厚，才會有此結果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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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墨汁均勻塗於各種紙上。 將墨汁均勻塗於各種紙上。 

  

將塗上墨汁的紙張平放，使其乾燥。 利用凸透鏡將陽光聚焦於紙上。 

 

 

（四）實驗心得： 

我們今天做了一個好玩的實驗，就是把九種不一樣的紙，分別塗上墨汁，再用凸透鏡聚

焦讓它燃燒，看看哪一種紙張較容易燃燒，結果測了以後，面紙是裡面最快的，第二名是銅

版紙，我原先還以為第二名是日曆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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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驗三：測量放在不同場地的紙張燃燒起來的時間 

夏天時，走在草地、水泥地與柏油路面上對溫度的感覺並不相同。走在草地上感覺最不

熱；而走在柏油路面上時，一股熱氣直撲而來，似乎要被烤焦了。於是，我們便想試看看將

紙張放在不同場地上，利用凸透鏡將陽光聚焦在紙上燃燒起來的時間到底有何不同，以下便

是我們所做的實驗步驟與結果。 

（一）實驗步驟： 

        1.先將黑色的壁報紙裁切成三張邊長15公分的正方形。 

         2.將一張裁切好的壁報紙放置於草地上，利用凸透鏡將陽光聚焦在紙上，同時準備碼表計  

          時。 

         3.將一張裁切好的壁報紙放置於水泥地上，利用凸透鏡將陽光聚焦在紙上，同時準備碼表  

          計時。 

         4.將一張裁切好的壁報紙放置於柏油路面上，利用凸透鏡將陽光聚焦在紙上，同時準備碼 

          表計時。 

   5.將紙張燃燒起來的時間記錄下來（如表三），並討論實驗結果。 

  

（二）實驗結果： 

以下是我們測量放在不同場地的紙張燃燒起來的時間紀錄表： 

           

 

 

表三  

          放在不同場地的紙張燃燒起來的時間紀錄表 

場地 燃燒起來的時間 排序 

草地 4’09” 3  

水泥地 2’60” 2 

柏油路 1’14” 1 

 

（三）研究發現與討論： 

1.由實驗結果發現，將紙張放在柏油路面上最快燃燒起來，僅花了 1’14” 的時間。 

2.由實驗結果發現，將紙張放在草地上最慢燃燒起來，用了 4’09” 的時間。 

3.將紙張放在不同場地燃燒起來的速度，由快到慢依序為柏油路、水泥地、草地。 

4.此實驗結果應該是因柏油路面本身比水泥地與草地較易吸熱，所以將紙張放在柏油路

面上會最快燃燒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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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黑色的壁報紙裁切成三張邊長15公分的正

方形。 

.將壁報紙放置於草地上，利用凸透鏡將陽光

聚焦在紙上。 

  

.將壁報紙放置於水泥地上，利用凸透鏡將陽光

聚焦在紙上。 

.將壁報紙放置於柏油路面上，利用凸透鏡將

陽光聚焦在紙上。 

 

（四）實驗心得： 

我們為了這一次的科學展覽，利用了午休的時間來做實驗，我們在美勞教室前分別用草

地、柏油路、水泥地等三種不同的地點，再拿三張黑色的色紙，用凸透鏡藉著太陽光燃燒。

實驗前，老師問我們將紙張放在草地、水泥地、柏油路面上，到底哪一個會最先燃燒。我們

一夥人想了一會而後，紛紛說出自己的想法，結果沒有一個人猜中。每個人都猜放在水泥地

上的紙張會燃燒得最快，但實驗結果卻是放在柏油路的紙張燃燒得最快，所以第一名就是柏

油路，第二名是水泥地，第三是草地，這個也是非常的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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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四：測量大小不同的凸透鏡使紙張燃燒起來的時間 

