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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以模擬行星運動，加深學生對橢圓軌
道運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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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米微粒巴克球模型製作
教學

沈宇哲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物理系

摘要
一些日子以來，碳納米管和碳納米導線
好像吸引了所有的關注。但是，其實我們都
不應該忽視另一個很有前途 的碳分子結

構——造型獨特的納米巴克球。巴克球這個
名稱，是以 Buckminster Fuller 的名字來命名
的，它包含了 60 個碳原子。碳原子構成的球
形結構分子也俗稱富勒烯球碳(fullerenes)，
在富勒烯球碳成員裡，最小的就是巴克球
了。這種巴克球能容納 2000 個之多的原子。
我們藉由親自動手做巴克球模型，能深刻了
解其特殊複雜的結構，在學習上相關領域之
科目時，更能體會其表達的內容，學習起來
更快速，更有效率。

壹、簡介
巴克球其結構像一顆英式足球，是目前
已知對稱性最高的球狀分子，也是第三個被
發現的炭同素異形體(allotropic form)。從幾
何結構來看，C60 共有 32 個面、60 個頂點、
90 個邊。在室溫下呈紫紅色固態分子晶體。
他與鑽石一樣不具導電性。由化學性質來
看，C60 具有近似石墨的 sp2 混成軌域，每個
碳原子僅與相鄰的三個碳原子鍵結，具有三
個 δ 鍵和一個 π 鍵。其碳－碳鍵有兩種長度，
分別為 1.38 埃和 1.45 埃；兩個相鄰六角形所
共用的碳－碳鍵較短，接近雙鍵(C=C)的性
質(由一個 δ 鍵及一個 π 鍵所組成)，而六角
環和五角環共用的鍵較長，接近單鍵(C=C)
的性質[5] 。C60 的化學性質相當穩定，即使
在時速高達二萬四千公里的速度下撞擊鋼板
也不會破裂，若在氮氣中加熱其晶體至
550℃則會昇華。
巴克球有不同的大小型體，因此在數學
上，必須有 12 個五角環才能組成一個封閉結
構，最小的結構是 C60。此外還有 C 70 以及 C
100 至 C 300 純碳分子。由於其成分、構造及性
質獨特，將來在生醫、半導體、光電、磨潤
等應用有很大的發展。
鑒於巴克球獨特的結構，具有能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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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磁性質及生物相容性等，讓巴克球在光
電、奈米、生醫等領域上的應用極廣。期待
學生在了解這獨特的結構之後，引發學生對
於巴克球各種組合方式的興趣，進一步也可
將原理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貳、發展
奈米科技概念最早由理查德·菲利普·費
曼（Richard Phillips Feynman）提出，雖然在
當時仍未有「納米技術」這個名詞。他以「由
下而上的方法」（bottom up）出發，提出從
單個分子甚至原子開始進行組裝，以達到設
計要求。他說道，
「至少依我看來，物理學的
規律不排除一個原子一個原子地製造物品的
可能性。」並預言，
「當我們對細微尺寸的物
體加以控制的話，將極大得擴充我們獲得物
性的範圍。」這被視為是納米技術概念的靈
感來源。1981 年後，開發出掃描隧道顯微鏡
（STM，它主要是利用一根非常細的鎢金屬
探針，針尖電子會跳到待測物體表面上形成
穿隧電流，同時，物體表面的高低會影響穿
隧電流的大小，依此來觀測物體表面的形
貌），奈米科技開始有了蓬勃的發展。到了
1985 年，史馬利、柯爾和柯洛托在石墨上利
用雷射激光，讓它蒸發而成碳黑，純化後得
到的碳簇置於質譜儀中分析，發現兩種不明
物質，質量分別是碳的 60 倍與 70 倍，因
此這兩種不明物質被稱作 C60 與 C70 。而
C60 就是巴克球(Buckyball)，有 20 個六邊形
及 12 個五邊形的面，形狀像足球共的封閉
球體。

參、製作
材料:

0.4mm 魚線(牛筋線)x150cm
0.2mm 魚線(牛筋線)x100cm
6mm 黑膽螺旋管珠 x90 顆
2mm 珠子(顏色隨意)x60

START
製作分兩部，先做出主體鍵結結構，再
加原子。製作時要記得的一個原則是＂六邊
型圍繞著五邊型＂(以下製作過程都是左手
加珠，右手過珠。)
1. 從圖 1 中 A1 開始，左手加 5 顆管珠，最
後一顆對穿(交叉穿)，完成 A1 一個五邊
型(圖 2)註:原本左手的線對穿後換到右
手，之後同此。
2. 左手加 5 顆管珠，最後一顆對穿，右手
過一顆五邊型的管珠，完成 B1，依序如
圖做完後，完成 B 層。
如(圖 3)
3. 右手過一顆，左手加三顆，最後一顆對
穿，完成 C1，照著圖串完，完成 C 層(第
三層)如(圖 4)
4. 右手過兩顆，左手加三顆，最後一顆對
穿，完成 D1，這層右手須過的管珠較多，
要注意，完成 D 層後如(圖 5)
5. 剩最後一層，右手過兩顆，左手加三顆，
最後一顆對穿，完成 E1，照順序依序串
好後，完成 E 層，最後其實還有一層 F，
但就只是用左右手其中一條線，再穿過
頂面的五邊型一次而已。
6. 完成主體後開始加原子，取好線，任意
穿過其中一顆管珠，之後在線上加一顆
小珠再穿過其相鄰的管珠。依序加滿整
個 Buckyball 就完成模型了(圖 6)，如果
行有餘力，可用鋁線折個檯子，方便擺
納。如(圖 7)

肆、總結
透過「巴克球」的製作，使學生從中更
了解巴克球的構造，並經由巴克球特殊結構
來培養學生對於球性結構對稱性的正確觀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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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領域（p.1、11、13、58），國科會
科資中心
3.奈米創新網 http://nano.stpi.org.tw/
4. 小 熊 在 線 新 聞 中 心
http://www.it007.com/news.html
5.張自恭，Buckminsterfullerene，國家高速網
路與計算中心
2003/07/1

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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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族陀螺與多多陀螺

吳素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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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將為各位介紹創意科學館系列—台
灣原住民館中的一項製作區科學玩具。首先
請各位小小科學家們請觀察上圖中，在竹編
盆內的陀螺，您有沒有發現它有一個曼妙的
腰身，很是漂亮。打這種陀螺的工具也很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