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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2mind 火山噴發實驗&恐龍考古挖掘遊戲組  
 

警告與注意事項: 

 本實驗遊戲組僅適合八歲以上兒童，並且需要在成年人監督下進行使用，請勿吞食或接觸眼睛。 
 進行實驗遊戲過程請配戴護目鏡，防止化學物質或煙霧噴濺進入眼睛，如有需要可另外選擇配戴手套

進行實驗遊戲。 
 本實驗組內附之化學材料請依照說明書中之實驗步驟操作，請勿任意進行其他方式的實驗遊戲。 
 進行本實驗遊戲時，請選擇空曠通風光線充足、接近水源供給之空間，避免接近食物儲放位置，建議

選擇在耐熱的大桌面進行實驗遊戲。 
 遊戲結束後記得以洗手乳淸潔雙手，以及淸潔所有實驗遊戲器材與容器。 
 使用中若誤入眼睛、吞食，如有任何不適請盡快就醫。 
 遊戲結束後，請勿放置於孩童可及之處避免誤食。 

 
 
本遊戲組內附材料與器具有: (說明書 p.4) 
1. 量杯 x2 
2. 紅色食物染色劑 x1 
3. 小蘇打 (Sodium bicarbonate)(紅色標籤中瓶)x1 
4. 石膏粉 (Gypsum)(綠色標籤大瓶)x1 
5. 塑型黏土 x2 
6. 護目鏡 x1 
7. 化石塊 x2 
8. 擀麵棍 x1 
9. 彩繪組 x1 
10. 塑膠吸管 x1 
11. 挖掘刷 x2 
12. 攪拌棒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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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滴管 x1 

實驗 1: 製作孩子的專屬火山模型 p.18 

你會需要: (✓代表遊戲組內附器材) 

 塑型黏土✓ 
 擀麵棍✓ 
 量杯✓ 
 六色彩繪組✓ 
 砧板 
 護目鏡✓ 
步驟: 
1. 準備一個大桌面當作接下來製作火山的實驗區，放上所有需要使用到器具。 
2. 打開一包塑型黏土，在砧板上用擀麵棍將黏土來回重複擀平，當作是火山的基座。 
3. 將擀平的黏土整理成一個圓形。 
4. 將剛剛擀平的黏土翻面，再次重複擀平，確保黏土兩面都平整。 
5. 將一個量杯置於黏土的中央。 
6. 接下來要製作火山的山脊，打開另一包塑型黏土，將黏土來回重複擀平，一樣將黏土整理成一個

圓形。 
7. 將這次擀平的圓形黏土塑型成一個更大的圓型，然後將這片圓型黏土覆蓋在剛剛製作的量杯以及

火山基座上，成為一個錐形。 
8. 輕輕地用手按壓覆蓋在量杯上的黏土，塑型成火山的樣子。 
9. 將量杯口的黏土挖開，製作成火山口，除了量杯中間開口外，注意黏土仍須黏蓋住量杯開口的周

圍部分。 
10. 製作火山模型時，需要用手輕壓將山脊部分的黏土跟基座的黏土壓平，如果這時候你發現黏土有

點乾，可以將手沾濕後再次塑型。 
11. 將做好的火山模型靜置 48 小時。 
12. 使用六色彩繪組，畫上獨一無二的色彩與圖案。 
13. 等顏料乾後，製作你的專屬火山模型完成! 
 

實驗 2: 火山噴發吧 p.19 

你會需要: (✓代表遊戲組內附器材) 

 實驗 1 製作的火山模型✓ 
 滴管✓ 
 紅色食用染色劑✓ 
 塑膠吸管✓ 
 木質攪拌棒✓ 
 小蘇打✓ 
 量杯✓ 
 護目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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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醋 
 白麵 
 深盤(湯盤) 
步驟: 
1. 將火山模型放置於深盤中間。 
2. 將少許醋倒入火山口。 
3. 在醋中使用滴管滴入幾滴的紅色食用染色劑，然後用攪拌棒攪拌均勻。 
4. 使用塑膠吸管(湯匙端)在火山口加入三匙的白麵粉，與醋攪拌均勻直到麵粉溶解(記得完成後要將

塑膠吸管淸洗乾淨)。 
5. 使用塑膠吸管(湯匙端)在量杯中加入五匙的小蘇打。 
6. 倒數計時(10,9,8…)數到零時，將量杯中的物質倒入火山口。 
7. 觀察火山接下來產生的變化吧! 

