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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懸吊鋼繩斷裂而自由落下的電梯中，站在磅秤上的人測得的重量為零，所以

說人處於「失重」狀態。如果根據一般教科書採用的「重量即物體所受重力」或「物

體所受重力的大小」來推論，如此一來，物體失重時其所受重力也是零。可是，失重

時真的沒有重力作用嗎？本研究旨在探討高中學生在失重教學後所建構的「失重」概

念。研究對象為學過力學的高二學生 96 人。研究方法以量化的調查研究為主，質性的

個案訪談為輔。研究工具為自編的「失重概念問卷」，以霍金體驗失重飛行的新聞為背

景，題目形式採用「事實—理由」兩階段設計，並在每階段另增加一層學生對自己作

答的「信心加權」評分，而形成兩階段四階層測驗。在「理由」階段，前測問卷為開

放式，後測則為是非題，並將信心加權改為逐題對其說服力評分(1 最低，5 最高，0
為「非」)。研究發現：約四成學生知道失重並不是失去重力而是感受不到重量，而同

時能正確說出失重飛行時，何時會產生失重狀態者，僅剩 8.5%。學生的失重概念心智

模式可歸納成七種：測量說、離心力說、漂浮說、高度說、大氣說、零重力說、及直

覺說。重量的重力定義可能導致失重即失去重力的錯誤推論，建議教師教學時應釐清

重量與重力的概念。 
 

 
關鍵詞：另有概念、失重、重力、重量 

 
 
 

壹、前言 

「重量(weight)」的定義可以分為兩種

(Figueiredo, 2008; Galili & Lehavi, 2003)。一

種是越高年級的教科書越少採用的操作型定

義，例如：重量是「物體作用在其支撐或懸

吊物的力 (Marion & Hornyak, 1985)」；另一

種則是以重力來定義，例如：「物體所受地球

引力即物體重量」，並說明「地球引力又稱為

重 力 (gravitational force) 」 ( 例 如 Serway, 
1996)。第一種定義的重量是接觸力；第二種

定義的重量就是重力，是超距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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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1962)指出，由於在討論「人在太

空」的議題時，「失重(weightlessness)」這個

名詞引發許多人的困惑，促使他去考慮「重

量」的定義，他主張重量是接觸力，有別於

「重力」，並建議基礎物理教科書的作者，應

該仔細區別這兩者。隨後的研究者(如 Taylor, 
1974; Galili, 1993, 1995, 2001)也支持這個主

張，但是卻鮮有教科書作者接受(Figueiredo, 
2008)。 

我國國中及高中教科書，甚至國小自然

領域的能力指標也都採用第二種定義—「重

量即重力」來說明重量的來源，並且提出質

量 m 的物體，其重量 W=mg，其中 g 為重力

加速度。 
這樣的定義容易導致對「失重狀態」這

個概念的誤解，因為失重若是指失去重量，

根據重量的重力定義，失重也指失去重力。

而教科書以「磅秤顯示的重量(即視重)」為

零來解釋「失重」，這樣的解釋可能引發另一

個問題：「重量」與「磅秤顯示的重量」有何

不同？答案又回到前述的定義，前者是重力

定義，是超距力，而後者是操作型定義，是

接觸力，顯然它們指不同的物理量，卻都用

了「重量」的說法。在這樣的教學背景下，

學生建構了怎樣的「失重」概念，就成了值

得探討的問題。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高中學生學過重

力、重量及失重後，所建構的失重概念，以

作為教學的參考。 

貳、文獻探討 

重量概念發展起源於日常生活的直接經

驗，而重力概念的發展卻是來自於學校的概

念教學或科普書籍及媒體。直接的經驗使得

學生的重量概念遠比重力概念根深蒂固，因

此教科書以重力即重量來遷移學生的概念，

這樣的作法讓學生很快接受了重力概念，但

是同時也造成概念的混淆。以下將討論學生

的重量與重力概念之發展，以及教科書與科

普雜誌對重量與重力的定義。 

一、學生的重量與重力概念之發展 

學生所持有的日常物理現象概念，其發

展受三方面影響 (Osborne & Wittrock, 1985; 
Claxton, 1996)：一為個人的「直觀科學 (gut 
science)」，來自對該現象的直覺與自然的反

應，未經審慎思考與反思，常具有許多迷思

概 念 ； 二 為 社 會 的 「 世 俗 科 學  (lay 
science)」，源自日常的語言運用與媒體影

像；三為正式學術的「學校科學  (school 
science)」，是基於學校課堂的符號化、理想

化世界，卻常與直觀違背。學生的重量與重

力概念的發展也不例外，日常的經驗、語言

的運用與媒體影像及先前的學習結果形成了

學生在進入課堂前的先備概念。這些先備概

念將顯著地影響學生對課堂所教的概念的接

受與了解，換句話說，學生以他們的已知來

形成他們的新理解 (NRC, 2005)。因此要探

討學生對「失重」的概念，就必須要先了解

學生對「重量」與「重力」的概念。 
(一)重量的概念發展：直觀科學 

重量概念的發展很早，即使是三歲幼兒

已能正確辨識物體的輕重，並了解物體重量

所產生的效應，如「重就搬不動」；但是對

於很輕的物體，大多數的兒童會認為沒有重

量，有些則由於語言的邏輯思考認為「沒有

重(不是重量為零)」，有些更指出具有「輕

量」(莊麗娟，2007)。Galili和Bar (1997)探索

五到十六歲兒童的重量概念發展，發現在幼

兒時期他們就已經由直觀建構了「重量是下

壓的力(weight-is-a-pressing-force)」、「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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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重 的 物 體 所 獨 具

(weight-is-possessed-exclusively-by-heavy-obj
ects) 」 、 「 懸 空 的 物 體 沒 有 重 量

(suspended-substances-are-weightless) 」 以 及

「重量是拿或搬動物體所感覺到的『重性』

(weight-is-heaviness-to-hold/move)」等概念。 
兒童的確從他們的日常生活及遊戲中，

逐漸地由親身體驗，甚至經由語言與媒體影

像進行理解，並做簡單的推論，建構他自己

的重量概念。 
(二)重力的概念發展：世俗科學及學校科學 

沒有研究支持兒童的重力概念來自直觀

的建構，不過Kikas和Hannust(2002)對五和七

歲的兒童所做的研究顯示，兒童可經由教學

獲得重力(地球引力)概念，但是這個重力概

念卻是基於原有的直觀和世俗概念建構而

來，因此有些兒童認為重力並非作用在任何

物體，只有和地表接觸的才受重力作用，例

如飛鳥、飛機就不受重力影響。經過更進一

步的解釋後，兒童可以克服這個混淆，有些

甚至建構出「沒有地球引力的吸引，每一樣

東西都會漂浮到空中。」但是這個概念可能

影響後來對「失重狀態」的理解，形成「飄

浮在空中的物體沒有受到地心引力的作用」

的推論。 
(三)國中小階段的重量與重力教學 

重量的教學在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 (教
育部，2003) 中主要安排在數學，遍及二至

七年級，課程綱要及教學現場 (如，姚如芬、

林佳穎，2003) 的教學順序符合重量概念的

直觀發展，先透過輕重的感覺、接著作直接

和間接的「比較」，然後再運用「測量」來

建構重量概念；在自然科學領域中，一、二

年級配合數學，由察覺物體的輕重來認識重

量，但是到了五、六年級，能力指標則將重

量定義為「重量就是物體所受到的重力，重

力會使物體落下。」這樣定義的用意，可能

是要告訴學生重量的來源是重力，而且讓學

生了解重力對物體產生的效果。不過這樣的

定義將重量等於重力，讓學生把直觀發展而

來的重量概念與教學而來的重力概念劃上等

號，給了學生以推論來發展出更多另有概念

的機會。 
(四)學生的重量與重力另有概念 

隨著年齡的增長，學生的重量與重力概

念越來越趨向學校科學發展，不過對中小學

生及大學生的研究(如: 王俊貴，2002；余秀

麗和譚克平，2005；張月霞，2005；張良程，

2003；廖婉君，2002；Hestenes, Wells, & 
Swackhamer, 1992; Palmer, D., 2001; Sharp & 
Sharp; 2007) 發現、有些迷思概念卻仍然持

