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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科技普及計劃 2022/2023 學年 先導計劃：教師手冊（小學三年級） 

活動介紹 

主題 光學、冷與熱、植物、天文及航天 

對象 小學三年級 

目的 支持學校參與在科學館舉行的科普日活動，透過館內資源對應學

校科學與科技學習領域課堂，組織多樣化的科學活動，增進學生

動手與探究能力培養其科學素養。 

地點 澳門科學館 

需時 2 小時 

項目內容 天文館、科普劇場、科學演示、探究活動及科學小展區活動 

對應基力編號 植物 

C-1-3 能指出植物根、莖、葉的功能。 

C-1-4 能通過栽種植物，知道植物的成長過程需要水、空氣、陽

光和養。 

 

光學 

D-1-2 能列舉生活中常見的光源。  

D-1-3 能指出光的直線傳播規律，並能通過實驗探究影的成因。 

 

冷與熱 

D-1-7 能說出產生熱的方法，描述熱對生活的影響。 

D-1-8 能通過觀察，指出物體受熱時會膨脹，遇冷時會收縮。  

D-1-9 能說出溫度的計量單位，並會使用溫度計。 

D-1-10 能通過生活體驗，指出不同材料的熱傳導快慢不同。 

 

天文 

C-1-8 能指出不同季節晝夜長短不同，描述澳門四季的氣候特

徵。 

C-1-10 能察覺太陽東昇西落，指出太陽與生活的關係。 

C-1-11 能察覺月相的盈虧，並懂得欣賞星空。 

C-2-12 能說出太陽系的組成和其主要成員的特點。 

C-2-13 能說出月相、日蝕和月蝕等自然現象是由太陽、月球、地

球三者的相對位置產生。 

D-2-10 能說出人類探索宇宙的歷程，關注中國航天科技發展。 

參觀前後的活動 請閱讀以下建議，以確保老師和學生都能從參觀中獲得最大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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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科技普及計劃 2022/2023 學年 先導計劃：教師手冊（小學三年級） 

參觀前 老師與學生一起查看科學館的參觀指南，該資源向學生介紹了科

學館、參觀中發生的事、參觀時的期望、以及科學館的規則。 

 

打印一張參觀前的學習卡，並與學生在課堂前使用，以激發學生

對即將到來參觀科學館的興趣。 

 

讓學生寫下他們可能遇到的問題或提出的問題，並在參觀當天隨

身攜帶，以便他們可以向科學館講解員提問。 

 

如有時間，老師可在參觀前向學生在教授一些相關主題的基本概

念；亦可只請學生在寫下他們對相關主題的認知及問題，留學生

在參觀時發現問題及尋找答案。 

 

為了建構一個良好的互動的學習環境，不單是老師要明白是次活

動的目的，即使是負責帶隊的非教學人員或助教義工最好對行程

都有基本的認識。 

參觀中 參觀時間為 2 小時，科學館將安排講解員為參觀進行主導的工

作。當學生不專注講解員的解說，老師可以提醒同學要尊重和禮

貌；也可以提出問題或介紹展品的特徵，以帶引同學完成學習任

務。 

 

因為講解員難以照顧每一個學生的需要，也難以回答每一個問題。

老師可以協助操作展品和即時解說，即使在現場不能回答學生的

提問，也可以記下學生的問題，以便稍後跟進處理。 

 

學生在參觀時交談是重要的學習過程，不宜禁止更應鼓勵。 

 

參觀當天，科學館將提供參觀工作紙，同學依工作紙指示作各項

探究活動，亦可將其觀察或心得寫在工作紙上，請預備好文具。 

參觀後 

 

老師可參考後的討論內容，與學生一起討論及反思他們的經歷。 

 

與學生一起回看學習卡，了解哪些預測是正確的、有哪些問題在

參觀中找到解決方法，以及學生學到了哪些新想法。 

 

讓學生研究在他們的過程中出現的任何問題。 

 

鼓勵學生告訴他們的父母他們參觀科學館的經歷，建議他們與家

人一起返回科學館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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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時須知 1. 請勿在科學館餐廳以外地方飲食。 

