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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在探討紙飛機發射器不同動力來源以及不同使用方式對

紙飛機飛行距離的影響。研究進行的時間是 5月份的每週（一）13：40~14：10

上資優班獨立研究課的時段，共實驗 5次，實驗地點在資優班的情意教室。研究

方法是針對本研究的研究問題 1-1、1-2、1-3、2-1、2-2做實際測試並記錄，每

個實驗問題皆測驗及記錄三次紙飛機的飛行距離，之後將研究結果透過 EXCEL試

算軟體算三次紙飛機的飛行距離的平均數，並繪製長條圖來進行分析與比較，綜

合歸納出本研究之結論，共二點: 

    1.本研究結果發現，摩擦力的大小、傳動軸的長短以及電動馬達轉速快慢皆

會造成紙飛機平均飛行距離的不一樣。也就是說明紙飛機發射器不同的動力來

源，會對紙飛機的飛行距離有影響。 

    2.本研究結果顯示，調整紙飛機發射器不同的發射角度及不同的發射高度會

造成紙飛機平均飛行距離的不同。也就是指出紙飛機發射器不同的使用方式，會

對紙飛機的飛行距離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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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 

我到了四年級資優班，我上紙飛機的研習課，讓我認識了很多種的紙飛機，

有巡航機、飛鏢機，迴旋機、偵察機……，每種紙飛機有不同的飛行方式不一樣，

我到了五年級資優班有開始作樂高動力機械，有很多可以拚湊的物體，例如，變

速賽車、起重機、升降工作檯，其中有一項非常特別的物體，就是紙飛機發射器，

我當時很懷疑到底這個東西可不可以讓紙飛機飛起來，於是我就試著做做看，結

果真的可以飛，只是有點飛不遠，讓我想起四年級資優班上的紙飛機的研習課，

於是我想探討哪種紙飛機用紙飛機發射器飛的最遠和探討紙飛機發射器的動力

來源，還有知道怎麼使用紙飛機發射器，於是我就開始研究這個紙飛機發射器，

而這次的紙飛機發射器剛好運用到紙飛機和樂高機械動力都是我擅長的，所以我

特別喜歡這次的實驗。 

貳、 研究目的 

1.探討紙飛機發射器的動力來源，對紙飛機飛行距離的影響。 

2.探討紙飛機發射器的使用方式，對紙飛機飛行距離的影響。 

參、研究問題 

1-1摩擦力的大小是否影響飛行距離？ 

1-2傳動軸的長度是否影響飛行距離？ 

1-3電動馬達轉速快慢是否影響飛行距離？ 

2-1紙飛機不同發射的角度是否影響飛行距離？ 

2-2紙飛機不同發射的高度是否影響飛行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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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名詞釋義 

一、紙飛機: 

我們剛開始要決定紙飛機的機種和大小，為了要讓紙飛機可以進入紙飛機發

射器裡，而且我們也看過文獻，文獻指出 1.選用的紙重量愈輕，飛行距離愈長，

所以我們決定要用 B5(A4的一半)的紙來製作紙飛機，之後我們也查到有加尾尖

翼的紙飛機會飛得比較遠，所以我們決定要依照這些特點來製作本研究的紙飛

機。 

二 、紙飛機發射器: 

所謂的紙飛機發射器是有別於手擲的，而是用各種不同的力量去推動紙飛機

發射(如彈力或電動)，雖然射出來的距離皆偏短，不過玩起來也蠻有趣且方便許

多。本研究的紙飛機發射器是使用樂高動力機械組 9686所組成的，主要動力來

源是透過電池與馬達。 

三、電動馬達的轉速: 

    所謂地馬達的旋轉原理的依據為佛來明左手定則或是右手開掌定則，當一導

線置放於磁場內，若導線通上電流，則導線會切割磁場線使導線產生移動。電流

進入線圈產生磁場，利用電流的磁效應，使電磁鐵在固定的磁鐵內連續轉動的裝

置，可以將電能轉換成動能。與永久磁鐵或由另一組線圈所產生的磁場互相作用

產生動力。本研究中我們使用同步馬達，其特點是恆速不變與不需要調速，起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4%BE%86%E6%98%8E%E5%B7%A6%E6%89%8B%E5%AE%9A%E5%89%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3%E6%89%8B%E9%96%8B%E6%8E%8C%E5%AE%9A%E5%89%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3%81%E5%A0%B4%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6%B5%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6%B5%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7%9A%E5%9C%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3%81%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6%B5%81%E7%9A%84%E7%A3%81%E6%95%88%E6%87%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7%A3%81%E9%90%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3%81%E9%90%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8%8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B%95%E8%8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3%81%E9%90%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7%9A%E5%9C%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3%81%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B%95%E5%8A%9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6%AD%A5%E9%A6%AC%E9%8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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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矩小，且當馬達達到運轉速度時，轉速穩定，效率高。還有，本研究所指的馬

