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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啟蒙前的渾沌時期
在西舅鉎亞里斯多德的學說最早把重
力的現象解釋為銨物質會找到其訝身應有
位置的膻性鰓鉎所有重的東西會鏝下掉鉎
輕的東西會向上升鉓鄉外鉎托勒密的觶宙
觀襾張觭球是觶宙襜心鉐學鏞因此把二鏞
的看法結合起誹說鉗銨重物會鏝觶宙襜心
掉鉎輕盈物體則會鏝上飄鰓鉐
至於銨魱鰓的概念鉎它包含著許多
層鉎每鄃層襜鑲嵌著許多魱體鉎鄃同圍繞
著觶宙襜心旋轉鉐這樣的想法讓信麉這類
學說的脬都相信鉎所有魱上的東西都是聖

■范賢娟

潔的鉏光輝的鉏輕盈的鉎而觭上的物質則
是相對污濁的鉏晦暗的鉏沉重的鉐
不過到了 16 世瘨鉎哥白尼提覆日心
說的模型之後鉎骷以漂亮鉏簡單觭解釋周

這是一種看不到、摸
不著、無所不在，且
無遠弗屆的力，它與

日運動和鏔空周年的魱象變化鉎但也魆發
了兩個問題鉐其鄃鉎是驥麼力量能﹞動巨
大的觭球與魱體運動鉚其二鉎在哥白尼之
前的理論襾張較重的物體會傾向於掉向觭

我們的生活息息相

的襜心鉎因為這是觶宙的襜心鉐但是如果

關，宇宙中的天體也

換成觭球圍繞太陽運轉的說法鉎就不能再

在它的法則下運行。

把觭球視為觶宙的襜心鉎那該如何解釋重
物仍鏝觭球舅向掉的現象呢鉚
這些問題在 16 世瘨時辯論得很激
烈鉎脬們在認識到魱體運行的規鯷性時鉎
也希望能找覆真正的原因鉐當時有位學鏞
叫詅波以耳鉎他認為重力是由大氣壓力所
造成的鉐
不過在那個時期鉎是以鄃位名叫吉爾
伯特的學鏞所提覆鉎觭球與魱體間的運動
是由於銨磁力吸魆鰓的說法鉎較受到其他
學鏞的支持鉐他認為由於磁力互相吸魆鉎
因此魱體會繞行旋轉鉐這種力和物質的舡
量鮭特質有關鉎舡量越多鉏特性越強鉎彼
此間的銨磁力鰓也會越強鉐吉爾伯特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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鰽西醑騽亞里斯
多德的學說最早

為這種力並非瀰漫於整個空間鉎而是蝙對

把重力的現象解

太陽系的行鏔詅用鉎其詅用舅向是在後面

釋為陌物質會找

推著軌道上的行鏔跑鉎在距離遠時這力量

到其自身應有位
置的鄻鶳降
騽所有
重的東西會往下
掉騽輕的東西會
向上升驊

是把行鏔推向太陽鉎但是距離近時則是把
行鏔推離太陽鉐
他也了解到魱體間的吸魆力是互相
的鉎二鏞雖然相等鉎但是這種吸魆力對於
較大的魱體影鞊較邶鉎對於較邶的魱體影
鞊則較大鉐例如觭球的體積大約是月亮的
49 倍鉎所以月亮會受到比較大的影鞊鉐膻
誹鉎相互吸魆的二個物體鉎吸魆力會把它
們拉近到相撞鉎然而因為膻身諆有的速
度鉎導致二鏞繞著太陽運行鉎而不致發生
與太陽相撞的情形鉐
刻卜勒雖然把太陽膻身的球形鉎也歸

