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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紹一項用於科學教育創新風力發電機的製作與設計。這項風力發電
機之風車構造符合現代專業風車之設計要求，學習者經由製作此風力發電機，能
夠從做中注意到專業風車的構造特徵，並探索專業風車的工作原理。以此風力發
電機為主題，曾於台東縣舉辦三屆國中生製作競賽，證實此風力發電機應用於國
中以上程度科學教育之可行性。
關鍵詞：揚力、風車、科學教育

壹、前言
風力發電是目前最為成功、發電容量最
大的綠色能源，目前最常見的風力發電系統
絕大多數採用水平軸式的揚力型風車，此型
風車可謂當下最為成熟的風車。當然，目前
尚有諸如整流罩式風車【1】，據說可以超過貝
茲 極 限 ； 空 中 風 力 發 電 (Airborne Wind
Turbine)以擷取高空強勁且穩定的風能等新
構想，但基本上都以水平軸式的揚力型風車
作為主要的風能轉換器。
國內許多綠色能源科學教育活動，也都
以風力發電機為主題，但可惜之處有二：
（一）
風車之設計太過簡陋，仍停留在傳統風車之

內容，目的也只是使風車轉動，而未能充分
展露目前已經商業運轉發電的現代風車之工
作原理，也不明白為何專業風車要製成其特
殊形狀；
（二）理工科老師及部分民眾似乎都
知道發電機原理，但要根據法拉第定律設計
不同形式的發電機，仍是一項充滿創意與挑
戰的科教活動，一般的活動中常用現有市售
的微型發電機或乾脆以馬達改裝，使參與者
失去徹底了解法拉第定律和設計各種發電機
（有鐵蕊、無鐵蕊、有刷、無刷）的機會，
非常可惜。
作者根據現代專業風車的原理，設計一
款利用一般木板經較簡單的製程而可完成的
風車，此風車的構造與形狀符合現代專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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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的工作原理，性能遠較僅用平板或單調的
曲面製成的風車好，發電機的部分也不用現
成的而自行設計，加深風力發電的科教內
容。

貳、現代風車的工作原理與設計要點
許多人小時候都玩過的紙風車，在風中
會旋轉，但用於現代風力發電的風車與紙風
車有何不同呢？其實兩者的最大不同之處在
於：從風中取出能量（功率）的比例。現代
風車之設計目的在：使風對風車做正功，避
免風車對風（流動的空氣）做正功而將能量
又傳回到風中；此外，要盡量從風中取得最
大的能量，但依貝茲極限(Betz’ Law)，最多
能夠取出 59%的風能。
現代水平軸式揚力型風車所指的揚力到
底是什麼？揚力型風車又是如何運轉呢
【 2.3.4 】
？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得談談揚
力。

圖 1：風相對機翼的流動情形決定機翼所受的揚力和阻
力

圖 1 顯 示 一 般 飛 機 機翼 的 翼 形 剖 面
(airfoil)。連接機翼前緣（leading edge）和後
緣（trailing edge）的連線，稱為翼弦線（chord
line），翼弦線與氣流流向的夾角稱為攻角
（attack angle）
。如果攻角不太大，也不是負
值，則機翼會受到垂直氣流流向的揚力
（lifting force）和平行氣流流向的阻力（drag
force）
，只要翼形剖面適當，通常揚力會比阻
力大許多倍。

