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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單極馬達為小學生就可以親自動手做的電磁實驗，在許多科學推廣活動中

也是熱門的動手做實驗。此實驗可以用來說明電流與磁場的作用，可以產生一個

垂直於電流與磁場的力。本文首先說明課綱中相關主題，繼而探討網路上的兩種

說法，並用實驗觀察實際磁力線分布。接著從理論探討其原理的「羅倫茲力」或

「安培力」的等效性，並提出由磁重連形成的「彈射場」的第三種解說方式。最

後再針對不同年齡層學生建議合適的講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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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概論 

單極馬達為由一個由乾電池、磁鐵與金屬導線組成的轉動機構。第一種形式如圖 1 所示，

只需要把磁鐵吸附在乾電池負極，然後將銅製單心電線撥開塑膠皮，彎曲成不同形狀，連接

電池的正極與磁鐵，簡單地調整平衡後，線圈就可以轉動，單極馬達就大功告成了！另一種

形式如圖 2 所示，將導線繞成數圈架在金屬線製成的架子，導線架連接電池，線圈下方放強

力磁鐵。這兩種都是用導線當成馬達的轉子，磁鐵當定子。由於只用定子的一個磁極，所以

叫做單極馬達。由於製作方法簡單、不需要複雜工具，國小高年級以上的學生、甚至是老年

人都可以親自動手做（ 黃明輝，2015）。這是個製作方式簡單快速，又具有良好的視覺效果

的熱門實驗。非常適合在課堂上，或者科學推廣活動中，讓學生或民眾直接動手做實驗。例

如「全民 科學日 」（ 洪連輝 ， 2016）有一 個闖 關活動 就是 單極馬達。物理教育聯合會

議上也舉辦工作坊傳授給教師（蔡振明，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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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單極馬達的示意圖，強力電池吸附在電池負極，導線(簡化為矩形)連接電池正極與磁鐵 

［本圖修改自美國物理學會的網站(APS Physics Central)］ 

 

圖 2：第二種形式的單極馬達，線圈懸掛與連接電池的支架上，磁鐵在下方（黃明輝，2015） 

常見的網路資料上，單極馬達原理的說明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直接說明電流在內所受到

的羅倫茲力（Lorentz Force），另一種是用電流產生的磁力線與磁鐵本身的磁力線的交互作用

說明。本文由淺入深，先在第貳節探討課綱中對這些內容的安排與可能的教學問題。第參節

以第一型為例，探討這兩種說明的細節，並提出質疑；然後用實驗示範磁力線的分佈，最後

引入第三種解說方式彈射場。第肆節再從學術的角度出發，探討這三種說法的一致性。第伍

節針對不同的教學對象提出教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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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課綱中電磁交互作用的內容 

