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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活動單元結合物理科學中的張力與生物科學中的頭髮構造，以實際測量操作

方式設計，分成兩大部份、總共 13 項的系列活動單元。引導民眾認識學習物

理力學中的張力、載重、頭髮直徑厚度、微觀長度單位的認識與頭髮的顯微觀

察，並提供實際操作的環境，利用科學儀器，鼓勵民眾實際參與學習。另外也

和民間企業合作，利用上述所得數據規劃演練，以橫切面 32 萬根頭髮，吊起

重達 7.8 公噸的物品及多位見證人，申辦創新挑戰金氏世界紀錄。 

關鍵字:頭髮張力、載重、頭髮直徑厚度、科學教育、自主教育 

一、緒論 

在科學教育中，數學與物理常是一般民眾認為難以接近的學門，也是一般莘莘

學子 感頭痛的科目。學校提供的是制式教育，也就是學理觀念的覆誦教學，

其趣味性與生活化難免不足。因此，屬於非制式教學的博物館就成為理論與生

活間銜接的橋樑。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的展出內容均以科學為主，尤其是物

理、機械相關等主題，因此對於推廣物理科學教育，並將它融入一般民眾的生

活中，應是責無旁貸。適逢 年底國人發生頭髮捲入電扶梯中，造成頭皮掀起

的意外，因此引發此活動設計的構想。利用問題：「若頭髮捲入電扶梯中，為

何是頭皮掀起而非頭髮扯斷？」激發民眾的好奇，進而將物理科學中的張力、

載重，暨生物科學中頭髮的微觀構造，配合個人切身生理組織中的頭髮，提供

民眾一個生活化的探索主題，達到實作學習與寓教於樂的目的，並落實休閒與

教育之間的結合。 

二、 文獻探討 

19 世紀赫伯特‧史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提出科學教育的觀念，

以科學來決定學科價值的高下。他認為對生存有關的學科知識是 重要的，而

許多人類的活動如保健的活動、謀生活動、休閒活動等都需要科學知識。因此，

科學知識的價值 高。對於科學教育，史賓塞也提出了「興趣教育，快樂教育」

的教育理念，成為科學教育基本特徵，和中國人所謂寓教於樂的觀念不謀而

合。他強調應培養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性，引導學習者自己進行探討和推論。

就科學方面而言，激起學習者的興趣，進而主動探索、得到答案，應符合其理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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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賓塞提出的教育思想歸納起來有三點：(一)提倡科學教育，反對古典主義教

