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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Photo物理實驗3 教師說明 

錄像分析物理錄像分析物理 3 -  3 - 說明說明  

速度變化速度變化  

本實驗設計目的為讓學生體驗如何以不同方式來表現和描述不規則運動。特別是如何以不同表現

和工具獲得汽車速度 大值。

本實驗設計目的為讓學生體驗如何以不同方式來表現和描述不規則運動。特別是如何以不同表現

和工具獲得汽車速度 大值。  

有一遙控玩具車起初為靜止，然後加速後減速， 後停止下來。汽車運動時以超音速運動感應器

進行追蹤，同時記錄數位影片。學生使用

有一遙控玩具車起初為靜止，然後加速後減速， 後停止下來。汽車運動時以超音速運動感應器

進行追蹤，同時記錄數位影片。學生使用Logger Logger ProPro工具之前，應先工具之前，應先回答下列問題：回答下列問題：  

1.1. 根據根據運動感應器數據建立的運動感應器數據建立的xx對對tt圖，圖，口頭報告口頭報告汽車不規則運動的汽車不規則運動的情況情況。。

2.2. 根據圖根據圖找出汽車何時運動 快，找出汽車何時運動 快，並描述此時並描述此時的的vv對對tt圖圖？？

然後再使用然後再使用Logger Logger ProPro分析功能分析功能執執行以下行以下步驟步驟：：  

1.1. 觀觀看運動短片，並再一次提出該運看運動短片，並再一次提出該運動的口頭報告。動的口頭報告。

2.2. 以檢以檢查查[[ExamineExamine]]選單中的切線選單中的切線[[TangentTangent]]功能，求出速度 大值發生的時間。功能，求出速度 大值發生的時間。

3.3. 查看具有汽車計算值查看具有汽車計算值vvxx的數據表，求出的數據表，求出速度 大值發生的時間。速度 大值發生的時間。

4.4. 描述如何利用詳細描述如何利用詳細畫面畫面分析影片找出速度 大值發生的時間。分析影片找出速度 大值發生的時間。

具有時間限制的家庭作業具有時間限制的家庭作業：：1010到到3030分鐘分鐘((如果在課堂上分組進行，則縮短時間如果在課堂上分組進行，則縮短時間))。。  

試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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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像分析物理錄像分析物理 3 - 1 

速度變化速度變化  

分析位置vs.時間圖：運動 基本的

測量包括求得物體在一連串時間時

的位置。繪製物體位置和速度為時

間的函數圖，可以有效率地呈現這

些測量結果。學習如何將x vs. t圖與

運動情形作關連以及從圖中讀取定

性與定量訊息，這些都是研究運動

不可或缺的工具。 

圖1：遙控機械汽車 

本實驗的工作為(1)觀看遙控玩具車的影片，片中玩具車遠離超聲波運動感應器並在移動中改變速

度；(2)藉由Logger Pro研究運動感應器數據，定性描述汽車運動情形；以及(3)學習使用數據、圖

和Logger Pro分析[Analysis]工具讀取運動的定量訊息。 

1.預備知識問題預備知識問題 

注意：注意：不論你在此預備知識問題的回答是否符合下一個部分的實驗結果，每個預測答案皆會得到每個預測答案皆會得到

滿分滿分。在學習過程中重要的是比較所預測和實驗結果。不要更改預測答案！不要更改預測答案！ 

(a) 下圖說明汽車在水平x-軸上的位置(公尺)對時間圖，運動感應器記錄該位置。請描述汽車運動

情形。 

(b) 請說明汽車約在何時或哪一段時間間距內運動 快？解釋之。 

(c) 剛才已檢驗x vs. t圖。如果只能查看vx vs. t圖，請問如何估計何時或哪一段時間間距內具有速

度 大值？ 

汽車 
運動 

感應器 

試
讀



3 - 2 錄像分析物理錄像分析物理 

2.實驗問題實驗問題 

回答本段落問題之前請先開啟QuickTime Player中的<VelocityChange.mov>。利用鍵盤向右箭號()

