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來回答問題，
贏取豐富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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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8寶箱

「幾何學之父」歐幾里得曾獲邀到皇宮為國王托勒密講授數學，當時國王問他，學習幾何的捷徑是甚麼。歐
幾里得不卑不亢地說：「幾何學沒有專為國王鋪設的道路。」（There is no royal road to geometry.）
這句說話的意思是無論我們的身份是甚麼，學習數學時，我們都不應該追求捷徑、不求甚解。相反，唯有勤
奮用功、努力鑽研，才是學習數學的正確態度。
（同學如欲重溫數學報的精彩內容，可瀏覽http://www.math8.hk。）

分形幾何學——科赫雪花
經過「一次疊代」，正三角
形變為了12條邊。我們再將每條
邊平分成三份，向外做更小的正
三角形，稱為「二次疊代」。然
後不停地重複這個過程，直到無
限次疊代，就形成了「科赫雪
花」。（圖二）
圖二

地球是一個龐大的橢圓球
體，它的直徑大概相等於5900條
青馬大橋。那麼，一片雪花的周
長和地球的直徑哪個更長？很多
人都會不假思索地覺得地球的直
徑一定會較長，但根據數學家科
赫 (Helge von Koch) 提出的「科赫
雪花」論，一片雪花的周長其實
比地球的直徑還要長。

為甚麼會
這樣呢？
1904年，瑞典數學家科赫提
出了一種幾何學理論：將一個正
三角形的每條邊平分為三份，再
以每條邊中間的一份為「邊」，
向外做正三角形，這個過程稱為
「一次疊代」。（圖一）
圖一

具體來講：最初的正三角形
有三條邊，疊代時每一條邊都會
變為4條邊，所以經過N-1次疊代
之後總邊數為：
3×4×4×…×4＝3×4N －1
N－1次疊代

同學們，你們也可以一起動
筆試試畫無限邊長的「科赫雪
花」喔！

奇妙的
大自然幾何學

傳說背後的數學
科赫雪花的周長有多大
呢？設最開始的三角形邊長為
1，經過一次疊代，每條邊的邊
長都變為了原來的4/3，所以周
長會變為原來的4/3。經過N次疊
代，周長就變為以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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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疊代次數無窮多，N無限
大時，「科赫雪花」的周長就會
變為無窮大——這是因為它的周
邊非常的曲折。相比來講，地球
雖然看起來比雪花大很多，但是
它的直徑卻是一個有限值——大
約12800km。因此，雪花的周長
比地球直徑還要長。

事實上，除了雪花周長，大
自然中還存在着很多有「無限
長」的周長的圖形。
課本上的幾何學讓我們認識
了直線、三角形、圓形、矩形等
圖形。這些幾何形狀都有一個特
性，就是具有平滑的邊線。但是
大自然裡很少看見具有平滑邊線
幾何圖形，更多的是像海岸線這
樣，充滿了崎嶇複雜的皺褶狀邊
線。而夜空裡的閃電，風吹起伏
的沙丘，拍向岸邊的浪花，遠眺
的高山稜線，高空俯瞰的河流，
落葉上的葉脈，老樹皮上粗糙的
紋路，或者是身體裡的微血管，
全都不是具有平滑邊線的幾何圖
形。

搶「20」

1 玩家先猜拳，贏的人先開始。
Start the game with Morra,
the one who wins will go first.

必勝攻略ategy
r

Sure-win St

人數：2-3人
No. of participants: 2-3 persons

2 玩家輪流喊出數字，從1開始
喊，每次可以選擇喊1個或2個
數字。
Players take turns to call out a
number, starting from “1”.
Players can call out one or
two numbers each turn.

如果這個遊戲是由兩人共同玩耍，只要搶先喊出
某些特定數字，便能必勝! 例如其中一名玩家搶
Sure-win Strategy
先喊出「17」，那麼另一名玩家只能喊出
「18」或「18、19」，這樣搶先喊出「17」的
玩家便能必勝(因為若另一名玩家喊出「18」，
喊出「17」的玩家便能喊出「19、20」; 若另一
名玩家喊出「18、19」，喊出「17」的玩家便
能喊出「20」)！依照這種情況，若要搶先喊出
「1 7 」 ， 其 實 便 要 搶先喊出「14」。如此類
推，只要搶先喊出「17、14、11、8、5、2」這
些數字，便能輕易取得勝利。換言之，第一名喊
數字的玩家若是能喊出「1、2」，便能必勝！
想一想，若這個遊戲由三人共
同玩耍，又有沒有必勝法呢？

3 獲勝條件：能喊出數字
「20」的獲勝。
The criteria to win the
game: whoever calls out
“20” wins the game.