單極馬達演示的物理是電流在磁場內的作用。電磁作用的課題在國小的「自然與生活科

技」教科書中是安排在六年級上學期的第七冊。相關先備知識已經在三年級提到磁鐵與磁

力，與四年級提到的簡單電路。六年級再來做這實驗，應該是駕輕就熟。 

在教育部（2008）公布的 97 課綱中，國小的自然與生活科技的「次主題 222 電磁作用」

中提到： 

「載流導線產生磁場 

3b.知道指北針的偏轉是磁針與磁場(如地磁或導線通以電流)交互作用的結果。 

電與磁的關係 

4d.探討電與磁的關係(例如電流會產生磁的作用、磁場的改變會感應出電流、載流導線

在磁場中會受力)」 

4d 雖然提到「載流導線在磁場中會受力」，但並無「羅倫茲力」這名詞。蘇清慈（2010）

分析各版本的國小教科書，發現此部分的主要教學目標仍是由電生磁的現象，例如電磁鐵。 

目前在教育部（2015）推動中的 12 年國教的課綱草案中，5-6 年級的學習目標為：「Ie-III-13 

為磁鐵與通電的導線皆可產生磁力，使附近指北針偏轉。改變電流方向或大小，可以調控電

磁鐵的磁極方向或磁力大小。」可以看出「羅倫茲力」，或者電動機都不在國小教材內。直

到國中階段（7-9 年級）的學習目標才出現相關的內容： 

「Kc-Ⅳ-3 磁場可以用磁力線表示，磁力線方向即為磁場方向，磁力線疏密程度與磁場

大小成正比。 

Kc-Ⅳ-4 電流會產生磁場，其方向分佈可以由安培右手定則求得。 

Kc-Ⅳ-5載流導線在磁場會受力，並簡介電動機的運作原理。」 

國中教學時，以單極馬達為實作課程，可以發揮輔助教學的效果；學生有知識背景，也容易

理解其原理。可是國小六年級學生已經可以自行組裝出單極馬達，也可能在科普活動中已經

接觸到這實驗，但相關原理卻要到國中才學到！一般民眾也不一定有電流生磁、磁變生電、

電磁作用等的概念。對於成人，或許直接講一個專有名詞「羅倫茲力」就能滿足其好奇心；

對於學生這卻只是一個以前沒聽過的名詞，根本沒有解釋到裡面的物理。如何能夠用已經學

過的概念「磁力線」來解答這個單極馬達的原理呢？這就是本文的重點。 

參、 單極馬達的原理 

一、羅倫茲力 

電流在磁場內的作用，其運作的原理最直接的說法是羅倫茲力。一個長度 L 的導線上有

電流（I）通過，在一個磁場（B）內，電磁交互作用產生的羅倫茲力為 ，L 的方

向為電流的流向，羅倫茲力垂直於電流與磁場。或是用右手定則，四隻指頭由指向電流的方

向轉到磁場的方向，拇指的指向即為導線所受羅倫茲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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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單極馬達的線圈簡化成矩形，如圖 1 所示。右半邊的電流沿迴路從電池正極

ABCD磁鐵電池負極；三段導線 AB、BC、CD 所受的羅倫茲力都是穿出頁面

（）。左半邊的電流循迴路電池正極AFED磁鐵電池負極；三段導線 AF、FE、

ED 所受的羅倫茲力都是進入頁面（）。兩側受到的力相反，所以會繞著 AD 的軸線，朝同

一方向轉動、右出左進。 

此說法容易理解，且此圖對電池軸心對稱，任一橫截面都可符合。但是先決條件是已經

了解羅倫茲力；或者反過來用這個實驗來證實羅倫茲力的存在。所以這種說法適合國中以上

已經學過羅倫茲力的人；或是國中正在學電磁作用的學生，可以用這個實驗佐證羅倫茲力。 

二、磁力線的交互作用 

第貳節提到國小六年級已經教到導線內有電流的磁效應。電流在導線流動時，會形成以

導線為圓心的同心圓磁場。磁力線的方向可以用右手定則決定，以右手抓住導線、拇指向電

流，則四隻指頭的指向就是磁力線的方向。圖 3 的解說圖是國內許多網頁轉載的單極馬達原

理，圖中的藍色線圈就是電流引起的磁場，以下稱為 。 

磁鐵為磁偶極（Magnetic Dipole），一般的圓柱或硬幣型磁鐵的磁極是在上下兩面，磁場

為類似橢圓形的迴路，對中心軸對稱，如圖 1 的紅色環線，或圖 3 左側之綠色環線。以下將

這個磁偶極的磁場稱為 。 

圖 3 將電流與磁鐵做一個剖面，畫成右側的側面圖。本文作者新增兩條紅色虛線，標示

出此橫截面的位置；類似於從圖 1 的右側向著電池與導線 AB 看。從側面圖藍色環 與磁鐵

兩側綠色橢圓的 相互作用，產生吸引力或排斥力，推動線圈轉動。側面圖左邊標示一邊是

「磁場方向相反（吸引）」，側面圖右邊標示「磁場方向相同（排斥）」，依照此說明，導線就

會受到一個往左邊的力，使得導線繞軸心轉動。 
 

 

圖 3：以磁力線解釋單極馬達原理［本圖修改自台中教育大學科學遊戲實驗室網頁（許良榮，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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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此圖有數個疑點，會使讀者不易理解或產生誤解： 