 
實驗遊戲重點解說: 
在這個實驗中觀察到的噴發屬於化學反應中的酸鹼反應，醋屬於酸，而小蘇打屬於鹼，當酸鹼混和
在一起時則會產生化學反應，並產生鹽、水、以及二氧化碳氣體。而實驗中加入的麵粉則是幫助形
成較易觀察的模擬熔岩流! 
 

實驗 3: 試試另一種火山爆發 p.20 

你會需要: (✓代表遊戲組內附器材) 

 滴管✓ 
 紅色食用染色劑✓ 
 塑膠吸管✓ 
 實驗 1 製作的火山模型✓ 
 護目鏡✓ 
 木質攪拌棒✓ 
 小蘇打✓ 
 檸檬(汁) 
 麵粉 
 量杯✓ 
 水 
 深盤(湯盤) 
 杯子 
 紙巾 
步驟: 
1. 將火山模型放置於深盤中間。 
2. 使用量杯將少許檸檬汁倒入火山口。 
3. 使用滴管在火山口滴入幾滴紅色染色劑，使用塑膠吸管(湯匙端)在火山口加入一匙的白麵粉，使

用攪拌棒將火山口內溶液攪拌均勻，直到麵粉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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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紙巾將量杯擦拭乾淨，然後在量杯中用塑膠吸管(湯匙端)加入五匙的小蘇打。 
5. 倒數計時(10,9,8…)數到零時，將量杯中的物質倒入火山口。 
6. 觀察火山接下來產生的變化吧! 

 
實驗遊戲重點解說: 
本實驗產生的化學反應如同實驗 2，只是酸的部分換成了檸檬酸。 
 

實驗 4: 製作黏黏的火山熔岩流 p.21 

你會需要: (✓代表遊戲組內附器材) 

 滴管✓ 
 紅色食用染色劑✓ 
 塑膠吸管✓ 
 木質攪拌棒✓ 
 小蘇打✓ 
 實驗 1 製作的火山模型✓ 
 護目鏡✓ 
 量杯✓ 
 醋 
 洗碗精 
 深盤(湯盤) 
 
步驟: 
1. 將火山模型放置於深盤中間。 
2. 使用量杯將醋倒入火山口。 
3. 使用滴管在火山口滴入幾滴紅色染色劑，使用攪拌棒將火山口內溶液攪拌均勻。 
4. 使用塑膠吸管(湯匙端)在火山口加入三匙的洗碗精，輕輕的攪拌不要讓洗碗精產生泡沫。 
5. 在量杯中用塑膠吸管(湯匙端)加入五匙的小蘇打。 
6. 倒數計時(10,9,8…)數到零時，將量杯中的物質倒入火山口。 
7. 觀察火山接下來產生的變化吧! 
 
實驗遊戲重點解說: 
本實驗中的噴發也是如同先前實驗的化學反應釋出二氧化碳氣體所造成，而在實驗中加入的洗碗精
則是幫助讓模擬的熔岩流更加地黏稠! 
 

實驗 5: 製作更快速的火山噴發 p.22 

你會需要: (✓代表遊戲組內附器材) 

 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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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食用染色劑✓ 
 塑膠吸管✓ 
 木質攪拌棒✓ 
 小蘇打✓ 
 實驗 1 製作的火山模型✓ 
 護目鏡✓ 
 量杯✓ 
 醋 
 深盤(湯盤) 

 
步驟: 
1. 將火山模型放置於深盤中間。 
2. 使用量杯將醋倒入火山口。 
3. 使用滴管在火山口滴入幾滴紅色染色劑，使用攪拌棒將火山口內溶液攪拌均勻。 
4. 在量杯中用塑膠吸管(湯匙端)加入五匙的小蘇打。 
5. 倒數計時(10,9,8…)數到零時，將量杯中的物質倒入火山口。 
6. 觀察火山接下來產生的變化吧! 
 