If this is a game for two, the one who calls out specific
numbers wins the game. For example, Player A calls out
“17”, so Player B could only call out “18” or “18, 19”, then
Player A wins the game. (It is because if Player B calls
out “18”, the one who calls out “17” (Player A) will call out
“19, 20”; if another Player B calls out “18” and “19”, the
one who calls out “17” (Player A) will be able to call out
“20”!) According to this situation, the player indeed has to
call out “14” to call out “17”. By the same token, as long
as the player can call out the numbers “17, 14, 11, 8, 5,
2”, he or she will win the game. In other words, if the first
player calls out “1” and “2”, he or she will win the game!
Let’s think, if this is a game for 3, is there any sure-win
method?

"No human investigation can be called real science if it cannot be demonstrated
mathematically."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沒有任何人類的研究能稱得上真正的科學，除非它是透過數學的方式呈現出來。
̶̶李安納度．達文西
“If people do not believe that mathematics is simple,it is only
because they do not realize how complicated life is.” ̶̶
John von Neumann (1903-1957)
假如有人不相信數學是簡單的，那只因為他們不明白人生有多複雜。
̶̶約翰·馮·諾伊曼

幾何圖形面積公式的由來
學習幾何學時，我們常見的圖形有「三角形」、「長方形」、「平行四邊形」、「梯形」、「菱形」、
「圓」、「扇形」等七種。他們各自都有計算其「周界」和「面積」的公式，這些公式表面上互不相關，實
質上卻是層層推進。在我們學習的時候，只要掌握他們之間的關係，就能輕易記住那些繁瑣的面積公式。同
學們，快來把以下的重點都記住了！
長方形面積＝長×闊

三角形必然是長方形的一半？
幾何圖形的周界的推導過程中主要
包括五種形式：「覆蓋」、「複製」、
「切割」、「合併」、「填補」（右圖
是面積公式關係圖）。今次，我們主要
談談三角形面積公式與長方形面積公式
的關係。
假設我們已經知道長方形的面積公
式是「長×闊」。我們可先把圖（一）
之三角形一邊當底，再從對頂點畫一垂
線垂直於底邊作高。當「高」落在三角
形內部時，我們可先複製一個與原三角
形全等的三角形，並在複製的三角形上
沿「高」切割成兩個直角三角形，再旋
轉這兩個三角形與原三角形合併成一個
長方形。比較前後圖，可知欲求的原高
在內部的任意三角形面積為此長方形面
積之一半。

面積公式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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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還有另一個方法可以證明三角形的面積是長方
形的一半。首先我們畫一個長方形，然後，在這個長方形裏
畫一個相同高度和底長的三角形（如圖二），你會發現，無
論三角形疊在長方形上底的那一邊，落在上底的哪一點，有
顏色的三角形與長方形剩餘的其他部分的面積都是一樣的。
同學們，一起來試試看！

長

圖二

是次「數學大比拼」分為三個組別：一、二年級的
同學請回答第一題；三、四年級的同學請回答第一
題和第二題；五、六年級的同學請回答第一題、第
二題和第三題。

1

《墨經》
如果要用泥膠和竹枝砌出右圖這
個立體，需要多少粒泥膠和多少
條竹枝呢？

2

正方形石屋外圍有闊20cm

20cm

的花圃，花圃外圍邊長
500cm，問石屋周界？

500cm

《墨經》是中國戰國時期墨家的著作，
但在其中包含了豐富的幾何學的論述，
並且與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大同小
異，如果我國的幾何學按照《墨經》所
開拓的方向發展下去，我國也會產生歐
幾里得式的幾何學。

石屋

金字塔
3

梯形的面積是90平方厘米，上底
是10厘米，下底是20厘米，求A

10厘米

部分的面積。

B

A

20厘米
同學可把答案及個人資料填於下表，並拍照WhatsApp至9370 3889，或
把表格郵寄至香港干諾道西122號確利達中心19樓，信封面請註明「《
小學數學報系列——兒童的數學》第四期『數學大比拼』答案」。答案
正確的同學，有機會獲贈精美禮品一份，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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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一至小六作答)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三至小六作答)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五至小六作答)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 學號：________
就讀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泰勒斯看到人們在看告示，便上前去
看。原來告示上寫着法老要找世界上最
聰明的人來測量金字塔的高度。於是，
泰勒斯便去皇宮找法老。
法老：「你需要甚麼工具來量金字塔
呢？我找人為你準備！」
泰勒斯：「我只需要一根木棍和一把尺
子。」
工具齊備後，泰勒斯就把木棍插在金字
塔旁邊。然後，等木棍的影子和木棍一
樣長的時候，他量了金字塔影子的長度
和金字塔底面邊長的一半，再將兩個長
度加起來，就計算出金字塔的高度了！
泰勒斯真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啊！
* 本報部分內容參考自網上資料，如有錯誤或侵權，
歡迎來郵指正。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