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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單元名稱：天平 
2. 前言 

在日本 1999 年的課程改革中，將有關天平的單元從四年級移至五年級，作為

槓桿單元的進階內容。雖然天平測量物體重量的機制看似簡單，但是想要讓學生

自己正確地組裝天平來進行測量卻不容易。因此，天平單元的內容對五年級學生

而言，是屬於較艱深的概念。 
在 Hiramatsu 的課堂上，他先讓大部分的學生製作一個簡易天平（如下圖所

示）。學生會看到，這個天平在秤盤沒有放任何東西時會保持水平。但是當兩邊

放相同重量的物體時，卻會向一邊傾斜而無法維持平衡。 
學生看到這個現象時會感到很驚訝，覺得不可思議。因為通常他們會認為，

只要在水平的天平兩端擺上相同重量的物體之後，天平會維持平衡是理所當然的

事。 
其實圖中原本保持水平的天平，擺上相同的物體後會其向右邊傾斜的現象，

可以這樣解釋： 
讓兩端秤盤離支點的的長度分別為 a 和 b，而且

a < b。各擺放 10 克重的物體後，力矩分別為 10a
和 10b ，而且 10a < 10b。右邊力矩大於左邊，

所以會向右邊傾斜了。 
為什麼學生做出來的天平會發生類似這種的現

象呢？當他們製作天平時，通常只會注意到平衡桿

兩臂的長度，即使他們做了一個像圖中所示的天平

（秤盤沒有東西時保持水平，但放上相同重量物體

後，卻會向一邊傾斜），他們也會把它當成正確的

等臂天平，認為維持平衡是理所當然的。而真正造

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通常是來自於平衡桿的材料，

造成質量分布不均勻所致。 

沒有放任何東西時 
會保持水平 

a      b 

10[克]     10[克] 

