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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烈歡迎！

2021“英國科學週” 5/3 – 14/3

我們在這裡一起
•探索
•學習
•享受



2021年主題：

中國古代四大發明
大家認識它們嗎？
猜一猜，答案在下一頁



今天帶大家深入了解一下：



為什麼？
•增廣見聞
•認識中國的歷史
•認識中國偉大的發明
•為身為中國人而驕傲



造
紙
術



文字相傳的歷史-1

•大約在三千五百年前的商代，中國人把文字刻在龜甲、
獸骨上，在今天我們稱為「甲骨文」。

•後來，古人還在鐘鼎、碑碣上刻文字。



文字相傳的歷史-2

石：以石為載體的文獻包括碣、碑、崖刻等，從秦朝到現代都
有應用。

竹：可用來記錄文字，廣泛應用於先秦至三國兩晉時期

帛：是古代高貴的紡織品，年代約在西元前193年，內有帛書
多卷，內容包含歷史（如《春秋》）、哲學（如《老子》）、
醫學（經絡、養生）等，是一筆珍貴的文化遺產。

最後紙張的發明使文字更廣為流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B7%E5%8F%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B2%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6%AB%E5%AD%B8


造紙術

• 相傳最初造紙，並且大力改革和推廣造紙術的人，
就是蔡倫。

• 蔡倫是一位宦官，生活在東漢和帝時代（公元 89-104）

• 人們為了紀念蔡倫的發明，便將它稱作「蔡侯紙」，由於蔡侯
紙的發明，使人類的文明往前邁進了一大步。

• 「蔡侯紙」替代了笨重的竹簡，便於統治者輕鬆地閱讀公文。



造紙術

•雖然漢代已經造紙，但它仍是竹木簡、縑帛和紙
張並用的時代，紙並未成為主流。

•然後，到了魏晉六朝，隨着造紙原料的進一步開
發，紙的品質、產量和製作技術與工具也不斷改
良，使紙張漸漸成為日常生活應用的主流。



蔡倫-造紙方法

1. 把樹皮、破布及魚網等材料剪碎。
2. 放在水裏浸軟成漿狀。
3. 用火蒸和煮。
4. 在席子上攤成薄片。
5. 放在太陽底下曬乾。
6.  製成品就是『紙』。



造紙術的影響

•造紙術的不斷進步，亦同時促進了中國的藝術發展。因為隨著
紙的質素不斷，為書法家、畫家提供了更有利的創作條件。能
夠創作出更好的作品，使得中國的藝術水平不斷提升。

•唐代初期造紙術傳入印度、巴基斯坦。唐代中葉傳入中亞。在
促進世界文明，特別是西方文明的發展上，中國造紙術的功勞
是不可抹殺的。



造紙術的影響

中國歷代以來，隨着中外
交通不斷發展，造紙術大
約在公元4-5世紀前後傳入
朝鮮，5-6世紀初經朝鮮傳
往日本。

中國

日本

朝
鮮



蔡倫-造紙方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gPG
0XzkBG8

•這是一段小短片，
請大家細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gPG0XzkBG8


印
刷
術



活字印刷術發明

• 活字印刷術是在十一世紀中期，中國北宋慶曆
年間（西元1041－1048年），由畢昇所發明。

• 這發明是世界上最早的，它比德國谷騰堡的
印刷早四百多年。



『夢溪筆談』一書中

• 記載畢昇應是名印刷的工匠，在長期的印刷工作中，
發現了雕版時最大缺點就是每印一本書都要重新雕版，
不但花費長時間，且加大了印刷的成本。

• 如果改用活字版，只需雕刻一副活字，不足或毀損之
部份則再刻製即可，活字版日後可以重複利用。日後
則不必再重新雕版一次，排版印刷將非常方便，也就
是在此構想下，畢昇發明了活字版。



活字泥版印刷的方法
1. 製造活字

首先用膠泥融合，將活字製成一個個小方塊，一個
個小方塊上刻出所需要的字體，經火燒後使其變硬
變堅固，就成了一個個的活字泥。再將製成之活字
按韻排列存放，以便排版時使用。

2. 排版

先準備一片鐵板，上鋪以松脂，蠟與紙灰的混
合材料，排好一版活字後，將鐵板加熱，使其
與松脂融合以便將全部活字粘於鐵板上，再用
平版壓下，使字面平整，待乾後活字就固定於
版上，便可開始印刷。



活字泥版印刷的方法

3. 最後在完成版面上墨，進行印製的
工作。為了節省時間增進效率，可用
兩塊鐵板，交替使用。

印完後，再將鐵板以火燃燒，將松脂
融化，取回活字放回原處，以便下次
使用。由此造字，排版，印刷之流程
而言，畢昇發明的活字版，已具完整
的工藝技術。



印刷術發展的歷史背景

• 由隨唐時代發明，經過數個朝代技術上的改進，而後發展至宋代，雕版
印刷技術上已經相當成熟，雕版印刷在印刷技術、印刷品質、印刷數量
各方面都達到了輝煌成就。

• 加上精良的造紙和墨色技術，使本時期的印刷品趨於完美足以成為後世
典範，兩宋時期也為中國雕版印刷的黃金時期，因此宋本書也成為一種
珍貴的版本。

宋版書收藏的文章 -＞



比較不同的印刷術

• 但是雕版印刷卻有一個缺點，就是需要花費相當長的時間，
才可以將一本書籍雕刻完畢。

• 對於生產速度、出版書籍及知識流通上，對其發展是一個
重大障礙。在此一環境下，中國古人希望能有改進所擁有
的印刷術以取得更便捷的方法，活字版的發明就是在此一
歷史環境中被發明了。



