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第十屆「吳鄭秀玉女士黑潮獎助金」 

「海洋計畫科展類」計畫申請書 

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 高雄市立英明國中 

學校地址 高雄市 802 苓雅區英明路 147 號 

小組成員姓名、年級班別 
（組長）七年 5 班李欣恩 

（組員）七年 5 班林玠賢、七年 5 班蔡承峰 

指導教師單位與姓名 高雄市立英明國中 曾雍雯、王雅珍 

主要聯絡人姓名與手機 － 

主要聯絡人 e-mail － 

主要聯絡人戶籍地址 － 

主要聯絡人聯絡地址 － 

■申請人／團隊已詳閱「黑潮獎助金常見問題與相關規定」並同意遵守。 

 

計畫說明｜ 

一、科展主題 

「藻」亮點：利用添加澱粉的海藻酸鈣薄膜（Ooho 環保水球）包覆小球藻及藍綠藻製成

膠條，再裝入容器中堆疊為伏打電池，頂端裝設網狀蓋子，使外界氣體能

進入膠體，達到淨化空氣目的。外部則連接蓄電池及發光二極體，用以儲

存藻類光合作用時產生的電能，容器底部以寶特瓶水燈為發想，將微小的

光源利用液體折射擴張為簡便的照明設備。 

二、研究動機 

  微藻是地球上利用光合作用進行二氧化碳固定效率最高的生物，近年來成為生物法

固碳技術的首選。科技部能源國家型計畫對此頗有所成，英國研究人員亦在《能源與環

境科學》雜誌上發表生物光伏（biophotovoltaics，BPV）能源系統研發的最新進展，而在

德國則有建築師建造出全世界第一座藻類供能公寓(BIQ , DAS ALGENHAUS)，儘管因氣

候差異及外牆原物料取得問題，不一定適用於台灣．但利用藻類固碳與發電實為最新綠

能寵兒。 

  但藻類反應器原理複雜，研發耗時費財，難以普及大眾，如果能將概念簡化，製成

節能文創商品，想必更容易融入生活，「藻」亮點計畫便由此而生。 

https://www.kuroshio.org.tw/upload/info_file2/6kicntx22022081017295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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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回顧 