播放或定格快轉影片。

(a) 請根據影片再次描述汽車運動情形。 

(b) 開啟Logger Pro實驗檔案<VelocityChange.cmbl>，其中具有運動感應器數據和玩具車影片，且

影片與運動感應器數據同步。其也有x vs. t圖和vx vs. t圖(vx代表速度的x-分量)其中一個圖。

如果需要，可以按下重放[Replay]對話方塊中的開始按鈕，同時觀看影片以及即時數據和圖。 

1. x vs. t圖上使用分析分析[[AnalyzeAnalyze]]選單中的選單中的切線切線[[TangentTangent]]工具，可求得速度大小和工具，可求得速度大小和具有速度具有速度

大值的大值的時時間間或時間間距。或時間間距。

2.2. vvxx vs.  vs. tt圖上使用圖上使用分析分析[[AnalyzeAnalyze]]選單中的選單中的檢檢查查[[ExamineExamine]]工具，可求得速度大小和具有速度工具，可求得速度大小和具有速度

大值的時間或時間間距。大值的時間或時間間距。

3.3. 查看數據表中速度欄位，求得速度大小和具有速度 大值的時間或時間間距。查看數據表中速度欄位，求得速度大小和具有速度 大值的時間或時間間距。

(c)(c)  如果只藉由查看玩具車如果只藉由查看玩具車((整個或片段整個或片段))影片而不讀取數據，影片而不讀取數據，請問如何請問如何得得知知哪一張哪一張畫面畫面具有速度具有速度

大值？大值？只需描述過程，不需寫出只需描述過程，不需寫出畫面畫面編號或時編號或時間。間。  

試
讀



錄像分析物理錄像分析物理 3 - 3 

3.實驗結果延伸問題實驗結果延伸問題 

(a) 比較預備知識問題1(a)中根據x vs. t圖所描述的運動，和觀看過影片與運動感應器數據後所提

供的描述有何差異？ 

(b) 請問可以有效地表現所描述運動的方式為何？如果有兩個以上的答案具有相同的效果，請圈

選之。並在 不具效果的答案前劃X。 

a. 1. 影片 2.x vs. t圖 3.vx vs. t圖 4.表中數據

(c) 請問可以有效地表現玩具車具有 大速度時的方式為何？圈選你的答案。如果有兩個以上的

答案具有相同的效果，請圈選之。並在 不具效果的答案前劃X。 

a. 1. 影片 2.x vs. t圖 3.vx vs. t圖 4.表中數據

試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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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像分析物理錄像分析物理 3 - 1 解答解答 

速度變化速度變化  

分析位置vs.時間圖：運動 基本的

測量包括求得物體在一連串時間時

的位置。繪製物體位置和速度為時

間的函數圖，可以有效率地呈現這

些測量結果。學習如何將x vs. t圖與

運動情形作關連以及從圖中讀取定

性與定量訊息，這些都是研究運動

不可或缺的工具。 

圖1：遙控機械汽車 

本實驗的工作為(1)觀看遙控玩具車的影片，片中玩具車遠離超聲波運動感應器並在移動中改變速

度；(2)藉由Logger Pro研究運動感應器數據，定性描述汽車運動情形；以及(3)學習使用數據、圖

和Logger Pro分析[Analysis]工具讀取運動的定量訊息。 

1.預備知識問題預備知識問題 

注意：注意：不論你在此預備知識問題的回答是否符合下一個部分的實驗結果，每個預測答案皆會得到每個預測答案皆會得到

滿分滿分。在學習過程中重要的是比較所預測和實驗結果。不要更改預測答案！不要更改預測答案！ 

(a) 下圖說明汽車在水平x-軸上的位置(公尺)對時間圖，運動感應器記錄該位置。請描述汽車運動

情形。 

(b) 請說明汽車約在何時或哪一段時間間距內運動 快？解釋之。 

(c) 剛才已檢驗x vs. t圖。如果只能查看vx vs. t圖，請問如何估計何時或哪一段時間間距內具有速

度 大值？ 

汽車 

解答： 汽車在第一秒左右時處於穩定(或靜止)狀
態。然後在1.1s和2.2s之間迅速加速以幾乎等速移
動。之後於2.3s和3.3s之間再次加速，以較高速等
速行進後幾乎馬上停止。 
給評分者–所有合理的答案皆應給予滿分。 