    動手製作天平時，學生會把平衡桿從中點處吊起來，接著在距離支點相同的

長度處，各掛上一個秤盤。此時，如果桿子的質量是均勻分佈的，那麼天平的製

作就完成了。 
    實際上，就算平衡桿的形狀和厚度看起來都是一樣時，桿子的質量還是有可



能分佈不均勻。此時從中點處掛吊桿子，通常馬上會出現偏斜向一方無法保持平

衡的問題。接著，學生們會藉著移動支點或是移動秤盤的位置，使其恢復平衡狀

態。在這種移動位置的方法下，會讓支點兩邊的長度不同，導致天平無法正確地

秤重。歸結以上，我認為關於天平單元的教學與學習本質中，應該同時包含三個

重要的元素： 
(1) 秤盤上面沒有放置任何東西時，天平必須維持水平，我們都知道這是使用

天平秤重的重要條件。但是單單只有這個條件是不夠的，我們必需幫助學

生們注意到這個重點： 
(2) 除了(1)項中所述的條件外，天平同時還需要滿足另一個條件，就是從中

心點到兩端吊掛秤盤處的距離要相等。我們必需幫助學生們注意這個重

點： 
(3) 學生們可以在同時考慮到上述兩個條件下，完成天平的製作。 
 
實際上要同時考慮到上述兩個條件，製作出可以精確秤重的天平並不容易。

如同前面所提及的，當平衡桿的質量分佈不均勻時，中心點的位置就不能作為正

確的支點了。因此製作天平時會先得忽略一端偏重的情況，接著第一步驟從中點

處用線懸掛平衡桿，第二步驟，在距離支點相同長度的處位置，各掛上一個相同

重量的秤盤。 
教科書中會教大家用這種方法組裝天平，通常不會提及任何細節部份。然而

這並不是唯一的組裝天平方法。我們可以幫助學生注意到，在同時符合＂沒有放

置任何東西時，天平必須保持水平＂，以及＂中心點到兩端吊掛秤盤處的距離要

相等＂兩個重要條件下，可以嘗試其他的方法組裝天平，以期建立＂嘗試可能的

改變 ＂的觀念。 
3. 單元目標 

(1) 學生們能發現一個可以精確測量重量的天平需要符合兩個條件(沒有重物

的時候可以維持水平，而且兩端擺放秤盤的位置需與中心點相同距離)。 
(2) 學生們能發現到秤盤的掛線長度，以及秤盤上重物擺放的位置，並不構成

維持平衡的重要因素。 
(3) 學生們可以製作符合前述的兩個條件的天平。 
(4) 學生們可以用自己製作的天平正確地量測物體重量。 

4. 教學時間 
第一節  天平的機制………2 堂課 (today 1/2) 
第二節  製作天平…………2 堂課 (today 2/2) 
提示：本教案只涉及天平，五年級的自然課程中，天平是槓桿原理單元的進階

內容。 
5. Today 課程(today 1/2) 
(1) 教學目標：讓學生們注意到只符合沒有重物下維持水平單一條件的天平是不

足以精確測量重量的。同時運用一些教學策略，讓學生思考關於組裝可以精



確測重的天平必須滿足那些條件。 
(2) 器材準備：可以精確測重的天平和無法精確測重的天平，不同年份製作的兩

個十元銅板。 
(3) 教案(today 1/2) 
教學活動 教學提示 
--討論兩個不同年份出產的十元銅板

重量。 
--問學生們這兩個不同年份出產的銅

板的重量是否相同?將銅板交給學生傳

遞輪流觀察。讓他們知道徒手比較不是

好方法。接著介紹桌上預先擺置的天

平。 
--討論當老師將兩個銅板擺在天平兩

端的秤盤上時，原先的平衡會如何變

化？ 

--引導學生注意未放重物之前的天平

是處於平衡狀態。 
--引導學生預測兩種可能的情況：同

重、或者不同重。 
--探討將兩個銅板放在秤盤上後所產

生的現象。  
--更換銅板的位置，再進行觀察探討。

--引導學生確認銅板放下後，天平未能

維持平衡而向一方傾斜的結果。 

--同樣的操作下，即使變換銅板的位

置，還是會看到一方傾斜的結果。讓學

生思考為甚麼在幾種情況下，天平總是

向同一方向傾斜。 
幫助學生解釋結果，找出各種可能發生

的原因： 
可能是由於重量的不同。 
可能是由於吊線長度的不同。 
可能是由於銅板在秤盤上擺放位置

的不同。 

--利用實驗室的天平儀器，讓學生確認

兩個銅板的重量是相同的。 
--幫助學生確認吊線長度與秤盤上擺

放位置兩個原因，不構成影響平衡的主

要因素，例如在課堂上可以進行以下操

作： 
讓吊線長度的相同。 
或改變銅板在秤盤上擺放位置..等 

--引導學生思考，我們有可能製作出能

精確測重的天平嗎？  
演示另一個天平（可以精確測重的天

平）秤銅板重量的情形與結果。 
--確認天平秤銅板時，能達到平衡。 

討論這兩個天平的不同機制 --，兩種天平乍看之下好像一樣，但是

進行等重的銅板秤重時，一個能達到平

衡。另一個卻總是發生一方傾斜的現

象。（把這個問題當作下一個章節討論

的動機） 
 



5. Today 課程(today 2/2) 
(1) 教學目標：幫助學童了解一個真正可以測量重量的天平需要符合兩個條件：

沒有重物的時候可以維持水平，而且兩端秤盤擺的位置需與支點相同距離。 
(2) 教材準備：可以精確測重的天平和無法精確測重的天平，不同年份製作的兩

個十元銅板。 
(3) 教案(today2/2) 
教學活動 教學提示 
 
 
--探討可以精確測重的天平和無法精

確測重的兩個天平的差異? 