作品名稱 
作者／出處 

／年份 
內容概述 

「混」是「膜」

王─探討海藻酸

鈉及澱粉混和薄

膜的特性 

中華民國第 59 

屆中小學科學展

覽會 

研究發現支鏈澱粉含量多所組成的薄膜，黏性高、易

破、厚度最薄；添加澱粉量愈多的薄膜愈硬脆，若提

高海藻酸鈉濃度可使膜較為平整柔軟；與氯化鈣交聯

成膜則會使薄膜厚度增加、面積縮小；添加澱粉的海

藻酸鈣薄膜吸水率提高，3%糯米粉乾粉混合膜的吸

水率達 99%最高，薄膜乾燥前期的含水率下降速率

較快，將此薄膜重複吸水，第一次吸水量最高，之後

的吸水量減低且往復吸水、乾燥的速率提高。 

不「球」「滲」

「解」 

中華民國第 57 

屆中小學科學展

覽會 

▲ 將欲添加的物質加在海藻酸鈉內與加在氯化鈣內

的差別： 

1. 加在海藻酸鈉內相較於加在氯化鈣，在膠球或膠

條內物質的含量較多，但會影響到形成膠球的能

力，且不是所有的物質都能使用此方法。 

2. 加在氯化鈣內雖然影響形成膠球或膠條的能力不

大，但由於物質並不是一開始就混在海藻酸鈉

內，所以形成膠球或膠條後，含有的物質會比較

少，使用此方法並沒有物質的限制，只要可配製

成溶液即可。 

▲ 球膜滲透實驗：海藻酸鈉和鈣離子製成的海藻酸

鈣膜，透過實驗，觀察沉澱結果，發現不同離子

的滲透結果有所不同，但是大多數離子皆能滲

透，證明此膜對離子沒有嚴格的選擇性。 

▲ 製作膠球或膠條部分： 

1. 無論濃度或鈣來源為何，其所形成的膠條膜厚皆

會隨著時間增加而有變厚的趨勢。若要有較厚的

膜，氯化鈣濃度選擇 1% ~2%較適當。 

2. 製作海藻酸鈣膠球時，欲與海藻酸鈉反應的溶液

密度需比海藻酸鈉小，否則海藻酸鈉只會浮在溶

液的表面，無法成球，但製作膠條時則反之，如

果溶液密度較小，則需用手拉動才會成條，使用

密度較大的溶液，海藻酸鈉便會自動浮出液面形

成條狀。 

小球藻培養與固

定化探討 

何志豪等 5 人  

103.12.16 

修 平 科 技 大 學 

能源與材料科技

系實務專題論文 

調整海藻酸鈉（SA）濃度由 3%至 4.5%，改變小球藻

量由 37m 至 50ml。綜合比較第三個月之培養 5 天後

OD 值，發現增加海藻酸鈉（SA）量與小球藻量，可

提高固定化小球藻長期保存效果。因增多 SA 量提高

吸濕功用，雖小球藻量增加，但小球藻內水份不易蒸

發，因此小球藻在海藻酸鈉（SA）的包裹下，提高

長期保存效果。 

這“膜”厲害~

探討海藻酸鈉水

球保存及包覆的

中華民國第 59 

屆中小學科學展

覽會 

本文提供了簡便的空心膠球製作方法。保存水球的最

佳溫度是 30℃，酸或中性的環境比鹼性好。水球膜

可讓分子量為 10000 以下的分子通過球膜。無論是

否有球膜保護，最佳的保存溫度皆為 4°C~45°C，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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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特性~ 減少最少，其中在 15°C 時，水量都無減少，是最佳