續到高中甚至大學，如「上升的物體不受重

力」、「靜止的物體不受重力」、「越重的

物體掉得越快」、「在水中物體重量變輕，

所受的地心引力變小」、「重力需要空氣媒

介，真空中的物體不受重力作用，大氣層之

外物體不受重力，大氣層之內才有重力作用」

等；有些則是後來才出現，如「重力是長距

離的作用力，在大距離時比較強 (Treagust & 
Smith, 1989)」。 

Kjærnsli, Angell, & Lie (2002) 分析國際

性測驗TIMSS中十三歲學生(七至八年級)有
關蘋果從樹上掉落所受重力的情形，發現雖

然答對率各國不同，不過學生的迷思概念則

普偏一致，各國答錯最多的選項均一樣，顯

示25%-36%的學生認為重力只作用在蘋果掉

落的過程中，而靜止的蘋果不受力，diSessa 
(1993) 主張這是因為學生將重力視為「運動

的力(moving force)」。另有6%-11%的學生則

認為重力只作用在靜止的物體上，而蘋果在

掉落過程不受重力作用，這個想法可能來自

「重量就是重力的大小」的教學與「懸空的

物體沒有重量」的直觀概念。 
(五)學生的失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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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經驗體驗失重的機會不多，失重概

念的發展來自世俗及學校科學，以及根據既

有概念所作的推論。Gürel & Acar (2003) 以

電梯鋼繩斷裂而自由落下時，電梯中站在磅

秤上的人其磅秤讀數的問題，調查高中和大

學生的失重概念，結果發現：近半數的學生

認為重量會變小，一成多認為會變大，認為

重量變為零的只有兩成，但是連理由都答對

的，高中生沒有，大學生則只有2%，而在錯

誤的理由中最常被提到的是電梯的加速度降

低了重力的作用。 
這可能是來自教學，少部分來自搭電梯

的經驗，當電梯向下加速時感覺體重變輕，

而重量就是重力的概念導致重力變小的結

論。 
不過也有學生持相反看法，認為會使得

重力加速度增加，顯然大部分學生並未具備

清晰的重量與重力概念。 

二、高中教科書的重量與重力之定義 

市面上的高中教科書，對重量的定義或

說明有三類： 
(一)重量即重力 

此種說法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以重量來

說明重力，小學的教學常採用這種方式，因

為兒童的重量概念發展先於重力；另一種是

以重力來說明重量，許多國中教科書(如，鄧

美貴, 2004)及高中教科書採用這種方式，直

接指明物體所受的重力稱為物體的重量。例

如： 

地球對物體的引力稱為物體所受的

重力，而地面上物體所受的重力常

稱為地面上物體的重量，W=mg。(楊
宗哲，2006：34) 

上面的說明把重量限制在地面上，這樣的說

法可能加強了「懸空的物體沒有重量」的直

觀概念。有些課本說明了重量的觸感 (tactile) 
經驗，不過並未使用這個經驗來定義重量。

例如： 

「重力」源自萬有引力，牛頓發

現：「萬物之間存在著一種引力」…
這也是我們常把物體受地球的萬

有引力稱為「地心引力」的緣故。

物體受到的地球引力稱為「重

力」。當我們想把物體由地面拿起

來時，需要克服這個重力，也就是

我們所稱的「重量」。(陳文典，

2007：38) 
上述的說明指出重力就是地球引力(或稱地

心引力)就是重量，可是這樣的說法在解釋

「失重」時就遭遇了困難。教科書在解釋「失

重」時採用視重，換句話說，採用了重量是

接觸力的定義。 
(二)重量重力的大小 

有些教科書採用了重力的大小就是重

量，而讓重量變成了純量。例如： 

物體的重量來自地球引力的作

用，所以地球引力又稱為重力，此

力恆指向地心。…質量為m的物體

所受的地球引力大小，即其重量

W，可以下式表示之： 

W = mg 

[W: 重力(N)；m: 物體質量(kg)；
g: 重力加速度(m/s2)] 
…重量…代表物體所受地球引力

的大小…物體的重量W可以寫成

下式: 

W = mg = 2r
MmG  

[W: 物體重量；M: 地球質量；m: 
物體質量；r: 物體和地心間的距

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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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瑞，2008：36-38) 

可是這仍然無法釐清「失重」的概念，因為

如果失重時意謂重量為零，則根據上述公

式，質量不為零，則g為零，亦即重力為零；

如果重力不為零，則表示重量亦不為零，所

以仍然需要採用「視重」來解決這個問題。 
(三)重量是作用於體重計的力 

有些教科書對重量的概念著墨較多，而

且從重量的測量開始說明。例如： 

當我們站在體重計上，同時會受到

地球的重力及體重計的正向力作

用，這兩個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體重計所顯示的重量，也是我們作

用於體重計上的力，此力與地球施

於我們的重力是一樣大的。(褚德

三，2006) 

如果重量是我們作用於體重計上的力，那麼

重量就是正向力的反作用力，當正向力不存

在，重量也不存在，這樣的角度有利於失重

概念的解釋： 

因為當我們與體重計都以相同的速

度與加速度下落，兩者間不存在因

擠壓所造成的正向力，因此體重計

將無法顯示我們的重量。這樣的結

果，就彷彿是我們失去了重量一

般，故稱這種現象為失重。(褚德

三，2006) 

不過「彷彿是我們失去了重量」這句話，可

能讓學生以為重量並未失去，只是好像失

去，因為磅秤測不到，實際上還有重量，那

麼這個重量會是甚麼？ 
有些教科書則指出： 

人施給磅秤一向下的力，此力的大

小即磅秤的讀數，即體重。…因此

人的體重就是所受地球引力的大

小。(林明瑞，2008) 
這種說法將重量視為純量。這類教科書雖然

介紹了重量的操作型定義，卻仍然將重量等

於重力的大小。 

三、科普雜誌的重力定義 

有別於教科書把重力等於地球引力，

「Newton量子科學雜誌」把重力定義為： 

物體牽引其他物體的力量就是「萬

有引力」。物體承受來自地球的萬

有引力及地球自轉的離心力的合

力，就是「重力」。(淺島誠、古川

義純、山岸明彥，2008：71) 

這樣的定義引進了離心力，保留了重力

即 重 量 的 觀 點 ， 也 吻 合 了 失 重 狀 態

(weightlessness)又稱無重力狀態(zero gravity)
的說法，但是卻有下列缺點：第一，與學校

科學違背；第二，離心力是假力，與一個不

存在的力來求合力，並不合理；第三，除非

不在重力場中，否則失重狀態的物體所受合

力並不為零。因此這樣的定義並不合適，可

能造成學生更多的迷思概念。 

四、小結 

國中小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所採取的重量

與重力概念(其中失重概念並未包含於課綱)
研究者以圖1(a)來表示，圖中實線表示概念

最先來自個人經驗，即直觀科學，虛線表示

來自教學，即學校科學。重量概念的發展起

始於學生早期的觸感經驗(莊麗娟，2007)，
因此以作用於磅秤的力來解釋重量，亦即以

操作型定義來定義重量，符合學生的概念發

展。不過從概念圖可以看出要把重量和重力

直接相等，會出現接觸力等於超距力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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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中教科書要談失重概念，不能再忽

視這個矛盾，否則為了維持重量即重力的概

念，只好把磅秤測得的重量視為視重，如圖

1(b)，如此一來重量卻脫離了原來的概念發

展過程，脫離了學生的經驗，而純粹變成了

學校科學中的一個抽象物理量。然而學生的

概念常常不只是學校科學的概念，而是混雜 
 
 
 
 
 
 
 
 
 
 
 
 
 
 
 
 
 
 
 
 
 
 
 
 
 
 
 
 
 
 

著直觀科學與世俗科學，重量與重力的概念

也不例外。雖然教科書試圖將重量從觸感經

驗切割，但是學生對根深蒂固的經驗卻很難

割捨。 
有鑑於此，本研究將以失重時人的重量

及其所受的重力，來檢驗高中學生的失重概

念。 
 
 
 
 
 
 
 
 
 
 
 
 
 
 
 
 
 
 
 
 
 
 
 
 
 
 
 
 
 
 

 

下落 

經由觸覺 經由教學
經由視覺

靜止 

即(?)