實驗遊戲重點解說: 
同樣是酸鹼反應釋出的二氧化碳氣體所造成的火山噴發，氣體從液體中冒出而產生冒泡的現象。 
 

實驗 6: 製作水火山 p.22 

你會需要: (✓代表遊戲組內附器材) 

 小透明玻璃瓶 
 大透明玻璃容器(必須是小透明玻璃瓶的兩倍大) 
 小繩子(線繩) 
 紅色食用染色劑✓ 
 滴管✓ 
 剪刀 
 尺或捲尺 
 護目鏡✓ 
 
步驟: 
1. 使用尺與剪刀，剪下一條長約 30 公分的繩子。 
2. 將繩子綁住玻璃瓶的頂端開口，作為提繩。 
3. 將大玻璃容器注入 2/3 滿的冷水。 
4. 請成人協助在小玻璃瓶內注入全滿的熱水。 
5. 使用滴管在小玻璃瓶內滴入幾滴紅色染色劑。 
7. 用手拿著玻璃瓶上的提繩，將玻璃瓶慢慢放入注滿冷水的玻璃容器中，保持玻璃瓶垂直，觀察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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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瓶接下來產生的變化吧! 
 

實驗遊戲重點解說: 
在此實驗可以觀察到，小玻璃瓶放入冷水中後，瓶中的熱水溢出，如同高溫的岩漿從火山噴出。水
在加熱後會擴張佔據更多的空間，因此熱水的密度較冷水低。 
 

實驗 7: 製作小噴泉 p.24 

你會需要: (✓代表遊戲組內附器材) 

 冰氣泡水 
 小塑膠瓶 
 大塑膠瓶 
 剪刀 
 吸管 
 一塊黏土 
 溫水 
 護目鏡✓ 
 
步驟: 
1. 請大人幫忙將大塑膠瓶的瓶身剪成一半，下半部的瓶身當作容器。 
2. 請大人幫忙將小塑膠瓶的瓶蓋用剪刀戳一個洞，洞口必須是圓型的。 
3. 將吸管插入瓶帶上的圓洞。 
4. 用黏土將吸管與瓶蓋圓洞的周圍封住。 
5. 在小塑膠瓶內注滿冰的氣泡水後，蓋上插著吸管的瓶蓋。 
6. 請大人幫忙將剛剛剪下一半的大塑膠瓶放在廚房水槽中，注入熱水。 
7. 小心地將裝有冰氣泡水的小塑膠瓶放入熱水容器中。 
8. 觀察小塑膠瓶的吸管接下來產生的變化吧! 
 
實驗遊戲重點解說: 
當地面的冷水透過洞穴向地底下流，遇上地底未冷卻的岩漿，冷水就會逐漸變熱，並沸騰產生水蒸
氣以及巨大的壓力。有時候洞穴的開口比較狹小，熱水產生的壓力，透過狹小的開口往上衝，因此
形成了噴泉。此實驗中的水瓶代表了地表洞穴，吸管則模擬了那狹小的開口通道，氣泡水代表著地
表上的冷水，而容器中的熱水則代表了岩漿。 
 

實驗 8: 製作更強的噴泉 p.26 

你會需要: (✓代表遊戲組內附器材) 

 大塑膠瓶裝的可樂(健怡可樂尤佳) 
 一條曼陀珠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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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 
 護目鏡✓ 
 
步驟: 
1. 將大瓶可樂放置在平穩的表面。 
2. 將曼陀珠糖果包裝拆開，用一張紙將整條曼陀珠糖果整齊排列好後捲起來，用大拇指按住紙捲下

方的動口不讓糖果掉出來。 
3. 將可樂瓶蓋打開後，把紙捲對準瓶口，放開大拇指快速將所有糖果一次投入可樂瓶中。 
4. 趕緊跑開，觀察可樂產生什麼變化吧! 
 
實驗遊戲重點解說: 
可樂瓶中含有許多溶解的二氧化碳，而曼陀珠糖果看似平滑的表面上其實是凹凸不平的，如同高爾
夫球一樣有許多小孔；在投入曼陀珠後，由於成核反應讓二氧化碳氣泡會快速生成在糖果表面的小
孔上，大量的氣泡生成溢出瓶外造就了可樂噴泉! 同時，曼托珠糖果上的表面活性劑也會降低可樂的
表面張力，讓二氧化碳造成的氣泡更容易溢出! 
 