的保存溫度。 

藻出能源，發電

我最行─探討影

響藻類電池發電

效率之影響 

中華民國第 53 

屆中小學科學展

覽會 

從研究結果發現製作藻類電池時，以藍綠藻與小球藻

的組合為最佳，其中藍綠藻擔任負極，而小球藻擔任

正極。藻類電池在光照強的環境，有較佳的發電效

率，而且添加營養劑在藻類電池中，不僅可以提高發

電率並可以延長藻類的生命。在不同色光的照射中，

藍光與紅光對於刺激藻類電池發電效率最佳；綠光則

是最差。藻類電池也可以進行串聯，藉此提高電壓與

電功率。 

小球藻於煙道氣

最適生長條件之

探討 

彭慶仁 

103 年 6 月 

國立臺中教育大

學科學應用與推

廣學系環境教育

及管理碩士論文 

批次培養下，最適合小球藻生長的碳源是 CO2，當 

CO2 濃度為 15%，小球藻有最佳平均生長速率，為 

25.5mg/L/day；其次是 NaHCO3，當濃度為 40mmol

小球藻有最佳平均生長速率，為 13.1mg/L/day；而 

Na2CO3 為最差，當濃度為 40mmol 小球藻有最佳平

均生長速率，為 11.5mg/L/day。早晚曝氣兩次的小球

藻可以忍受到 35%的 CO2，pH 6 為小球藻最適合生

長環境；高於或低於此 pH 生長量與速率會逐漸減

少，pH 4 和 9 開始受到抑制。25℃為小球藻最適合

生長環境，當溫度上升或降低，生長速率逐漸減少，

15 和 35℃受到抑制。小球藻全天日照有最大產量和

平均速率均為最佳，但就單位時間照光之小球藻產率

(mg/L/day/照光時間)以 12 小時照光，有最高產率，

也最符合經濟價值。當 pH 6 時小球藻可以忍受 50 

mmol Na2CO3，pH 5 時可以忍受 20mmol Na2CO3，pH 

4 時只能忍受 10mmol Na2CO3。 

小球藻之連續曝氣培養，最適 pH、溫度、光照比例

結果都與批次相同，可以忍受到 30%的 CO2，較早

晚兩次曝氣低；生長速率以 CO2 為 15%時，小球藻

有最佳平均生長速率，為 31.4mg/L/day。當 pH 6 時小

球藻可以忍受 40mmol Na2CO3，其忍受度稍低於早晚

兩次曝氣試驗。 

微藻類固碳工程 

闕壯群   

科學發展  2009

年 1 月，433 期 

光合作用利用二氧化碳、水和太陽能來合成有機物。

二氧化碳是微藻類進行同化作用中最重要的無機碳

來源，理論上每公斤二氧化碳約可長出 0.57 公斤的

藍綠藻，並放出 0.73 公斤的氧氣，顯示微細藻類有

很高的二氧化碳利用能力。 

微藻大利用  固

碳、生質能源齊

步走 

環境資訊中心電

子報 

2016 年 7 月 21 日 

實習編輯陳怡心

整理報導 

國際間將微藻生質能源利用視為中長程的再生能源

技術，以 1 公斤微藻可吸取 1.83 公斤二氧化碳的高

固碳效率，加上生長快速、含油脂量高、可生產高價

值生技產品等優勢，工研院將「碳循環再利用生物合

成平台」列為台灣減碳的重要項目。 

目前工研院與台泥已成功建立由水泥廠回收二氧化

碳再利用的合作機制，共同促進產業轉型與升級，未

來將以微藻生質能源與固碳技術協助台泥擴大產

能，並跨足生技產業中抗氧化的蝦紅素開發，完成循

環經濟的產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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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光」入室 

 －探究影響寶

特瓶燈泡照明表

現的各種因素 

中華民國第 54 

屆中小學科學展

覽會 

以保鮮膜代替寶特瓶蓋，會增強天花板上方寶特瓶接

收光線的效果，使得室內空間照度值提高，更能讓達

到最低環境照度(30Lux)的範圍增大。 

有顏色的寶特瓶身會降低室內空間的照度，會縮短達

到最低環境照度(30Lux)的範圍，最有趣的是可以改

變空間的色彩。 

寶特瓶瓶身頂部及瓶底不同曲度，能營造出聚光或散

光效果。 

想要有舒適的照明，瓶身需和地面、燈源保持良好的

距離。 
 

四、研究過程與方法 

1. 藻膠條製作：參照『不「球」「滲」「解」』（吳宗錞等，第 57 屆中小學科展）一文中

海藻酸鈣膠條製作程序，配置好基礎溶液，再將小球藻或藍綠藻液與海藻酸鈉溶液均勻混

合，並置入氯化鈣溶液中使成膠條。 

2. 藻膠電池組裝：以藍綠藻膠條擔任負極，小球藻膠條擔任正極互相堆疊於透明容器中，頂

部以細目網紗覆蓋，使外界空氣能進入藻膠電池中。堆疊數量視實際測得之電壓修正，若

電壓太弱，可考慮輔以鋁、鋅金屬片增加產電。藻膠電池測試可行後再連接蓄電池及發光

二極體，並進行相關測試。 

3. 藻膠條光合作用效率測試：將藻膠電池置於密閉透明盒中，通入二氧化碳，再以二氧化碳

偵測儀器量測濃度變化。 

4. 寶特瓶水燈測試：參照『引「光」入室－探究影響寶特瓶燈泡照明表現的各種因素』（羅

珮綺等，第 54 屆中小學科展）一文中實驗結果，調整適合本研究的瓶身外型與底部發光

二極體裝設方式。水燈內部液體則參考菲律賓的「A Liter of Light」計畫，添加適量漂白

水避免發霉，以期延長使用年限。 

5. 藻亮點組裝：將測試完畢的藻膠電池與寶特瓶水燈組合如下圖，並做最後檢驗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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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尚屬構思階段，未有實際測試數據，希望能順利點亮「亮點」。 