1. 側面圖的兩個綠色橢圓看起來完全一樣，其進出頁面的方向不明顯。圖 3 側面圖以兩

磁力線最接近的位置的磁力線方向說明力的方向，但磁力的作用應該全程都有，不是

只出現於一點。若是採用圖 1 的紅色線，就可以更清楚地表達正確的方向與磁力線密

度所代表的磁場強度。 

2. 若是以磁鐵的軸心（圖 3 的長虛線）旋轉，側面圖的 保持相同型式，但 的藍色

環將改變方向，使得兩磁場的方向變得得更複雜。例如：若此截面為沿導線方向，

與 將會垂直。此時不屬於側面圖所說的共平面的相同或相反的方向，此側面圖的說

法就無法適用，難以判斷吸引或排斥的方向。不同截面只是視角不同，不應該有不同

的物理現象。 

3. 「磁場方向相同（排斥）」與「磁場方向相反（吸引）」，這兩個說法與平常磁極同性

相斥或異性相吸的特性相同，如圖 4 所示範的現象。似乎這是一個容易讓人理解的方

式。但是「磁場方向相同或相反」是因，「排斥或吸引」是果，但果的主體是什麼？

是磁力線還是磁鐵？磁極的作用力跟「磁力線的作用力」是否相同？圖 5 就是一個反

例，證實磁場方向相反但磁鐵卻是相斥的，或者磁場方向相同但磁鐵卻是相吸的。顯

然磁力線間的作用與磁鐵的吸引或排斥是不同的現象！這個矛盾造成許多學生無法

理解圖 3 的說法。 

 

 

圖 4：磁鐵並排時，磁場方向相同，兩磁鐵之間的作用力是排斥，如（A）；若方向相反，則為吸引力，

如（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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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磁鐵排列成串時，磁場方向相反，兩磁鐵之間的作用力是排斥，如（A）；若方向相同，則為吸

引力，如（B）。與圖 4 完全相反 

三、以磁力線示範盒做實驗 

以下的實驗以探索的方式逐步理解單極馬達的力的來源，實驗方式是以磁力線示範盒拍

攝單極馬達實驗過程的真實磁力線分佈。此示範盒為透明的矩形塑膠盒，內有鐵粉懸浮在透

明的礦物油中，在磁場下鐵粉會排列在磁力線上。首先觀察強力磁鐵吸附在電池負極的磁場

，圖 6 為實際照片。鐵粉大量聚集在磁鐵附近，右側的磁力線分佈如同碟片型的磁偶極。

左側的部分則有明顯不同，因為電池外殼也是鐵質、受到磁化為感應磁鐵，所以其形狀類似

於長條磁棒。比較圖 1 與圖 6，可發現圖 1 只是一個簡化的碟片型磁偶極。 

 

 

圖 6：強力磁鐵吸附在電池負極的磁場所形成磁場，電池的鐵質外殼也感應成磁棒。圖中橘色部分為

電池，正極朝向左方。右邊鐵粉大量聚集的部位是強力磁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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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想拍攝電流所形成的環型同心圓磁場 。筆者先以電源供應器提供 3.2 A 的電流給

一條裸銅線，但是磁力線示範盒毫無反應！為了增大電流，改用 12V 蓄電池供應，卻是火花

四濺、差點引起短路熔毀接頭，讀者應注意避免類似意外。後來改用兩組電源供應器分別輸

入到電線，並把導線纏繞磁力線示範盒 17 圈，總電流約為單一導線 109 A，磁力線示範盒才

有微弱的反應，如圖 7 所示。想要看到同心圓的磁力線，使用簡單的指北針比較方便。圖 8

使用漆包線纏繞一個約 9 cm  9 cm 的方形迴圈共十圈，只用兩個乾電池，即可提供約 2 ~ 3 A

的短路電流。線圈樹立在垂直面，數個指北針放在水平面上，約在線圈高度一半的位置。實

驗前，先將線圈與指北針調在南北方向，如圖 8 中指北針底部方位指示圖地右方為北方。通

電後，線圈有逆時針方向的電流，在線圈中間產生朝西的磁場。圖 8 中只用了總電流約 10  

2.2 A = 22 A 即可觀察到明顯變化；但若用圖 7 的磁力線示範儀，仍無法看到同心圓的磁力線。 

 

 