達轉速的快慢取決於電池的電力，因此若是全新的電池，因電力充足，馬達就會

轉得很快，但是若是電力被消耗 1小時之後，馬達轉速就會變得稍慢了。 

四、摩擦力： 

我們這次研究想要瞭解紙飛機發射器中，摩擦力的大小是否真的會影響到紙

飛機飛行的距離?因為之前很多研究指出，紙飛機發射器都是用相同的摩擦力來

發射紙飛機，因此我們這次想要用摩擦力來當研究變項。 

五、發射的角度： 

本研究以 45度和 90度這兩個角度來比較看看，紙飛機發射器哪一個角度發

射出去的紙飛機飛得比較遠呢?由於我們從之前的研究文獻看到，紙飛機發射器

都是用相同角度來發射紙飛機，因此我們這次想要用不同發射的角度來研究。 

六、發射的高度： 

本研究以 64公分和 0公分來比較看看，紙飛機發射器哪種高度發射會讓紙

飛機飛得比較遠?根據之前的研究，我們沒有看到使用不同發射高度來研究，因

此我們想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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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文獻探討 

    根據天鷹翱翔-紙飛機研究指出，製作紙飛機時，其所選用的紙重量愈輕，

飛行距離愈長；紙的重量愈重，飛機飛行距離越短。此外，天鷹翱翔-紙飛機研

究報告中也提到機翼愈大，飛行距離愈長；機翼愈小，飛行距離愈短。還有，紙

飛機的重心位置在中間時，能夠飛行的距離較長，若能控制紙飛機的重心位置在

飛機的中間，則能使紙飛機飛行距離最長。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5%8A%A8%E6%9C%BA 以上這段天鷹

翱翔-紙飛機文獻讓我知道什麼紙飛機適合用飛機發射器。 

    馬達的旋轉原理的依據為佛來明左手定則或是右手開掌定則，當一導線置放

於磁場內，若導線通上電流，則導線會切割磁場線使導線產生移動。電流進入線

圈產生磁場，利用電流的磁效應，使電磁鐵在固定的磁鐵內連續轉動的裝置，可

以將電能轉換成動能。與永久磁鐵或由另一組線圈所產生的磁場互相作用產生動

力。電動機的種類很多，以基本結構來說，其組成主要由定子和轉子所構成。定

子在空間中靜止不動，轉子則可繞軸轉動，由軸承支撐。以上這段文獻讓我了知

道馬達的種類很多，和馬達的原理。 

    摩擦力（friction）指兩個表面接觸的物體相對滑動時抵制它們的相對移動

的力，是經典力學的一個名詞。廣義地，物體在液體和氣體中運動時也受到摩擦

力。摩擦力的成因：固體表面之間的摩擦力的來因有兩個：固體表面原子、分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4%BE%86%E6%98%8E%E5%B7%A6%E6%89%8B%E5%AE%9A%E5%89%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3%E6%89%8B%E9%96%8B%E6%8E%8C%E5%AE%9A%E5%89%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3%81%E5%A0%B4%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6%B5%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7%9A%E5%9C%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7%9A%E5%9C%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3%81%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6%B5%81%E7%9A%84%E7%A3%81%E6%95%88%E6%87%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7%A3%81%E9%90%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3%81%E9%90%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8%8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B%95%E8%8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3%81%E9%90%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7%9A%E5%9C%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3%81%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B%95%E5%8A%9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B%95%E5%8A%9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9A%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D%AC%E5%A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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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相互的吸引力和它們之間的表面粗糙所造成的互相之間卡住的阻力，這段文

獻讓我了解也許摩擦力對紙飛機發射的遠近有關係。 

    有研究指出兩種不同拋物線軌跡投籃在上臂角、投射角、投擲速度、拋物線

頂點、入射角、飛行時間等參數上均達顯著差異。根據以上這段文獻，我覺得拋

物線跟我的紙飛機發射器以不同角度發射的飛行距離可能會有影響，所以我把它

列入我的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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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在探討紙飛機發射器不同動力來源以及不同使用方式對

紙飛機飛行距離的影響。研究進行的時間是 5月份的每週（一）13：40~14：10

上資優班獨立研究課的時段，共實驗 5次，實驗地點在資優班的情意教室。研究

方法是針對本研究的研究問題 1-1、1-2、1-3、2-1、2-2做實際測試並記錄，每

個實驗問題皆測驗及記錄三次紙飛機的飛行距離，之後將研究結果透過 EXCEL試

算軟體算三次紙飛機的飛行距離的平均數，並繪製長條圖來進行分析與比較。 

二、研究工具(附圖片) 

紙飛機        捲尺 潤滑油 傳動軸 

 

 

 
 

 

 

高度 0公分(地面) 高度 64公分 水平 0度 45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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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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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果與討論 

    根據研究的目的與問題，探討紙不同的動力來源及不同使用方式的飛機發射

器對紙飛機飛行距離的影響。 

 