育。(二)提倡自主教育，反對灌輸式教育。(三)提倡快樂和興趣教育，反對忽

略身心發展的教育方式(晨曦，2004)。他認為人類完全是從自我教育中取得進

步，也就是說四周的人應儘量減少干預，讓學習者自行探索。科學教育就是要

培養一個人的獨立思考、分析謬誤的能力，因此，可以訓練學習者的獨立性與

自信心。 

著名教育家杜威(Dewey. J.，1859─1952)亦有類似的理論。他認為從做事裡求得

的學問要比僅靠聽得來的學問好得多；校外生活經驗也應該能和學校教材相關

聯，並且要配合「從做中來學」、「從經驗中學」、「從解決問題中學」，就

是一種「在實踐中學習」(Learning by Doing)。因此，簡而言之，其核心概念就

是「經驗」，並且在經驗中杜威還加入了「實驗」的意涵 (林秀珍，2006)。 

史賓塞與杜威不約而同都指出了實際操作的重要性：在實作中學習，要比課堂

上理論的覆誦具有更佳的效果。 

美國自 50 年代以來，科學教育廣受注目。其時因國際局勢與政治奧援，物理

科學蓬勃發展。美國的原子彈之父羅伯特·奧本海默所主持的「曼哈頓計劃」

帶領美國物理的躍進，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甚鉅；其後其弟佛朗克·奧本海默

更成為推廣科技博物館，提出探究式科學教育思想的提倡者。因此科技博物館

在教育上形成重要的環節其來已久。 

透過教育來提升國民的科學素養一直是各國政府努力的目標之一。但是由於科

學的專業性，造成與一般民眾之間的鴻溝日深，物理科學尤其如此。因此針對

民眾推廣物理科學教育的工作就日形重要。學校、研究機關等學術機構所提供

的制式教育方法中，艱澀的理論與詰屈聱牙的科學語言無形中加深物理學的不

可近性。相較之下非制式教育的方式頗為可行。所謂非制式教育是代表學校以

外的教育體制，就是實施教育時並不一定限於固定場所、師資與內容。若能加

入趣味的因素，激起參與者的學習，將可填補位於理論與生活之間的隔閡。 

英國博物館教育者 Beaumont(1960) 曾指出，博物館可提供民眾超越一般空間

的「五度空間中的教育」。博物館的教育方式即為非制式教育(黃嘉郁，2000)，
並且亦屬於多元化、可以將經驗延伸的一種學習環境。除了讓學習者擁有互動

模式，並能自其中激發興趣、促進主動探索的功能(洪楚源，2002；張美珍，

2003)。在現代社會對科學教育的需求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博物館能夠輔助學校

教育，提供不再枯燥的學習方式(于瑞珍，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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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獻髮力無邊科教活動 

結合史賓塞、杜威的理論，利用現今世界均極重視的博物館展示性教學，利用

參觀活動單的設計(張美珍，2003)，將物理科學以生活化方式展現，使得原本

讓民眾視為畏途的枯燥物理學名詞，以較友善的另一種面目呈現。所借用的主

角就是頭髮：它也是男女都十分在意的身體構造之ㄧ。本活動涵蓋的內容包括

(1)物理科學：張力與載重的認識。(2)生物組織學：角質的微觀構造。(3)自

我瞭解：髮質、髮型與掉髮程度。(4)實際探索:張力測量、拉力測量、髮徑測

量與解剖顯微鏡的觀察。(5)自我與外在情感的關照：秀髮飄飄，情侶共乘。

其學習架構如圖一。 

 

四、 學習活動單的設計－內容與說明 

學習活動單共分兩大部分(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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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民眾基礎資料與頭髮特徵調查，包括七項，分別為性別、年齡、洗

髮頻率、髮質、髮型、實驗髮色與掉髮傾向。此部分由民眾主觀填答。 

第二部分：六項活動單元，分別為張力測量、護髮指南、頭髮微觀、髮徑測量、

頭髮載重與秀髮飄飄。每項分成四個欄位，依序為：「想一想」、「圖示」、

「操作紀錄」與「過關蓋章」欄。每項的「想一想」中會提出一個相關的問題，

並在「圖示」中顯示與該項相關的操作儀器。而「操作紀錄」則依各項不同分

別有一至四題，讓民眾在實際觀查、操作或測量後填入。 

五、 民眾可以學習到什麼 

瞭解自己的頭髮特質： 

除了省思個人頭髮的種種生理特質，並能經由問題覺察一般可能未加留意的生

物特徵，如洗髮頻率、掉髮傾向等，增加對於自己身體的關心與認識。 

科學內涵的學習與體驗： 

1. 張力測量－物理學上，繩子承載所施予的重量不會斷裂時即為繩的張

力；而 大張力是指持續施予繩子不斷增加之重量，當繩子瞬間斷裂時，

所施予的重量就是該繩的 大張力。此處以頭髮取代繩子，而承重則以

拉力計測量。物質的張力會受到組成成分、長度、質量及粗細等因素的

影響。因此民眾可從切身的頭髮測量學習到物理力學中的張力，同時也

可發現不同的頭髮特徵也會影響其張力的大小。  

2. 護髮指南－利用外加的不同化學物質，可以在頭髮角質層外再形成一層

保護膜，除了阻止水分的過度喪失，本身亦可能具有保溼作用。常見的

護法方式有塗抹蛋白、醋、啤酒、檸檬等。  

3. 髮微觀－利用解剖顯微鏡將頭髮放大數十倍，因此民眾能清楚地觀察其

外觀，也就是角質層的排列。光滑頭髮的角質層極平整，有如覆蓋整齊

緊密的魚鱗片；但是粗糙分叉的頭髮，其角質層就會有外翻翹突的情況。  

4. 髮徑測量－從髮徑的測量，民眾可以接觸到平時很少觸及的微小長度單

位。經由實際的操作應可認知到頭髮的粗細是以微米為單位。此外，在

學習單上亦列出毫米、微米與奈米的代換關係。  

5. 頭髮載重－這個有趣的實驗推算不僅與前述測量張力問題銜接，進而亦

衍生出頭髮的特質－高載重性。民眾利用簡單的計算可以發現頭髮張力

與其載重有正比關係；也就回答了該項「想一想」的問題：為什麼頭髮

捲入電扶梯內是頭皮被掀掉，而非斷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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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秀髮飄飄－此一柔性的活動提供關照民眾內心與頭髮相關的感情世界。