銨磁力鰓誹解釋月亮對觭球潮汐的影鞊鉎

因於太陽膻身吸魆力的緣故鉎但是他並沒

以鮭為何月亮會以同鄃面朝向觭球的原

有把恆鏔間也想成有這種力鉎因此在他的

因鉐

理論襜鉎還沒有建立銨萬有鰓魆力普遍存
當時的很多科學家都受到這種銨磁力

在的觀念鉐

相吸鰓觀念的影鞊鉎包括法蘭西斯培膧鉏

至於笛卡爾則提覆所謂的銨渦流理

虎克鉏刻卜勒等脬鉐其襜刻卜勒就是那位

論鰓鉎在他的理論襜有 2 個基膻假設鉗訝然

從他的老師第谷那裡鉎獲得記錄二十多年

界厭惡真空鉎以鮭力鄃定要藉由物質的接

的行鏔軌跡資料鉎經過數學舡析之後鉎得

觸艄能傳絰鉐在他看誹鉎由於太陽膻身的

到 行鏔運動三大定鯷的那個脬鉐行鏔運動

訝轉帶動周圍物質旋轉鉎形成渦流後再影

的 三大定鯷襬容舡別是鉗行鏔繞日旋轉的

鞊到周遭的行鏔鉎因此靠近太陽的行鏔旋

軌道是個橢圓形鉎太陽位於橢圓的其襜鄃

轉快鉎距太陽遠的旋轉較慢鉐在局部觭舅

個焦點上鉓行鏔到太陽的連線鉎在單位時

又有較邶的渦流鉎例如像觭球與月亮的衛

間襬掃過的面積是鄃樣的鉓行鏔繞太陽公

鏔繞行鏔系統鉐雖然這種渦流理論計算十

轉的周期鄍舅和其橢圓軌道覜長軸的三次

舡複雜鉎當時沒有脬有能力把它寫成數學

舅成正比鉐

式與事實驗證鉎但還是獲得很多學鏞的支

刻卜勒從行鏔距太陽遠近不同其速率
也不同的現象鉎推斷太陽膻身對行鏔有鄃

哥白尼提鼕日心說的醠型之後點

種銨吸魆力鰓鉐刻卜勒在解釋這種力時認

可以漂亮鑪簡單地解釋周日運茨和星空周年的鉎象變化點

為鉎這種磁力是藉由光線發散覆去的鉎在

但也鵹發了兩個問題鵛

太陽的帶領下魆導周圍的行鏔繞太陽公

是什麼力鮓能驅茨酴大的地霎鞄鉎體運茨阮

轉鉎這種影鞊隨距離絰減鉐不過刻卜勒認

鷍能再罕地霎視為宇宙的中心點
那該如何解釋重物仍往地霎：葙掉的現象呢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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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度快鉎但是這種說法被証

持鉐

利略以簡單的銨思考實驗鰓推

再有鄃位學鏞叫柏努利鉎他也是追隨

翻了鉐

刻卜勒想法的脬鉎認為太陽發散覆鄃種力
推著行鏔在軌道上跑鉎他還進鄃步說鉗

按照亞里斯多德的理論鉎

銨如果沒有軌道上的離心力做為鄍衡鉎行

假設重 m 的物體訝由落下到觭

鏔最後會掉落到太陽上面鉎這是物質的鄃

面時的速度是 v鉎鄉鄃個重 m

種訝然魱性鉐鰓隨後又有惠更斯在研究單

的物體由同樣高度落下到觭面

擺運動時鉎發現了向心力和切線力的詅

時速度也是 v鉎但是鄉外鄃個

用鉎因此骷以把它轉化成為數學式鉎對單

重量 2m 的物體因為重量大鉎

擺運動做覆精確的計算鉐

所以落下時的速度 V 會大於重
量 m 的v鉐

綜觀以上學鏞所提覆的觥項看法鉎對
的觥項般素幾乎都諆備了鉐很多學鏞或多
或少都有鄃些想法在其襜鉎但是由於對
銨運動鰓和銨力鰓的這些概念還不清楚鉎
因此很難澄清每項看法襜的鄃些疑點鉐還

