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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速度」在運動學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物理課程通常分兩方面來

介紹加速度：一是透過運動學公式與 s-t, v-t, a-t 圖；二是以知名的 F=ma 公式來連

結力與加速度。許多研究顯示，加速度概念的學習對大多數學生來說仍是困難重

重。因此，本文於從科學史的文本分析及加速度概念的歷史發展，探究加速度概

念學習困難的原因，進而探討其對教學的啟發及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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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現今物理教科書，通常先介紹運動學後，再介紹牛頓力學。這讓筆者一直以為運動學的

發展早於牛頓力學，其實不然。運動學這個名詞直至十九世紀上半葉才由以電流聞名的安培 

(Ampere,1775~1836)所創建，成為力學的一個分支。如同科學史家孔恩1所說，透過物理教科

書所建構的物理發展史觀，和真實的歷史發展常有非常大的差距。 

從教學來看，加速度的概念學習對大多數學生來說困難重重。從歷史文獻來看，牛頓先

生在《原理》一書中所寫的第二運動定律的形式，其實並非 F=ma。從名詞術語來看，要顧

名思義理解「加速度」，也不容易。 

本文先從歷史上的文本溯源牛頓第二定律的 F=ma 表徵，繼而探討力與加速度的概念發

展歷史，直到運動學這個力學分支的創建，以藉此對學生學習加速度概念時的各種迷思，能

有進一步的瞭解。 

  

                                                      
1 Kuhn (1962).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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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F=ma 究竟是誰最早寫出的 

一、 牛頓沒有寫出 F=ma 

牛頓《原理》第一版出版於 1687 年，並接著於 1713 年、1725 年出版第二、三版，此三

版均以拉丁文撰寫。1729 年，由 Motte 翻譯的英文版出版，此時牛頓已離世。《原理》分為

三卷，第一卷之前，列出八個定義、三個定律和六個推論。前兩個定義，分別定義質量和運

動量，接下去六個定義，都是和力有關。「加速度」(acceleration)不僅沒有出現在八個定義裡

，也未見於第二定律。 

    第二定律的內容是說「運動」的改變(the change of motion)與所施的力(the motive force 

impressed)成比例。這裡的 motion，一般都認為是定義 II 裡的「The quantity of motion」2，是

質量和速度相乘(mv)，相當於現在的「動量」，現今以 P 來表示。由此來看，牛頓第二定律

的意思是：動量之變化與作用的力成正比。用現今的眼光來看，比較接近 F=dP/dt 的形式。 

LawⅡ：The change of motion is proportional to the motive force impressed; and is made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right line in which that force is impressed.  

DefinitionⅡ：The quantity of motion is the measure of the same, arising from the 

velocity and quantity of matter conjointly. 

Definition Ⅳ：An impressed force is an action exerted upon a body, in order to change 

its state, either of rest, or of moving uniformly forward in a right line. 

    牛頓在寫《原理》時發展了微積分，同一時間，萊布尼茲(Leibniz,1646~1716)也發展微

積分，而且萊布尼茲所用的符號比牛頓好用。牛頓與萊布尼茲交惡之後，歐陸，尤其是法國，

在數學上有很大的進展，他們用新的數學及另一套方式來處理力學問題，也就是所謂的分析

力學，歐拉(Leonhard Euler, 1707~1783)是代表人物之一。  

二、 歐拉也沒有寫出 F=ma 

    許多資料，包括筆者3，都一直誤以為把牛頓第二定律寫成 F＝ma 形式的是被尊稱為數

學界莎士比亞的歐拉，其實不然。歐拉一生的著作非常多，以為他寫下 F=ma 的論文所標示

的年代非常分歧，有 1736年(Jammer,1997 ;Sharm,2014)、1750年(郭懷中,1987 ;Oliveira,2007)、

1752 年(邱韻如,2012)等等不同說法。筆者閱讀姚珩教授的文章4後才驚覺錯誤，F=ma 不是歐

拉寫的。姚珩教授的文章提到： 

約在《原理》一書發表 50 年之後，才由白努利於 1736年最早清楚寫下 f = ma，且此式從

未出現在歐拉著作裡。大家普遍認為是由歐拉在 1736年的論文中提出 F=ma 的觀點，有所

謬誤，應予避免。 

回顧歐拉之著作，他終其一生均未正式寫出 F=ma 的確定關係，因此我們應將昔日多人對

第二運動定律的代數式出自於歐拉此說法，更正為：牛頓第二運動定律的數學形式，f 正比

                                                      
2 Sharma (2014)認為，Quality of motion 和 motion 是不一樣的。 
3 邱韻如(2012)：牛頓有說過 F=ma 嗎？ 
4 姚珩、李秉書(2015)：牛頓運動定律 F＝ma 何時正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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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mdv/dt 或 f =ma，分別是由伐立農5及白努利在 1707 年與 1736 年，最先寫下。(姚珩、