2. 對於具操作性之展品，請依展品指示或科學館職員指示操作

及使用。 

3. 參觀者若有任何異常行為或對他人造成滋擾，科學館職員有

權引導相關人士離開科學館。 

4. 請小心看管個人隨身物品，如有任何損失，科學館及其職員

概不負責。 

5. 請勿在館內奔跑、追逐或攀爬場館設施。 

6. 請愛惜科學館公物，切勿塗污或損壞設備。 

7. 請勿擅自搬移科學館的展品或設備到其他地點。 

8. 參觀者遇有不適、意外或緊急事故，請即通知科學館職員尋

求協助。 

注意事項 1. 參觀時將會有講解員陪同，講解語言為中文。 

2. 請注意，任何取消或修改必須提前 24 小時內通知。 

3. 參觀當日請到科學館售票處，出示獲本館回郵之確認表格以

及團體健康聲明，以便領取門票。 

4. 若懸掛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信號，科學館有權按實際情況及

因安全理由關閉場館。若於原定參觀時間前兩小時本澳已發

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信號，該場參觀將被取消，本館將視

乎情況或重新安排參觀日期。 

5. 若因疫情影響，科學館有權按實際情況及因安全理由關閉場

館。該場參觀將被取消，本館將視乎情況或重新安排參觀日

期。 

查詢 請於辦公時間聯絡科學館教育部溫小姐（電話：8795 7394；電

郵：groupbooking@msc.org.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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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天文館 

需時 30 分鐘 

地點 天文館 

對應基力編號 C-1-8 能指出不同季節晝夜長短不同，描述澳門四季的氣候特徵。 

C-1-10 能察覺太陽東昇西落，指出太陽與生活的關係。 

C-1-11 能察覺月相的盈虧，並懂得欣賞星空。 

C-2-12 能說出太陽系的組成和其主要成員的特點。 

C-2-13 能說出月相、日蝕和月蝕等自然現象是由太陽、月球、地球

三者的相對位置產生。 

D-2-10 能說出人類探索宇宙的歷程，關注中國航天科技發展。 

內容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在天文館的 8K 球幕

中觀看天文演示，學生能沉浸式感受到自己置身於宇宙之中，在初

步建立空間想象力的基礎上，讓學生直觀體會基礎天文科學與航天

科技的探究，並將天體運行的觀測規律、人類探索太空的精神與學

生的日常生活建立聯繫，由此達成科學知識—方法—態度—精神的

基本學習過程。 

 

你會學到： 

⚫ 在太空中看到地球的樣子 

⚫ 地球、月球、太陽三者之間如何運行 

⚫ 地球的自轉與白天黑夜的產生 

⚫ 地球如何圍繞太陽運行及季節、晝夜長短的變化 

⚫ 月球如何圍繞地球運行及不同月相產生的原因 

⚫ 日食和月食產生的原因 

⚫ 星空中有哪些著名的星系和星座 

⚫ 我們的太陽系有哪些天體 

⚫ 人類探索太空的簡要歷程 

⚫ 中國航天科技的發展簡史 

⚫ 人類仰望星空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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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科普劇場 - 擊退黑暗之國 

需時 30 分鐘 

地點 展覽中心五號展廳 

對應基力編號 D-1-2 能列舉生活中常見的光源。 

D-1-3 能指出光的直線傳播規律，並能通過實驗探究影的成因。 

D-1-4 能指出鏡像是由光反射形成，並能列舉鏡在生活中的應用； 

D-1-5 能指出彩虹是由光折射形成，並能欣賞彩虹之美 

內容 今天開學日，但學校有點異常，阿彩被困於課室中無法外出！原來

黑忟忟不滿人們只喜歡各種色彩，所以決定吞噬世界所有顏色。阿

彩能否破解所有光學實驗，成功救回所有色彩和拯救校園？ 

 

你會學到： 

⚫ 光三原色 

⚫ 透鏡 

⚫ 折射 

⚫ 三稜鏡結構及色散原理 

⚫ 顏色色系（無彩色和有彩色）、色調（冷暖色） 

⚫ 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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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科學演示 

需時 20 分鐘 

地點 展覽中心五號展廳 

對應基力編號 C-2-21 能搜集及整理相關資料，與同學交流討論自然現象和環境議

題。 

D-1-1 能察覺空氣的存在，並能指出空氣的特性。 

D-1-7 能說出產生熱的方法，描述熱對生活的影響。 

D-1-8 能通過觀察，指出物體受熱時會膨脹，遇冷時會收縮。  

D-1-9 能說出溫度的計量單位，並會使用溫度計。 

D-1-10 能通過生活體驗，指出不同材料的熱傳導快慢不同。 

內容 人體會感受到環境中冷和熱的變化，並會作出相對的反應，最冷和

最熱的東西有什麼？溫度如何測量？可透過演示互動讓大家體驗。 

 