解答： 因為在2.3s和3.3s之間大約2.8s時斜率看起來 大，所以在此時間間距內或約2.8s時運動
快。給評分者–所有合理的答案皆應給予滿分。 

解答：在圖上找距離水平軸 遠的數據點或範圍，換句話說，其為速度 大值或 小值。給評
分者–所有合理的答案皆應給予滿分。 

運動 

感應器 

試
讀



3 - 2 解答解答 錄像分析物理錄像分析物理 

2.實驗問題實驗問題 

回答本段落問題之前請先開啟QuickTime Player中的<VelocityChange.mov>。利用鍵盤向右箭號()

播放或定格快轉影片。

(a) 請根據影片再次描述汽車運動情形。 

(b) 開啟Logger Pro實驗檔案<VelocityChange.cmbl>，其中具有運動感應器數據和玩具車影片，且

影片與運動感應器數據同步。其也有x vs. t圖和vx vs. t圖(vx代表速度的x-分量)其中一個圖。

如果需要，可以按下重放[Replay]對話方塊中的開始按鈕，同時觀看影片以及即時數據和圖。 

1. x vs. t圖上使用分析分析[[AnalyzeAnalyze]]選單中的選單中的切線切線[[TangentTangent]]工具，可求得速度大小和具有速度工具，可求得速度大小和具有速度

大值的時間或時間間距。大值的時間或時間間距。  

2.2. vvxx vs.  vs. tt圖上使用圖上使用分析分析[[AnalyzeAnalyze]]選單中的選單中的檢檢查查[[ExamineExamine]]工具，可求得速度大小和具有速度工具，可求得速度大小和具有速度

大值的時間或時間間距。大值的時間或時間間距。  

3.3. 查看數據表中速度欄位，求得速度大小和具有速度 大值的時間或時間間距。查看數據表中速度欄位，求得速度大小和具有速度 大值的時間或時間間距。

(c)(c)  如果只藉由查看玩具車如果只藉由查看玩具車((整個或片段整個或片段))影片而不讀取數據，請問如何得知哪一張影片而不讀取數據，請問如何得知哪一張畫面畫面具有速度具有速度

大值？只需描述過程，不需寫出大值？只需描述過程，不需寫出畫面畫面編號或時間。編號或時間。  

解答：汽車從靜止開始等速運動，然後加速到較大速度並以該速度行進一段時間。 後在 後
數個畫面中快速停止。 

解答：在2.80s時具有0.462 m/s。給評分者–只要是接近的答案皆可以接受。 

解答：在2.80s時具有0.462 m/s。給評分者–只要是接近的答案皆可以接受。 

解答：在2.80s時具有0.462 m/s。給評分者–只要是接近的答案皆可以接受。 

解答：找出汽車位置相對於前一張畫面變化 大的畫面。給評分者–只要是接近的答案皆可以接受。 試
讀



錄像分析物理錄像分析物理 3 - 3 解答解答 

3.實驗結果延伸問題實驗結果延伸問題 

(a) 比較預備知識問題1(a)中根據x vs. t圖所描述的運動，和觀看過影片與運動感應器數據後所提

供的描述有何差異？ 

(b) 請問可以有效地表現所描述運動的方式為何？如果有兩個以上的答案具有相同的效果，請圈

選之。並在 不具效果的答案前劃X。 

a. 1. 影片 2.x vs. t圖 3.vx vs. t圖 4.表中數據

(c) 請問可以有效地表現玩具車具有 大速度時的方式為何？圈選你的答案。如果有兩個以上的

答案具有相同的效果，請圈選之。並在 不具效果的答案前劃X。 

a. 1. 影片 2.x vs. t圖 3.vx vs. t圖 4.表中數據

解答：如果已檢驗數據，則定量數據較準確。影片則可提供在視覺上對運動的瞭解。 
The movie helps to visualize the motion. 

