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教育學刊
自由軟體與簡易型電腦在物理教學上的運用
2008, 第九卷第二期,103-112

71
Chinese Physics Education
2008, 9(2),103-112

高中物理之重心與平衡的教學活動暨教具設計
陳美玲 1 白菁汝 2 黃映慈 3 洪惠君 4
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物理系
2
彰化縣立陽明國中
3
國立清華大學 電子所
4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所
（投稿日期：民國 97 年 10 月 20 日，修訂日期：97 年 12 月 08 日，接受日期：97 年 12 月 18 日）
摘要：本文作者針對高二物理中有關「重心的意義」
、「重心的位置」、
「重心高低對平
衡的影響」與「平衡的種類」等教學主題，設計了七個教學活動與一些簡易教具、教
學媒體。希望使學生在學習此單元時能覺得有趣和實用，並進而領略和欣賞重心概念
的「物理之美」。所有教學活動的設計以「建構主義」的教學理念為基礎，運用例如
POE(預測-觀察-解釋)、小組討論、探究實驗等教學方法或策略，設計可讓學生動手與
討論的活動。
所設計的所有老師演示用教具或學生各自操作和小組活動與實驗的用品，都是利用生
活中容易取得的材料簡易製作而成。例如，在進行「不倒翁的秘密」教學活動，以探
討重心位置高低與物體維持平衡的關係時，教師首先是利用泡沫紅茶杯蓋、黏土、膠
帶、和貼紙自製可愛不倒翁進行演示和提問，以引起學生學習的動機，然後再配合其
他也是自製的簡易教具(學生可每人一份)進行後續的 POE 活動的探究。考慮部份教材
的特性，有兩個教學活動中也利用編輯過的動畫與自行拍攝的短片來進行教學，除能
符合近年倡導的「資訊融入教學」的精神，也更有助於引導學生思考和學習。由於設
計強調採取以「學生為本位」的教學，教具的成本低廉且容易製作，因此值得教師參
考和採用。其中部份教學活動只要稍做調整，也可作為高中以下學生的學習材料或科
學小活動。
關鍵詞：重心、穩定平衡、隨遇平衡、不穩定平衡、POE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學習高二物理的「重心」單元 (南一

版，民 96)時，學生可能把重心放在記憶求
重心位置的公式和相關問題的解題上。如果
有老師和教學活動的引導，以協助學生真正
理解重心的意義，以及對重心位置的複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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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產生感覺，學生才能體會和欣賞這個概念
的「物理之美」
。因此，我們針對此單元，設
計 出 一 份 「 以 學 生 為 本 位 」 (Bullard and
Felder，2007)，強調協助學生建構知識的教
學活動、學習單、教具與媒體等，希望使學
生在學習此單元時能覺得這些知識是有趣和
實用的。

二、教學理念與方法
延續九年一貫課程的目標，以培養學生
「帶得走的能力」為主，高中的物理教學也
應有所因應。所以本文作者以「建構主義」
的教學理念為基礎，朝「以學生為中心」取
向的教學或「主動學習」的精神(Bullard and
Felder，2007; Felder and R. Brent，2003)設計
活動。運用例如POE (White and Gunstone，
1992)、小組討論、探究實驗(Schwab，1962)
等的教學策略，發展出可讓學生個人和小組
實作的活動和多樣教具。此外也將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The Why Files網頁所提供的
動畫加以簡單編輯後應用於相關活動，並自
行拍攝的短片來引導學生思考和學習，符合
「資訊融入教學」精神。

三、POE 教學策略簡介
「預測-觀察-解釋」策略(簡稱POE)最初
是一種作為幫助學生概念改變的教學策略
(Searle and Gunstone, 1990)，以及探究學習者
的 迷 思 概 念 之 研 究 工 具 (White and
Gunstone,1992)。POE除了被認為是符合建構
主義的理念，可提昇學習者的概念學習
(White and Gunstone,1992; Wu and Tsai,
2005)，另有研究顯示POE也是一種能幫助教
師了解學生概念的一種方法或策略，一種配
合教師示範或學生實作的教學活動設計模式
(許良榮和劉政華，2004 ;Liew and Treagust，