李秉書, 2015) 

 

三、 約翰白努力寫出 F=ma 

目前查到最早寫出 F=ma 的是歐拉的老師約翰白努力(Johann Bernoulli,1667~1748) 6。從

他 1736 年的著作裡可以看到（圖 1），f 和 a 都是「force」，前者的法文是 force mouvante，後

者是 force acceleratrice。 

1752 年，歐拉在〈Discovery of New Principle Mechanics〉中(編號 E177)，探討剛體運動

（rigid-body motion）時，提出了他的運動定律，歐拉並沒有直接使用他的老師寫的 f=ma，

而是用力（P、Q、R）和二次微分來表示，他寫下的二次微分形式和現在我們用的不太一樣

（圖 2）。  

1788 年，拉格朗日(Lagrange,1736~18813)在他的《分析力學》寫下 force acceleratrice 的

微分形式（圖 3）7，他沒有特別用 a 來表示「加速度」。 

 

 

圖 1：F=ma 首見於約翰白努力 1736 年著作的第 6 頁。 

                                                      
5 伐立農(Varignon,1654~1722)於 1707 年的著作，以目前的數學形式來說，他寫的是 f 正比於 mdv/dt。 
6 白努力家族 (Bernoulli family) 是數學史和科學史上最傑出的家族之一，從十七、十八兩世紀，三代

中出現了八位卓越的數學家和科學家。 
7 Lagrange on p. 233 of his M´ecanique analytique of 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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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歐拉以二次微分的方式寫出牛頓第二定律。 

 

 

圖 3：拉格朗日的二次微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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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劍橋大學力學教科書 

自牛頓與萊布尼茲交惡後，百餘年來英國數學的發展一直固守於牛頓所使用的幾何數學

工具，而歐陸在接受萊布尼茲的數學符號後，在數學上有了長足的進展。十九世紀初，劍橋

大學幾位年輕數學家意識到這是英國數學落後與停滯的原因，而發動劍橋大學數學改革運動，

引入歐陸的數學，創立了分析學會。休厄爾(Whewell,1794~1866)8正逢這個改革時期，於 1817

年開始設計一系列的力學教科書，將數學分析與力學基本理論與概念相結合，做為大學物理

課程的核心部分9。1819 年所出版的力學教科書《An Elementary Treatise on Mechanics》（以下

簡稱《Mechanics》）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 

劍橋大學力學教科書《Mechanics》總共發行了七版，初版發行於 1819 年，第七版是 1847

年，書上的牛頓第二運動定律的內容，和牛頓《原理》的陳述極為類似，不是 F=ma 的形式： 

Second Law of Motion. When any force acts upon a body in motion, the change of motion 

which it produces is in the direction and proportional to the magnitude of the force which 

acts.  

     

參、 力與加速度的名詞表徵與溯源 

休厄爾的這本力學教科書《Mechanics》的第五版(1836 年)，經來華傳教士艾約瑟推薦，

並與李善蘭合譯，成為第一本傳入中國的力學書籍《重學》10的底本。本文以這本劍橋大學

教科書及其譯本《重學》來探討當時(十九世紀上半葉)力與加速度的概念。 

一、牛頓《原理》裡的力與萊布尼茲的「活力」 

牛頓在《原理》中的定義6,7,8分別講的是向心力(centripetal force)的三種量值(quantities)：

absolute, accelerative和motive。在定義8之後，牛頓寫道： 

Therefore, accelerative force is to motive force as velocity to motion. For quantity of 

motion arises from velocity and quantity of matter jointly, and motive force from 

accelerative force and quantity of matter jointly. For the sum of the actions of the 

accelerative force on the individual particles of a body is the motive force of the whole 

body. 