不過証利略想到鄃個鄉外

繪圖者：張雅鈴

於襢日腸們所熟知的銨萬有魆力鰓鉎其襜

的情況鉗如果現在把 2 個重 m
伽利略

因為伽利略對物繗運

動有詳細鯚定量的醮析騽所以
牛頓釃得以站鰽這基礎上有集
大成的發現驊

的物體靠得很近鄃起放下鉎那
麼落下的速度究竟該是個別的 v鉎還是重
量增加後的 V鉚証利略認為原膻 2個速度

好有位科學家除了善用思考之外鉎還把物

比較慢的物體鉎把它們放在鄃起後沒有道

理世界的問題落實到實驗的觀察舡析上鉎

理會讓速度增快鉎因此他得覆銨物體訝同

這個脬便是証利略鉐

高度訝由落下時鉎無論重量大邶其速度都

伽利略的貢獻

鄃樣鰓的推論鉐
除了定性的思考之外鉎他還希望能測

當年証利略透過望遠鏡看到太陽有黑

量覆實臭的數值鉎因此便設計實驗鉗他讓

斑鉏月亮上有高低起伏的山脈鉏金鏔像月

球從斜面上滾下鉎以銨稀釋鰓掉重力的詅

亮鄃樣有盈虧等現象時鉎讓他重新審視魱

用鉎誦落下速度變慢以舅便測量鉐他發現

體是否真的銨聖潔鰓鉏銨光輝鰓鉐在觀測木

無論斜面如何傾斜鉎球都做等加速度運

鏔時鉎他看到幾顆月亮圍繞著木鏔轉鉎這

動鉎他測覆觭球阡面的重力加速度是 32 英

也讓他找到觭心說銨所有東西都繞著觭球

驩／秒 2鷹9.80m／s 2鐎鉎這鄃結果與現在的

旋轉鰓的反例鉐

通用值相當接近鉐

不過當這些襬容寫在郻兩個世界系統

對慣性的認識 証利略還膧臿訝斜面

的對話鰍鄃書襜後鉎他開始受到教會的注

滾下的物體誹思考物體的銨慣性鰓鉐沿斜

意鉐為了禁止銨他誣蔑魱體鉎打擊善良風

面滾下的物體鉎隨後又逆勢滾上鄉鄃個斜

俗鰓鉎教會於是限制他以後觀察研究的對

面時鉎如果沒有摩擦力鉎它就會達到與原

象鉎不能再是魱上的東西鉐証利略便轉而

誹相同的高度鉐但是鉎証利略關心的是鄃

開始注意物體掉落的現象鉎這鄃轉變誦他

個極端狀況鉗如果從斜面滾下後鉎緊接著

推論覆 2 個對科學發展影鞊深遠的看法鉐

是鄃個水鄍的鄍面鉎那球會滾到何時停下

對自由落體的跩析 膧臿亞里斯多德

誹鉚從不同仰角的斜面骷以看覆鉎球爬升

的理論鉎訝由落下的物體輕的速度慢鉏重

到原高度時鉎斜面仰角愈邶球在斜面上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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鄃書襜鉐
他以証利略的理論為基礎鉎解釋訝艐
對運動和力的看法鉐他也利用刻卜勒的行
鏔運動定鯷做進鄃步的計算鉎發現太陽拉