物體重性 

Heaviness

狀態 
輕重 

超距力接觸力 

重力 重量 

測量 

質量 

為 

作用

經由 感覺到 

用於 

得到 即 
即

因為

失重 

為零 不變 

作用

視為 受 

作用

為 

受 

 
圖 1(a)：國中小課程綱要的重量與重力概念圖  

重量概念由觸覺經驗發展而來，重力概念則由視覺經驗再經直接教學而來，但是「重量即

重力」卻產生接觸力等於超距力的矛盾。(本圖為研究者的詮釋，不代表課綱觀點) 
 

 
物體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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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觸覺 經由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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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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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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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b)：高中教科書的重量與重力概念圖  

將重量由觸覺經驗切割分離出來，並將其等同於教學而來的重力，至於原來的重量則以視

重來取代，然而視重與重量之間的關係卻曖昧不明。(本圖為研究者的詮釋，不代表教科

書作者觀點) 



 高中學生的「失重」概念之研究 7

 

參、研究方法 

由於教科書以電梯自由落體來解釋失

重，而且學生也練習過許多「電梯失重」的

題目，為了避開練習強記的影響，所以另以

失重飛行作為研究的背景。 
本研究以量化的調查研究為主，以質性的個

案訪談為輔。研究分為三階段(如圖2)，分別

說明於下。 

一、問卷發展： 

(一)理論基礎 
Treagust(1986)指出，研究者對於學生概

念的診斷，最常採用的方法有晤談及選擇式

測驗。我國在 2000 年至 2003 年進行的大型

整合型研究—「科學概念學習研究」中，用

來診斷學生概念的工具就是兩階層(two tier)
選 擇 式 測 驗 ( 郭 重 吉 ， 2005) 。 依 據

Treagust(1986, 1988)的建議，兩階層選擇式

測驗的第一層是「事實」階層，用來測驗學

生的事實知識，第二層是「理由」階層，用

來確認學生的解釋、推理或其心智模式，而 
 
 
 
 
 
 
 
 
 
 
 
 
 
 

其 各 誘 答 選 項 則 是 晤 談 學 生 而 來 的 答 案

(如，林明良、陳忠志，2002; Chen, Lin, & Lin, 
2002; Tsai & Chou, 2002)。這樣發展出來的工

具包含了晤談的優點，也提供了大量施測的

可行性，有利於全盤了解全班學生所持有的

概念及其概念背後的理由。 
然而選擇題會因猜測而降低試題信度，而信

心加權(confidence weighting)可以彌補這個

缺點。自從1930年代提出「信心加權」迄今，

已經演變出各式各樣的運用，其核心就是讓

受試者評定對自己答案的信心(Echternacht, 
1971)。許多研究指出，自我信心加權的評分

方式可以大幅提升試題信度，並且比傳統的

評分方式，對學生的課業表現有更高的相

關，換句話說，信心加權評分更能診斷出學

生 的 概 念 理 解 (Ahlgren, A. 1969; Garvin, 
1972; Pugh & Brunza, 1975; Stankov 
&Crawford, 1997)。因此開始有研究者將自我

信心加權評分加入二階層診斷測驗而形成三

階層測驗(如，Kaaltakçi, & Didiş, 2007)。 
不過，單選式的選擇題卻限制了學生只

能在選項中選取一個答案，事實上常常會在 
 
 
 
 
 
 
 
 
 
 
 
 
 
 
 

 

開放式問卷
「失重」概念

兩段式測驗

前、後測問卷

階段 I:問卷發展 階段 III:個案訪談 階段 II:問卷施測 

試測 
 科學教師 
 國立理學院

大學生 
 公立高中 
自然組學生 

試測 
 公立高中 
自然組學生 

 

正式施測 
 公立高中 
自然組學生 

 
 
統計分析 

 
晤談 

 
資料詮釋

 
文獻探討 

圖 2：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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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選項中猶豫不決。許多研究(如，Gibert, 
Osborn, & Fensham, 1982; Tsai et al.,2007; 
Tytler, 2000)發現，學生的概念往往模糊不

清，甚至存在著相互衝突的觀點，隨著與不

同的診斷工具交互作用，會呈現出其中一種

型式的概念理解，因此會出現學生在與教學

情境相同的測驗中似乎有正確的概念，但是

在運用到日常情境的測驗中就出現完全矛盾

的概念(蔡嘉興，2007; Tsai, Chen, & Chou, 
2006)。因此本研究在理由階層，將單選改成

對每個誘答選項進行是非判斷，作答者並對

這個選項的說服力予以評分(0 表示錯誤，完

全無說服力；5 表示可以肯定是正確的，說

服力最高)，如此可以顯示學生對該選項的同

意程度，教師則可理解學生的「概念組成」，

並且可以了解哪些理由對哪些學生最具說服 
 
 
 
 
 
 
 
 
 
 
 
 
 
 
 
 
 
 
 
 
 

力，可以做為概念改變教學的參考。 
(二)問卷設計 

根據上述分析，本研究的概念診斷工具

採用二段四階層測驗設計，分前、後測問卷。

前測問卷第一段測量「事實」選項，並對作

答進行信心加權評分，第二段為「理由」部

分，採開放式問卷，同時也對作答進行信心

加權評分；後測問卷第一段則為「理由」部

分，採是非題，學生就每項理由判斷是非，

若為「是」則繼續對其說服力評分(1 分最低，

5 分最高，0 分為「非」)，第二段為事實選

項，並對作答進行信心加權評分。後測問卷

讓學生先評斷理由，是希望引發學生的既有

概念來判斷事實選項的答案。發展完成的後

測問卷見附錄，第一題有關失重概念的理由

選項如表 1，第二題有關失重時機的理由選 
 
 
 
 
 
 
 
 
 
 
 
 
 
 
 
 
 
 
 
 
 

 

天文物理學家霍金 (Stephen Hawkin) 罹患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而被困在輪

椅四十年，終於在 2007/4/26 日脫離輪椅自由自在飄浮了八次，每次約三十秒，共享

受了四分鐘的失重狀態。著地後他很高興的說：太空，我來了！ 
失重狀態是由波音七二七噴射客機在大西洋上空八千五百公尺到六千公尺間做

「拋物線」波浪狀飛行所產生。也就是飛機飛行路線由數個向下開口和向上開口的

拋物線所組成(如上圖，修改自 BBC, 2007)。 
1. 在波音七二七做拋物線失重飛行時，所謂的失重狀態，是真的所受重力為零嗎？

2. 請看上頁圖，你認為在哪些(或哪一)段飛行時間中，可以體驗到失重狀態？ 
 

圖三 失重概念問卷的背景資料與問題 圖 3：失重概念問卷的背景資料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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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如表 2 所示，問卷的開發過程(見圖 2 階段