圖 7：以 6.44 A 的電流纏繞磁力線示範盒 17 圈，做出類似螺線管的磁力線分佈圖 

圖 7 與圖 8 顯示要以磁力線示範盒看到通電線圈的磁場，則需要非常大的電流。圖 9 為

單極馬達通電後的磁場分佈。因為單極馬達實際通入電流約僅數安培（2~3 A），此時的磁場

遠低於磁鐵產生的磁場 ；且 的方向為垂直於 ，不易在此平面看出明顯變化。為了

使效果更清晰，必須改用其他方式模擬 的形狀。馬蹄形磁鐵外部的磁力線類似於這種環形

磁力線，如圖 10。以圖 10 的右側模擬圖 3 的圓環形的磁場 ；加上圖 6 的磁鐵與電池的磁

場 ，形成如圖 11 的合成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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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以漆包線纏繞十圈，及使用四個指北針觀察電流的磁力線方向 

 

 

圖 9：單極馬達通入 3.2A 電流時的磁力線分佈圖。正極左側的磁力線隱約可看出上下不對稱，上方（紅

色圓圈內）有圓弧下凹的曲線，下方無電流的部分則接近於圖 6 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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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馬蹄形磁鐵的磁力線分佈圖，右側馬蹄形外部的磁力線類似帶電導線的同心圓磁場 

 

 

圖 11：模擬單極馬達的磁力線分佈圖，紅色圓圈的部位可看出兩個方向相反的磁力線重新連接成 X

型的圖案。 

四、第二型單極馬達 

圖 11 是一個磁棒的一極，與馬蹄形磁鐵的偶極場的作用，兩磁偶極的方向互相垂直。

圖 2 的第二型單極馬達中，下方的強力磁鐵相當於圖 11 中的電池正極的磁場 ；而圖 2 線

圈所產生的螺線管磁場（類似圖 7）相當圖 11 中的馬蹄形磁鐵的磁場 。因此可以直接用圖

11 的概念解釋第二型單極馬達的原理。 

肆、 羅倫茲力與安培力 

學習電磁學時最常出現的困擾就是電與磁的交互作用時，容易混淆那些是應該考慮的作

用。為避免解釋單極馬達的原理時產生這種困擾，表一將產生磁場的源（Source）與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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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體明確定義，兩者互為牛頓第三定律的作用與反作用對。根據源的不同，可以用兩種作

用力解釋單極馬達的轉動作用力的來源。第一類型的解釋為導線在磁場所受的羅倫茲力，縮

寫為 ；第二類型的解釋為磁偶極在磁場所受的安培力（Ampère force），縮寫為 。以下兩

小節介紹兩作用力的關聯，然後提出只以磁力線的第三種說法。 

表一：單極馬達的兩種作用力 

源 (Source) 物體 源磁場 作用物體 作用力 

磁鐵（磁偶極矩 ） 

 

帶電導線（I、L） 羅倫茲力  

帶電導線（I、L） 

 

磁鐵（磁偶極矩 ） 安培力  

一、麥克斯威爾與羅倫茲 

單極馬達的原理可以先簡化為一根長直導線在垂直且均勻磁場內的受力，即 I、L、B 三

項均為定值。早在 1861 年麥克斯威爾（J. Clerk Maxwell）的論文《論物理力線 (On Physical 

lines of Force)》（Maxwell, 1861）就提到此案例，推導出力的各方向分量；原論文中的 fig. 6

將 與 兩磁場分別畫出，複製於圖 12 左側。後來經過一番演驛與修正麥克斯威爾的用語

之 後 ， 羅 倫 茲 以 更 簡 潔 的 方 式 表 達 成 現 在 熟 知 的 形 式  或 

。 

 

 

圖 12：帶電流的導線與均勻磁場的作用，左圖依照麥克斯威爾（J. Clerk Maxwell）1861 年的論文《論

物理力線 (On Physical lines of Force)》內的 fig 6 重製。右圖為立體圖示，磁鐵位於座標原點，電流平

行 Y 軸。導線上某一點的直角座標為(0, y, R)、或是球座標(r, , )。左圖為右圖從眼睛位置向著+Y 軸

方向所見的圖形。 

比較完整的方式是將均勻磁場替換成偶極磁場 ，如圖 11 右側的圖。平面設為 X-Z 平

面，以磁偶極為座標原點，導線在 z = R 且平行於 Y 軸。則此長直導線所受的力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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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線的微分長度 ，負號代表電流指向Y。磁偶極矩 ，其磁場 為 