平常做實驗時，若有用到凸透鏡，都是拿小支的凸透鏡，而且都只使用一支，因此我們

想趁這個機會，利用大支的凸透鏡以及將兩支小支的凸透鏡重疊在一起，比較一下它們使紙

張燃燒起來的時間有何差異。 

（一）實驗步驟： 

 1.先將黑色的壁報紙裁切成三張邊長15公分的正方形。 

          2.將一張裁切好的壁報紙平放於地上，利用大型的凸透鏡將陽光聚焦在紙上，同時準備

碼表計時。 

        3.將一張裁切好的壁報紙平放於地上，利用小型的凸透鏡將陽光聚焦在紙上，同時準備碼 

          表計時。 

    4.將一張裁切好的壁報紙平放於地上，利用兩支重疊的小型凸透鏡將陽光聚焦在紙上，同             

           時準備碼表計時。 

5.將紙張燃燒起來的時間記錄下來（如表四），並討論實驗結果。 

  

（二）實驗結果： 

以下是我們測量大小不同的凸透鏡使紙張燃燒起來的時間紀錄表： 

           

表四  

          大小不同的凸透鏡使紙張燃燒起來的時間紀錄表 

凸透鏡形式 燃燒起來的時間 排序 

大型的 0’22” 1 

小型的 0’49” 3 

重疊兩支小型的 0’36” 2 

 

（三）研究發現與討論： 

1.由實驗結果發現，以大型的凸透鏡將陽光聚焦在紙張上，紙張最快燃燒起來，僅花了        

 0’22” 的時間。 

2.由實驗結果發現，以小型的凸透鏡將陽光聚焦在紙張上，紙張最慢燃燒起來，用了        

 0’49” 的時間。 

3.利用不同形式的凸透鏡將陽光聚焦在紙張上，紙張燃燒起來的速度依序為大型的凸透

鏡、重疊兩支小型的凸透鏡、小型的凸透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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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型的凸透鏡。 利用凸透鏡將陽光聚焦在紙上。 

 

（四）實驗心得： 

我們每次都用凸透鏡來燃燒，到底哪一種凸透鏡比較厲害呢？是大型的還是小型的呢？

今天中午老師拿出三種不同的凸透鏡，分別是小型凸透鏡、大型凸透鏡和由兩個小型的凸透

鏡重疊在一起的凸透鏡來聚焦，不久之後實驗結果就出爐了，是由大型凸透鏡拿下冠軍寶座，

而小型凸透鏡則是最後一名。 

 

柒、研究結果 

本實驗之研究結果如下： 

一、紫色的紙張最快燃燒起來，僅花了 1’14” 的時間；黃色的紙張最慢燃燒起來，用了 19’93” 

的時間。 

二、面紙最快燃燒起來，僅花了 0’15” 的時間；厚紙板最慢燃燒起來，用了 6’27” 的時間。 

三、將紙張放在柏油路面上最快燃燒起來，僅花了 1’14” 的時間；將紙張放在草地上最慢燃

燒起來，用了 4’09” 的時間。 

四、以大型的凸透鏡將陽光聚焦在紙張上，紙張最快燃燒起來，僅花了 0’22” 的時間；以小

型的凸透鏡將陽光聚焦在紙張上，紙張最慢燃燒起來，用了 0’49” 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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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論 

 

本實驗之研究結論如下： 

一、不同顏色的紙張當中，紫色的紙張最快燃燒起來，黃色的紙張最慢燃燒起來。因此，夏

天時的衣服除了白色之外，還可選擇黃色系列的；而常在太陽底下跑來跑去的汽車，也

可選擇偏黃色系的，吸熱較慢，就不會感到太熱。 

二、不同材質的紙張當中，面紙最快燃燒起來，厚紙板最慢燃燒起來。 

三、將紙張放在柏油路面上，紙張最快燃燒起來；將紙張放在草地上，紙張最慢燃燒起來。 

四、以大型的凸透鏡將陽光聚焦在紙張上，紙張最快燃燒起來；以小型的凸透鏡將陽光聚焦

在紙張上，紙張最慢燃燒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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