I)說明於下。 
本研究工具避開學生已學過並練習過

的電梯自由落下而失重的題目，而以霍金體

驗失重飛行的新聞(彭淮棟編譯，2007)為背

景(如圖 3)，先開發開放性試題，先後對中學

科學教師 23 人、國立大學理學院學生 46 人、

及公立高中自然組學生 32 人試測，再根據作 
 
 
 
 
 
 
 
 
 
 
 
 
 
 
 
 
 
 
 
 
 
 
 
 
 
 
 
 
 

答資料整理出學生可能作答的選項並加入文

獻探討所獲得的資料，以及教師可能用來解

釋的理由，發展成「事實—理由」兩段四階

層測驗，然後再以公立高中高二自然組學生

31 人進行試測，以測驗結果修訂試題。全份

試題測驗學生的失重概念以及產生失重的時

機，試題並經物理教育專家二位及高中物理

教師五位進行審核，以建立內容效度。 
 
 
 
 
 
 
 
 
 
 
 
 
 
 
 
 
 
 
 
 
 
 
 
 
 
 
 
 
 

表 1：第一題「失重概念」的理由 

編號 理由 

b101.失重表示失去重量，所以飛機艙內的人所受重力為零。 

b102.失重時人會漂浮，表示人未受到重力的作用。 

b103.失重時人會漂浮，表示人所受的外力合力為零。 

b103P.飛機在最高點失重時，這時鉛直方向的速度為零，表示不受力。 

b104.飛機在最高點失重時，這時鉛直方向加速度為零，表示不受力。 

b105.像太空梭繞地球飛行，此時重力正好當作向心力，而呈失重狀態，如太空漫步的太

空人，其實他跟太空梭一起往下掉，只是下降的幅度正好等於地球的弧度變化。 

b106.因為飛機和人都還在地球重力場中，而且距離地心幾乎不變(可忽略)，所以受有重

力且大小與失重前相當。 

b107.失重並不是真的零重力，也不是外力合力為零，而是仍受重力作用，但在自由落下

這段時間內，人和地板也以相同的重力加速度在往下掉，因此感受不到重力。 

b108.失重前人感受到飛機地板的支撐，所以有重量，當飛機引擎不再加速，此時飛機和

人都只受到向下的重力加速度 g 的作用，人相對於飛機的加速度為零，地板不需要

再支撐人，所以人感覺失重。 

b109.飛機有水平的向前加速度，所以在飛機上人會感受到向後的加速度，也就是向後的

力，加上原來向下的重力加速度產生的重力，兩力的合力就是人感受的重力。 

b110.飛機作拋物線飛行，表示飛機在水平方向是等速運動，就像只受重力作用的拋體運

動一樣，飛機和人都受重力作用。 

b111.飛機並非在真正的無重力環境(如無重力場的外太空)，而是製造出無重力狀態，因

此所受重力要比失重前小才浮得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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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施測： 

施測樣本為方便取樣，對象為已學過力

學(高二物理上冊，包括失重概念)的公立高

中學生三班96人。本研究理由部分施測的信

度Cronbach’s α為0.72，大於可接受的最小信

度值0.70 (Gay, 1992)，表示本次施測具有相

當的內部一致性，學生並非隨機猜測作答。 

三、個案訪談： 

為更深入了解「理由判斷」對學生的「失

重」概念的影響，研究者進一步挑選自願學

生12位，以前述問卷為本，進行訪談，並就

訪談 
 
 
 
 
 
 
 
 
 
 
 
 
 
 
 
 
 
 
 
 
 
 
資料以及上述統計資料進行詮釋。 

肆、結果與討論 

儘管學生已學過重量、重力及牛頓運動

定律的概念，並且學過失重狀態的現象，但

是仍有超過半數的學生擁有與科學概念不同

的失重概念，而且七至八成的學生無法完全

正確判斷失重的時機。施測結果分別說明於

下： 

一、學生對失重意義的看法 

問卷第一題調查學生的失重概念，詢問

表 2：第二題「失重時機」的理由 

編號 理由 

b201.在 C 時飛機掉下來，只有向下的重力加速度，類似電梯失速下墜，人會覺得失重。

b202.在 D 時，飛機往下的加速度正好等於 g 值，此時才會有失重感覺。 

b203.在 D 時，飛機的加速度向上，也就是飛機的鉛直速度要越來越小。 

b204.在 D 斜率最大，表示加速度大小最大，而且斜率為負值，表示飛機向下加速，所以

產生失重狀態。 

b205.在 B 和 C 時，從向下開口的飛行拋物線軌跡得知，此時飛機作只有向下加速度，沒

有水平加速度的拋體運動，此時飛機和人的加速度都是 g，所以飛機和人以相同的

加速度上升後下降，人對飛機的相對加速度為零，形成失重。 

b206.在 B 和 C 兩段，類似以地心為中心的圓周運動，此時所受的重力作為向心力，就像

繞地球作太空漫步的太空人處在失重狀態。 

b207.在 BCE 能體會失重，因為這三段是飛機迅速改變方向的段落，因人體仍有原方向的

切線速度，但飛機卻向另一方向，故可達失重。 

b208.飛機一直有水平加速度，所以不管垂直方向加速度如何改變，都不可能體驗失重狀

態。 

b209.只有飛機在最高點時，鉛直速度為零，此時才是失重狀態。 

b210.像六福村的大怒神一樣，在自由落下的過程中體驗失重。 

b211.像坐在雲霄飛車，在到達頂端前後那段可以體驗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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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失重飛行時，所謂的失重狀態，是真

的所受重力為零嗎？」 
以下將學生依施測結果(見表 3、圖 4 及

圖 5)分五類，分別說明如下： 
(一)失重時所受重力為零 (選項 A)  

前測中有 14.6%的學生具有此想法，後

測則減為 9.6%。整體而言，這類型學生最認

同的理由依序為： 
1. 失重並不是真的零重力，也不是外力合力

為零，而是仍受重力作用，但在自由落下

這段時間內，人和地板也以相同的重力加

速度在往下掉，因此感受不到重力。(b107) 
2. 失重表示失去重量，所以飛機艙內的人所

受重力為零。(b101) 
3. 因為飛機和人都還在地球重力場中，而且

距離地心幾乎不變 (可忽略)，所以受有重

力且大小與失重前相當。(b106) 
4. 飛機作拋物線飛行，表示飛機在水平方向

是等速運動，就像只受重力作用的拋體運

動一樣，飛機和人都受重力作用。(b110) 
其中理由 b101 與 b107、b106、b110 相互矛

盾，檢查個別學生的作答情形，發現學生的

作答確實存在這個矛盾，顯示學生對地球引

力、重力及重量的概念混淆不清，例如有學

生說： 

在高空中地心引力已有減少，因為

GMm/r2，r 變大，再使用高速噴射

機產生向下加速度，使內部的人產

生無重力的感覺。(s1517p1) 

學生的概念呈現兩個問題：1. 學生未覺

察到 G 值很小，所以即使在高空中 r 變大，

但重力減少有限，換句話說學生未能了解這

個數學公式的數值大小；2. 學生認為向下加

速度使重力減小這與 Gürel & Acar (2003)的
發現一致，這個想法來自失重會飄浮的意

像，他說「向下加速度使人飄起來，重量變

零。」而重量即重力，所以所受重力為零，

這個觀點與另一個學生的看法：「失重就是無

重量，就是所受重力為零。(s1406p1)」異曲

同工。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本 類 型 學 生 對 理 由

b103p 的說服力評分均約 2.3，顯示多數具有

「最高點時鉛直速度為零，所以不受力」的

迷思。 
(二)失重時所受重力不變(選項 B) 