 

其中 為待測點的球座標，  、 。導線所在的 Y-Z 平面上 = 

/2， 的 X-軸分量為 0，所以(1)式的外積只剩下 。 

 

將此式變換為球座標的積分， 、 、 ，則上式簡化成 

 

 

受力的方向 在圖 12 左圖裡的左側、或是往標示 W 的方向。 

二、安培力 Ampère force 

第二種推論方法，這是一個磁偶極（ ）在一個外加磁場 中所受到力。在 Jackson（1962）

的經典教科書《電動力學》中，將偶極想像成一個正方形的小線圈，面積 A，線圈的電流 I，

則磁偶極矩=IA。然後由導線在磁場所受的羅倫茲力，推論出  ，此公式又稱

為安培力（Ampère force）；或是定義磁位能 ，然後 。 

應用安培力解釋單極馬達時，須將主客對調。參閱圖 13 的示範圖，以導線為座標的原

點，電流在 Y 軸，圖面為 X-Z 平面。把磁鐵當成受力物，位於  的位置，磁偶極矩 指

向+Z 軸，也就是 。源磁場是由長直導線攜帶電流所形成的環型磁場，則此磁偶極所

受的磁場強度 。在此位置，磁偶極矩與磁場垂直，所以 。

當磁偶極偏移 後，與導線的距離 ， ，此處

的磁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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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動後的磁通量與磁通量變化量成為 

 

 

取其梯度，計算安培力為： 

 

這個磁偶極受到的安培力是往+X 軸(圖 13 的右方)；則其反作用力，也就導線受到的力是往X

軸(圖 13 的左方)。(3)式使用羅倫茲力與(4)式使用安培力，兩力的大小一樣，方向相反，證

實兩者確實是一對作用與反作用力，兩種力是等效的原理 （Graneau, 1985）。 
 

 

圖 13：以磁偶極與磁場的安培力示意圖。短虛線（左右方）為 X 軸、長虛線（上下方）為 Z 軸，穿入

頁面為 Y 軸。導線的電流穿出頁面（-Y 軸），磁場 為逆時針的同心圓。磁偶極 指向+Z 軸，原位置

在(0, 0, -R)、磁場為 B；位移後的位置在(dx, dy, -R+dz)、磁場為 B’。 

三、磁力線重聯與彈射場 

前兩節所證明的是羅倫茲力與安培力是相同的原理，同樣都可以解釋單極馬達的原理。

但就公式而言，安培力的梯度概念較為複雜，羅倫茲力只需向量外積，顯然是更為簡單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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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般都使用羅倫茲力解釋電流在磁場中所受的力。但是這兩種力都沒有回答第貳節的問

題：『如何能夠用已經學過的概念「磁力線」來解答這個單極馬達的原理呢？』 

圖 3、4、5 都只畫出單獨電流或磁鐵的磁場或磁力線，前述兩種說法都只用到一個源磁

場。當多種磁場來源同時出現時，就不再是如此簡單；從實驗的圖 9 與圖 11 就可發現並非

如圖 12 與圖 13 那樣簡單。圖 12(左)裡，導線左側（靠近標示 W 的位置） 與 的磁力線

方向相反，右側（靠近標示 E 的位置） 與 的磁力線方向相同。這些鄰近的磁力線就會相

互推擠、重新連接，形成一個穩定的新曲線，圖 14 為 與 兩磁場連接後的示意圖。此圖

修改自 1941 年物理教科書中的圖（Starling, 1941）。在太空物理中，太陽風的磁場與地磁也

會出現這種反向的情況，形成「磁重連(magnetic reconnection)」(或譯為磁重連)的機制

(NASA/GSFC, 2016; 天文新知，2016）。虛線的地方是兩磁場交界線，交叉點就是磁重連的

X 點，也是兩磁場強度相同、互相抵銷後磁場為 0 的點。這種磁重連所形成的磁力線，形狀

猶如彈弓，故又稱為彈射場（IOP, 2014; Gibbs 2011）。當出現這種狀況時，會在此彈射場中

加速太陽風或地磁層中的電漿，使粒子加速（郝玲妮、陳秋榮，2006; 天文新知，2012；呂

凌霄，2016; NASA/GSFC, 2016）。其原理就跟上述的兩種說法一樣；在單極馬達中，對導線

內電子的作用力傳遞成為對導線的作用力。 

 