日常生活中，我們呼吸時吸入的空氣有哪些成份？哪種成份的比例

最多和最重要？沒錯，就是氮氣，氮氣在自然界有著舉足輕重的角

色。透過演示感受液態氮的特性，目睹物件熱脹冷縮的變化，以及

不同材質的傳熱速度。 

 

我們的生活須要熱，熱亦有很多的用途，但隨著全球氣候異常，氣

溫飆升，過熱的氣候對自然界的動物和植物有什麼的影響？我們可

以如改善？值得大家深思和探討。 

 

你會學到： 

⚫ 使用溫度計 

⚫ 空氣特性 

⚫ 熱脹冷縮 

⚫ 不同材質的傳熱速度 

⚫ 熱的應用和產生方式 

⚫ 熱轉換其他能量 

⚫ 全球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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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探究活動 

需時 20 分鐘 

地點 展覽中心十號展廳 

對應基力編號 C-1-3 能指出植物根、莖、葉的功能。 

C-1-4 能通過栽種植物，知道植物的成長過程需要水、空氣、陽光

和養。 

D-1-2 能列舉生活中常見的光源。  

D-1-3 能指出光的直線傳播規律，並能通過實驗探究影的成因。 

D-1-7 能說出產生熱的方法，描述熱對生活的影響。 

內容 此項探究活動的目的，是為了讓學生了解什麼是科學探究，以及如

何透過實驗學習科學知識和實驗技巧、培養學習態度。整個探究過

程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預備階段--確立探究問題，根據已有的科學概念，作出預

測； 

（二）實施階段--進行科學探究； 

（三）總結階段--解答提出的探究問題； 

（四）回饋階段--檢討整個探究活動。 

 

操作參考 POEC 教學策略 

「預測(Prediction) - 觀察(Observation) – 解釋(Explanation) – 比較/

結論(Comparison/Conclusion)」 

有關館內活動講解員主要著重讓學生進行「預測」及「觀察」，嘗試

令學生產生疑問並記錄，「解釋」及「比較/結論」則預留由老師因

應其教學經驗自行在校內進行。 

討論內容 雷射光與氣球 

物件有不同色彩主要是不同色彩的物件表面會反射特定色光後把其

他色光吸收，如:紅色物件會反射紅光，因而我們看到物件是紅色。

而透明或半透明物件，除了一部分被反射，一部分被吸收，外還有

一部分可以直接透射過去。而被吸收的光會轉化成熱。 

當雷射筆的光照射在氣球的同一點上時，當在該位置的吸收的光所

轉化成的熱超過氣球能承受的溫度時，就可是射穿氣球。 

不同功率、色彩的雷射筆、不同色彩的氣球都是影響實驗效果(爆不

爆，照射時間)的因素。 

 

光照與植物 

植物的成長過程需要水、空氣、陽光和養。 

而植物的光合作用利用光能把二氧化碳、水及肥料變成碳水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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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而我們知道陽光是由多種不同色光所組合而成，因此，光合作

用其實是需要陽光中那些色光，還是那種都不可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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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科學小展區活動 

需時 20 分鐘 

地點 展覽中心七號展廳 

對應基力編號 D-1-2 能列舉生活中常見的光源。  

D-1-3 能指出光的直線傳播規律，並能通過實驗探究影的成因。 

D-1-4 能指出鏡像是由光反射形成，並能列舉鏡在生活中的應用。 

D-1-5 能指出彩虹是由光折射形成，並能欣賞彩虹之美。 

D-1-7 能說出產生熱的方法，描述熱對生活的影響。 

D-1-8 能通過觀察，指出物體受熱時會膨脹，遇冷時會收縮。  

D-1-9 能說出溫度的計量單位，並會使用溫度計。 

D-1-10 能通過生活體驗，指出不同材料的熱傳導快慢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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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一）：溫度的測量與熱傳導 

展品 用紅外視覺觀察自己  

 

操作 站在紅外攝像機前方，用紅外視觀覺看自己與其他物件。 

觀察與體驗 1. 試一試將雙手摩擦，再看看熱成像。 

2. 將手放在冰壺上 5 秒，再看看熱成像。 

3. 把手放在鋁製板子與木板子上各 5 秒，看看熱成像的變化。 

4. 用不同物件擋著你的身體，看看熱成像。 

記錄  

當用亞克力擋著身體時，我的熱成像會…  

當用玻璃擋著身體時，我的熱成像會…  

當膠袋擋著身體時，我的熱成像會…  

 