前測只有 36.6%具有這個與現行的學校

科學概念相同的想法，認為飛機在失重飛行

時，艙內的人所受重力仍與失重前相同，在

提供理由判斷的後測中則提高至 44.6%。整

體而言，這類型學生最認同的理由依序為 
1. 失重並不是真的零重力，也不是外力合力

為零，而是仍受重力作用，但在自由落下

這段時間內，人和地板也以相同的重力加

速度在往下掉，因此感受不到重力。(b107) 
2. 因為飛機和人都還在地球重力場中，而且

距離地心幾乎不變(可忽略)，所以受有重

力且大小與失重前相當。(b106) 
3. 失重前人感受到飛機地板的支撐，所以有

重量，當飛機引擎不再加速，此時飛機和

人都只受到向下的重力加速度 g 的作用，

人相對於飛機的加速度為零，地板不需要

再支撐人，所以人感覺失重。(b108) 
4. 飛機作拋物線飛行，表示飛機在水平方向

是等速運動，就像只受重力作用的拋體運

動一樣，飛機和人都受重力作用。(b110) 
亦即他們可以區分重力是物體所受的地球引

力，而失重不是失去重力而是失去重量。例

如有學生說： 

地球的引力一樣存在，所以 W=mg，

g 沒變，所以重力沒變。(s1131p1) 

值得注意是，上述學生把 W 視為重力而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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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書所指的重量。至於為何失重，他的解釋

是： 

相對的關係來看，飛機向下，和重

力方向相同，移一公尺，人也一樣。

(s1131p2) 

換句話說，人得不到支撐，所以失重。 
(三)失重時所受重力會變大(選項 C) 

前測中有 11.0% 認為所受重力大於失

重前，後測則為 12.0%。整體而言，這類型

學生最認同的理由依序為： 
1. 失重並不是真的零重力，也不是外力合力

為零，而是仍受重力作用，但在自由落下

這段時間內，人和地板也以相同的重力加

速度在往下掉，因此感受不到重力。(b107) 
2. 飛機並非在真正的無重力環境(如無重力

場的外太空)，而是製造出無重力狀態，因

此所受重力要比失重前小才浮得起來。

(b111) 
3. 因為飛機和人都還在地球重力場中，而且

距離地心幾乎不變(可忽略)，所以受有重

力且大小與失重前相當。(b106) 
其中 b111 及 b106 均與其主張矛盾，晤談結

果有些學生說是猜測，有些學生說是看錯題

目，他們的答案是比失重前小，因此本類學

生可能少於一成。不過仍有學生以為失重時

會飄浮，雖然感覺不到重力，但是在下墜，

距離地心變近，所以所受重力變大，這個想

法仍然是因為對 GMm/r2 的數值大小沒有感

覺。 
還有二項理由： 
4. 飛機在最高點失重時，這時鉛直方向速度

為零，表示不受力。(b103p) 
5. 飛機在最高點失重時，這時鉛直方向加速

度為零，表示不受力。(b104) 
其他各類學生對上述兩項理由認同低，但本

類學生卻持相反觀點，顯示有些學生具有最

高點不受力的迷思，而下墜時失重(b107)，
但受力變大所以所受重力變大。 

值得注意的是，從對理由的評分來看(見
圖 5)，本類型學生雖然對科學概念的評分較

高，但對其他另有概念的評分也多在 2.3 以

上，顯示本類型學生具有最多的迷思概念。 
(四)失重時所受重力會變小(選項 D) 

前測中亦有 36.6%認為所受重力比失重

前小，後測則減少至 31.1%，這是佔比例最

大的另有概念。整體而言，這類型學生最認

同的理由依序為： 
1. 飛機並非在真正的無重力環境(如無重力

場的外太空)，而是製造出無重力狀態，因

此所受重力要比失重前小才浮得起來。

(b111) 
2. 失重並不是真的零重力，也不是外力合力

為零，而是仍受重力作用，但在自由落下

這段時間內，人和地板也以相同的重力加

速度在往下掉，因此感受不到重力。(b107) 
3. 飛機作拋物線飛行，表示飛機在水平方向

是等速運動，就像只受重力作用的拋體運

動一樣，飛機和人都受重力作用。(b110) 
亦即他們並未區分重力與重量，所以失重是

重力變小的結果。例如有學生說： 

所受重力比失重前大或等於，應該

是不會漂浮的，也不會完全沒有重

力，因為最少還是會有地心引力的

影響。(s1105p1) 

受的重力比較小，就比較輕，就浮

起來了!(s1113p1) 
許多這類型學生都以為失重就是飄浮，並且

相信重量要變輕才會浮起來，所以推論所受

重力變小，有少數學生則以離地心較遠所以

重力變小來解釋。 
(五)其他 

有極少數學生以「真空中無重力，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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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中才有重力」來解釋失重，如： 

所謂無重力應該不是沒有重力，因

為飛機仍然在大氣層內。(s1103p1) 

研究者繼續追問是否在大氣層外就不受

重力，學生回答：「是，因為大氣層外沒有空

氣。」這個看法與「真空中的物體沒有重量

或不受重力」的另有概念吻合。 
從以上的討論中發現學生未能正確選擇的原

因，一大部分可能與「以重力解釋重量」的

教學有關，這樣的教學讓學生將重力與重量

畫上等號，因此認為失去重量就是失去重

力，或是混淆重力、重量及地球引力的概念。 

二、學生對失重時機的判斷 

問卷第二題詢問「圖 3 中飛機失重飛行

時，哪一段或哪些段時間會產生失重狀態？」 
以下將學生依施測結果(見表 3 及圖 6)

分成五類，分別說明如下： 
(一)失重只發生在飛機上升至最高點前

這段時間(選項 B) 

前測 6.0%，後測 7.2%的學生作這項選

擇。這類型學生最認同的理由依序為： 
1. 在 C 時飛機掉下來，只有向下的重力加速

度，類似電梯失速下墜，人會覺得失重。

(b201) 
2. 在 B 和 C 時，從向下開口的飛行拋物線

軌跡得知，此時飛機作只有向下加速度，

沒有水平加速度的拋體運動，此時飛機和

人的加速度都是 g，所以飛機和人以相同

的加速度上升後下降，人對飛機的相對加

速度為零，形成失重。(b205) 
3. 只有飛機在最高點時，鉛直速度為零，此

時才是失重狀態。(b209) 
4. 像坐在雲霄飛車，在到達頂端前後那段可

以體驗失重。(b211) 
其中 b209 顯示學生具有在最高點時「鉛直速

度為零，所以加速度為零」的迷思。學生認

為快到最高點時，加速度越來越小，表示受

力越來越小而失重。b211 是雲霄飛車的類

比，可用來強化選擇 B 的信心。 
(二)失重只發生在飛機從最高點落下這段時

間(選項 C) 
前測 9.6%，後測 14.5%的學生作這項選

擇。這類型學生最認同的理由依序為： 
1. 在 C 時飛機掉下來，只有向下的重力加速

度，類似電梯失速下墜，人會覺得失重。

(b201) 
2. 在 B 和 C 時，從向下開口的飛行拋物線

軌跡得知，此時飛機作只有向下加速度，

沒有水平加速度的拋體運動，此時飛機和

人的加速度都是 g，所以飛機和人以相同

的加速度上升後下降，人對飛機的相對加

速度為零，形成失重。(b205) 
3. 像坐在雲霄飛車，在到達頂端前後那段可

以體驗失重。(b211) 
他們只是以類比來做判斷，並不見得能說出

失重原因，例如有學生就以慣性來解釋，他

說： 

因為上升時慣性運動會向上，然後

突然向下，一上一下之間可以取得

平衡，向上的力會抵消向下的力，

出現失重狀態。(s1124p2) 
(三)失重只發生在飛機越過反曲點繼續下落

這段時間(選項 D) 
前測 20.5%，後測 18.1%的學生作此選

擇，這是被學生選擇次多的非科學觀點選

項。這類型學生最認同的理由依序為 
1. 像六福村的大怒神一樣，在自由落下的過

程中體驗失重。(b210) 
2. 在 D 時，飛機往下的加速度正好等於 g

值，此時才會有失重感覺。(b202) 
3. 在 C 時飛機掉下來，只有向下的重力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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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類似電梯失速下墜，人會覺得失重。