圖 14：1941 年物理教科書的示意圖（Starling, 1941），導線受到向左的力。原圖為導線穿入頁面，磁

力線向左；為配合(A)圖，將原圖左右反轉，電流變成穿出頁面。 

彈射場的說法只需要用到一個簡單的概念：磁力線互相排斥！磁力線應形成封閉曲線；

在同一個位置只有一個受力的方向，故磁力線不得交叉。圖 14 中，重聯後右側的磁力線較密

集，左側較稀疏；依照磁力線互相排斥的原理，密集的這一側就較大的推擠力量，稀疏的這

一側推擠力量較小，所以導線會受到由磁力線密集的一側往磁力線稀疏的一側的作用力。 

綜合圖 1 與圖 3 的單極馬達示意圖成為圖 15 (A)，這是 與 尚未連接前的樣子。然後

仿造圖 14 的磁重連，重聯後的磁力線變成圖 15（B），紅色的線為重聯之後的示意位置。重

聯後，可以發現導線附近形成一個彈射場，從磁力線的疏密就可推斷導線會受到往左的力。

圖 15（B）的磁重連的 X 型磁力線可從實驗的圖 10 觀察到。 

安培力的重要概念是：力是磁位能的梯度的負值， ！套用這概念，彈射場的

磁力線疏密關係其實就是一個具有梯度的場。磁力線密集處磁位能較高，磁力線稀疏磁位能

較低，所以就會產生作用力！如同重力場，重力的方向是由高位能處指向低位能處。因此本

節採用彈射場的解釋其實就是簡化的安培力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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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帶電導線的磁力線（藍色線）與磁鐵磁力線（綠色線）的示意圖。左側(A)為原來的磁力線，

尚未連結。右側(B)為重聯後的磁力線（紅色線），X 形虛線為兩邊的交接線。 

這種以磁力線的疏密關係決定導線受力方向的說法，具有視覺的意義。對於尚未接觸到

羅倫茲力的小學生而言，可以按此方式理解單極馬達的原理。同樣原理也可以用來說明兩條

帶電導線的作用力，如圖 16 的示範。只要看圖 16 的磁力線分佈，不需要套用右手定則就可

以指出同方向電流兩導線間磁力線稀疏，外側密集；所以兩導線受力往中間，互相吸引。反

之，反方向電流時兩導線間磁力線密集，外側稀疏；所以兩導線受力往外，互相排斥。 

上述說法雖具直觀，但也有困難之處。圖 15 同樣只適用於圖 1 的四段水平電流，對於

垂直的兩段，磁重連的圖更為複雜的三度空間圖案，勢必更難理解，需要適當磁力線示範儀

才能理解。 
 

 

圖 16：兩條帶電導線所形成的磁力線。(A)同方向的電流，兩導線受力往中心，互相吸引。(B)反方向

的電流，兩導線受力往外側，互相排斥。 

四、教學迷思 

麥克斯威爾的推理是把磁力線想像成一條具有縱向（沿磁力線）張力的線，猶如弦樂器

上的弦。帶電導線進入磁場 就會推擠原來磁力線，彎曲的弦上就會產生橫向（垂直磁力線）

排斥力。當年仍存在「乙太」的想法，可以當成張力的介質。依現代所知，電磁場並不需要

乙太，這種「磁力線是具有張力的弦」的概念也不再講授。現代的普通物理教科書中磁力線

的概念都改用磁場取代，安培力就是由場的梯度得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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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磁力線比喻成具有張力的弦概念，雖然容易理解，但卻可能誤導成為楞次定律。如圖