年輕與成年的民眾更易觸及往日情懷，在知性之餘，為此活動劃下一個

感性的句點。  

儀器操作與推理比對 

民眾除了學習到科學的名詞、意涵，更能藉著活動單元中的實際操作，接觸平

時距離遙遠的科學器具，包括張力計、顯微鏡、測量儀與滑輪組等，讓一般物

理科學與生物科學中常用的儀器能更貼近民眾，縮短之間的鴻溝。 

六、 參與的民眾基礎資料與頭髮性質分析 

「髮力無邊」科普教育活動分別於 2006 年 3 月 12 日、18 日、19 日、25 日、

26 日及 4 月 1 日、2 日、8 日、9 日、22 日、23 日、29 日及 30 日於台灣高雄

市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內舉辦，全部參與並填答的民眾人數總共計 2234 人，

依據性別、洗髮頻率、髮質、掉髮傾向、髮型與頭髮微觀進行分析。因為有少

部份活動學習單上資料有缺填情形發生，因此各項目中的有效總樣本數會有差

異。參與民眾中女性(64.9%)比男性多、民眾洗髮頻率以一天一次(35.6%)與二

天一次(43.6%) 多、多數民眾的髮質為中性(63.4%)而乾性(16.5%)與油性

(20.1%)比率相近、有掉髮傾向的民眾為 10.9%、人工捲燙髮的人約有 11.9%。

就頭髮微觀結果顯示，極多數的民眾頭髮微觀都為光鮮亮麗(96.4%)，僅少數

有分叉(1.1%)與粗糙不平(2.4%)的情形(表一)。 

表一 參加「髮力無邊」科普教育活動民眾的基本資料 

項目 類別 人數 % 項目 類別 人數 % 
 
性別 

男 
女 
總和 

752 
1390 
2142 

35.1
64.9

100.0

 
掉髮傾向 

是 
否 
總和 

232 
1892 
2124 

10.9 
89.1 

100.0 

 
 
洗髮頻率 

一天 
二天 
三天 
四天以上 
總和 

782 
958 
368 
87 

2195 

35.6
43.6
16.8
4.0

100.0

 
 
髮質 

 
乾性 
中性 

 
359 

1376 
16.5
63.4

 
 
 
 
護髮指南使

用過的方法 

 
茶水 
啤酒 
蛋白 
陳醋 
檸檬 
無 
其他 
總和 

 
12 
13 

209 
19 
20 

1734 
22 

2029 

 
.6 
.6 

10.3 
.9 

1.0 
85.5 
1.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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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性 
總和 

436 
2171 

20.1
100.0

 
 
頭髮微觀 

 
光鮮亮麗 
粗糙不平 
分叉 
總和 

 
1697 

43 
20 

1760 

 
96.4 
2.4 
1.1 

100.0 

 
 
髮型 

 
直髮 
自然捲髮 
人工燙髮 
總和 

 
1479 
460 
263 

2202 

67.2
20.9
11.9

100.0
 
 
 
 
實驗髮色 

 
 
黑髮 
白髮 
染色 
棕色 
黑白各半 
總和 

 
 

1766 
20 

201 
110 
39 

2136 

82.7
.9

9.4
5.1
1.8

100.0

 
 
 
 