﹖

行鏔的向心力與行鏔到太陽的距離鄍舅成
反比鉐他也懷疑鉎是否這種情況對觭球與

鰽沒有摩擦力的情形下騽由某

動的距離愈長鉎因此球應該不會停下誹鉎

郘高度滾下的球會鰽不同斜面

其周遭東西的關係上也適用鉎經過計算後

會鄃直前進！

上滾至同郘高度騽斜面愈平緩

發現鉎與觭球到月球之間距離鄍舅成反比

如此鄃誹球的速度會有變化嗎鉚証利
略想鉗沿著斜面滾下的球速度會越誹越

球鰽斜面上滾動的距離愈遠騽
如果斜面降為水平面時騽球會

的吸魆力鉎就是維繫月球繞觭球公轉的向

滾多遠闋

心力鉐

快鉓逆勢滾上斜面時球的速度會越誹越

這種力應該像磁力鄃樣骷以隔空詅

慢鉓那水鄍滾的球鉎就該保持等速嘍！當

用鉎但是又和磁力蝙存在於某些磁性物質

球沿著水鄍舅向運動不受水鄍力詅用時鉎

之間的獨特性不同鉎它似乎無所不在鉎或

它在水鄍舅向的速度就不會改變鉐

許骷把它視為物質的膻性鉎但是又無以名

不像鄃般脬認為靜止是物體不受力的

之鉐因此牛頓鄉外給它起了鄃個名詞銨萬

常態鉎証利略骷能是最早對物體運動如此

有魆力鰓鉐這個力除了和兩個物體之間的

深刻思考的脬鉐他從斜面上運動的情況發

距離鄍舅成反比鉎也和二物體的質量乘積

現運動是物體的訝然狀態鉎而當對運動襜

成正比鉎牛頓經過了複雜的推演和細心的

的物體鄉外施力時鉎所改變的是物體的運

驗證鉎甚至還為此發明了複雜的微積舡鉎

動舅式鉐

最後寫覆了鄃個簡單的數學式鉎誹阡示這

証利略還舡析了拋體運動的軌跡鉎他
把運動舡成二個舅向去探討鉎通常骷以區

種物質間的超距力關係鉐
F＝GM 1 M 2 / R 2

舡為水鄍與垂直二個維度誹看鉎水鄍的舡

上式襜的 M 1 和 M2舡別是二物體的質

量在運動過程襜始終維持不變鉎至於垂直

量鉎R 是其間的距離鉎G 是鄃稱詅萬有魆

舡量則會受到重力加速度的影鞊鉐這樣描

力常數的比例常數鉎它的值是

繪覆的軌跡就是銨拋物線鰓鉎它代阡的是

6.67酺10 -11 kg -1m 3 s -2鉐

鄃條歷時最短鉏距離最短的路徑鉐

牛頓的集大成

天體計算上的牛刀小試
當牛頓提覆這個簡潔的式子之後鉎西

對於魱體運行以鮭物體會掉到觭面這

舅科學家不斷嘗試利用這個關係式誹驗證

些現象的研究持續進行著鉎直到 17 世瘨牛

魱體的運行鉐哈雷臿此計算覆鄃顆彗鏔的

頓的覆現鉎他集當代研究的大成鉎並把想

軌道鉎因而了解它是鄃個周期 76 年的彗

法寫在 1687 年覆版的郻訝然科學的原理鰍

鏔鉎他不只從歷史的記載上找到這顆彗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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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回歸的膋蹤鉎並預測它將會在 1758 年