 

討論內容 太陽是地球主要的熱的來源，任何物體，只要有溫度，都會輻射出

能量，其中以紅外線為主。這台紅外攝像機能接受這些微量的訊

號。較熱的物體比較冷的物體輻射更多的紅外光，並且在投影圖像

上顯得更亮。 

 

鋁製板子是良好的導熱體，熱量能快速通過它，當你觸摸它時，熱

量很容易從你的手流到金屬上，冷卻你的皮膚並形成深色圖案。當

你的皮膚變暖時，圖案就會消失。 

 

另外，熱成像不能用於透視牆壁。事實上，即使是玻璃窗，熱成像

也不透明。  

 

延伸：紅外攝像機用於一些夜視系統、工業、天文學，並幫助發現

隔熱房屋中的熱洩漏。 

響尾蛇可以“看到”紅外光，他們使用位於鼻孔和眼睛之間的稱為

凹坑的紅外感應器官。感知紅外光有助於響尾蛇和其他蝮蛇追踪它

們的溫血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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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二）：熱的傳導 

展品 冷金屬 

 

操作 將手掌平放在不同的表面上，感覺一下它們的溫度。 

觀察與體驗 1. 用紅外線探熱儀測量各物件的溫度。 

2. 再憑觸覺按冷到暖的順序排列材料。 

記錄  

 以手的觸覺由冷到暖順序排列 

（1 最冷 → 4 最暖） 

導電？絕緣？ 

發泡膠   

卡紙   

木板   

鋁板   

 

 

討論內容 在處於相同的溫度觸摸各種材料時，有些材料觸摸起來會比其他材

料更暖或更冷，但其實“冷”金屬和“暖”木的溫度可能相同。這

表示你的手並不是一個好的溫度計。 

 

皮膚中對溫度敏感的神經末梢會檢測到你的內部體溫和外部皮膚溫

度之間的差異。當你的皮膚變涼時，你對溫度敏感的神經會告訴

你，你正在觸摸的物體是冷的。感覺冷的物體一定比你的手還冷，

所以會帶走你的體溫，讓你的皮膚冷卻下來。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和金屬都比你的手冷，但會你感覺到冷的程度不

一樣，因為它們以不同的速度從你的手上帶走熱量。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是一種絕緣體（非常差的熱導體），當你的手接觸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時，熱量會從的手流到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並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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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表面。因為這種熱量不會很快被帶走，所以聚苯

乙烯泡沫塑料的表面很快就會變得和你的手一樣熱，所以很少或沒

有額外的熱量離開你的手。身體內部和皮膚外部之間沒有溫度差

異，因此對溫度敏感的神經不會檢測到溫度差異，所以摸起來感覺

較溫暖。 

 

相比之下，金屬是良好的熱導體（它可以迅速帶走熱量），熱量從你

的皮膚表面相對涼爽，這就是為什麼金屬感覺較冷。 

 

延伸： 

赤腳在房子裡走來走去，看看不同表面的溫暖或寒冷感覺，即使它

們都處於室溫下，但對溫度的感覺會有不同。例如，將一隻腳赤腳

放在地毯或木地板上，另一隻腳放在浴室的瓷磚地板上，以感受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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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三）：熱與冷縮 

展品 熱和冷水中的氣球 

 

操作 1. 閱讀溫度計上的溫度辨別冷熱水。 

2. 將一個裝有氣球的瓶子容器，觀察氣球的變化。 

觀察與體驗 1. 用溫度計辨別熱水和冷水。 

2. 將一個裝有氣球的瓶子放在熱水的容器內，將另一個裝有氣球的

瓶子放在冷水的容器內。 

3. 讓裝有氣球的瓶子在容器中放置一段時間，觀察氣球的變化。 

記錄  

在熱水容器中的氣球會…  

因為空氣…  

在冷水容器中的氣球會…  

因為空氣…  

 

 

討論內容 在一個特定的空間中，空氣的佔據量稱為「體積」。一個空的瓶子裡

面充滿了一定數量的空氣分子。瓶子內外的空氣分子在正常的環境

條件下以相等的壓力移動。 

 

當我們將氣球放在熱水容器中時，你會看到氣球開始充氣，這是因

為氣球內的空氣分子在受熱後會移動得較氣球外的快。當氣球內的

空氣分子變得不那麼密集時，它們需要更多的空間，這就是為什麼

氣球開始膨脹。 

 