17 的卡通中電流由此人的右手流向左手，產生感應磁場在磁鐵這邊是往下，與 與 方向

相同。導線移入會引起磁場增加，依照楞次定律，為維持磁通量不變，就要抵抗電流，所以

產生往外的推力；猶如導線撞到張緊的弦一樣，會被推出。但若是電流方向相反，則 與

方向相反。導線移入會引起磁場減少，依照楞次定律，為維持磁通量不變，就要抵抗電流進

入，所以也應該是往外的推力，恰與羅倫茲力相反。所以使用這種解釋方法是錯誤的。楞次

定律只能用在磁通量產生變化時，此例中即使導線與磁場都不變，仍然有羅倫茲力的作用。

且楞次定律的線圈不需要有電流流通，就可以產生感應電動勢；此處一定要有電流才能產生

羅倫茲力。故應避免使用楞次定律解釋單極馬達。 
 

 

圖 17：某些解釋電流與磁場的作用引用磁力線為具有張力的弦，具有阻止「切割磁力線」的特性，類

似於楞次定律，不過這是一種誤解。原圖來自： 

http://lrrpublic.cli.det.nsw.edu.au/lrrSecure/Sites/Web/Forces_and_fields_creative_commons/7308/7308_02.htm 

伍、 結論與建議 

單極馬達是製作簡單快速又具有生動與趣味的小實驗，非常適合於中小學的教學現場或

者是對社會大眾的科普教育。正確地解說其原理乃是重要的教育目標。本文首先說明「羅倫

茲力」的說法；接著從澄清一項誤解中。本文也以磁力線示範盒實際觀測單極馬達的磁場分

佈，並複製出彈射場的磁力線分佈。磁力線示範盒可以幫助學習者「想像」將磁場與力的關

係視覺化（visualize）。本文相關內容已經拍攝影片公開於網路（黃明輝、林克明，2017），

教師與學生可自行閱覽。 

單極馬達的原理雖有「羅倫茲力」、「安培力」與「彈射場」三種說法，但都是等效的原

理。不過在實際教學時，直接使用一個抽象的名詞「羅倫茲力」對物理概念的拓展並無甚大

助益。一邊密集與另一邊稀疏的彈射場，可以輕易的連結到磁位能，並由磁力線的疏密性質

解釋導線受力的方向。對於物理概念上不清楚的學生，這種視覺化的解說更容易理解與記

憶。因此是值得推廣採用的說法。對於初學者（小學生）建議搭配觀察磁力線分佈，以「彈

射場」解釋單極馬達的現象，可以從直覺導入物理現象。對於中學生或社會民眾則可再接續

更深層內容，將問題簡化成電流在磁場內所受到的「羅倫茲力」。 

 

http://lrrpublic.cli.det.nsw.edu.au/lrrSecure/Sites/Web/Forces_and_fields_creative_commons/7308/7308_02.htm


 黃明輝  

 

 - 16 - 

致謝 

感謝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提供圖 8 的線圈與磁針。本文相關的影片製作由科技部計畫

MOST 105-2515-S-239 -001 -MY2 補助。 

參考文獻 

1. 天文新知（2012）：2012-11-01 地球磁層像篩網而非金鐘罩。台北市立天文教育館。網址： 

http://tamweb.tam.gov.tw/v3/tw/content.asp?mtype=c2&idx=922 

2. 天文新知（2016）：2016-04-21 太陽觀測衛星捕捉到觸發太陽閃焰的電流片。台北市立天

文教育館。網址：http://tamweb.tam.gov.tw/v3/tw/content.asp?mtype=c2&idx=1497 

3. 呂凌霄（2016）：太空中磁場結構重組的暫態變化 vs. 磁重連。科學月刊，561，672-675。 

4. 洪連輝（2016）：全民科學日活動開幕式 打造學生科學力。彰化師範大學校園頭條。網

址：http://www.ncue.edu.tw/files/14-1000-11660,r9-1.php 

5. 郝玲妮、陳秋榮（2006）：太空電漿爆發現象。物理雙月刊。28 (2006/04)，402-408。 

6. 教育部（2008）：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下載自國家

教育研究院。網址： http://www.naer.edu.tw/files/15-1000-2983,c551-1.php?Lang=zh-tw 

7. 教育部（2015）：十二年國教自然科學領域課綱草案。下載自國家教育研究院。網址：
http://www.naer.edu.tw/files/15-1000-10469,c639-1.php?Lang=zh-tw 