(b201) 
4. 在 B 和 C 時，從向下開口的飛行拋物線

軌跡得知，此時飛機作只有向下加速度，

沒有水平加速度的拋體運動，此時飛機和

人的加速度都是 g，所以飛機和人以相同

的加速度上升後下降，人對飛機的相對加

速度為零，形成失重。(b205) 
這類型的學生也是以下墜類比來做判斷，而

且他們不認為在這段時間飛機的加速度是向

上 (對「b203 在 D 時，飛機的加速度向上，

也就是飛機的鉛直速度要越來越小」評分很

低)，例如有學生說： 

往下時，會有一股向上的力量，因

與地心引力作用相反，應該會飄起

來，就跟坐自由落體一樣，向下衝

時，會整個離開座位。(s1105p2) 
(四)失重只發生在上升到頂點前及從頂點下

落時這段時間(選項 BC) 
前測 30.1%，後測 20.5%的學生選擇這

個符合科學概念的選項。這類型學生最認同

的理由依序為： 
1. 在 B 和 C 兩段，類似以地心為中心的圓

周運動，此時所受的重力作為向心力，就

像繞地球作太空漫步的太空人處在失重

狀態。(b206) 
2. 像六福村的大怒神一樣，在自由落下的過

程中體驗失重。(b210) 
3. 在 C 時飛機掉下來，只有向下的重力加速

度，類似電梯失速下墜，人會覺得失重。

(b201) 
b206 是圓周運動的類比，後兩者是下墜的類

比。許多學生雖然答對了 BC，但是卻未能

指出正確的理由，例如 b206 就是不正確的類

比，另外有些學生在晤談時就以「離地最遠

(如 s1103p2)」來解釋，有些則以「直覺(如

s1401p2)」來回答。另有學生說： 

我覺得這架以拋物線前進的飛機

有點類似在作圓周運動，當飛機飛

到 B、C 段的時候會產生一個很大

的離心力，由於 B、C 段離地心較

遠，所以飛機飛到 B、C 段時產生

的離心力會讓人覺得處於無重力

狀態。(s1426p2) 

學生的這段解釋混合了學來的離心力的解釋

及「離地心較遠」的素樸解釋。 
(五) 失重只發生在從頂點下落到接近最低

點前這段時間(選項 CD) 
前測 22.9%，後測 25.3%的學生作此選

擇，這是被學生選擇最多的非科學觀點選

項，在後測則超越 BC 成為選擇最多的選

項。這類型學生最認同的理由依序為： 
1. 像六福村的大怒神一樣，在自由落下的過

程中體驗失重。(b210) 
2. 在 C 時飛機掉下來，只有向下的重力加速

度，類似電梯失速下墜，人會覺得失重。

(b201) 
3. 在 D 時，飛機往下的加速度正好等於 g

值，此時才會有失重感覺。(b202) 
4. 在 D 斜率最大，表示加速度大小最大，而

且斜率為負值，表示飛機向下加速，所以

產生失重狀態。(b204) 
前兩者是下墜的類比，後兩者說明學生誤認

為 D 段飛機的加速度仍然向下。 
以上的分析發現學生最常以類比來考量

失重的時機，而不常從重量的測量觀點來考

慮失重，所以數據顯示在後測中只有 8.4%的

學生兩題均作答正確，卻有 16.9%的學生認

為「失重時所受重力不變，失重時機是飛機

向下飛行的時候」。 
這是在教學上把重量與重力連結而與觸感經

驗切割的結果，使得學生對失重的考量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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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概念開始再與既有的重量概念連結，例如

「物體下墜時重力變小而失重，所以失重時 
 
 
 
 
 
 
 
 
 
 
 
 
 
 
 
 
 
 
 
 
 
 
 
 
 
 
 
 
 
 
 
 
 
 
 

機在物體下墜時」。 
 
 
 
 
 
 
 
 
 
 
 
 
 
 
 
 
 
 
 
 
 
 
 
 
 
 
 
 
 
 
 
 
 
 
 
 

表 3：學生在「失重概念」及「失重時機」作答分佈百分比 

前測 可以體驗到無重力狀態的飛行時段 
飛機艙內的人 
所受重力 A B C BC* CD BCD D AD BD DE BDE ABCD 

累計

% 

A  為零 1.2 2.4 1.2 4.9 2.4 1.2 0.0 1.2 0.0 0.0 0.0 0.0 14.6 
B* 與失重前相同 1.2 1.2 4.9 8.5 8.5 0.0 9.8 1.2 0.0 0.0 0.0 1.2 36.6 
C  比失重前大 1.2 1.2 0.0 6.1 2.4 0.0 0.0 0.0 0.0 0.0 0.0 0.0 11.0 
D  比失重前小 0.0 1.2 3.7 9.8 8.5 0.0 11.0 0.0 0.0 2.4 0.0 0.0 36.6 
E  其它 0.0 0.0 0.0 0.0 1.2 0.0 0.0 0.0 0.0 0.0 0.0 0.0 1.2

累計% 3.6 6.0 9.6 30.1 22.9 1.2 20.5 2.4 0.0 2.4 0.0 1.2 100
 

後測 可以體驗到無重力狀態的飛行時段 
飛機艙內的人 
所受重力 A B C BC* CD BCD D AD BD DE BDE ABCD 

累計

% 

A  為零 0.0 3.6 2.4 0.0 1.2 1.2 1.2 0.0 0.0 0.0 0.0 0.0 9.6 
B* 與失重前相同 0.0 2.4 4.8 8.4 16.9 1.2 7.2 0.0 2.4 0.0 0.0 1.2 44.6 
C  比失重前大 1.2 0.0 2.4 3.6 1.2 0.0 2.4 1.2 0.0 0.0 0.0 0.0 12.0 
D  比失重前小 0.0 1.2 4.8 8.4 4.8 2.4 7.2 0.0 0.0 1.2 1.2 0.0 31.3 
E  其它 0.0 0.0 0.0 0.0 1.2 0.0 0.0 1.2 0.0 0.0 0.0 0.0 2.4
累計% 1.2 7.2 14.5 20.5 25.3 4.8 18.1 2.4 2.4 1.2 1.2 1.2 100

*表示正確答案 
 

 
圖 4：學生對失重飛行時，機艙內的人所受重力大小的回答分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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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不同理由(見表一)對不同失重概念(第一題的事實選項)學生的說服力 

 
圖 6：不同理由(見表二)對不同失重時機(第二題的事實選項)學生的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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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論 