解答：評分時找尋1、2或3個圈選答案&一個“X”。 

解答：評分時找尋1、2或3個圈選答案&一個“X”。 

試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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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怒神：數學模型實驗大怒神：數學模型實驗  

大怒神是俄亥俄州Cedar Point Park受歡迎的一種遊戲。

該遊戲是四個人坐在座廂內先體驗短時間內的垂直自

由落體後再到彎曲軌道，然後 後在水平且筆直的軌

道上停止。 

牛頓重力定律告訴我們地球對地表附近的物體施予一

定力。如果不考慮其他力的存在，可利用牛頓第二運

動定律連結地球質量和半徑數據，來預測地表附近物

體的自由落體具有大小為9.8 m/s2的向下加速度。但是

坐滿人的座廂真的是以此加速度向下落嗎？我們分析

座廂下落影片後就可以回答此問題。 

為了測試下落速度的預測，需要(1)預測描述座廂垂直

運動的運動方程式；(2)從影片獲得高度對時間數據；

(3)發展分析數學模型，描述座廂運動細節的方程式；
後(4)比較模型與數據。 

   圖1：大怒神結構，說明座廂下降。 

從觀看影片<DemonDrop.mov>開始進行研究。在QuickTime Player中開啟影片。利用鍵盤上的向

右箭號()播放或定格播放影片。因為影片是在遊樂園中以手持攝影機所拍攝，所以影片中的座

廂有點小又不穩定，應該感謝影片還是在可以進行分析的狀態內！ 

1.預備知識問題預備知識問題 

注意：注意：不論你在此預備知識問題的回答是否符合下一個部分的實驗結果，每個預測答案皆會得到每個預測答案皆會得到

滿分滿分。在學習過程中重要的是比較所預測和實驗結果。不要更改預測答案！不要更改預測答案！ 

(a) 當座廂下降時，座廂除了重力之外還受到什麼力的作用？你認為可以測量這些力的影響嗎？

這些力會造成加速度不為定值，或與所預測大小9.8 m/s2的偏差嗎？解釋之。 

(b) 根據定格觀看<DemonDrop.mov>，請問座廂如何運動？其為加速、等速運動或減速？說明原

因。 

下下降降座座廂廂

底底部部 

平平臺臺底底部部  

試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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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注意座廂初位置y1幾乎為水平軌道上方30 m處。座廂

在影片第一張畫面中，也就是t = 0.00 s時，已經向下

運動。由估計t = 1.45 s時 後一張畫面中座廂底部高

度，繪製圖以粗略預測座廂沿著垂直y-軸高度對時間

的變化情形。 

(d) 請描述你認為圖中斜率如何隨時間變化。 

(e) 如果物體在地表附近以等加速度落下，則運動方程式成立。請問哪一個方程式可描述大怒神

座廂高度y，其為垂直加速度(ay)初速(v0y)初位置(y0)和初時間或時間截距(t0)的時間函數？ 

2.實驗問題實驗問題 

收集遊戲的垂直數據：為了得知大怒神座廂的重力加速度是否為收集遊戲的垂直數據：為了得知大怒神座廂的重力加速度是否為––9.8 m/s9.8 m/s22，你將會分析座廂，你將會分析座廂運動

影片，再利用分析數學模型技術找出描述座廂下落運動的“分析”方程式。 

開啟Logger Pro實驗檔案<DemonDrop.cmbl>，獲得影片分析設定。影片中第一張靜態像已經調整

為Cedar Point Park所宣稱大怒神從出發至到達水平軌道時其下落距離為30 m的設定。 

(a) 按下影片視窗上方附近新增數據新增數據點點[Add Point]工具
( )，以擷取數據。再於每張畫面中按下座廂相同

點。之後Logger Pro會記錄座廂隨時間變化的垂直位

置。 

執行影片分析之後，拉下頁面頁面[Page]選單並選取自動調自動調
整整[Auto Arrange]以呈現y vs. t圖。然後在右方圖上繪製
你的數據點。 

提示：提示：(1)小心擷取數據，建議將新增數據點[Add 

Point]工具( )的十字交點對齊座廂底部，且十字的垂

直線置於座廂中央；(2)如果發生錯誤，可利用數據數據
[Data]選單中清除所有數據清除所有數據[Clear All Data]功能以重新
開始，再回到影片的開始。 試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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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請問哪一個方程式符合你的數據？請問哪一個方程式符合你的數據？開啟開啟Logger Logger ProPro分析分析[[AnalyzeAnalyze]]選單中的選單中的模型模型[[ModelModel]]功能，功能，