1995 ;Palmer，1995)。因此POE除了當成探
究學習者概念發展的研究工具，也常被研究
者或科學教師運用在其科學教學活動設計與
教學實務當中(周建和，2007; 林士峰、黃萬
居，2006、邱彥文和黃世傑等，2001)。常見
的POE實施程序(許良榮和劉政華，2004)包
含如下三個階段：
（一）預測(Prediction)
提出一個可實際操作或觀察的問題情
境，讓學生預測會有何現象或結果發生。一
般也會要求學生寫下預測理由。
（二）觀察(Observation)
讓學生實際進行觀察有何結果或現象發
生，一般也會要求學生敘述或寫下觀察的結
果。
（三）解釋(Explanation)
如果觀察結果與學生原來的預測不一樣
時，再請學生思考和提出新的解釋。
總之，透過使用POE教學策略的活動，
一方面促使學生應用自己原有的概念與知識
去進行預測及提出解釋，因此讓學生有機會
建構、檢視甚至修正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面也
使教學者有機會了解學生的認知結構和應用
科學知識的能力，必要時得以引導學生解決
其概念的衝突，以提昇其概念的理解。此外，
有研究顯示教師因使用POE而有進行教學的
反省與改進，可以提昇教師的專業成長(邱彥
文和黃世傑等，2001)。即使有學生在活動中
所作預測是正確的，但透過活動提供師生對
談與互動的機會，使得POE較一般講述式教
學更易於激發學生進行思考和提昇學習的動
機與專注力，營造出更活潑與正向的課室學
習氣氛 (Fekete and Walker,1997)，所以通常
學生也會喜歡透過POE這種活動進行學習
(邱彥文和黃世傑等，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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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單元教學目標
單元主要教學目標包含以下七大項：
（一）了解重心的意義
（二）利用不同方法求物體的重心位置
（三）了解重心與平衡的關係
（四）區別平衡的種類
（五）解決重心有關的計算問題
（六）規劃實驗解決問題
（七）能與同儕討論與合作以進行實驗和活
動

貳、教學活動與教具
本單元共包含七個教學活動，教學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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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然後讓學生在課堂上做簡單分享與教師
引導做重點歸納，則所需教學時間將可再縮
短以符合學校的教學進度。活動教學流程架
構如圖1所示。以下將分別敘述所設計的各教
學活動內容與教具。

一、特殊的點
（一）活動目的
讓同學看一段短片，觀察物體(自製教
具，如圖2a)在拋出過程中，物體上紅、綠兩
點運動軌跡的差別，藉此引出「重心」一詞。
（二）教學主要過程
1. 教師播放圓盤狀物體作拋體運動的影片
(半速播放) 如圖2b和2d，讓同學觀察物體
其中紅、綠兩點的軌跡。請一位同學發表
觀察和發現結果。

圖1：單元的教學流程架構示意圖
2. 教師再次慢速播放該影片，同時其中選擇
預估需三至四節。如果教師再將部份小活動
幾個時間點暫停播放，讓學生畫下各點的
改為由學生課外進行小組探究與討論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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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使學生發現影片中兩點運動軌跡不
同，以及其中一點軌跡恰好為拋體運動的
軌跡。
3. 教師引入「重心」一詞，說明無法視為質
點的物體，雖然物體的運動可能是複雜
的，但我們可以設法找到一個稱為「重心」
的特殊點，使得如果物體只受有重力的外
力時，該點運動軌跡如同一質點的拋體運
動。
4. 教師問：「物體的重心是否一定是在物體
內？」，然後請學生發表想法。
5. 教師播放經過編輯的網頁動畫(圖2c)，引
導學生發現重心不一定要在物體內。
（三）教具或教學媒體
1. 自拍教具1(如圖2a)之斜拋出空中的運動
短片(如圖2b、2d)。
2. 經過編輯的網頁動畫7(如圖2c)。只擷取原
動畫溜冰者在空中那段時間的運動，以簡
化問題情境和符合教學欲聚焦的重點。