實驗 9: 認識地球的結構 p.26 

你會需要: (✓代表遊戲組內附器材) 

 透明高杯 
 水 
 沙拉油 
 蜂蜜 
 大湯匙 
 
步驟: 
1. 在杯子中加入三大湯匙的沙拉油。 
2. 在杯子中再加入三大湯匙的蜂蜜。 
3. 最後在杯中加入三大湯匙的水。 
4. 觀察杯子內的變化吧! 
 
實驗遊戲重點解說: 
觀察三種溶液加入杯中，即便改變倒入的順序，三種溶液不會混和在一起。還記得實驗六所提到的
密度嗎? 這是由於三種溶液彼此擁有不同的密度。地球的構造跟這個實驗呈現的結果很相似。有些
材質像是金屬跟鎳由於密度較高，它們會移動到地球的中心處，如同實驗中的蜂蜜跑到杯子的最底
層；而密度較低的物質，如同實驗中的油浮在杯子的最上層，則是跑到地球的最外層形成地殼；而
中密度物質則構成地球構造中地函的位置，如同實驗中處在中間層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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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 10: 做個小地球:認識地球內部構造 p.28 

你會需要: (✓代表遊戲組內附器材) 

 三種不同顏色的黏土 
 牙籤數根 
 紙膠帶 
 刀子 
 擀麵棍✓ 
 砧板 
 筆 
 
步驟: 
1. 選定一種顏色的黏土，用手捏成一個球體代表地球的核心。 
2. 用擀麵棍將第二個顏色的黏土擀平，記得不要擀的太薄。 
3. 將擀平的黏土包住步驟 1 做成的球形地核，這層黏土代表地球的地函。 
4. 重複步驟 2 跟 3，將第三種顏色的黏土擀稍微薄一點，包在最外層，而這層黏土就代表地球的地

殼。 
5. 請大人幫忙用刀子將組裝好的地球黏土切除 1/4，方便觀察裡面三層不同顏色的黏土。 
6. 用紙膠帶以及牙籤，做成三個小標示旗，分別寫上地核、地函、地殼。 
7. 將三支旗子依序，插在做好地球黏土模型上。 
 
實驗遊戲重點解說: 
製造出簡單的地球內部構造並且淸楚標示出地核、地函、地殼的位置! 
 

實驗 11: 認識地球大氣層如何形成 p.30 

你會需要: (✓代表遊戲組內附器材) 

 小塑膠瓶 
 塑膠吸管✓ 
 氣球 
 漏斗(可用紙捲成錐狀) 
 醋 
 小蘇打✓ 
 量杯✓ 
 護目鏡✓ 
 
步驟: 
1. 在量杯內倒入 100ml 的醋。 
2. 將 100ml 的醋倒入小塑膠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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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用塑膠吸管(湯匙頭)以及漏斗在氣球中倒入四匙的小蘇打。 
4. 將氣球套上小塑膠瓶的瓶口，注意先不要將氣球內的小蘇打粉倒入瓶中。 
5. 將套上的氣球直立，讓氣球內的小蘇打粉倒入瓶中。。 
6. 觀察接下來的變化吧! 
 
實驗遊戲重點解說: 
如同先前實驗，當醋與小蘇打混和後發生酸鹼反應產生二氧化碳氣體，氣體往上升因此使氣球膨脹
變大。此實驗模擬了地球大氣層的形成。當地球上有許多火山活動發生的時候，產生大量的氣體以
及煙霧，向上聚集累積成原始的大氣層，如同在實驗中氣球內的氣體! 
 

實驗 12: 認識氣球上板塊的形成 P.31 

你會需要: (✓代表遊戲組內附器材) 

 世界地圖或百科全書 
 塑膠管(約一公尺長) 
 大水盆 
 發泡板(或保麗龍板) 
 筆刀 
 馬克筆 
 
步驟: 
1. 利用世界地圖上各洲的圖樣，在發泡板上描繪出非洲跟南美洲的形狀。 
2. 請大人用筆刀將剛剛繪製的兩塊板塊切割下來。 
3. 試試看將兩塊板塊拼湊起來，像不像兩塊拼圖呢? 
4. 在大水盆中注入水，並將兩塊板塊放入水中。 
5. 將塑膠管一端沉入水中，另一端用嘴包開始慢慢吹氣。 
6. 觀察接下來的變化吧! 
 