選取 適當的選取 適當的““一般方程式一般方程式””以符合數據以符合數據((正比正比、、一次一次、、二次二次和和三次三次等等))。。寫出用以發展模型的代寫出用以發展模型的代

數方程式，並解釋選取該方程式的原因。數方程式，並解釋選取該方程式的原因。提示提示：查看第一部分中自己：查看第一部分中自己所所提供的答案提供的答案！！  

(c)(c)  請問係數請問係數(A(A、、BB等等))所代表的物理意義為何所代表的物理意義為何？？考慮所列出的運動方程式考慮所列出的運動方程式，你在，你在Logger Logger ProPro中中

所選取為模型的方程式限制住一些係數所選取為模型的方程式限制住一些係數(A(A、、BB等等))。。請結論出這些係數與下列所列出描述大怒請結論出這些係數與下列所列出描述大怒

神座廂運動物理量之間的關係：垂直加速度神座廂運動物理量之間的關係：垂直加速度((aayy))、初速、初速((vv00yy))和初位置和初位置((yy00))。。  

(d)(d)  估計係數數值：估計係數數值：利用影片第一張利用影片第一張畫面畫面tt00  = 0.00 = 0.00 ss中下降座廂中下降座廂的預測的預測加速度加速度aayy和座廂底部位置和座廂底部位置

yy00數據數據，，來來計算一些係數的期望值。計算一些係數的期望值。另外可利用的事實為另外可利用的事實為，，在影片記錄第一張在影片記錄第一張畫面畫面前前，，座廂座廂

已經在約已經在約0.4 s0.4 s內內落下約落下約1 m1 m。。證明你的計算證明你的計算，並，並說明說明用以估計用以估計AA、、BB等值的等值的原因原因。。然後在以然後在以

下空白處總結這些係數值下空白處總結這些係數值和單位和單位。。    

提示：提示：(1)(1)可以參考數據表以得到初位置訊息；可以參考數據表以得到初位置訊息；(2)(2)  Logger Logger ProPro設定為以向上為正設定為以向上為正yy--軸的方便座軸的方便座

標系統標系統，所以所預測的加速度，所以所預測的加速度yy--分量為分量為aayy  = = ––9.8 m/s9.8 m/s22。。

試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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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檢查模型：檢查模型：輸入輸入所估計係數到所估計係數到Logger Logger ProPro模型模型[[ModelingModeling](](及手動擬合及手動擬合))視窗中視窗中。。““模型模型””線符合線符合

數據嗎？如果不符合數據嗎？如果不符合，考慮部分，考慮部分(d)(d)中所估計值中所估計值，，從調整 可能錯誤的係數開始，如與從調整 可能錯誤的係數開始，如與vv00yy和和yy00
相關的係數相關的係數。。另外，確定在適當地方使用負號另外，確定在適當地方使用負號等。等。如果無法得到好的相符，則需要如果無法得到好的相符，則需要替問題替問題 2(b)2(b)

模型模型選取另一個不同的分析方程式選取另一個不同的分析方程式。。請問這些係數請問這些係數(A(A、、BB等等))值是否使方程式與部分值是否使方程式與部分(d)(d)所估計所估計

值相符且具有 少的差距？值相符且具有 少的差距？如果是，列出這些係數與其單位。如果是，列出這些係數與其單位。  

(f)(f)  回到部分回到部分2a2a的座廂對時間圖，的座廂對時間圖，在圖上繪製在圖上繪製你你的模型曲線。的模型曲線。解釋如何從部分解釋如何從部分(e)(e)或或(d)(d)中所得到的中所得到的