二、各顯神通
（一）活動目的
引導學生利用靜力平衡概念了解(1)物
體各部份所受重力的合力，可視為集中在一
點稱為「重心」(2)靜力平衡時物體各部份所
受重力對重心的力矩和為零(3) 如何計算兩
質點系統的重心位置。
（二）教學主要過程
1. 老師提出「重心還有哪些意義？還有哪些
方法可以找到物體的重心位置？我們可
以從比較簡單的物體開始研究。」以引進
活動二。
2. 學生每個人自己動手操作，使物體支撐在
竹筷上，然後記下位置。有方法找到物體
支點的學生互相分享他的方法。
3. 老師以棒球棍(或生活中其他長條物)示範
找重心的方法8。然後學生用老師所說方
法找到物品的重心後跟找到的支點位置
比較，學生會發現此物體的支點恰好是重
心位置。

圖 2a(上左)、材料：薄 CD 存放盒、彩色貼紙、雙面膠帶或有緩衝作用的軟墊條。2b(上
中)、短片中物體運動的某一瞬間，背景為事先畫好方格的教室黑板。2c(上右)、編輯過
的卡通動畫。2d(下) 、物體運動中的五個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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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分組討論如欲將所操作的物體簡化
為一個特殊的點，使物體所受重力可視為
集中在點，則該點在哪裡？如何表示此點
的位置？(可提示學生利用靜力平衡和槓
桿等觀念思考)
5. 老師就支點與重心是否一定在同一點的
問題引導學生進行討論和分享。
6. 老師總結時提出：「此活動所學求重心的
方法是不是可以推廣到更多質點所組成
的系統？」以銜接以下的活動三。
（三）教具或教學媒體
1. 自製活動物品和竹筷 (學生每人一套)，如
圖3。

三、尋找重心的首部曲(實驗一)
（一）活動目的
讓學生應用前面所學概念導出三
個質點組成的系統的重心位置，並透過設計
和進行簡單實驗找重心位置，比較實驗結果
和利用重心公式計算結果，使學生對重心公
式的了解和印象更為深刻，另一方面也培養
小組合作與學生實驗技能。
（二）教學主要過程
1. 老師指出：「接下來我們要進行一個小組
實驗，請組員合作想辦法針對三個在一直
線上的質點組成的系統，求它的重心。」
。
然後老師說明各組實驗器材和實驗的任
務、實驗

圖 3：一根兩端各插有一質量不同黏
土球的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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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5 分鐘)後發下實驗器材。學生個人
先證明重心位置的數學式，然後小組進行
實驗、討論並完成實驗紀錄。實驗結束時
各組將小組實驗紀錄交給老師並歸還器
材。
2. 實驗後，老師可以先請一組報告他們的公
式推導，其它組和老師則提出訂正或補
充。再請一組報告他們的實驗過程和所得
實驗結果。如果時間許可時，可請各組報
告。老師可設計同儕互評表，讓小組對各
組及自己的表現進行評量。然後老師就實
驗誤差來源提出請各組提出想法，最後老
師補充。
3. 老師補充一直線上多質點組成系統的重
心位置一般式和此式的意義。
4. 老師課後批改小組的實驗紀錄發還學生
後，可讓小組彼此互相觀摩實驗報告。
（三）教具或教學媒體
1. 自製長條狀實驗器具和螺帽數個。 (每組
一套)，如圖 4。

四、尋找重心的二部曲
（一）活動目的
利用各種不同簡單幾何形狀的厚紙板，
引導學生了解(1)密度均勻且形狀規則的物
體的重心為其幾何中心(2)二維物體的懸吊
法求重心的原理。

圖 4：自製長條棒可放入螺帽改變重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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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主要過程
1. 讓學生根據所學的一維重心之概念，先猜
測和畫出各厚紙板的重心位置。再預測和
畫下以線綁在不同位置後懸吊物體的情
形。
2. 請一組學生到黑板畫出他們的預測和說
明他們的想法。其他組再補充不同的想
法。
3. 各組實際操作比較結果是否與預測相同。
4. 老師以梯形板為例講解如何以懸吊法找
重心，特別應針對之前學生有錯的地方引
導學生改變想法。
5. 老師利用一維物體的重心公式和本活動
引導引導學生得出三維的任意形狀物體
的重心位置公式。然後老師引導和講解基
本例題與變化題。再請學生作練習題。
（三）教具或教學媒體
五種不同幾何形狀的厚紙板、螺帽數
個、懸掛線數條(每組一套)，如圖5a、5b。