以下就本研究的結果與發現提出五點

做更進一步的討論： 
(一) 學生的失重概念出現科學概念與另有

概念混雜的情形 

從學生所認同的失重概念的理由可以

看出(見圖 5)，除了做出正確判斷的學生以

外，其他學生雖然在科學概念的評分也較

高，但是在其他另有概念的評分也偏高，顯

示學生的概念出現科學概念與另有概念混雜

的情形，甚至相互矛盾的概念共存的狀況，

這與 Palmer (2001) 的研究指出「多數學生的

重力概念同時展現可接受的科學概念及另有

概念」相吻合。 
(二) 學生不習慣使用重量操作型定義而習

慣使用「重力即重量」來解釋失重 
整體而言，學生最認同的失重理由是：

「人和地板也以相同的重力加速度在往下

掉，因此感受不到重力(b107)」。但是對「人

對於飛機的相對加速度為零，地板不需要再

支持人，所以人感覺失重(b108)」的說服力

評分卻相對偏低，其實這兩項理由前半部的

說法一樣，只有後半部時，前者用重力的說

法，後者則使用重量的測量概念，由此可見

學生對重量的操作型定義較不熟悉，因此人

不受地板支持所以失重對學生的說服力較

低。亦即學生以「重量就是重力」，而鮮少使

用「物體壓在另一物體(如磅秤)的力」來解

釋失重問題，這可能與國小高年級以後的教

學強調「重量就是重力」有關。 
(三) 學生以漂浮來解釋失重 

說服力平均排第二的失重理由是：「失

重時重力變小所以漂起來。(b111)」，這也

反映在「失重時會飄浮，表示人所受的外力

和力為零。(b203)」，甚至連正確作答的學

生對其評分也偏高(平均約 2.4)，這可能是來

自漂浮的物體重量輕的直觀，以及從媒體或

教學得到物體失重時會飄浮的印象，而推論

物體重量變輕，所以重力變小。 
(四) 學生習慣以電梯下墜的類比來考量失

重 
就失重時機而言最認同的解釋是遊樂場

的 自 由 落 體 (b210) 以 及 失 速 下 墜 的 電 梯

(b201)，由此可見學生是以下墜的類比來考

量失重時機，而不習慣以何時人對飛機的相

對加速度為零(b205)來決定是否失重。 
值得注意的是約半數學生未能察覺，當

飛機越過反曲點繼續下落這段時間，飛機必

須有向上加速度，使得飛機向下的鉛直速度

越來越小(b203)，亦即學生無法理解在 D 段

飛機的加速度必須向上，只是一味認為下墜

就失重。 
上述討論顯示：學生在解決失重問題時

最常用遊樂場的自由落體或下墜的電梯作類

比，而以圓周運動(b105、b206) 的類比或以

拋體運動(b110、b205) 來解釋的說服力均不

高，這可能是因為教師及教科書均只以下墜

的電梯來解釋失重，使得學生對此類比較熟

悉的緣故。 
(五) 提供廣度足夠的選擇理由可增加學生

的作答信心與答對率 
學生自評的作答信心統計結果發現，學

生在做過理由判斷後，作答信心增加，「失重

概念」的作答信心評分從 2.92(SD1.1)增加到

3.31(SD1.02) ， 答 對 率 則 從 36.6% 增 加 至

44.6% ；「 失 重 時 機 」 的 作 答 信 心 評 分 從

3.13(SD1.22)增加到 3.48(SD1.11)，不過表面

上答對率卻降低(30.1%降至 20.5)，但是選擇

CD 的人數卻增加，可見學生受到下墜類比

的影響。 
上述的結果顯示：教學時如果能提供廣

度足夠的理由，供學生判斷及選擇，有助於

提高學生的學習信心與成效，但是如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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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廣度不夠時，例如，只提供下墜的電梯作

類比，並無法呼應所有可能產生失重的時

機，此時雖然仍有益於學習時的信心，卻無

益於學習成效。 
上述結果也提醒我們，類比可以幫助學

生學習，但是類比無法完全等同於被類比的

概念，因此說明類比的局限，或使用多重類

比(提供足夠的廣度)是有必要的。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飛機作拋物線失重飛行來探討

高二學生的失重概念，由研究結果提出結論

與建議如下。 

一、結論 

根據問卷施測及晤談結果，可以得到下

列發現： 
(一) 學生的失重概念種類分布情形 

約四成的學生知道失重並不是失去重

力，而是感受不到重量；但有三到四成的學

生認為失重就是所受重力變小；約有一成學

生認為失重就是所受重力為零；另約一成的

學生認為失重時所受重力變大。 
(二) 學生的失重心智模式 

以學生在問卷作答及晤談時提出的解

釋，其失重心智模式可以歸納成下列七種： 
1.測量說： 

所受重力沒變，而測得重量為零，因為

物體沒有受到支撐力。本項為科學模式。 
2.離心力說： 

離心力與所受重力平衡，所以失重。例

如學生以圓周運動的離心力與向心力作類

比。又如牛頓雜誌將重力定義為地球引力與

離心力之和，不過這可能更誤導學生對重力

與重量的理解。 

3.漂浮說： 
失重時人會漂浮，表示重量變輕，亦即

重力變小。這項模式來自於漂浮的物體較輕

的直觀。 
4.高度說： 

重力大小與距離平方成反比，越高越容

易失重，所以失重時所受重力變小；也有認

為下墜時會失重，距離地心變近，所以所受

重力變大。這類學生應用學到的萬有引力公

式，但卻未能真正了解其數量級大小的比較。 
5.大氣說： 

真空時無重力，有大氣就有重力，如果

失重時在大氣層內就仍受到重力。這類學生

延續了從小建構的迷思概念，這個迷思概念

可能被太空人在軌道飛行時經歷失重狀態的

現象而被加強，因為太空是真空，太空人飄

浮表示沒有重量，所以不受重力 
6.零重力說： 

失重就是無重量，就是無重力。 
7.直覺說： 

學生無法說明理由，而以直覺做判斷。 
從第二至六項模式可以看出學生的失重

心智模式並未區別重力與重量，而是融合了

重量與重力的概念，目前的教學正加強了「重

力即重量」或「重量即重力的大小」的概念。 
(三) 學生的失重概念受到直觀、世俗及學校

科學的影響，而建構出科學概念與另有概念

共存的個人概念 
從學生對理由說服力的評分得知，學生

雖然可以接受老師教授的科學概念(第一題

的理由 b107 及 b108、第二題的理由 b205，

平均說服力大於 2.5)，不過並非全盤複製老

師教授的概念，而是在自己原有的概念及經

驗上，融合或擷取科學概念來建構屬於自己

的概念，亦即學生融合了直觀、世俗及學校

科學，而形成科學概念與另有概念，甚至相

互矛盾的概念共存的個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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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從學生對「失重問卷」的各項理由評分

可以看出，如果教學能從學生的直觀及世俗

科學著手，學生就比較容易被說服。根據上

述討論及研究結果，提出下列建議： 
(一)區別重力與重量的定義 

「物體所受的重力就是重量」這樣的重

量定義是否有必要(Figueiredo, 2005)，值得斟

酌[見圖 1(a)及(b)]。因為重力就是重量，使

得「物體所受的地球引力」這個物理量有兩

個名稱；而重量這個名稱卻有兩個不同的意

義，一個指的是接觸力的重量，另一個指的

是超距力的重力，一個名詞卻有兩個意義，

使得「重量」意義混淆不清！從本研究結果

發現重量的重力定義可能導致或強化失重的

迷思概念，而重量的操作型定義有助於學生

理解失重概念，因此建議接受某些物理學者

的意見(如， Figueiredo, 2008; Galili, 1995, 
2001； King, 1962)，不要使用重量就是重力

的定義，而直接採用重量的操作型定義，而

教師在教學時要特別釐清這兩種定義。 
(二)將重量視為接觸力，重力為超距力 

將重量定義為作用於其支持物體的力，

是接觸力，而重力則為地球施於物體的引

力，是超距力。這樣的定義符合學生的概念

發展，對於超距力與接觸力的區分也符合學

生的直觀（見圖 1），也解決了目前教科書上

的重量與重力概念的矛盾與混淆不清。  
(三)不要只以類比來預測結果，應該分析真

正原因 
教師以類比做解釋時，不能只以類比來

預測結果，例如以遊樂場的自由落體來解釋

失重時，還是應該分析失重的原因，並且應

該區別類比與實際問題(如失重飛行)的區

別，避免學生誤認失重只發生在自由下落

時，必要時應該提供多重類比，例如以雲霄

飛車來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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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失重概念問卷(後測用) 
新 聞 報 導 天 文 物 理 學 家 霍 金 在