六、本科展結果將如何應用於海洋保育 

    微藻雖小，卻蘊含綠能新契機，期待我們的研究能將藻類反應器化繁為簡，讓普羅

大眾認識此一新興能源。 

七、預計發表管道／平台 

高雄市第 63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第五屆學校環境教育實作競賽 

八、預定完成期程 

112 年 6 月 

九、經費預算（若有其他經費來源，請註明） 

項目 金額 說明 

小球藻 5000 來源：BCRC 生物資源保存及研究中心。 

藍綠藻 5000 來源：BCRC 生物資源保存及研究中心。 

實驗儀器 5000 二氧化碳偵測儀、氧氣偵測儀。 

實驗器材 5000 藥品、金屬片、容器、發光二極體、電線、蓄電池等物品。 

雜支 1000 印刷、文具等。 

總計 21000 元（各項彼此可勻支） 
 

十、附件 

（一） 本團隊成員過去之研究成績實例（請列出成員姓名與研究成果、文獻） 

       指導老師曾雍雯研究成果： 

1. 屏東縣第 56 屆科展-化學科佳作（蕉相伏持） 

2. 屏東縣第 57 屆科展-生活與應用科學科第二名（凍曉鮮機） 

3. 屏東縣第 57 屆科展-地球科學科最佳創意獎（基防重地） 

4. 屏東縣第 58 屆科展-化學科第二名、鄉土教材獎（微生物肥料對土壤發電之影

響—以菌根菌為例） 

5. 屏東縣第 58 屆科展-化學科佳作（頑冰速速退） 

6. 屏東縣第 58 屆科展-生物科第二名（黴菌喜歡誰?） 

7. 屏東縣第 58 屆科展-生活與應用科學科（二）環保與民生第三名（在屋頂唱著

綠的歌） 

8. 屏東縣第 59 屆科展-生活與應用科學科（二）環保與民生佳作（環保永續好冰

友） 

9. 屏東縣第 59 屆科展-生活與應用科學科（二）環保與民生-佳作（果然好膠情） 

10.屏東縣第 62 屆科展-地球科學科第二名（酸性沉降與凍融循環耦合效應初探） 

11.高雄市第 62 屆科展-生物科佳作（蔬果萃取液對種子發芽率初探──以苦瓜、

青椒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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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高雄市第 62 屆科展-物理科團隊合作獎（錙「卡」必較） 

13. 2017 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國中組入選（基防重地） 

14. 2018 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國中組第三名（大「液」滅親） 

15. 2018 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國中組佳作（酷冰急凍史萊姆） 

16. 2019 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國中組入選共六組（麵圈探討、見證生

命力的顏料、傘傘惹人愛、餐桌上的"膠"客、「豆電」來作伙、史萊姆的的第二

春） 

17. 2021 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國中組入選（開封有個包酥脆） 

18. 2022 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國中組佳作（阿「甘」正傳） 

19. 2022 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國中組入選共兩件（苦苦惹人嫌？！、

酸石？酸蝕！） 

20. 2019 臺灣能潔能科技創意實作競賽-決賽入選兩件（移動式綠能牆、綠燈行不？

行！） 

21. 2021 臺灣能潔能科技創意實作競賽-決賽入選（炭化渣渣-校園烏金計畫） 

22. 2021 第二屆遠哲文創科學探究競賽-科學寫作組第三名（關於打彈珠的二三事） 

23. 2021 第二屆遠哲文創科學探究競賽-科學漫畫組佳作（「餾」之大吉） 

2. 推薦函（請依照下頁格式附上） 

 

 

「海洋計畫科展」推薦函 

 

一、指導教師姓名（請教師親簽）：  

二、指導教師服務單位與職稱：高雄市立英明國中設備組長 

三、被推薦人研究能力與本海洋科展之特色： 

    本組學生為國中一年級新生，堪稱「科研小白」，但對探索新知極其熱情，尋找主

題及文獻過程儘管懵懂、時常碰壁，仍抱持樂觀積極態度，希望基金會能惠予機會，讓

孩子們有更充裕經費完成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