五、尋找重心的三部曲(實驗二)
（一）活動目的
透過實驗的實作，讓學生熟悉求二維物
體重心位置的懸吊法與計算法，另一方面培
養小組合作精神與加強學生的實驗技能。
（二）教學主要過程
1. 老師說明接下來各組實驗器材和實驗的
任務、實驗時間(15 分鐘)後發下實驗器材。

圖 5a：5 種不同幾何形狀的厚紙板

2. 小組進行實驗、討論並完成實驗紀錄。老
師應一邊進行相關評量，並特別注意各組
的實驗操作與紀錄、分析等相關實驗技能
表現是否較活動三(小組實驗一)進步。
3. 其餘參考活動三(實驗一)視教學時間和學
生的表現，老師彈性調整實驗後的活動進
行方式。如教學時間不足，老師也可將此
活動當成小組課後的活動作業。
4. 老師補充多質點組成系統的物體之重心
位置計算公式和此數學式的意義。
（三）教具或教學媒體
1. 自製實驗器具、螺帽數個、線兩條，(每
組一套)，如圖 6。

六、重心與平衡
（一）活動目的
配合 POE 教學策略引導學生發現通過
重心的鉛垂線如果超出支撐物體底面的範圍
時，會破壞物體的靜力平衡狀態。
（二）教學主要過程
1. P(預測)：老師請學生先預測一竹筷自桌上
慢慢被推往桌邊時，使竹筷不會掉落的條
件並寫下理由。此時教師可了解學生是否
能應用靜力平衡與重心等概念進行推論。
2. O(觀察)：學生先找出竹筷重心位置後，實
際操作看看，然後寫下發現以及是否與自
己的預測一致？

圖 5b：梯形紙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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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解釋)：學生重新寫下自己的想法與解
釋。
4. P(預測)：老師再請學生與同學討論，預測
一長方體立於斜面上，物體傾倒的條件和
理由。然後請小組發表想法。
5. O(觀察)：老師慢速播放預先拍攝的短片，
請學生觀察後寫下或畫出當斜角增加
時，通過物體重心的鉛垂線的變化。
6. E(解釋)：學生修改他們的解釋。
7. 老師作補充和引導學生作總結。然後舉一
些問題讓學生熟悉和應用所學。
（三）教具或教學媒體
1. 標有刻度的竹筷(學生每人一根)，如圖 7a。
2. 老師預先拍攝的實驗短片--置於斜面上一
長方形木塊，當慢慢增加斜角時，最後木
塊傾倒，如圖7b。