1686年，萊布尼茲提出 vis viva (拉丁文，living force)，以 mv2 來度量，類似現今的「動

能」概念，相對於 vis viva 的是 vis mortua (dead force)，類似於現今的位能11。他探討的「力」

的守恆，類似於我們現在講的機械能守恆。 

由此可以看到，十七世紀下半葉 force 的概念，和現今的力是不太相同的。直到十九世

紀中葉之前，force是一個很籠統的概念，和力、加速度、動能、位能等概念混淆在一起。 

                                                      
8 Whewell 的譯名，有休厄爾、惠威爾、胡威立等，本文採休厄爾。 
9 聶馥玲(2013)：晚清經典力學的傳入：以《重學》為中心的比較研究，p70。 
10《重學》一書，由艾約瑟 (Joseph Edkins,1823~1905)口譯、李善蘭 (1811~1882)筆述。1856 年開始翻

譯，出版於 1859 年。 
11 Iltis (1971). Leibniz and the Vis Viva Controversy. Isis 62(1).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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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echanics》與《重學》裡的力與加速度的概念 

《Mechanics》分為靜力學(Statics)和動力學(Dynamics)兩大部分，前者有 6 章，後者 10

章。動力學的前 4 章分別是：定義與原理、等速度運動與碰撞(Uniform Motion and Collision)、

等加速度運動與重力(Uniformly Accelerated Motion and Gravity)、拋物運動。圖 4 是動力學第

一章的目錄，依序介紹速度、第一運動定律、「accelerating force」、第二運動定律、「Momentum 

Moving Force」12、第三運動定律。 

 
圖 4：Whewell《Mechanics》第一章目錄，第五版(1836 年) 

休厄爾在此書一開始，明白寫出 Force的定義(表 1, Art.1)，認為FORCE是物體運動(move)

或產生運動變化(change its motion)的「根源」(cause)，《重學》將這裡的 FORCE 譯為「能力」。

物體受到力，是「因」；受力作用時，速度產生變化，是「果」，但在這本書裡，把物體運動

的因和果，都稱之為 force。 

從表 1 的幾則對照來看，Art.113 和 Art.114 的 accelerating force，以及 Art.116 和 Art.117

的 force，都是現在我們所謂的「加速度」，《重學》則用了漸加力、力率、能力之率、力等各

種翻譯。定義 accelerating force 之後，Art.120 陳述牛頓第二運動定律，其敘述和牛頓《原理》

的內容很類似。在此可以看到，Art.120 裡的 force 是力，而 Art.117 的 force 卻是加速度。我

們知道，力和加速度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是後者乘以質量，正好是 f=ma，《Mechanics》把兩

者都視為 force，講到「the change of motion」才把質量放進去。陳述第三運動定律前，先定

義了 Momentum(Art.122)(重速積)。在此書，第三運動定律裡所談的「力」，所用的術語是

pressure 或 moving force，和第二定律裡的 force，意思不太一樣。牛頓《原理》第三定律，

用的字眼是 action 而不是 force13。 

表 2 是《重學》卷十及《Mechanics》第三章 Art.170 講解斜面運動求物體下滑時加速度

的文字及公式對照。可以看到，《重學》把加速度譯為「力」，重力加速度譯為「地力」。 

                                                      
12 在 Art.122 裡，Momentum 和 Moving Force 是分別定義的，見表 1。 
13 邱韻如(2012)：此力非彼力~從力與能的迷思到教學的力有未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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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Mechanics》與《重學》卷八對照：力與加速度名稱 

Whewell《An Elementary Treatise on Mechanics》 《重學》 

Art.1 Any cause which moves or tends to move a body, or which 

changes or tends to change its motion, is called FORCE. 
凡變動俱有根源…動及動勢

之根源為能力。 

Art.113 Accelerating Force ….If an accelerating force, acting upon a 

body in the direction of its motion, add equal velocities in 

each equal time, the force is called uniform or constant.  

若漸加力依動物方向加於動

物，另生速依時平加，名曰

平漸加力。 

Art.114. With uniform accelerating force, the velocity generated in any 

time is equal to the product of the force and the time. Let f be 

the accelerating force,….v be the velocity, v = t f.  

平漸加力若干秒中所生之

速，等於力率乘秒。 

速＝力率時 

Art.116. In any motion, the force is measured by the velocity which 

would have been generated in a unit of time, if the force had 

continued constant. 

凡物動能力恆平。故時率中

當生之速，為能力之率14。 

Art.117. If f be force, v the velocity, t the time, f = dv/dt. 力等於速之微分為實，時之

微分為法。15 

Art.120 Second Law of Motion. When any force acts upon a body in 

motion, the change of motion which it produces is in the 

direction and proportional to the magnitude of the force which 

acts.  