2007/4/26 日脫離輪椅自由自在飄浮了八

次，每次約三十秒，共享受了四分鐘的失重

狀態。 
失重狀態是由波音七二七噴射客機在

大西洋上空八千五百公尺到六千公尺間做

「拋物線」波浪狀飛行所產生。也就是飛機

飛行路線由數個向下開口和向上開口的拋物

線所組成(如圖)。請回答下列關於這則新聞的問題： 
第一題： 
1-0.請判斷下列敘述是否正確，不正確給 0，正確者請評定其協助作你答 1-1 的重要性或說服力。 

 

正確(請判斷說服力) 
b1 

錯

誤 低     普通      高
01.失重表示失去重量，所以飛機艙內的人所受重力為零。 0 1   2   3   4   5 
02.失重時人會漂浮，表示人未受到重力的作用。 0 1   2   3   4   5 
03.失重時人會漂浮，表示人所受的外力合力為零。 0 1   2   3   4   5 
03P.飛機在最高點失重時，這時鉛直方向的速度為零，表示不受力。 0 1   2   3   4   5 
04.飛機在最高點失重時，這時鉛直方向加速度為零，表示不受力。 0 1   2   3   4   5 
05.像太空梭繞地球飛行，此時重力正好當作向心力，而呈失重狀

態，如太空漫步的太空人，其實他跟太空梭一起往下掉，只是

下降的幅度正好等於地球的弧度變化。 
0 1   2   3   4   5 

06.因為飛機和人都還在地球重力場中，而且距離地心幾乎不變(可
忽略)，所以受有重力且大小與失重前相當。 

0 1   2   3   4   5 

07.失重並不是真的零重力，也不是外力合力為零，而是仍受重力

作用，但在自由落下這段時間內，人和地板也以相同的重力加

速度在往下掉，因此感受不到重力。 
0 1   2   3   4   5 

08.失重前人感受到飛機地板的支撐，所以有重量，當飛機引擎不

再加速，此時飛機和人都只受到向下的重力加速度 g 的作用，

人相對於飛機的加速度為零，地板不需要再支撐人，所以人感

覺失重。 

0 1   2   3   4   5 

09.飛機有水平的向前加速度，所以在飛機上人會感受到向後的加

速度，也就是向後的力，加上原來向下的重力加速度產生的重

力，兩力的合力就是人感受的重力。 
0 1   2   3   4   5 

10.飛機作拋物線飛行，表示飛機在水平方向是等速運動，就像只

受重力作用的拋體運動一樣，飛機和人都受重力作用。 
0 1   2   3   4   5 

11.飛機並非在真正的無重力環境(如無重力場的外太空)，而是製造

出無重力狀態，因此所受重力要比失重前小才浮得起來。 
0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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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在波音七二七做拋物線失重飛行時，所謂的失重狀態，是真的所受重力為零嗎？ 

A. 飛機艙內的人所受重力為零。 
B. 飛機艙內的人所受重力與失重前相同。 
C. 飛機艙內的人所受重力比失重前大。 
D. 飛機艙內的人所受重力比失重前小。 
E. 其它(請寫下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題： 

2-0.請判斷下列敘述是否正確，不正確給 0，正確者請評定其協助作你答 2-1 的重要性或說服力。 

2-1.(       )請看上頁圖，你認為在哪些(或哪一)段飛行時間中，可以體驗到失重狀態？ 

 

 低               高 
我對 1-1 的作答信心為(請圈起來)： 1   2   3   4   5 

正確(請判斷說服力) 
b2 

錯

誤 低      普通     高
01.在 C 時飛機掉下來，只有向下的重力加速度，類似電梯失速下

墜，人會覺得失重。 
0

1   2   3   4   5 

02.在 D 時，飛機往下的加速度正好等於 g 值，此時才會有失重感

覺。 
0 1   2   3   4   5 

03.在 D 時，飛機的加速度向上，也就是飛機的鉛直速度要越來越

小。 
0 1   2   3   4   5 

04.在 D 斜率最大，表示加速度大小最大，而且斜率為負值，表示

飛機向下加速，所以產生失重狀態。 
0 1   2   3   4   5 

05.在 B 和 C 時，從向下開口的飛行拋物線軌跡得知，此時飛機作

只有向下加速度，沒有水平加速度的拋體運動，此時飛機和人

的加速度都是 g，所以飛機和人以相同的加速度上升後下降，人

對飛機的相對加速度為零，形成失重。 

0 1   2   3   4   5 

06.在 B 和 C 兩段，類似以地心為中心的圓周運動，此時所受的重

力作為向心力，就像繞地球作太空漫步的太空人處在失重狀態。
0 1   2   3   4   5 

07.在 BCE 能體會失重，因為這三段是飛機迅速改變方向的段落，

因人體仍有原方向的切線速度，但飛機卻向另一方向，故可達

失重。 
0 1   2   3   4   5 

08.飛機一直有水平加速度，所以不管垂直方向加速度如何改變，

都不可能體驗失重狀態。 
0 1   2   3   4   5 

09.只有飛機在最高點時，鉛直速度為零，此時才是失重狀態。 0 1   2   3   4   5 
10.像六福村的大怒神一樣，在自由落下的過程中體驗失重。 0 1   2   3   4   5 
11.像坐在雲霄飛車，在到達頂端前後那段可以體驗失重。 0 1   2   3   4   5 

 低               高
我對 2-1 的作答信心為(請圈起來)：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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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person standing on a scale in a free-falling elevator is weightless because the scale reading 

is zero. According to the gravitational definition of weight adopted by common textbooks, the 
weight is considered a gravity force and zero weights imply no gravity force exerted on the person. 
But is there really no gravity forc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concepts of 
weightlessness that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ossessed after the instruction using gravitational 
definition of weight. The participants were 96 eleven-graders enrolled in physics classes and 
completed mechanics course including the concept of weightlessness in a public high school. A 
survey was involved primarily an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students as well. The 
instruments used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pretest and posttest four-tier 
(fact-confidence-reason-confidence/persuasiveness) questionnaires concerning weightlessness 
concepts were developed, based on the news report about Dr. Stephen Hawking's weightless flight. 
Either in the pretest or posttest questionnaire, the fact-tier question is multiple-choice used to 
measure content knowledge, and the confidence-weighting tier is used to measure the strength of 
respondent’s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However, the reason-tier questions in the pretest 
questionnaire are open-ended while they consist of some reason items with 6-point likert Scale 
(0=incorrect, 1=lowest persuasive, 5=highest persuasive) that designed to rate the persuasiveness of 
the item instead of confidence-weighting in the posttest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bout 40% of students could perceive that the weight is zero and the gravity force does not change 
in the weightless situation. Only 8.5% also succeeded in answering when the passenger experiences 
weightlessness during a weightless flight. Students’ cognitive models of weightlessness were 
classified into seven categories: there were Measure Model, Centrifuge Force Model, Float Model, 
Altitude Model, Atmosphere Model, No-gravity Model, and Intuition Model. The gravitational 
definition of weight may result the inaccurate inference of “no weight, no gravity”. Teachers should 
distinguish “weight” of an object as a contact force exerted on its support and “gravity” as a 
non-contact force exerted on the object by the Earth. 
 
 
 
Key words: Alternative concept, Weightlessness, Gravity,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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