模型係數求得模型係數求得aayy。。  

3.3.實驗結果延伸問題實驗結果延伸問題 

(a) 請評論本實驗結果與牛頓萬有引力定律ay = –9.8 m/s
2有多接近。注意注意：測量中的微小不確定：測量中的微小不確定

性可能造成結果的差異。性可能造成結果的差異。  

(b)(b)  請比較座廂在部分請比較座廂在部分2(e)2(e)的初速垂直分量值與問題的初速垂直分量值與問題2(d)2(d)所估計的初速值。所估計的初速值。你可以你可以得到得到比比2(d)2(d)答案答案

更好的估計嗎？解釋之更好的估計嗎？解釋之。。  

(c)(c)  有些實驗需要比較測量值與公認值或已知值。有些實驗需要比較測量值與公認值或已知值。另外有些實驗則需先假設另外有些實驗則需先假設，，再檢查該假設是否再檢查該假設是否

與數據相符。與數據相符。請問你在本實驗中執行哪一種請問你在本實驗中執行哪一種方式方式？？  試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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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怒神：數學模型實驗大怒神：數學模型實驗  

大怒神是俄亥俄州Cedar Point Park受歡迎的一種遊戲。

該遊戲是四個人坐在座廂內先體驗短時間內的垂直自

由落體後再到彎曲軌道，然後 後在水平且筆直的軌

道上停止。 

牛頓重力定律告訴我們地球對地表附近的物體施予一

定力。如果不考慮其他力的存在，可利用牛頓第二運

動定律連結地球質量和半徑數據，來預測地表附近物

體的自由落體具有大小為9.8 m/s2的向下加速度。但是

坐滿人的座廂真的是以此加速度向下落嗎？我們分析

座廂下落影片後就可以回答此問題。 

為了測試下落速度的預測，需要(1)預測描述座廂垂直

運動的運動方程式；(2)從影片獲得高度對時間數據；

(3)發展分析數學模型，描述座廂運動細節的方程式；
後(4)比較模型與數據。 

圖1：大怒神結構，說明座廂下降。 

從觀看影片<DemonDrop.mov>開始進行研究。在QuickTime Player中開啟影片。利用鍵盤上的向右

箭號()播放或定格播放影片。因為影片是在遊樂園中以手持攝影機所拍攝，所以影片中的座廂

有點小又不穩定，應該感謝影片還是在可以進行分析的狀態內！ 

1.預備知識問題預備知識問題 

注意：注意：不論你在此預備知識問題的回答是否符合下一個部分的實驗結果，每個預測答案皆會得到每個預測答案皆會得到

滿分滿分。在學習過程中重要的是比較所預測和實驗結果。不要更改預測答案！不要更改預測答案！ 

(a) 當座廂下降時，座廂除了重力之外還受到什麼力的作用？你認為可以測量這些力的影響嗎？

這些力會造成加速度不為定值，或與所預測大小9.8 m/s2的偏差嗎？解釋之。 

(b) 根據定格觀看<DemonDrop.mov>，請問座廂如何運動？其為加速、等速運動或減速？說明原

因。 

下下降降座座廂廂

底底部部  

平平臺臺底底部部  

解答：也許空氣阻力或風作用在座廂上。坐滿四人的座廂很重而且下降時間很短，所以
我不認為可以測量空氣造成的力。如果座廂由紙板做成而且沒有人坐在裡面，情況就不
同了。所以我認為向下加速度測量值為常數且約為–9.8 m/s2。 

解答：因為座廂在畫面之間的下降距離看起來隨時間增加，所以其為向下加速。 試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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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注意座廂初位置y1幾乎為水平軌道上方30 m處。座廂