動理第二例  有力加於動物

上，動物必生新方向及新

速。新方向即力方向，新速

與力之大小率比例恆同。 

Art.122 We now proceed to the principles which regulate the motions 

of bodie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quantity of matter. 

Def. The Momentum of a body is the product of the numbers 

which represent its quantity of matter and its velocity. 

Def. Moving Force is measured by the momentum generated 

by the direct action of a force in a given time. 

欲知質與動有何相涉，當先

明重速積及動力率。 

質與速相乘，為重速積。所

歷時中，正加抵力所生重速

積為動力率。 

 

表 2：《Mechanics》和《重學》卷十之對照：斜面運動 

 

                                                      
14 「能力之率」的「能力」是 force，「率」是指量值(大小)。「能力恆平」是指力的大小維持定值。整

段話意指：定力作用的運動，其「力」的大小，可以用單位時間增加多少速度來度量。 
15 實是分子，法是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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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動學的誕生 

    早在十四世紀，牛津大學默頓學院(Merton College) 16的學者就在探討速度改變的運動問

題，威廉赫特斯柏立(William Heytesbury, c.1313~1372)最先表述出平均速度定理(mean speed 

theorem)，又稱為默頓規則 (Merton rule)17。為了證明這個定理，當時許多學者提出各種方法，

最有名的就屬巴黎大學的奧里斯姆(Nicole Oresme,1320~1382)，用幾何方法證明了平均速度

定理。奧里斯姆的幾何證明，可能是史上第一次用幾何學來表現運動的物理學18，他的證明

圖和伽利略畫的圖極為相似19。圖 5 是伽利略在《兩門新科學》〈第三天〉裡所畫的圖，圖 5a

的 AB 代表物體在 CD 空間中，從靜止開始作等加速度直線運動所花費的時間，三角形 AEB

中，垂直於 AB 的線段，代表那個時間點的速度，也就是 BE 代表物體經過 AB 時段後的末

速。用現在觀點來看，翻轉一下，就是 v-t 圖。圖 5b 則巧妙證明等加速度的 1-3-5-7 規則。 

       

圖 5：伽利略在《兩門新科學》〈第三天〉(a) Fig.47 和(b) Fig.49 

     

牛頓的《原理》，也都是用幾何來論證，沒有算式推導。對力學發展史有深入研究的阿

姆斯特丹自由大學的 Koetsier 教授指出20，1820 年代末，以電流聞名的安培 (Ampere, 1775~ 

1836)引入運動學(Kinematics)這個字，把介於幾何、力學和機械理論三者之間，探討物體的

運動但不涉及力的部分獨立出來。 

    安培在其 1834 年的著作中，把科學作了新的分類：算術、幾何、力學、天文屬於第一

級，是 32 個分類中的其中四個；力學之下第二級有基礎力學和高等力學，基礎力學之下（第

三級）是運動學和靜力學。圖 6 是作者根據 Koetsier,T(2012)所畫的示意圖。 

                                                      
16 墨頓學院（英文：Merton College, Oxford），位於牛津市墨頓街，是牛津大學最古老的學院之一，建

立於 1264 年，以悠久的歷史、出色的學術著稱。 
17 Grant, E. (ed). A Source Book in Medieval Science, pp.237- 241. 
18 洪慧芳譯《科學大歷史》，p123。 
19 Nicodemi (2010). Galileo and Oresme: Who Is Modern? Who Is Medieval?  
20 Koetsier,T (2012).The Case of Kinematics, the Genesis of a Discipline. From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Machines and Mechanisms”, pp.49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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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培創立的運動學這個分類，是只探討物體的運動，包括其位置、速度、加速度等隨時

間的變化，而不涉及運動的原因—「力」。由此看來，在這個時候，「加速度」才開始跟「力」

脫勾，運動學(Kinematics)至此成為新的分支，作為力學(Mechanics)的入門。 

 

圖 6：作者根據 Koetsier,T(2012)繪圖21 

 

四、早期中文物理教科書裡的加速度 

    《重學》裡的「能力」、「漸加力率」、「漸加力」、「加速率」、「進率」等用詞22，有的是

力，有的是加速度。其混亂的原因，在於其底本休厄爾《Mechanics》在著書當時，「加速度」

與「力」的概念仍混淆在一起，通稱為 force。 

    如前所述，大約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後，加速度和力的概念才逐漸釐清。日本明治維新時