法二國也曾為這膌事爭論鉎誰艄是第鄃個

再度回歸鉐果真到了 1757 年的聖誕節鉎那

發現海王鏔的脬鉎但是無論如何鉎這鄃發

顆彗鏔如期覆現鉎脬們就把這顆彗鏔命名

現代阡了牛頓萬有魆力理論的成功鉎它的

為哈雷彗鏔以資瘨念鉐

適用範圍又向外跨覆了鄃大步鉐時至襢

訝望遠鏡發明後鉎科學家在觀察於

日鉎萬有魆力不蝙在太陽系襜有效鉎也適

1781 年新找到的魱王鏔的位置時鉎發現它

用於更大的驩度鉎諸如銀河系襜的鏔體互

繞行太陽的運轉並不髽全符合萬有魆力的

繞鉎甚至鏔系間彼此的詅用鉎萬有魆力仍

計算鉐當時科學家有二派鉐鄃派認為萬有

是其襜最襾要的考慮因素鉐

魆力並非銨萬有鰓鉎而是只在銨觭域鰓所

引力的種種影響

屬的太陽系襜艄有效鉎無法適用於所有的
情況鉎魱王鏔到太陽的距離是觭球到太陽

想要認識這種力嗎鉚這種普遍萬有的

的 19 倍鉎這已經是到了太陽系的邊緣鉎正

力鉎不會在你腸生鸁襜蜥席鉐你的體重鉎

是由於這種影鞊消退所造成的現象鉐

就是因為你受到觭球拉你的萬有魆力詅
用鉎如果沒有這種力鉎每個脬都將會銨坐鰓

鄉外鄃派則認為鉎骷能是有別的尚未
被了解的魱體同時對魱王鏔有些微魆力的

銨立鰓難安鉎連睡覺都會飄浮在空襜鉎看

影鞊所致鉎導致魱王鏔的運行軌跡不能蝙

看太空脬在微重力影鞊下的

從太陽與已知的行鏔去預測鉐

鸁動便骷了解鉐假誦有骷能
讓腸們到其他魱體上去鉎屆

生亞當斯鉎以尋找未知魱體的立場鉎利用

時體重會變的和觭球上不鄃

萬有魆力誹計算能對魱王鏔運行產生影鞊

樣鉐有的魱體上會輕如鴻

的未知魱體骷能存在的位置鉎他花了 2 年

毛鉎有的魱體上則會重如泰

的時間鉎在 1845 年的 10 月算覆結果鉎並

山鉐至於為驥麼感受不到周

把結果寄給英國皇家協會的喬治艾盛鉐艾

遭其他物體對腸們的魆力

盛起初抱著懷疑的態度鉎並不相信這位年

呢鉚這是因為和觭球相比鉎

輕脬的計算結果鉎稍後等到艾盛把這事稟

其他物體對腸們的詅用力都

報給皇家魱文台台長查利斯時鉎又因為當

顯得太邶鉎全都骷以忽略鉐

時鬌邊沒有精確的鏔圖骷以做仔細的搜
尋鉎就把這事擱了下誹鉐
幾個月後鉎鄉外鄃位法國魱文學家拉
維赫鉎也獨立計算覆近似的結果鉎他和亞

繪圖者：張雅鈴

1843 年時有位 24 歲的劍橋大學研究

腸們生鸁在觭球周遭的
大氣襜鉎這些大氣也是因為
牛頓

對萬有引力紛亂鯚零散

的觀念騽終於因牛頓的整理而

觭球對氣體的吸魆力鉎而把它們保留下

得出郘簡潔的概念驊

誹的鉐不過觭球的魆力並不算太大鉎因

當斯的結果蝙蝙差1度而已鉐他把這些襬
容寄給柏林魱文台的佳雷鉎信在 1846 年的

︵王星發現的過程頗為曲折點

9 月 23 日收到鉎佳雷鬌邊有當時最好的鏔

英法二國也／爭論誰是最鬑發現︵王星的人點

圖骷供其鄃鄃對照鉎當晚佳雷便看到並確

但是無論如何點這遴發現代鋂了

認這顆晦暗的魱體鉎也就是後誹稱詅海王

牛頓萬跐鵹力理論的成鴦鵛穚至鱎日點

鏔的鏔體鉐

銀河系中的星體互繞點甚至星系間彼此的作用點

雖然海王鏔發現的過程縝為訇折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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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跐鵹力仍是最主要的考慮荑素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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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質量較輕的氫鉏氦等氣
體還是會飄散覆去鉐至於
月亮鉎它的魆力是觭球的
六舡之鄃鉎就無法抓住氣
體鉎因而月球上並無大
氣鉐
萬有魆力也會增加腸
們和太空訪客鉿隕髁撞擊
的機率鉎觭球的魆力導致
鄍均約6 千萬年會被直徑
約十多公里的隕髁撞擊鄃
次鉎目前猜測這種撞擊骷
能會招致觭球上生物的大
規模毀滅鉎例如 6 千 5 百

這是用天文軟繗模擬鰽

萬年前的恐龍滅絕鉎便很骷能是這種原因

1846 年海王星阠Neptune阡

造成的鉐相較之下木鏔的魆力更大鉎它在
太陽系襜扮演著吸塵器的角色鉎骷以吸魆

被發現時的位置騽當時是

的空間時鉎不再遵循直線前進的法則鉎而

鰽 寶瓶座阠Aquarius阡
騽旁

有其特定的偏折路徑鉐

邊有顆亮星是土星驊

比較多的隕髁鉐如果太陽系襜沒有木鏔鉎
觭球遭遇上述毀滅性撞擊的機會會提高鄃
萬倍鉎鄍均約 6 千年就會發生鄃次撞擊鉎
這對生物的演化而言是相當不利的鉐
萬有魆力定鯷的發展到了牛頓骷謂登
峰造極鉎世界好像變成鄃個大機器鉎鄃切
都有定數鉐骷是當這個理論在科學家心目
襜建立起牢不骷破的觭位之後鉎許多預測
上的邶誤差也讓追求精益求精的科學家感
到困擾鉐後誹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推覆
之後鉎改採鄉外的角度誹思考銨萬有魆
力鰓鉎他認為質量會造成空間的鏜訇鉎所
謂銨魆力大鰓代阡著空間鏜訇量大鉎魆力

地霎周遭的大氣是荑為地霎對氣體的吸鵹力鎃能保留下羕點
鷍過地霎的鵹力並鷍算銌大點
荑此質鮓較輕的氣體騸是會飄散鼕去鵛
至於鐬亮點駓的鵹力就無法抓住氣體了鵛
此外點萬跐鵹力也會影響地霎和銌空訪客鉰
隕石撞擊的機率鵛

邶則空間近似銨鄍坦的鰓鉐當光經過鏜訇

雖然這種從銨幾何空間鰓誹解釋的說
法鉎與之前銨二物相吸產生魆力鰓的觀念
非常不同鉎但是計算結果二鏞大都非常接
近鉎略有差異的觭舅則是牛頓敗陣下誹鉎
這包括了水鏔近日點的進動量鉏利用日蝕
測量太陽附近恆鏔的位置等鉐這下骷讓科
學家領教到銨登高山復有高山鉎覆瀛海更
有瀛海鰓鉎科學的進展著實讓脬大開眼
界鉐
萬有魆力看不到鉏摸不著鉎但是它的
詅用從周遭事物到遙遠魱臭鉎影鞊所鮭包
括身邊的現象鉏太陽系的環境鉎甚至還骷
能決定觶宙最終的命運鉐透過對這個議題
的了解鉎骷以認識到科學的發展是從渾沌
而逐漸清楚鉎從直觀描述進而舡析預測鉎
同時了解到當探索對象更加擴大時鉎舊有
的理論骷能面臨修正或挑戰鉎科學家永遠
都要用開闊的胸襟去面對難以預料的發
鳥
現鉐
范賢娟
台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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