飛機主要就是靠揚力騰空飛行。飛機的
推進器，只要能夠抵銷飛機飛行時所受的阻
力（包括機翼所受的阻力和機身其他部分所
受的阻力）
，使飛機以適當的速度飛行，以便
機翼所受的揚力足以抵銷機身的重量，飛機
就能飛行。因為揚力比阻力大許多，所以即
使推進器之推力比飛機重量小，只要推進器
之推力足夠抵銷飛機以一定速度飛行時所受
的阻力，而在此同時因此機翼所受的揚力大
比阻力大好多倍，揚力即足以抵銷飛機重量，
於是飛機能夠飛行，一般民航機（如波音 747，
A300 空中巴士）均是如此，只有軍用戰機的
推力可能大於其重量。因戰機需要高速飛行
的要求，它的噴射引擎的推力設計得非常大，
有些戰機的噴射引擎的推力，甚至大於整架
戰機的重量。
但是，如果攻角是負值，揚力就會變小，
甚至使機翼反而受向下之力；相反的，如果
攻角太大，就會發生失速（stall）的現象，
揚力也會大幅減少，而阻力卻大大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任何物體（包括機翼、
風帆、風車葉片）所受到空氣的力量（包括
揚力和阻力）
，決定於空氣相對該物體的運動
狀況。也就是說，靜止或正在運動的物體所
受的空氣的作用力（包括揚力或阻力）
，決定
於當該物體在某運動狀態時，空氣相對該物
體流動的情形。例如：空氣是靜止的，但在
無風的情況下騎自行車，空氣相對自行車以
一定速度大小向後流動，行進中的自行車就
會受到向後的空氣阻力。例如：順風奔跑時，
如果風速等於奔跑的速度，風相對於人體的
速度為零，人就不會受到風的力量。又例如：
機場跑道多平行盛行風的方向，以便增加逆
風起降時風相對機翼的速度，而使對地慢速
飛行的飛機能獲得較大的揚力，較為安全。
又例如，靜止站在地面，有來自左方的側風
吹拂，當然就受到來自左側氣流的阻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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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之為拖曳力，比較傳神一些）
；但如果向前
跑動，氣流相對跑者來看即來自左前方，跑
動的人於是受到來自左前方的風力。
揚力是比空氣密度大很多的飛機騰空飛
行的關鍵。多數學習者事先不知道的是，現
代風車及高速帆船居然也是利用相同的原理
運作。只是相較於機翼，風車及船帆【5】利用
揚力和阻力的方式更為奇異而已。
風車葉片大致不會有很大的形變。因此
以某角速度旋轉時，葉片尖端的切線速度遠
大於葉片根部的切線速度。所以從葉片根部
到尖端，風相對於葉片各區段的速度之大小
和方向，均不相同。
假設在風車旋轉範圍之內，風速都差不
多。如圖 2(c)所示，則對葉片尖端而言，風
並不是從垂直旋轉面的方向吹來，而是從與
旋轉面夾一個不大的角度吹來；因為葉片各
個區段的切線速度不同，風相對各區段的速
度也不同。越接近轉軸的葉片區段，它的切
線速度愈小，風相對這區段吹來的方向與旋
轉面的夾角越大，如圖 2(b)所示。風相對葉
片根部吹來的方向與旋轉面的夾角最大，如
圖 2(a)所示；風相對葉片尖端吹來的方向和
旋轉面的夾角最小。但對葉片各區段而言，
所受的揚力都要盡可能大，阻力均要盡可能
小，所以風對各區段的攻角都要在合理範圍。
風車葉片各區段，都不能發生因攻角過大而
失速、或攻角為不合理負值的情形。於是風
車葉片個各區段扭轉的角度（也稱安裝角），
也就必須配合風相對葉片各區段吹來的方向，
而由根部至尖端逐漸變小。
在風車旋轉時，若葉片各區段所受的揚
力和阻力都能如預期 ----- 揚力遠大於阻力，
所產生的合力，就有平行葉片運動方向的分
量。風車葉片受力的情形如圖 2(c)所示。事
實上，葉片各區段所受合力，都有平行葉片
運動方向的分量，都能產生使風車葉片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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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矩的分量。揚力型風車就是利用此分量對
正在旋轉的葉片做功，因為此力矩出現在風
車葉片轉速不低時，根據輸出功率之公式
……………… (1)
P  

(a)

(b)