七、不倒翁的秘密
（一）活動目的
利用不倒翁等教具進行示範和小組活
動，以引導學生發現重心位置高低對平衡的
影響，以及三種平衡：穩定平衡、不穩定平
衡、隨遇平衡。
（二）教學主要過程
1. 老師拿出示範用的大不倒翁(如圖 8a)引起
學生注意，一邊輕推不倒翁，一邊說：
「同
學以前有玩過不倒翁嗎？不管我們怎麼
推不倒翁，它最後都會回復原來平衡狀
態，為甚麼呢？請把你的想法寫下來」。
學生寫完後，請幾位學生發表想法。
2. 老師接著拿出器材示範 (牙籤一端有一
塊黏土，黏土兩端再各插著一根叉子) 並
問學生：
「整個放在杯緣上只靠牙籤上的
某一點當支點可以平衡嗎？」。然後老師
示範(如圖 8b)給全班看。
3. 老師再拿出一組小組活動和器材，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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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成這個物體，如將它的牙籤尖端放到竹
筷頂端可以保持平衡嗎？然後老師示範
(如圖 8d)，並輕輕碰一下牙籤頂端，顯示
物體仍會恢復平衡狀態。
4. P(預測)：老師請學生分別預測(1) 升高鐵
絲繞在牙籤上的位置時(2)改變兩根鐵絲
的夾角，與物體是否容易恢復平衡狀態有
何關係(圖 8d)。
5. O(觀察)和 E(解釋)：老師發下個人器材，
學生一邊進行實驗操作和觀察和解釋。接
著老師請幾位學生發表想法後，老師請學
生修改自己的解釋並填入學習單。必要
時，老師可補充解釋。
6. P(預測)：老師請同學思考不倒翁問題：改
變不倒翁的重心位置，使其具有較高的重
心位置後，擺放使其靜止。此時若推一下
不倒翁，請學生預測：什麼情形下不倒翁
會回復原來的狀態，什麼情形下不倒翁不
會回復原來的狀態。此時教師可評量學生
是否能將前面鐵絲與牙籤的活動觀察所
學到的經驗應用在此新的情境上。
7. O(觀察) 和 E(解釋)：老師發給小組不倒翁
(如圖 8c)。學生操作後，如結果與預測不
符時，重新修改解釋。最後老師作補充。
8. 老師配合錐形示範教具(如圖 8e)講解(1)
穩定平衡的原理(2)平衡的種類，並補充
「穩度」和增加穩度的方法。和引導學生
作總結。然後舉一些問題讓學生熟悉和應
用所學。
（三）教具或教學媒體
1. 自製示範用大不倒翁一個(圓形飲料杯
蓋、彩色膠帶、立體貼紙)，如圖(8a)。
2. 自製小不倒翁(扭蛋、黏土、立體貼紙)每
組一個，如圖(8c)。
3. 空杯、黏土塊、牙籤各一、叉子兩根，如
圖(8b)。
4. 繞有鐵絲的牙籤且鐵絲兩端各有一小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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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球，可分別改變升高鐵絲繞在牙籤上
的位置和兩根鐵絲的夾角加以探討。如
圖(8c)。
5. 自製錐形示範用教具一個(材料有：投影
片、黏土、線)，說明穩定平衡的原理與平衡
的種類：穩定平衡、隨遇平衡、不穩定平衡。
如圖8e。
圖6：一平板上，懸有螺帽並綁上2條細
線。螺帽數量與位置可讓學生自訂

圖 7a：標有刻度的竹筷

圖 8a：自製大不倒翁

圖 7b：拍攝之實驗短片

圖 8b：示範平衡圖

圖 8c：自製小不倒翁

圖8d：牙籤上繞有二端有黏土球的鐵絲(左);改變鐵絲纏繞的位置高低(中);
改變鐵絲張開的角度。

圖 8e：自製錐形教具說明穩定平衡的原理與平衡的種類:穩定平衡(左)、隨遇平衡(中)、
不穩定平衡(右)。

自由軟體與簡易型電腦在物理教學上的運用

參、結論
本文提供七個有關「重心的意義」、「重
心的位置」
、
「重心高低對平衡的影響」與「平
衡的種類」等教學主題的一系列以學生為本
位的教學活動。設計方向著重在如何跳脫傳
統講述式教學，而將符合建構主義教學理念
的一些教學策略配合一些教具和活動，使學
生在學習此單元時能覺得有趣和實用，並進
而能感受和欣賞重心概念的「物理之美」
。教
學內容完整涵蓋南一版最新版本的高二第三
章第6節「重心」單元的內容。至於學生學習
這些教材之前或學習時可能有哪些迷思概
念，以及如何進一步針對這些另有概念設計
活動來改變學生的想法等，雖然很值得探
討，但並非本文的主旨，因此省略。
教學所需所有老師演示的教具或學生活
動與實驗的器材，都是利用生活中容易取得
的材料簡易製作而成，不但容易推廣使用，
且結合所設計的教學活動和學習單，使簡易
的教具也能發揮良好的教學功能。兩個非「食
譜式」小組實驗，除了能引導學生思考，也
同時培養學生的合作精神與相關實驗技能。
其他小組討論、運用媒體和搭配POE的探究
活動來引導學習，除了應能提昇學習成效
外，也有助於提高學生學習此單元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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