期(1868~1871)23，及清末甲午戰後新政時期(1901~1911)，出版許多日文及中文物理教科書，

各種物理術語紛紛被創建，acceleration 的譯名也從紛亂到統一。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

的幾本中文物理教科書（表 3），可以看到，acceleration 的譯名有「漸加速」、「加速率」、「增

速率」及「加速度」等。 

    表 3：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velocity 和 acceleration 的譯名24 

書名 出版年 著者、譯者、編者 
速度

(velocity) 

加速度

(acceleration) 

《格物質學》 1894 潘慎文口述 / 謝洪賚譯 速率 漸加速 

《物理學》 1900 (日)飯盛挺造 / 王季烈潤詞 速率 加速率 

《物理易解》 1902 陳榥 著 速度 加速度 

《新撰物理學》(日) 1903 (日)本多光太郎 速度 加速度 

《最新中學教科書‧物理學》 1904 謝洪賚譯 速率 漸加速 

《術語詞彙》 1904 (美)狄考文25 速率 增速率 

《近世物理學教科書》26 1906 (日)中村清二著/ 王季烈譯 速度 加速度 

《共和國教科書‧物理學》 1913 王季烈編 速度 加速度 

                                                      
21 Koetsier,T (2012).The Case of Kinematics, the Genesis of a Discipline. p492. 
22 聶馥玲(2013)：晚清經典力學的傳入:以《重學》為中心的比較研究，p135。 
23 明治維新的起迄期限，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24 製表參酌王廣超(2013)：清末陳榥編著《物理易解》初步研究 
25 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teer，1836~1908），美北長老會來華傳教士。1864 年到山東登州（蓬萊），

傳教 40 多年。又創辦中國境內第一所現代高等教育機構文會館，傳播西方的科學和文化。 
26 1899 年首次出版，1900、1902、1903、1906、1909、1911 年進行過修訂，1911 年版的書名改為《最

近物理學教科書》。經查，王季烈譯書的底本是 1902 年版本。（王廣超，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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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度」這個術語，是依循日文譯名。清末留日學者陳榥(1872~1931)，根據其在東京

清華學校的授課講義整理編著的《物理易解》(1902)，是第一本國人自編的中學物理教科書，

其中術語及物理學公式表述方式大都直接使用了日本教科書的內容27。首先採用「加速度」

這個術語的中文物理教科書，可能就是此書。以下是《物理易解》裡面，關於牛頓第二定律

的敘述，和牛頓《原理》的內容類似： 

（三十三節、運動量）物體之質量乘物體之速度名運動量，凡量物體之慣性必用運動量量之。 

（三十四節、運動第二法）物體受力之作用後若何，不難想像而知。蓋其速度變大變小，而運

動量必生有變化也。牛頓據此立第二法： 

凡力加于物體，其變化之運動量，與力乘時之積相正比例，而與力之方向相關係，與物

體之靜動不相關係。 

上法又名等加速度法。何則? 試定物體之質量 M，速度為 v，物體受 f 力，t 秒之末速度為 v'，

則運動量之變化為由 Mv 變成Mv'，而其差為 M( v'－v)。然物體每秒所受者同此 f 力，其作

用必每秒皆等。故每秒運動量之變化必為(v'－v) / t ，照三十一節公式(v'－v) / t = a，即每秒所

加之速度皆等也，故名等加速度法。(《物理易解》pp.28-29)28 

 

    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教育改革，著重於學習西方科學，需要大量的普及讀物與教科書，

他們從西方翻譯引進了大量漢譯物理學書籍，如《遠鏡說》、《談天》、《重學淺說》29、《格物

入門》、《重學》…等漢譯西書紛紛傳入日本。他們藉著這些漢譯物理書籍來理解西方物理書

籍，為他們翻譯西方物理書籍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因此這些書在中國的流傳與影響反倒少於