相反，當空氣分子變冷時，空氣分子的密度會恢復到更密集的狀

態，並且需要更少的空間來佔據。這就是為什麼當瓶子放在冷水容

器中時，充氣的氣球會開始壓縮。 

 

酒精/水銀溫度計採用了熱脹冷縮的特點，管內水柱的高低會因應溫

度而發生變化，由此可以得知氣溫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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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四）：光的反射 

展品 鏡子如何改變影像﹖ 

 

操作 對著鏡子，試著用手指畫出紅線。 

觀察與體驗 1. 為甚麼這麼難？ 

2. 你練習得越多，它就越容易嗎？ 

3. 反射與實際線有何不同？ 

4. 如果使用非書寫的手來完成這項活動的成功程度如何？為甚麼？ 

記錄  

我第一次嘗試這項活動時，我發現...  

 

我開始進行練習，其中包括...  

練習後，當我再次做活動時，我發現...  

從活動中，我了解到...  

 

 

討論內容 當光前進時，遇到一塊面，就會發生反射。平面鏡的形象 由平面鏡

反射所產生的形象，其大小會和實物相同，但左右位會互相倒轉。 

 

鏡像繪畫是一種運動技能，一種身體技能，就像繪畫、寫作、走路

或演奏樂器一樣。鏡像繪圖是一項“違反直覺”的任務。當你看到

鏡像時，它與真實圖像相反，現在頂部是底部。這使得追踪繪圖變

得非常困難，因為你的大腦無法輕易地將圖像解釋為反轉。你以前

的學習和經驗會干擾活動，當你需要向上移動手指時，通常會向下

移動手指，反之亦然。 

 

然而，通過一些練習，大多數人在鏡像繪圖任務中的表現都表現出

顯著提高。一些研究表明，當人們使用不寫字的手時，他們在鏡像

繪圖方面的表現可能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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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科學家為什麼要研究鏡像寫作？他們想知道什麼？ 

 

然而，通過一些練習，大多數人在鏡像繪圖任務中的表現都表現出

顯著提高。這通常通過計時完成大綱需要多長時間或通過計算跟踪

時出現的錯誤來證明。 

一些研究表明，當人們使用不寫字的手時，他們在鏡像繪圖方面的

表現可能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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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五）：光的傳播 

展品 你看到甚麼﹖ 

 

操作 此活動需要 2 位參與者合作，使用潛望鏡與鏡子找出龍的位置。 

觀察與體驗 1. 一個人將龍隱藏在樹木和房屋之間； 

2. 另一個人使用潛望鏡與鏡子找出龍的位置。 

3. 你能只用一所房子和一棵樹來隱藏龍嗎？ 

4. 潛望鏡和反光鏡能幫助你看到角落？為甚麼？ 

5. 如果你將潛望鏡移近或遠離時會怎樣？ 

記錄  

當我將潛望鏡移近碎片時，觀察到…  

當我將潛望鏡遠離碎片時，觀察到…  

我發現潛望鏡…  

 

 

討論內容 通過活動，同學了解光以直線傳播並且可以以不同的角度反射。 

 

潛望鏡的構造和工作原理都類似於望遠鏡，長管兩端各有一面鏡

子。鏡子安裝在管中，使它們以 45°角相互平行。光總是以它射到

鏡子的相同角度從鏡子反射回來。在潛望鏡中，光線以 45°撞擊頂

部鏡子並以相同的角度反射出去，然後將其反射到底部鏡子。反射

光以 45 度角撞擊第二面鏡子，並以相同的角度反射到你的眼睛

中。這意味著潛望鏡指向的圖像撞擊頂部鏡子並向下反射到底部鏡

子，使你能夠看到它。更複雜的潛望鏡增加了額外的鏡頭來放大圖

像。 

 

潛艇潛望鏡包含這種更複雜的佈置，可以讓人們看到物體或觀看場

景而不會陷入危險。它們在管的頂部和底部有反射棱鏡，兩端之間

有兩個望遠鏡和幾個透鏡，觀察端有一個目鏡。潛艇潛望鏡還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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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厚實、堅固、防水的外殼，可以承受很深的水壓。 

 

除了潛艇，坦克還使用潛望鏡來導航或尋找敵方目標。這兩款車都

有潛望鏡，可以升高或降低，也可以 360° 旋轉。在 1430 年代，

朝聖者在德國的一個宗教節日中使用潛望鏡從人群的頭頂上方觀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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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六）：光的影子 