實驗遊戲重點解說: 
現在我們認識的各大洲其實是板塊分離運動的產物，它們都來自於同一塊大板塊稱作盤古大陸，因
次在此實驗中你可以發現非洲的西海岸可以與南美洲的東海岸拼合起來。而用塑膠管在水下吹氣則
是模擬了地殼底下的對流使得盤古大陸分裂後漂浮移動。 
 

實驗 13: 認識山的構造與造山活動 p.19 

你會需要: (✓代表遊戲組內附器材) 

 四塊不同顏色的黏土 
 擀麵棍✓ 
 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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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 在砧板上將不同的顏色的黏土各自擀平，每一種顏色都塑形成一個正方形。 
2. 將四塊黏土堆疊在一起。 
3. 雙手抓住堆疊後的大塊黏土兩側，向黏土中間推擠。 
4. 觀察黏土塊接下來的變化吧! 
 
實驗遊戲重點解說: 
多數高山都是來源自於地殼的皺脊，此實驗模擬了高山是如何形成。當地底的兩塊板塊碰撞後使得
中間地面隆起，擠壓地層而產生皺摺，而隆起的部分則形成高山! 
 

實驗 14: 考古挖掘暴龍與三角龍 p.32 

你會需要: (✓代表遊戲組內附器材) 

 化石塊✓ 
 挖掘刷✓ 
 報紙或紙巾 
 量杯✓ 
 護目鏡✓ 
 
 
步驟: 
準備工作: 
1. 找一個大桌面。 
2. 將不需要用到的東西先移開。 
3. 把等等要用到化石塊放在報紙或紙巾上。 
4. 身體不要太靠近化石塊，避免等等挖掘過程產生的塵土跑到身上或是眼睛裡。建議戴上護目鏡以

及穿著圍裙或不要的衣服來進行遊戲。 
 
(提醒:等一下挖掘過程中產生的碎石膏塊請蒐集起來不要丟掉喔! 這些碎石膏快在下一個實驗還會用
到!) 
 
開始挖掘: 
1. 取用一根挖掘刷 
2. 觀察挖掘刷兩端有不同造型:一端是刷子，而另一端則是鑿子。 
3. 開始嘗試用鑿子端輕輕地挖開化石塊。 
4. 用鑿子加壓在化石塊上使得化石塊開始分裂。 
5. 將化石塊上的塵土用刷子端稍微淸理一下。 
6. 當化石塊中的恐龍顯露出來時，繼續小心地挖掘不要傷到恐龍! 
7. 挖出恐龍後，用刷毛將恐龍上的塵土淸理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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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完成! 你可以分辨得出來這是甚麼恐龍嗎? 
 
實驗遊戲重點解說: 
這個遊戲模擬了考古學家如何發現與挖掘化石。化石是動物或植物的遺體或是遺跡(例如腳印)被沉積
物(如碎石、泥沙、土等混和物)覆蓋後形成，通常存在於沉積岩中。 
 

實驗 15: 製作化石塊 p.35 

你會需要: (✓代表遊戲組內附器材) 

 從實驗 14 蒐集到剩下的碎石膏塊與粉 
 化石塊塑膠模子✓ 
 恐龍模型✓ 
 石膏✓ 
 塑膠吸管✓ 
 量杯✓ 
 攪拌棒✓ 
 護目鏡✓ 
 水 
 
步驟: 
1. 將遊戲組內附的石膏粉倒入一半於量杯中(約量杯的 1/3)，並同時加入上一個實驗剩下來的碎石膏

粉塊。 
2. 在量杯中加入水，直到石膏粉開始軟化變成液狀，用攪拌棒持續攪拌均勻，過程中如果發現石膏

開始變得有點硬化，再加入一些水。 
3. 將杯子內的液狀石膏先倒入一些於塑膠模子中。 
4. 將恐龍放入塑膠模子中間。 
5. 把剩下的液狀石膏都倒入塑膠模子，直到把恐龍完全覆蓋，可以用塑膠吸管(湯匙端)將杯內到不

出來的石膏挖入模子內。 
6. 將塑膠膜與石膏靜置約兩到三天自然風乾。 
7. 等待石膏中的水分都蒸發掉後，製作化石塊完成! 
8. 你又可以再次變身為考古學家，重複實驗 14 再次挖掘恐龍! 

 
實驗遊戲重點解說: 
當動植物的遺體被沉積物質包圍覆蓋住後，就能避免被細菌分解腐敗掉，保持完成的形體而形成化
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