對日本的影響。 

    同樣的，甲午戰爭(1895 年)後，中國力圖革新，派遣許多留學生留日以及從日本引入科

學教科書。中國學者將學習日本消化的科技知識視為學習近代科技的捷徑，日本人編寫的物

理教科書大量被引進中國，對中國的物理教科書有深刻的影響。這個時期，中國教育從傳統

轉向新學制，開始設置理化科目，王季烈及其編譯的物理教科書在當時頗具影響。1901~1903

年間，江南製造局翻譯出版飯盛挺造的《物理學》上中下 3 編，由日本漢學家藤田豐八

(1869~1929) 翻譯，王季烈( 1873~1952)校改潤辭。這是當時被普遍採用的大學教科書，至少

流行了 20 年30。 

    王季烈在《物理學》使用「加速率」這個名詞，到了 1906 年譯《近世物理學教科書》，

已改用「加速度」。王廣超(2015)提及，這本書首先引入牛頓第二定律運算式：F = ma。筆者

在國立教育研究院的教科書圖書館，找到《共和國教科書‧物理學》（1913 年初版）此書的

改訂 22 版(1924)31，此為中學物理教科書，書中的牛頓第二定律寫的是 F = ma，其它如運動

                                                      
27 王廣超(2013)：清末陳榥編著《物理易解》初步研究 
28 王廣超(2013)：清末陳榥編著《物理易解》初步研究 
29 《重學淺說》出版在《重學》的前一年，由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譯，王韜筆述，其

底本是一篇 14頁的英文論著。根據日本八耳俊文研究，是 1849年國民百科全書《Chambers’s Information 

for the People》裡面的「Mechanics-Machinery」條目。（聶馥玲，2013，p38） 
30 咏梅、馮立昇(2007)：《物理學》與漢語物理名詞術語—飯盛挺造《物理學》對我國近代物理教育的

影響。 
31 表 2 的教科書中，國立教育研究院的教科書圖書館只收藏這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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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公式、加速度定義等，均和我們目前教科書的表述一樣。 

從「加速度」的定義，筆者個人認為，「加速率」（加速的比率）是比較適合的。但因為

速度與速率的迷思32，用「加速率」也會造成問題。 

從這段物理術語的歷史發展看到，概念的建立並不容易。在教學上我們發現，對學生而

言，不僅加速度的概念易與「力」混淆，「加速度」這三個字，也很難顧名思義。從加速度

的定義來看，加速度是單位時間內速度的增量，所以應該是「加速～度」，但一般人都直覺

以為是「加～速度」。甚至，有人還誤以為「重力加速度」是「重力＋速度」。 

 

五、加速度的詞源 

從加速度與速度的名詞表徵來看，速度是 velocity，用 v 表示，加速度 acceleration，用 a

表示。Velocity來自拉丁語velocitas，其字源 velox就是「快」的意思。acceleration的 celer (celeris, 

celere)，在拉丁文裡是形容詞，也是「快」的意思，其對應的名詞是 celeritas (速度)33。由此

來看，acceleration 譯為「加速度」，無可厚非。為何不是 ad+velocity，以及 velocitas 和 celeritas

的差異，尚待進一步追查。 

celeritas 這個字還有特別的意義。曹則賢提到，伽利略的《論運動》(De Motu Antiquiora) 

在論及斜面運動時，用的是 celeritas34，而不是 velocity35。阿西莫夫(Asimov,1959)36說光速用

小寫 c 來表示，是因為 c 是拉丁文 celeritas (速度)，同時還是 constant（常數）的縮寫。對於

前者，愛因斯坦在 1905 年相對論論文裡用的是 V，1907 年才改用 c 來代表光速；對於後者，

constant 對應的德文詞為 konstant，這也就是物理學文獻中常用 K 代表常數的原因37。 

肆、加速度概念的教學困難 

在教學上，中學程度的「加速度」概念依序從三個方向著手，一是定義與運動學公式，

以及 s-t, v-t 及 a-t 圖；二是等加速度實驗；三是 F=ma。用微分來描述速度與加速度，則是

屬於大學普物程度（圖 7）。 

目前國內物理課程（九九課綱）的運動學和牛頓三大運動定律，主要安排在國三上學期

〈自然與生活科技〉的前兩章，高一及高二物理再重複提及。國三上課本第一章，是直線運

動，分四小節，依序是時間的測量、位移與路徑長、速率與速度、加速度與等加速度運動。

第二章講牛頓三個運動定律。 

                                                      
32 邱韻如(2005)：速度與速率的迷思。 
33 曹則賢，物理學咬文嚼字，卷二，p257。 
34 可參見 Salvia (2017). From Archimedean Hydrostatics to Post-Aristotelian Mechanics: Galileo’s Early 

Manuscripts ‘De motu antiquiora’ (c. 1590), p121. 
35 伽利略的《新科學對話》，出版於 1638 年，是用義大利文撰寫的。第三天的標題是 Del Moto 