在影片第一張畫面中，也就是t = 0.00 s時，已經向下

運動。由估計t = 1.45 s時 後一張畫面中座廂底部高

度，繪製圖以粗略預測座廂沿著垂直y-軸高度對時間

的變化情形。 

(d) 請描述你認為圖中斜率如何隨時間變化。 

(e) 如果物體在地表附近以等加速度落下，則運動方程式成立。請問哪一個方程式可描述大怒神

座廂高度y，其為垂直加速度(ay)、初速(v0y)、初位置(y0)和初時間或時間截距(t0)的時間函數？ 

2. 實驗問題實驗問題 

擷取遊戲的垂直數據：為了得知大怒神座廂的重力加速度是否為擷取遊戲的垂直數據：為了得知大怒神座廂的重力加速度是否為––9.8 m/s9.8 m/s22，你將會分析座廂運動

影片，再利用分析數學模型技術找出描述座廂下落運動的“分析”方程式。 

開啟Logger Pro實驗檔案<DemonDrop.cmbl>，獲得影片分析設定。影片中第一張畫面已經調整為

Cedar Point Park所宣稱大怒神從出發至到達水平軌道時其下落距離為30 m的設定。 

(a) 按下影片視窗上方附近新增數據新增數據點點\[Add Point]工具
( )，以擷取數據。再於每張畫面中按下座廂相同點。

之後Logger Pro會記錄座廂隨時間變化的垂直位置。 

執行影片分析之後，拉下頁面頁面[Page]選單並選取自動調自動調
整整[Auto Arrange]以呈現y vs. t圖。然後在右方圖上繪製
你的數據點。 

提示：提示：(1)小心擷取數據，建議將新增數據點[Add 

Point]工具( )的十字交點對齊座廂底部，且十字的垂

直線置於座廂中央；(2)如果發生錯誤，可利用數據數據
[Data]選單中清除所有數據清除所有數據[Clear All Data]功能以重新
開始，再回到影片的開始。 

(b) 請問哪一個方程式符合你的數據？請問哪一個方程式符合你的數據？開啟開啟Logger Logger ProPro分析分析[[AnalyzeAnalyze]]選單中的選單中的模型模型[[ModelModel]]功功

能，選取 適當的能，選取 適當的““一般方程式一般方程式””以符合數據以符合數據((正比正比、、一次一次、、二次二次和和三次三次等等))。寫出用以發展模型。寫出用以發展模型

的代數方程式，並解釋選取該方程式的原因。的代數方程式，並解釋選取該方程式的原因。提示提示：查看第一部分中自：查看第一部分中自己所提供的答案！己所提供的答案！  



y1
2
ay(tt0)

2v0y(tt0)y0解答： 或因為時間截距為t0 = 0.0 s，所以



y1
2
ayt

2v0yty0 

解答：學生應該選取二次函數：A t2 + B t + C， 

因為其符合以上問題1的運動方程式。 

解答：斜率應該會愈來負愈大。 

試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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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請問係數請問係數(A(A、、BB等等))所代表的物理意義為何所代表的物理意義為何？？考慮所列出的運動方程式考慮所列出的運動方程式，你在，你在Logger Logger ProPro中中

所選取為模型的方程式限制住一些係數所選取為模型的方程式限制住一些係數(A(A、、BB等等))。請結論出這些係數與下列所列出描述大怒。請結論出這些係數與下列所列出描述大怒

神座廂運動物理量之間的關係：垂直加速度神座廂運動物理量之間的關係：垂直加速度((aayy))、初速、初速((vv00yy))和初位置和初位置((yy00))。。  

(d)(d)  估計係數數值：估計係數數值：利用影片第一張利用影片第一張畫面畫面tt00  = 0.00 = 0.00 ss中下降座廂的預測加速度中下降座廂的預測加速度aayy和座廂底部位置和座廂底部位置

yy00數據，來計算一些係數的期望值。另外可利用的事實為，在影片記錄第一張數據，來計算一些係數的期望值。另外可利用的事實為，在影片記錄第一張畫面畫面前，座廂前，座廂

已經在約已經在約0.4 s0.4 s內內落下約落下約1 m1 m。證明你的計算，並。證明你的計算，並說明說明用以估計用以估計AA、、BB等值的等值的原因原因。然後在以。然後在以