 
 
--引導學生用尺量測天平的臂長，發現

兩個長度有些微的差異。 
--讓學童知道當兩端放置相同重物

時，非精確天平總是向力臂較長的一端

傾斜。 
--討論真正可以精確測重的天平需要

符合的條件。 
--非相關因素 
  --絲線的長度 
  --銅板擺放在秤盤上的位置 
--重要條件 

兩個天平有何不同？ 

  --力臂長度要相等。 
  --沒秤重時須保持的水平。 

--討論如何製作符合兩個條件，可以精

確測重的天平 
  --老師準備平衡桿與吊線材料。 

--學生準備製作秤盤所需的材料。 

--討論製作天平所需的材料 
  --什麼樣的材料適合作為平衡桿? 

平衡桿應該多長?等等 

  --什麼材料可當秤盤呢? 秤盤尺寸 
    應該多大? 
  --吊線需要多粗? 需要多長? 
--討論需要帶什麼到學校? 
  --剪刀,膠帶..等等 

預告下節課程內容 --引發學生真正挑戰製作可以精確測 
    重天平的動機。 

 
 
教學材料準備 
1. 平衡桿的材料 
  老師會提供學生製作天平平衡桿的木條，一般而言，將一段木條(1cm × 1cm × 

90cm)切成對半是適合尺寸。 

  木條的質量並不會是完全均勻分佈的，真正的平衡點與中心點通常會有 1–2 

mm 的偏移， 更嚴重的甚至會偏移到 5mm 左右。這種缺陷會讓學童製作天平遭



遇難題，但是也可以用來作為教學上的啟發，引導學童注意到這個些微的差異，

進而想出方法克服，其實這就是「天平」單元中最具學習價值的內涵。 
2. 平衡桿的厚度 
  太厚的材質不適合當作平衡桿，它會導致的天平性質不穩定，而且在精確度的

調整方面上遭遇困難。其原因在於掛線點會在桿子的上端，而支點卻會在於平衡

桿的下端，如下圖所示。 
 
       秤盤秤盤 

支點 支點 

秤盤 秤盤

 
 
 
 
 
3.製作簡易天平(1) 

近來，教科書出版商採用了一簡單方法製造天平，內容中並沒有提及前述討

論中關於天平製造會發生的情形，而是使用如下圖所示的桿秤。雖然兩種天平具

有測量重量的相同功能, 但是對於作為教學輔助教具而言，前者能比較有效地的

激發學生思考。雖然學生使用

桿秤會比較容易，這是由於的

在使用過程中，他們不需要考

慮力臂本身重量的緣故，然而

桿秤所能提供的學生思考空間

是比較狹隘的，這樣的學習對

於進階內容"槓桿"單元的教學

會少掉了許多幫助的。"槓桿"

單元中學生必須了解到忽視力

臂本身的重量之下，才能正確

應用槓桿原理(力乘以力臂的關

係)。如果在課堂上將"如何製造

可以精確測重的天平"作為一個

進階的教學內容, 肯定會顯得

更具有教學價值。 

 

 

 

4.製作簡易天平(2) 
下圖是教科書中引用的另一類型天平，它利用紙夾將平衡桿固定於支點上。

不需要考慮力臂本身的重量就能夠製造出這種的天平，使用起來也是十分穩定，  



 

或者說很不靈敏的。我懷疑

這個裝置算不算是天平? 有

點像日本傳統玩具

"Yajirobei"， 它的的支點位

於力臂的上端，與秤盤吊掛

點不在同一水平上。製造這

類穩定天平的課程將會限

制學生探究能力的發揮，他

們學不到天平的本質。

"Yajirobei"天平非常不靈敏, 

對於 1 或者 2 克重的種量差

異，傾斜極小的角度後仍然

維持穩定平衡。 

 

 

 

作業 1 
想一想，為什麼"Yajirobei"天平會是如此不靈敏?（提示:當傾斜平衡呈現時，存

在著一個看不見的隱形力臂）。 

 

作業 2 
使用日常生活拿得到的簡易材料，製作可以精確測重的天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