Naturalmente Accelerato，討論等加速度運動（自由落體、斜面等）的特性，其在等時距內獲得相同的

速度增加量，速度的用字是 velocità。 
36 Asimov I. (1959). C for Celeritas. The Magazine of Fantasy and Science Fiction.59. (曹則賢) 
37 曹則賢，物理學咬文嚼字，卷二，p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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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線運動 

(一) 速度與速率  

    筆者在 2005 年論及速度與速率的文章中已述及38，速度(velocity)是位移除以時間、速率

(speed)是路徑長除以時間等定義，以及這兩個術語的中文與英文的對應，對學習者來說，和

日常生活的概念相違背。課本特別強調速率和速度的差異，並以各種不適切的例題與考題推

波助瀾，讓速度與速率概念非常奇怪。在這樣的情況下，更增添學生學習加速度的困擾。 

(二) 加速度  

    在目前的教學現場，大多很快寫出加速度的定義，接著呈現運動學三公式，以及 s-t, v-t

及 a-t 圖 (圖 7)，然後用各種例題來讓學生熟練公式、解讀圖形及圖形的轉換。加速度的定

義是單位時間內速度的改變，這裡的速度，應該是指「瞬時速度」，然而，對國三及高中學

生講「瞬時速度」的定義並非易事。此外，有些例題用長時間來計算「平均加速度」，例如

求溜溜球的平均速度和平均加速度39，則會落入一種很難理解的狀態。 

    透過 s-t, v-t 及 a-t 圖，也不見得讓理解變得更簡單，甚至是更抽象。以 s-t 圖來看，明明

是直線運動，但是畫的卻是曲線，讓不少學生混淆。對於沒有微積分基礎的中學生，是難以

理解為何 v-t 圖下的面積可以代表所行走的距離。在這樣的情況下，要學習「加速度」，更是

難上加難。 

    加速度是單位時間速度的變化：「速度」本身就已經很抽象，是位置的變化，而加速度

又是速度的變化，也就是變化的變化，二次微分的概念。特別要注意的是，雖然位移、速度、

加速度三者的關係，是引介微積分觀念絕佳的例子，但對中學生來講，卻不宜以微積分當背

景架構來講述這些概念。 

 

圖 7：等加速度直線運動的基本概念 

 

 

                                                      
38 邱韻如(2005)：速度與速率的迷思。 
39 學測 93 年自然科第 11 題，見邱韻如(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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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等加速度實驗  

    透過實驗，是否比較能體會「加速度」？其實不見得。以自由落體為例，真的動手做實

驗後，會發現用眼睛其實很難「看出」速度是一直在增加的。甚至親自體驗遊樂場的自由落

體，只會覺得「很快」，而不是「越來越快」。放慢動作可以看得比較清楚加速的過程嗎？筆

者以慢速播放觀看自由落體影片，發現竟然更像等速度運動。百思許久，才推測出原因40。 

    從實驗中，要推出加速度的概念，並不容易。約西元前 350 年，亞里斯多德觀察在不同

介質中的自由落體，他認為物體剛開始落下一段時間後，就以等速度落下，此速度與物體的

重量成正比41。這個速度其實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終端速度」。其實亞里斯多德的「錯誤」

在於，他減緩速度的方式是改變介質，卻沒想到介質會造成「終端速度」。 

    伽利略在研究這個問題時，起初也以為自由落體是等速度運動，後來才發現距離與時間

平方的關係。他放慢動作的方式是採用斜面，來「沖淡」加速度的效應，他所用的斜面非常

長，在計時工具的限制下，測量總距離和總時間。伽利略用「距離」來呈現出這個運動的速

度是越來越快。目前收藏於佛羅倫斯伽利略博物館的帶鈴斜面 Belled Plane (圖 8) 42，十九世

紀初製作的示範教具，以聽覺及視覺的方式，很清楚的展現 1-3-5-7-9 的等加速度運動特性43。 

 

 
圖 8：帶鈴斜面（Galileo Museum in Florence） 

二、問題與討論 

(一) 教材的安排與教法  

    對大多數國三與高一學生來說，加速度概念的學習成效一直都是很差的，加速度概念的

學習困難，不僅是包括公式、圖形、二次微分等數學問題，還有物理問題（包括混淆力、速

度、加速度等概念）。教材與教法必須要有非常大的改變，甚至是變革，尤其還不能無視於

「考試」的桎梏，這是非常大的工程，不是本文所能討論的。 

    在「考試」的桎梏下，目前的教育現場，「便宜行事」的大班教學，難以進行思辯批判

能力的教學。學子花費漫長寶貴的時間記誦演算，以「短視近利」的心態應付考試，最後變

                                                      
40 邱韻如(2017)：自由落體實驗的歷史回顧與教學省思，《物理教育學刊》，第 18 卷第 1 期，p19~28。 
41 Crease (2003), p25。 
42 https://catalogue.museogalileo.it/object/InclinedPlane.html 
43 邱韻如(2014)：伽利略博物館裡的斜面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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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考試就不讀書的習慣。 