1.探討紙飛機發射器的動力來源，對紙飛機飛行距離的影響。 

1-1摩擦力的大小是否影響飛行距離？ 

 

    依據圖 8-1的結果看

出，紙飛機發射架在沒抹油的

情況下，平均飛行距離 148公

分，然而，抹油後平均飛行距

離只剩下 48公分。依此得

知，紙飛機發射架沒抹油的比

抹油的飛得更遠。 

1-2傳動軸的長度是否影響飛行距離？ 

 

    在圖 8-2可以觀察到紙

飛機發射器換了傳動軸之

後，平均飛行距離會不同。使

用 8公分較短的傳動軸，紙飛

機會飛得比較遠 128公分，較

長的傳動軸會飛得比較近 74

公分，可見，不同長度的傳動

軸會影響飛行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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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電動馬達轉速快慢是否影響飛行距離？ 

 

從圖 8-3顯示出，用過 1

小時的電池帶動馬達轉動，使

紙飛機發射器平均飛行距離

是 129公分，反之，使用全新

的電池帶動馬達轉動，紙飛機

發射器的飛行距離會較近是

106公分。所以，馬達轉速的

快慢會影響紙飛機的飛行距

離。 

    根據圖 8-1、8-2及 8-3之研究結果發現，摩擦力的大小、傳動軸的長短以

及電動馬達轉速快慢皆會造成平均飛行距離的不一樣。 

 

2.探討紙飛機發射器的使用方式，對紙飛機飛行距離的影響。 

2-1紙飛機不同發射的角度是否影響飛行距離？ 

 

    從圖 8-4中得知紙飛機

發射器水平 0度時，飛行距

離平均是 76公分，但是仰角

45度時平均飛行距離是 85

公分。依此可知，仰角 45

度時，飛得比水平 0度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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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紙飛機不同發射的高度是否影響飛行距離？ 

 

    依照圖 8-5可以發現紙

飛機發射器放置在桌面 64公

分時，平均飛行距離是 126

公分，如果放在地面時，平均

飛行距離是 37公分，也就是

說置於桌面 64公分時，飛得

比平地 0公分時遠。 

    根據圖 8-4及 8-5之研究結果發現，調整紙飛機發射器不同的發射角度及不

同的發射高度也會造成平均飛行距離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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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在探討紙飛機發射器不同動力來源以及不同使用方式對

紙飛機飛行距離的影響。研究進行的時間是 5月份的每週（一）13：40~14：10

上資優班獨立研究課的時段，共實驗 5次，實驗地點在資優班的情意教室。研究

方法是針對本研究的研究問題 1-1、1-2、1-3、2-1、2-2做實際測試並記錄，每

個實驗問題皆測驗及記錄三次紙飛機的飛行距離，之後將研究結果透過 EXCEL試

算軟體算三次紙飛機的飛行距離的平均數，並繪製長條圖來進行分析與比較，綜

合歸納出本研究之結論，共二點: 

    1.本研究結果發現，摩擦力的大小、傳動軸的長短以及電動馬達轉速快慢皆

會造成紙飛機平均飛行距離的不一樣。也就是說明紙飛機發射器不同的動力來

源，會對紙飛機的飛行距離有影響。 

    2.本研究結果顯示，調整紙飛機發射器不同的發射角度及不同的發射高度會

造成紙飛機平均飛行距離的不同。也就是指出紙飛機發射器不同的使用方式，會

對紙飛機的飛行距離有影響。 

    根據研究過程及研究結果，檢討我們的研究限制，並建議未來研究者應該如

何做會更好:  

1. 為了要探討紙飛機發射器不同動力來源對紙飛機飛行距離的影響。在提出研

究問題時，我們有考慮到齒輪的帶動方式--加速或減速，可能也會造成紙飛

機飛行距離的不同。但由於紙飛機發射器的機械構架已完成，如果要去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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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輪就必須將原本的紙飛機發射器機械構架重新做，可是這樣就會出現不同

版本的紙飛機發射。我們擔心，這樣會影響到實驗結果的一致性。 

2. 我們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換成不同的角度(例如:因在實驗過程中，我們因為

好玩，所以用 90度測試看看，結果出現往後上方的位置飛)，來測試紙飛機

的飛行距離並做比較。 

3. 我們建議之後的研究可以使用不同的摩擦力來測試，例如:改變輪胎的材質，

來測試並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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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研究過程剪輯 

研究過程(附說明) 

 

 

 

 

1由文獻中找到其他人的

舊經驗，再加以創造研

發，製作出適合本研究紙

飛機發射器的紙飛機。 

 

 

 

 

 

 

 

2.利用紙飛機發射器測試

不同的摩擦力、傳動軸的

長短、馬達轉速的快慢對

紙飛機飛行距離的影響，

接著再測量紙飛機在不同

發射角度及高度的飛行距

離。 

 

 

 

 

 

3.在獨立研究課或資訊課

上共同整理與分析結果，

再探討未來研究如何改進

之後，就大功告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