印
刷
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4JtK6J9LZc

這是一段小短片，
請大家細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4JtK6J9LZc


指南針

指南針是指示方向儀器的總稱



指南針-歷史
•最初的指南針叫司南，出現在戰國時期。

《韓非子•有度篇》
• 當時有關司南的記載 - ”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使人
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

• 大意是，臣子侵害君主，就像行路時的地形一樣，由近及遠，地形漸變，使
君主失去方向，東西方向改變了，自己卻不知道。所以先王設置指南儀器來判
斷東西方向。



指南針-歷史
•隨著生產以及生活的需要，人們不斷地對指南儀器加以
改進。

指南車



指南針-歷史

• 《夢溪筆談》中記載“方家以磁石摩針鋒，則能指南。”
就是拿一根小鋼針在磁石上反覆摩擦，使其磁化。

• 早在春秋時期已有鑄鐵技術，人們在開礦和冶煉過程中，對鐵礦石的
性質逐漸有了認識，並在生產實踐中發現了磁石能吸鐵的特點，這在當

時及以後的史書中都有記載。《山海經》中寫道：「西流注於泑澤，其

中多慈石。」古代曾將磁石稱為「慈石」，意為「慈石取鐵，如慈母

之招之」。又如《鬼谷子·反應篇》中明確指出「磁石可以吸取鐵針」。



指南針使用方法

•指南針不僅在外形上要比指南魚更為簡便。而且體積更小，
被磁化的程度更強。

•可以將它放在指甲背上或者是碗口邊沿上．使其平衡，指
南針就會自動旋轉，停止下來的時候，所指的就是南北方
向。



指南針-羅盤
•磁針問世後，先後用於堪輿和航海。

•為了使用方便，讀數容易，加
上磁偏角的發現，對指南針的

使用技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將磁針與分度盤相配合，

創製了新一代指南針 —— 羅盤。



指南針

https://www.youtub
e.com/watch?v=eH
_Q0HfTyXU

這是一段小短片，
請大家細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H_Q0HfTyXU


火

藥



火藥發明

•中國是最早發明火藥的國家。

•黑色火藥在唐代（9世紀末）時候正式出現。

•火藥是由古代煉丹家發明的，從戰國至漢初，帝王貴族們沉醉
做神仙並長生不老的幻想，驅使一些方士與道士煉 "仙丹"，在
煉製過程中逐漸發明了火藥的配方。



發明火藥

•火藥的最初使用並非在軍事上，而是在宋代·戲的雜技演出，
以及木偶戲中的煙火雜技——藥發傀儡。
•宋代演出「抱鑼」、「硬鬼」、「啞藝劇」等雜技節目，
都運用剛剛興起的火藥製品「爆仗」和「吐火」等，以製
造神秘氣氛。

•宋人同時也以火藥表演幻術，如噴出煙火雲霧以遁人、變
物等，以收神奇迷離之效。



火藥成份

•中國古代發明的火藥，
是將硝石、硫黃、木炭
（含碳物質）搗碎，碾
成粉末，經過拌和配製
成混合火藥。



火
藥
成
份

硝石：在燃燒後能釋放大量的氧氣，
起着氧化劑的作用，是火藥能遠射
的因素。

硫黃：在火藥燃燒中起着還原劑的
作用，是火藥能爆炸的因素。

木炭：則起着助燃的作用。



火藥成份

若將三者放在密閉的容器中燃燒，
便形成一個由硝石供氧的內燃燒體
系，產生大量二氧化碳和氮氣，使
體積急劇膨脹，脹破容器，並產生
高溫煙焰，形成強烈的爆炸燃燒效
應。



火藥的優點和缺點

•黑火藥具有優點是其成分廣為人知，材料容易集齊並很廉價。
雖然在十九世紀出現了更適合的爆炸物，但仍然要很久才代替
其在應用上統治地位。

•缺點是作為炸藥又威力不足，這是因為爆速偏慢所以需要在封
密的容器內引爆而不方便。而作為發射子彈的用時又會產生過
多的白煙和殘渣，所以現代通常被專用的發射藥和炸藥代替。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C%E5%B0%84%E8%97%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2%B8%E8%97%A5


現代應用

•綜合黑火藥的優缺點，
加上有時是需要多煙
的特性，所以現在主
要用來做煙火、定時
引信、信號、爆竹、
發煙劑、禮炮及軍事
演習時為了觀察炸彈
著點準確度的演習炸
彈裝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3%9F%E7%81%AB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E%9A%E6%99%82%E5%BC%95%E4%BF%A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5%8F%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8%86%E7%AB%B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9%BC%E7%85%99%E5%8A%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AE%E7%82%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B%8D%E4%BA%8B%E6%BC%94%E7%BF%92


火藥
https://www.youtube.co
m/watch?v=o4ENMtBX6a
k

這是一段小短片，
請大家細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4ENMtBX6ak


特別鳴謝

•ANDY LAI 
•BRITISH SCIENCE ASSOCIATION
•YouTube：Bastille Post巴士的報，goechu3
，Kids abc tv
•JOSHUA 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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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四大发明
• https://kknews.cc/history/zpao35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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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kknews.cc/culture/k383mxr.html
• https://item.jd.com/10112767.html
• https://news.ifeng.com/c/7q2xM6ordBm

https://m.jingyanben.com/teach/2214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A4%A7%E5%8F%91%E6%98%8E
https://kknews.cc/history/zpao35l.html
http://singwong02.blogspot.com/2013/08/blog-post_9659.html
https://m.dugoogle.com/lishi/1010995.html
https://kknews.cc/culture/k383mxr.html
https://item.jd.com/10112767.html
https://news.ifeng.com/c/7q2xM6ordBm


•多謝各位的耐心和參與
•希望大家能夠明白和了解更多中國的
四大發明。
•我們下次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