    雖然教師們都深知教學不該只是講義上試題的反覆演算，但卻常受制於現實而屈服。即

便如此，教師還是能夠在能自主的範圍內有所改變與精進。教師可以從這些概念的歷史發展

過程以及學生的迷思概念這兩個方向，體會到這個概念的教學的確不容易，透過與學生觀念

互動，瞭解學生對力與速度的概念，帶領學生以思辯、探究與實作的方式，瞭解與建立「加

速度」的基本概念。至少，先摒棄不適合的例題習題44，盡量減少無謂的計算練習，在概念

理解上多投注時間和精力。 

(二) 瞭解概念的歷史發展對教學的啟發  

    從加速度概念發展的歷史回顧，可以看到，加速度概念和力的概念，以及能量的概念，

一直到十八世紀中葉之後才逐漸釐清。在發展過程中，科學家們對這些概念從迷惑、混淆到

釐清的過程，都有助於教師體會學生在學習這些概念時的困擾。 

    從亞里斯多德到伽利略，歷經兩千多年。伽利略承襲中世紀默頓學者對運動的研究，「看

出」自由落體的特性在於「越來越快」，強調「速度增加」的概念，並用斜面實驗、單擺實

驗去分析探究。在探討的過程中，他克服了許多問題，包括摩擦力及空氣阻力的處理、時間

的測量等技術問題。 

    雖然在伽利略的《兩門新科學對話》，一直提到 accelerate，也一直探討速度增加這件事，

但是並沒有為「加速度」提出定義。牛頓在伽利略的基礎上，建立起「力」的概念，提出

accelerating force 造成運動物體的速度增加。在那個時代，「力」的概念還很模糊，包括萊布

尼茲的「活力」，也加入了「力」的混戰。一直到十九世紀上半葉，物理教科書裡的「力」

和「加速度」都還是糾纏不清。休厄爾的力學教科書把物體受力運動時，單位時間內速度增

加的量當作是力的度量，但在概念上，還是「力」的一種。 

    筆者推測，應該是在安培建立「運動學」這個分支後，「加速度」的定義才開始跟「力」

脫離，成為目前我們所學習的模樣。 

     

伍、結語 

    從加速度概念發展的歷史回顧，可以看到，透過教科書所建構的科學史觀，和真實歷史

的發展有非常大的不同。從概念發展的歷史來看加速度概念的建立，可以帶領教師瞭解其中

思辯的過程，作為理解學生學習困難的背景知識。透過實驗，例如自由落體實驗，也不是那

麼容易就能「看出」加速度，否則亞里斯多德的「錯誤」論點，不會持續到兩千多年才被釐

清。力學裡的速度、力、加速度、能量等概念，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之後才逐漸釐清，我們

的中學生要能釐清這些基本概念，當然不是容易的事。這讓我們必須思考，考量學生的認知

發展能力，在中學這個階段，教材與教法要如何改變，才能引領學生樂於學習。 

    即將推出的 108 課綱，高一物理重視物理學的脈絡，但目前國內的師資培育過程中，經

典閱讀與科學史的訓練幾乎是付諸闕如，教科書的內容又常常與科學史悖離。本文藉由科學

史的探究，期能對加速度概念的教學困難提供一些啟發及省思。 

                                                      
44 參考邱韻如(2006)：從高中物理直線運動單元的幾個例題出發探討位移與平均速度概念的教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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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acceler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learning kinematics. The introduction to 

acceleration is usually divided into two aspects. The first aspect is through the kinematics formulas 

and graphs. The second aspect is through the well-known dynamics law F=ma to connect Force 

and Acceleration. However, numerous researches indicate students' difficulties in learning the 

concept of acceleration in physics classroom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why the concept 

of acceleration is so difficult to learn from the historical conceptual evolution of acceleration. 

Based on these history reviews, several pedagogical reflections and implications can be drawn from 

this study. 

Key words: acceleration, kinematics, textbooks, misconception, history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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