 
年齡組別 

≤ 10歲 
11~20歲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61~70歲 
≥ 71歲 

總和 

874 
377 
136 
451 
176 
48 
26 
9 

2097 

41.7 
18.0 
6.5 

21.5 
8.4 
2.3 
1.2 
.4 

100.0 

七、 頭髮張力與承重的測量 

測量教學設計  

將設計後的活動學習單發給參與的民眾，請他們先行填入第一部份的個人資料

後，再依館內規劃的第二部份內容，實際觀察、測量與操作。每作完一項可以

加蓋證明章，全部項目均蓋有認證章者，可參加抽獎，抽中者可獲贈一份禮物。

現場並有專員解說，以便隨時為民眾的疑問提供解答，並宣導未來的相關活

動，歡迎民眾隨時參與。 

創意教學內容介紹 

由國科會委託研究計畫，計畫內容為推廣力學科普教育，2006 年 3 月 12 日至

4 月 30 日的每個週末假日上午 9:30-12:00、下午 14:00-16:30，舉辦「髮力無

邊～力學科普教育推廣活動」，搭配既定推廣力學基礎教育科教活動，辦理系

列活動。 

進行方式 

1. 包含髮徑量測、張力量測、伸長量測量、護髮指南、頭髮載重及頭髮微

觀等「動手做」活動。  

2. 2006 年 4 月 8 日並配合舉辦一場「SHOW 飄飄創意髮型走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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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6 年 4 月 8 日、9 日、22 日、23 日、29 日、30 日共舉辦 6 場「 近

不要剪頭髮～頭髮義剪活動」，邀請高雄市樹德家商美容科美髮組師生

為到館民眾剪去頂上萬根煩惱絲，除了免費義剪，還可為民眾設計髮型。  

測量結果 

分析參與活動民眾的各項測量數據，如表二所示。頭髮厚度係指頭髮之直徑，

頭髮載重根數則是依照民眾試驗之頭髮其拉力，計算可拉起民眾本人所需要的

頭髮根數(體重 kgw 1000/頭髮張力)。表二中並對各測量項目計算平均值之 95%

信賴區間。以頭髮可承受張力為例，有效樣本數為 2222 人，頭髮樣本平均可

承受張力為 54.23 公克，頭髮樣本可承受張力標準差為 31.288 公克，有 95%

之信心估計頭髮真正平均可承受張力約在 52.93~55.54 公克之間；另外頭髮受

外力拉動時，頭髮長度會逐漸變長，其形變伸長量與原始頭髮取樣之長度有

關，平均而言，約可長 2.34 公分(標準差 1.605 公分)。 

表二 參加「髮力無邊」科普教育活動民眾的頭髮資料分析 

分析項目  樣本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值  

95%信賴區間 

可承受張力(gw) 2222 54.23 31.288 ( 52.93 , 55.54 ) 

頭髮厚度(μm) 2217 69.66 15.542  ( 69.02 , 70.31 ) 

頭髮載重根數(註) 1991 1157.71 1179.425 ( 1105.48, 1209.94 )

伸長量(cm) 2212 2.34 1.605  ( 2.27, 2.40 ) 

註: 由於人人體重與張力不同，拉動自己所需之 低髮量也就有異，標準差因

此特別大 

八、 頭髮張力的展現—吊大象，挑戰金氏世界紀錄 

測量教學架構  

根據民眾所測得的數據，可得到國人一般頭髮載重的平均值。但是這只是一個

數字，無法讓民眾具體了解頭髮具有驚人承重的能力。要把較抽象的理論與數

據具象化，成為實際甚至可以眼見為憑的景象，在公開場所進行實驗是一個好

方法。而此實驗必須同時具備趣味性與衝擊性，若能廣受矚目則更可加深國人

的印象。因此，師法古代曹沖秤象，我們以頭髮懸吊大象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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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介紹 