下空白處下空白處寫出寫出這些係數值這些係數值和單位和單位。。    

提示：提示：(1)(1)可以參考數據表以得到初位置訊息；可以參考數據表以得到初位置訊息；(2)(2)  Logger Logger ProPro設定為設定為以以向上為正向上為正yy--軸的方便座軸的方便座

標系統標系統，所以所預測的加速度，所以所預測的加速度yy--分量為分量為aayy  = = ––9.8 m/s9.8 m/s22。。

解答：估計值應為 

A 



1
2
ay= = – 4.9 m/s2

B = v0y = – 4 m/s 其中利用 v0y =ay t 和 t = 0.4 s 

(較不準確的估計為：B = v1y = (– 1m)/0.4s =  – 2.5 m/s) 

C = y0  = 30 m – 1 m = 29 m 

解答： 

A 



1
2
ay=   (垂直加速度的1/2) B = v0y  (垂直初速) 

C = y0 (垂直初位置) 

試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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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檢查模型：檢查模型：輸入所估計係數到輸入所估計係數到Logger Logger ProPro模型模型[[ModelingModeling](](及手動擬合及手動擬合))視窗中。視窗中。““模型模型””線符合線符合

數據嗎？如果不符合，考慮部分數據嗎？如果不符合，考慮部分(d)(d)中所估計值，從調整 可能錯誤的係數開始，如與中所估計值，從調整 可能錯誤的係數開始，如與vv00yy和和yy00
相關的係數。另外，確定在適當地方使用負號等。如果無法得到好的相符，則需要替相關的係數。另外，確定在適當地方使用負號等。如果無法得到好的相符，則需要替問題問題 2(b)2(b)

模型選取另一個不同的分析方程式。請問這些係數模型選取另一個不同的分析方程式。請問這些係數(A(A、、BB等等))值值是否是否使方程式使方程式與部分與部分(d)(d)所估計所估計

值值相符且具有 少的差距？如果是，列出這些係數與其單位。相符且具有 少的差距？如果是，列出這些係數與其單位。  

(f)(f)  回到部分回到部分2a2a的座廂對時間圖，在圖上繪製的座廂對時間圖，在圖上繪製你你的模型曲線。解釋如何從部分的模型曲線。解釋如何從部分(e)(e)或或(d)(d)中所得到的中所得到的

模型係數求得模型係數求得aayy。。  

3.3.實驗結果延伸問題實驗結果延伸問題 

(a) 請評論本實驗結果與牛頓萬有引力定律ay = –9.8 m/s
2有多接近。注意注意：測量中的微小不確定：測量中的微小不確定

性可能造成結果的差異。性可能造成結果的差異。  

(b)(b)  請比較座廂在部分請比較座廂在部分2(e)2(e)的初速垂直分量值與問題的初速垂直分量值與問題2(d)2(d)所估計的初速值。你可以得到所估計的初速值。你可以得到比比2(d)2(d)答案答案

更好的估計嗎？解釋之。更好的估計嗎？解釋之。  

(c)(c)  有些實驗需要比較測量值與公認值或已知值。另外有些實驗則需先假設，再檢查該假設是否有些實驗需要比較測量值與公認值或已知值。另外有些實驗則需先假設，再檢查該假設是否

與數據相符。請問你在本實驗中執行哪一種與數據相符。請問你在本實驗中執行哪一種方式方式？？  

解答： 這些值誤差±10%內是可以接受的。 
A = –4.9 m/s2 B = –4.0 m/s C = 29 m 

解答：如果學生視係數A為常數2(d)，則他或她認為已證實其假設。如果A會改變，則認為量
測到A。但是，重點是要讓學生思考測量值和模型值的差異，所以所有合理的答案皆得分。 

解答：座廂加速度準確至小數後第二位或與期望值– 9.8 m/s2誤差10%以內，答案符合其中一項
即可。 

解答： 座廂的垂直初速為= –4.1 m/s，除非原來預測是–2 m/s否則與估計值非常符合。 

解答：係數A 



1
2ay=  = – 4.9 m/s2與數據相符， 

所以ay = – 9.8 m/s
2。即使數據擷取不太精準或係數選取上不太正確，而答案還是可

能在變化± 5%之內。  

試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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