8. 許良榮（2010）：單極馬達。台中教育大學科學遊戲實驗室。網址：

http://www.ntcu.edu.tw/scigame/electric/electric-019.html 

9. 黃明輝、張祐維、薛康琳（2015）：『愛』迪生出發-偏鄉國小能源推廣教育。2015 中華民

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清華大學。(8/20 ~ 8/22, 2015)。 

10. 黃明輝、林克明（2017）：單極馬達與電磁作用。參閱附錄一。 

11. 蔡振明（2016）：單極馬達工作坊。2016中華民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成功大學。(8/23 ~ 

8/25, 2016)。 

12. 蘇清慈（2010）：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電磁學概念之內容分析。國立臺中教育

大學碩士論文。 

13. APS PhysicsCentral . (2016) 網址：
http://www.physicscentral.com/experiment/physicsathome/homopolar-motor.cfm 

14. Gibbs K. (2011) 網址：

http://www.schoolphysics.co.uk/age11-14/glance/Electricity%20and%20magnetism/Catapult_f
ield/index.html 

15. Graneau P., (1985) Ampere and Lorentz forces, Physics Letters A, 107, 235-237. 

16. IOP, (2014), Catapult field, Practical Physics web,  
http://practicalphysics.org/catapult-magnetic-field.html 

17. Jackson J.D. (1962) Classical electrodynamics, 1
st
 ed. New York : John Wiley & Sons Ltd. 

18. Maxwell J. C. (1861), On physical lines of force, Philosophical Magazine and Journal of 
Science, 161-175; scanned images are downloaded from 

http://vacuum-physics.com/Maxwell/maxwell_oplf.pdf; Reprint can be accessed by 

DOI:10.1080/14786431003659180 

19. NASA/GSFC, (2016) MMS First Results, https://svs.gsfc.nasa.gov/12239 
20. Starling S.G. (1941),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 for Degree Students (7th Ed., 1941); scanned 

images are downloaded from http://www.conspiracyoflight.com/Lorentz/Lorentzforce.html 



 單極馬達的原理與教學應用  

 

 - 17 - 

附錄一： 

第一集 單極馬達與磁偶極的磁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T1TydW1wN8 

 

第二集：電流的磁效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DoI4xn4Syg 

 

 

第三集：磁場間的相互作用—磁重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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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集：羅倫茲力與彈射場—單極馬達的原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iCmqc6kWCU 

 

 

第五集：應用案例—雙導線與地磁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7tVx3nTkL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T1TydW1wN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DoI4xn4Sy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psuawIrdJ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iCmqc6kWCU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t7tVx3nTkLs&h=ATMpsOjTjh24lUneLLV2X6pcAiMIEo_mljXe4BNrzrG0SLvuGlpIJKzqdWH8noctxXhSGqBznT3IGYn83MXP8S4fO6XNjLsLxO68l2KZZn_E8kcDDsJ74MxJa8AaN_giUtBNbOgAMdefuOy4og&enc=AZO_znrfxg0OMtZrQJHWYRrEjvM_mRbXHmohWptFsn22BXtIW_ZAePdF1laHV8OekDm6cjq_HnSscXDggJRf5xs4DQGZUNRLw8PbIYsPQbMg__q-GB5e7G7r35uZQWQtWjx9WmEWZHUDE-rlZJSTaEd1KtOsYZqVT1DLX9xTcxyFyx-3lOB_KaW4T-AopzTcR8X1s5Mxh3l--0z2CX_6Qc5Y&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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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homopolar motor is a simple device that even a primary school student can make; making 
such a motor is also a popular hands-on experiment in popular science activities. This experiment 

can be used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interaction of current and magnetic field can generate a force 

perpendicular to the current and magnetic field. This study first examines the official curriculum 

guidelines for related topics, explores two types of explanations on the internet, and then 
demonstrates the realistic magnetic field line distribution by experiments. Subsequently, two 

principles of homopolar motor, Lorentz force and Ampère force, are studied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it is concluded with their equivalency. The third type of principle, catapult field 
formed by magnetic field line reconnection, is then introduced. Finally, proper educational 

approaches are suggested for different age groups of students. 

 

Key words: homopolar motor, Lorentz force, Ampère force, magnetic reconnection, catapult fie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