頭髮接受外力拉扯時，頭髮會變長。取一根頭髮，當拉力增加時，頭髮會慢慢

的拉長，所受的外力愈大就延伸得愈長。假設原本 32 公分的頭髮，在拉力為

60 公克長度變成 43 公分時斷裂，那麼這根頭髮增加長度為 11 公分時可支撐

拉力 60 公克，為此根頭髮的形變量。每個人的形變量都不一樣，而且頭髮變

長後就無法再回覆原狀。 

一根健康的成人頭髮可以承受的重量範圍為 40 至 80 公克，約可吊起一支手

機，但經過染、燙後的頭髮受力程度較差。ㄧ個人平均的頭髮數總共約有 10

萬根，若以 50 公克計算，ㄧ個人整頭頭髮的載重力大約是 5000 公斤，相當於

4 部小轎車或 1 頭成年亞洲象的重量。應用前述的概念，我們可以估算支撐一

定重量時所需要的頭髮數目。因此假設以參加「髮力無邊」活動之民眾的樣本

平均頭髮拉力 54.23 公克來估計，10 萬根頭髮理論上拉力應至少可達到 5423

公斤，超過一頭成年亞洲象的重量，因此計畫以大象進行頭髮拉力試驗。 

進行方式 

1. 挑戰前測 

高雄市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陳正治研究員獲得頭髮加工公司贊助 60 萬根頭髮

做試驗，在 2006 年 3 月 9 日上午 10 點，利用 300 根黃種人黑髮，經過編結後

成功吊起一個 20 公斤的三歲半小朋友黃榆翔。 

2. 挑戰設計 

計畫以人髮編成髮繩，並穿在繩索中後，再與一座貨櫃基座載象平台連接來吊

起大象。台南縣頑皮世界野生動物園的亞洲象“愛麗美”已在園中飼養十多

年，性情相當溫馴，應可站在平台上作為受測的重物提供者。 

工博館共花費 25 萬元購買 160 萬根頭髮提供各項活動試驗之用，每根長約 54

公分的人髮，委請高雄市樹德家商師生，每 1000 根編織成 3 股編之小髮辮，

再利用雙套伸縮結的技術，將 5 條髮辮串長成一髮束，4 條髮束平面編織成一

大髮辮，4 條大髮辮再利用立體編織術編成一立體髮串，每 4 條髮串兩端再插

入粗尼龍繩內，即完成一條髮繩，總共完成 5 條髮繩供懸吊大象使用(照片 1)。

每 1 條髮繩橫切面平均有 6 萬 4 千根頭髮，5 條髮繩橫切面共計 32 萬根頭髮，

約為亞洲地區 3 個成年人頭髮量，但因頭髮利用雙套伸縮結技術加長，始能與

一般尼龍繩編串成髮繩，因此總頭髮耗用量高達 160 萬根，若以每根頭髮平均

可受重 50 公克計算，預計可以支撐 15 公噸物體 (邱仁武，2006)。 



 

亞太科學教育論壇，第八期，第一冊，文章十四，第一○頁(二零零七年六月)
隋安莉、陳正治、陳青浩

物理暨生物科學教育：髮力無邊－頭髮張力的測量與展現

 

 
Copyright (C) 2007 HKIEd APFSLT. Volume 8, Issue 1, Article 14 (Jun.,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照片 1   橫切面 32 萬根頭髮，總耗用量 160

萬根所編成的5條各 50公分長的髮辮穿在繩

索中。 

 

 

 

 

 

展現結果 

1.第一次測試 

2006 年 12 月 16 日，與台南縣頑皮世界野生動物園合作，挑戰金氏世界記錄。

在大象表演區，以大型吊車以鋼纜及吊繩銜接一條髮繩後，再與一座貨櫃基座

平台連接。因當日氣候不佳，風勢頗強且有細雨，為避免影響大象情緒，於是

改用與大象同重量木材，放在貨櫃基座載象平台上進行試吊。此實驗目地在於

藉由單一髮繩(約可拉動 3500 公斤重物)拉動比預期重的物體(約 6000 公斤)

時，當起重機載重表讀數達 3500 公斤左右，頭髮髮束本身並未斷裂，但頭髮

與繩子的連接鬆散滑脫所致，藉此研究如何加強頭髮與繩子的編結技術(陳逸

民，2006；康日昇，2006)。 

2.第二次測試 

2007 年 2 月 16 日再度嘗試(照片 2)「頭髮吊大象」活動，但是由於環保人士

到場抗議(盧萍珊，2007)，因此臨時改以大約等重的原木、巨石、平台和 6 位

見證人代替大象。包括台南縣蘇煥智縣長、頑皮世界野生動物園董事長徐崇

雄、王駿發及現場遊客成大研究生王安妮等 6 人站進平台內，一同體驗頭髮的

神奇力量。研究人員以 5 條各 50 公分長的髮辮穿在繩索中(照片 3)，在電子媒

體、平面媒體，以及眾多遊客見證下，於下午 1 點 35 分，用起重機吊起重達

7.8 公噸的物品及多位見證人，橫切面 32 萬根頭髮成功吊起平台，並距離地面

40 公分達一分鐘，順利成功挑戰金氏世界紀錄。主辦單位已將全程錄影申請金

氏世界紀錄(照片 4) (劉婉君，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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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  2007年 2月 15日大象愛麗