展品 你可否改變影子的形狀？ 

 

操作 按下按鈕嘗試不同的光模式。 

觀察與體驗 1. 試著讓大象的影子比鳥的高。 

2. 盡量讓鳥的影子比狗的短。 

3. 想出兩種方法讓影子變高。 

記錄  

使用兩盞燈時，我觀察到…  

使用三盞燈時，我觀察到…  

我發現了陰影…  

 

 

討論內容 學生觀察到隨著光源高度的變化，陰影會增長和縮小。而在自然界

中亦可發現有這個現象：太陽光在一天中的不同時間會有不同的角

度。 

 

地球繞著一條稱為地軸的假想線旋轉，這條線從北極穿過地球的中

心到南極。地軸總是以相同的角度傾斜。隨著地球自轉，太陽似乎

在天空中從東向西移動，並在此過程中投下陰影。它在中午到達其

弧線的頂點。此時，太陽直接在頭頂，陰影最短。隨著太陽升起或

落下，它在天空中的位置較低，因此投射的陰影要長得多。在北半

球，太陽投下的陰影沿順時針方向移動。我們可以通過讀取太陽投

下的陰影來使用日晷來告訴時間。日晷是一種由視太陽位置來了解

每天時間的裝置。當晷針的影子在這些線上移動時，我們可以讀取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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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七）：鏡像變形 

展品 變形與反射 

 

操作 在柱面鏡的協助下，嘗試拼砌拼圖。 

觀察與體驗 1. 柱面鏡子是怎樣扭曲鏡中的畫像的？ 

2. 如何繪畫才能在鏡中顯示正確的影像？如果鏡子是凹面的呢？ 

3. 道路的彎角有時會設有凸面鏡，它有甚麼作用？ 

記錄 你發現… 

 

 鏡像拉伸圖像 鏡子擠壓圖像 

向內鏡像曲線（凹面）   

向外鏡像曲線（凸面）   

 

 

討論內容 圖像經柱面鏡反射後會產生變形，變形是一種藝術形式，在文藝復

興時期藝術家開始學習透視時首次嘗試，但在維多利亞時代變得非

常流行。鏡子的一個關鍵特徵是光線照射鏡子的角度與光線從鏡子

反射的角度相同。從平面鏡反射的圖像看起來像真實的物體，當鏡

子彎曲時，反射會失真。因此，鏡子有時被用來幫助司機看到危險

的彎道，但因為反射會失真，會令到司機難以判斷真實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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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八）：光與顏色 

展品 當你混合彩色燈光時會發生甚麼？ 

 

 

操作 用紅光、綠光和藍光做實驗 

觀察與體驗 1. 如何製作紫光？ 

2. 如何製作白光？ 

3. 你還能做哪些其他顏色？ 

記錄 在下面記錄你的觀察。當加入不同強度的光時，你發現顏色會變

成… 

 

 強 

紅 綠 藍 

弱 
紅    

綠    

藍    

 

 

討論內容 色光混合和顏料混合是兩種不同顏色混合方式。把色光混合在一

起，由於光線的增加，結果就加強了色彩的明亮程度。但是把顏料

混合在一起，由於顏料本身所具有的明亮程度的減弱，結果就必然

渾濁起來，減弱其色彩效果。因此我們就得到這樣一個定義：色光

混合的結果，必然增強色彩的明亮程度；顏料混合的結果，必然減

弱色彩的明亮程度。 

 

白光由不同顏色的光組成，光的三基色是紅、藍、綠。通過組合這

些顏色，可得到了光的二次色。 

 

紅 + 綠 =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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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 + 藍 = 洋紅 

藍 + 綠 = 青 

 

當所有三種原色結合時，我們得到白光。 

 

陽光是白光。若白光通過棱鏡，你可以看到可見光譜，光譜的顏色

包括從紅到橙、黃、綠、藍和紫的所有顏色。有些物種可以看到超

出可見光譜的範圍。一些蜜蜂和其他昆蟲可以看到紫外線，這有助

於它們在花中找到花蜜。 

 

我們可以在早上或下午下雨時，在非常明亮和陽光充足的情況下看

到光譜，這就是我們說的「彩虹」。彩虹是一種光學和氣象現象，是

當太陽透過地球大氣中的水滴照射時發生。我們可以看到一條多色

的弧線，外邊緣的紅色變為內邊緣的紫色。彩虹實際上是一個完整

的圓而不是圓弧，但我們只能看到圓的上半部分，因為地平線將它

截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