(c)
圖 2：從接近轉軸的葉片根部(a)到葉片尖端(c)，攻角
都要在合理範圍內。

力矩  乘以角速度  等於輸出功率 P 。
當角速度  不小，力矩  也不小，揚力型風
車的輸出功率 P 就不會小。此點使揚力型風
車明顯優於阻力型風車。
也像帆船行駛時會受到很大的側向力那
樣，正在全速轉動的揚力型風車也會承受向
下風方向不小的力量（此分量不做功）
，在實
驗時能非常清楚地感受到。
設計風車時至少考慮以下四項要點，其
中第一點已如前述，前兩點製作時必須多費
周章，小心研製；後兩點則較容易掌握：
(1)風車葉片每一部份的安裝角，都要配合攻
角大小加以調整(見圖 2)，以使得風吹風
車葉片每一部分的攻角，都不至於造成失
速，也要避免攻角不合理的現象。
(2)由於翼形剖面(air foil)對於風車葉片所受
的阻力和揚力之比例很有影響，設計的要
求是：揚力盡可能大而阻力盡可能小，因
此翼形剖面除了要考慮葉片強度之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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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2)
其中 r 為葉片各部份距轉軸的垂直距離。
知道了葉片各部份的切線速度，同時確定
風的速度，才知道風相對葉片各部份的速
度。
(3)機翼運作原理：風流過機翼時，風的方向
圗 3：簡易風車葉片立體圖。
與機翼的弦線之夾角稱為攻角，攻角大於
(3)葉片本身面積和葉片掃過截風面積的比
臨界角之後，機翼上方之層流剝離，產生
例要適當。通常葉片轉速愈快，葉片本身
紊流，此現象稱為失速。失速發生之臨界
面積和截風面積的比例愈小。如果此比例
角、以及不發生失速時機翼揚力和阻力之
不適當也會降低風車運轉的效能。
比值，都與翼形剖面有關，翼形剖面有許
(4)葉片的形狀，也就是正對風車觀察時，
多種，各有其優缺點。
看到的葉片形狀。此形狀可以加以最佳化，
(4)作功與能量的原理：風車工作時，盡可能
以獲得最佳的性能，但所費不貲、製程複
使空氣（風）對葉片作功，而避免風車葉
雜，常不實用。通常只是將翼尖部份的寬
片對空氣作功。從能量和功的意義不難了
度縮小一些，使翼尖快速滑過空氣時，紊
解為何葉片在風中盡可能防止產生紊流。
流的現象較小。產生紊流也會降低風車的
從葉片各部分都要避免失速，到某些風車
性能。
葉片尖端避免渦流（vortex）的設計，均
是避免風車葉片對空氣作功。
參、風力發電機所涉及的科學原理
(5)功率的概念：風車(或其他動力機械)的輸
此項專業風車製作活動，涉及真實風車
出功率，等於為風車提供的力矩與風車轉
與發電機之工作原理，比僅僅以平面板製作
動的角速度的乘積。角速度不小時，仍可
風車、或直接以現成的小發電機及馬達作為
提供一定的扭力矩，就能增加風車(或其
發電機的一般相關科普活動，增添了若干重
他動力機械) 的輸出功率。
要內容。茲摘要如下：
(6)法拉第定律與發電機原理：法拉第定律指
(1)相對速度：風車葉片在風中所受的力，不
出：通過線圈之磁通量變化率，正比於線
完全決定於風之速度（方向和大小），卻
圈中的感應電動勢；另一個角度來說，線
決定於風對葉片的相對速度。要了解風車
圈以越快的速度切割越多磁力線，產生的
葉片為何有特別的扭曲角度，就必須了解
感應電動勢越大。此外：當線圈與磁場有
風對風車葉片各部份的相對速度。因此學
相對運動時，如果線圈中有感應電流，則
習者必須學會如何決定相對速度。
會產生磁阻現象。此磁阻造成的阻滯力矩
(2)角速度與速度的關係：葉片如同一個剛體，
和當時線圈的角速度的乘積，決定發電機
通常不會有大太的變形，以某一角速度 ω
將動能轉換成電能的功率。但生成的電能
旋轉的葉片，葉片翼尖部分因為距離轉軸
在發電機線圈中的熱消耗要盡可能小，因
較遠，所以切線速度 較大；翼根部分因
此發電機線圈中的電流不宜太大，所以一
為距離轉軸很近，所以切線速度 很小。
般發電機均以高速運轉，以使電流減少而
可以公式決定：
電壓增加。從力學的角度來看，轉速很大
要注意其空氣動力方面之考慮。風車常見
的翼形剖面之一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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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即便阻滯力矩不太大，驅動力輸入的功
率也不小。

肆、比賽用的風力發電機
雖然理論上的解釋頗費唇舌，但在實作
上卻不難製出攻角合理的風車葉片，見圖 4，
先將木板切成如圖所示的形狀，再畫上參考
線，其一為風車葉片之前緣，另一參考線代
表由葉片的後緣，為一對角線。此兩條參考
線在研製時不可磨掉，否則即失去參考標準
而做不出預定的正確形狀。必要時在木板正
面標上迎風面，以便時時提醒製作者何方是
迎風面，並畫出風車旋動的方向，在木板兩
端大致畫出翼形剖面，也便於施工時備忘。

圖 5：先用帶鋸機大致切削掉多餘的木材，再用砂輪機
做較細微的加工，最後用砂紙做最後的修整。

翼形剖面(見圖 3)之控制，多少須靠一些
經驗。大致而言，迎風面要略為凹入，背風
面則為圓滑的曲面。大約在距離前緣三分之
一寬度的地方最厚。
作者故意稍微放大風車葉片的尺寸，風
車葉片之長度達 60 公分～70 公分(見圖 6)，
如此一來，即使初學者不慎弄錯或弄壞了一
小部份風車葉片，均無傷大雅，自製的風車
仍能有不錯的表現。

圖 6：正對風車觀察時看到的葉片形狀。
圗 4：從木板製成風車葉片。

施工的過程與製作木製飛機螺旋槳的方
式非常相似。雖然飛機螺旋槳和風車葉片橫
豎就是不相同，無法以飛機螺旋槳充當風車
葉片，但兩者都要製作出光滑平順的弧面，
所以都須要利用砂輪機，逐步把基本上是長
方形的木板研製成風車葉片的形狀。
若能使用帶鋸機，事先切削掉不必要的
部份，可大量減少木屑和粉塵，並加快工作
進度(見圖 5）
。