美就站進平台準備被頭髮吊起，卻

因保育團體抗議，只好臨時取消。 

 

 

 

 

  
照片 3  五條各 50 公分長的髮繩外

觀。 
照片 4  2007 年 2 月 15 日成功以 32

萬根頭髮吊起重達 7.8 公噸的重物及

見證人，離開地面 40 公分，時間超過

一分鐘，申請金氏世界紀錄。 

九、 成效評量 

活動的參與者是一般民眾，經觀察發現參與情況十分踴躍，民眾對於活動之態

度，可從其學習表情與回饋反應表現出來。其教學方式與活動過程之成效評量

紀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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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單元： 

1. 大多數民眾都認為此項活動非常有趣、活潑，不僅將艱澀的物理與生物

科學以 平易近人的方式，在實際操作中介紹給民眾，而且有實際參與

感，符合杜威的「實踐中學習」，更能將科學生活化而收寓教於樂之功

效。  

2. 現場解說員的態度十分平易近人。  

3. 因為設計的活動單各項之間環環相扣，十分具有組織性，許多理論都可

以驗證在生活上，例如：髮質與拉力，張力與頭髮捲入的意外等，可以

依照設計一一參與實作，學習的更多，跟一般自行參觀、隨性四處閒逛

不一樣。  

4. 此活動由於設計精巧、有趣又簡易，因此參加民眾的年齡層分布極廣，

由幼兒到 87 歲均可參與，的確是老少咸宜、寓教於樂。  

相關活動－挑戰金氏世界紀錄： 

1. 由於廣大電子媒體的宣導，更形增加民眾的興趣與好奇，也就激發主動

學習的動機，而「主動的學習」在好奇心的推動下， 具教育意義，也

是非制式教育一直企盼能達到的。  

2. 經由此活動，讓大家看見頭髮強大的張力，這可能是目前經由 多電子

平面媒體報導的博物館活動。  

3. 經由吊重物的活動，實際證實理論，更進而為台灣締造一個新的金氏世

界紀錄。 

十、 結論與建議 

就本活動的執行與成效而言，本文歸納出幾項結論作為參考： 

1. 在非制式教育的博物館參觀中，實作活動能彌補一般學校制式教學的不

足，此活動也是民眾休閒活動的延伸，學習與休閒結合，從學習者的觀

點而言，是 易接受且能引起學習動機的 佳方式。  

2. 本活動能提供一個多元的場所與教育機會，對已離開學校的民眾而言，

是一種成人再學習；對在學學生而言，則是提供學習時不同切入的角度。

有趣的活動可以引發學習的動機，更能為往後的活動奠定基礎，吸引更

多民眾參與。  

3. 本活動將測量方法、載重計算、觀察操作及延伸的載重內涵，設計成一

套與物理暨生物科學科教活動，濃縮在一日行的參觀行程中，因此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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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至其他博物館參觀教育。也可為一般學校提供教案與活動規劃，增

加學生對科學的興趣。  

4. 由簡單的操作驗證理論、事前縝密的規劃，進而創造世界記錄，本活動

除了激發民眾對科學的興趣，更能結合理論與實作、促進獨立探索研究、

結合教學與休閒，並且落實了史賓賽所指出教育 重要的核心價值：科

學教育、自主教育與快樂和興趣教育。  

本文建議以下兩點作為延伸研究工作：  

5. 藉由各項統計檢定技術，探究性別、年齡、髮型、髮色、洗髮頻率、掉

髮傾向、護髮習性與頭髮厚度、張力等相關分析。  

6. 進一步探討測試頭髮受力拉長後伸長量與原長之間的相關度及比例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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