此風車的尺寸顯然不小，但在微風中
(3m～4m/sec)也能轉動得相當快(這點也令
學生們非常開心)，因此平衡十分重要，否則
稍微轉得快些，就會發生劇烈振動。在最後
修整時，務必逐漸將葉片之質心調到風車中
間穿孔(  6mm )的位置，以避免高速轉動時
可能破壞風力發電機、或導致人員受傷的振
動。

伍、風力發電機製作競賽
為增強各校老師指導學生參賽製作的能
力，台東縣國中小能源科技教育推動中心分
別於民國 101 年與 102 年，各辦理一場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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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力發電機製作教師工作坊，參與的老師們
並現場完成一具風力發電機，散場後還發給
兩組完整材料，帶回各校作為教具。派出老
師參與活動的國中達 17 所以上，佔全縣國民
中學總數約百分之七十七，幾近八成。
民國 101 年，試探性辦理三場學生能源
科技機具製作計競賽，分別是針對全縣國中
學生辦理的溫差引擎組裝競賽、工業型木製
風力發電機製作競賽，以及對全縣高中職學
生辦理的溫差引擎製作競賽。三場競賽，均
由學生自行組隊訓練，全縣各校參與踴躍，
參賽師生均獲肯定，深受鼓舞。
民國 102 年、103 年，針對國中生，繼
續辦理第二次、第三次全縣性工業型木製風
力發電機製作競賽，各校報名踴躍。因為累
積了第一屆比賽的經驗，在第二屆比賽中，
部份學生開始設計出專用的工具與提升方法。
在第三屆比賽中，部份學生開始改良風車轉
動發電機的傳動方式。
比賽場地均設在初鹿國中，由於現場難
免產生木屑粉塵，因此搭建臨時棚架，以容
納參賽各隊，避免日曬雨淋，參賽各隊均有
專屬工作桌與電源。實際運作的結果，證實
這樣的場地安排非常妥當。
為求活動之平安順利，主辦單位還替每
位參賽學生投保活動及場地意外險，選手每
人並配發護目鏡、防塵口罩和工作手套，現
場並有醫護人員和器材待命，以備萬一。幾
乎全台東縣的所有國民中學均曾派隊參加，
所有參與學生的表現都不俗，其中均一中學、
大武國中、長濱國中、大王國中、桃園國中、
瑞源國中、綠島國中、蘭嶼國中、新生國中、
豐日國中、卑南國中、初鹿國中、東海國中、
泰源國中的學生作品在比賽中都曾脫穎而
出。
台東縣政府也非常重視此項活動，第一
及第二屆活動中，均由台東縣政府教育處處

長親自主持頒獎，鼓勵與督促之情溢於言表。
圖 7 為第一屆參賽師生與台東縣教育處處長
在初鹿國中合影，前方為學生作品。 這項前
所未有的風力發電科教活動，也曾經獲得中
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和更生日報等平
面媒體之報導，同時也獲得教育廣播電台（見
圖 8）等電子媒體的採訪報導。

圖 7：第一屆參賽師生與台東教育處處長在初鹿國中
合影。

圖 8：教育廣播電台現場採訪報導。

陸、進步與前瞻
這項針對科學教育而發展的風力發電機
之設計與製作活動，有幾項值得紀錄的成
績：
(一)充分揭露現代風車之工作原理，從做中
學，寓教於樂，讓學生有機會理解其中
奧妙，使學生具備先進的風車技術進而
能有創新的機會，在科學教育與綠能工
程技術之科普教育上，意義非凡。將過
去未能呈現的重要科學內容，在臺灣首
度帶到風力發電之科普教育中，成功引
導風力發電科普教育至更為精深的水
準。

風力發電科學教育之深入內容

(二)連美國都感受到動手做教學逐漸式微
的重大缺陷與危機，於是而有 Maker
【6】
movement
的社會運動以及恢復工藝
課之呼聲，同時更有雖須注意學生安全
但不可因噎廢食的覺醒。此一系列活動
中製作過程不可謂輕而易舉，而學生卻
漸漸都能輕鬆勝任，初鹿國中不啻為響
應這樣的教育脈動，在臺灣率先揭開了
序幕。
這項針對科學教育而發展的風力發電機
之設計與製作方法，凸顯法拉第定律、發電
機原理、白努利定律、飛機飛行原理等正規
教學的重要學理；這些作品曾於東南亞國家
和印度等國際科教活動中演示，引起熱烈的
迴響與興趣，又極具趣味性，這項得來不易
的教學資源價值不言可喻，希望能獲得民間
及政府更為穩定的支持，使其可長可久，真
正落實能源科技人才之培育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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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propose an innovative design and fabrication of wind turbines for science education. The
educational wind turbine structures are in line with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of modern professional
wind turbines. By making this wind turbine, learners can learn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of
professional wind turbines and explore how modern wind turbines work. We held thre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contests for making wind turbines in Taitung County. We confirm the feasibility of
science education based on making this wind turbine by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Key words: lift force, wind turbine, science 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