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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也許是因為本書作者曾長期從事兒童數學以及電台兒童廣播節目之故，因此
本書的寫作方式，亦顯得活潑輕鬆。全書內容是作者利用與書中唯一的女主角怡
倩的「對話」方式，自然地引進一些與數學相關的有趣知識。讓人一路讀來，輕
鬆愉快。
首先，對於書名：
「誰的頭上亮了燈泡？」個人覺得饒富意義，誠如作者在
序中所述：「卡通中，每當裡面的人物想出了一個好點子時，頭上便會出現一個
象徵靈光作乍現的點亮的燈泡。數學和科學演進與發展，就是人類不斷在頭上點
亮一盞又一盞燈泡的結果。有些燈泡真的是上天恩賜的靈感，就這樣突來乍現，
令人驚奇；但是大部分燈泡卻都是經年累月不斷努力奮鬥之後，才在某一天通了
電，亮了起來。幾千年來這一盞盞的燈泡照亮了人類的文明史，也讓人類的思想
成就達到了一個高峰。」
，這就好像《數學思考》一書中的作者群所說的：
「當你
發現一個不錯靈感時，不妨試著記下 AHA！然後把它寫下來，若發現只有這種
方法，也寫下 AHA！」
，這都代表著學習數學，不僅要學習享受這令人振奮的靈
感，更要讓自己的頭腦激盪出更多的靈感！所以，僅管在這本書當中，作者強調
在這裡所點亮的燈泡是數學史上的前人所為我們點的，也讓我們分享所照耀出來
的路。但是，若我們這些後輩能透過這數千年來的微弱光線，進而激盪出更大的
光亮，那就正是閱讀此書的真正價值所在了。

二、內容簡介
這本書共有 23 個單元且各自獨立(如表一)，序號有陰影者，表示為國中階
段學習的單元，而事實上，其他部份若以數學的趣味性來分界的話，倒也是國中
生可接受的範圍，也就是說，全書的內容可說是「通識」課程，走趣味，溫馨、
小品路線，也可說是雅俗共賞，老幼皆宜。或者說，讀者可依心情、天氣來輕鬆
選擇閱讀。
表一
「誰的頭上亮了燈泡？」目次表
1

旗桿有多高？ -- 利用「等腰直角三角形」 2
測高度

地球的周長怎麼量？ -- 「夾角」與「圓周」
的對應關係

3

「圓周率」的故事 -- 利用「割圓術」幫

一筆走天涯 -- 「點」與「線」的一筆畫法

4
1

你量圓周率
5

大自然的數學密碼 -- 「費波納西數列」
與自然現象的關係

6

「百牛定理」是什麼？ -- 「畢式定理」的
演算方法

7

一猜三百五十年 -- 「費馬最後定理」大
拆解

8

四色夠不夠？ -- 「四色定理」與地圖

9

你數中有我，我數中有你 -- 「親和數」
中的質因數

10 誰的真因數加起來等於自己？ -- 奇妙的
「完全數」

11 11. 十七年蟬的生命奧祕 -- 「質數」與動 12 數學發現了新的行星？ -- 天文學上的神祕
物的生命週期
數列
13 賭徒的數學 -- 「機率」的應用
14 誰來幫理髮師刮鬍子？ -- 數學裡的「悖論」
15 「湊十五」怎麼玩？ – 用「幻方」玩遊戲 16 神奇的「幻方」 -- 「幻方」的各種特質大
解析
17 比「沒有」還要小？ -- 「負數」的多種
記錄方法

18 永遠有空房的旅館 -- 奇妙的「無限」概念

19 誰能見到「赤裸的美神」？ -- 美麗的「歐 20 「幾何」數學的嶄新世界
氏幾何」
21 海岸線有多長？--認識「碎形幾何」的概
念

22 數字三角藏玄機--「巴斯卡三角」的奇妙數
列

23 彩球中的數學--「正多面體」的幾何概念

三、評論
本書的寫作方式，主要是以生活中的數學作出發，以第 1 單元為例，就是
藉由數學家泰利斯從生活中的發現，然後以相似形的概念完成了某些高度的測
量，第二單元的地球周長，更是以意想不到的科學常識，輕鬆地計算出地球的周
長，完成了長久以來，人們所認為的不可能任務。當然，若以數學的知識面而言，
顯然有些單元是可以更盡完善些，以第 3 單元為例，作者介紹了多種的圓周率求
法，最後一種是「畢豐投針法」，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實驗做中學，法國博物學
家畢豐(comet de Buffon, 1707-1788)提出了幾何概率的新領域，他舉例說：在平
面上畫一組間隔為 d 的平行線，假定讓一根均勻的長度為 l < d ，的針隨機落在
平面上，畢豐證明針落下來與平行線相交的概率為 p =

2l
。由於多次重複這個
πd

實驗，記下成功的次數，即可得到概率 p 的經驗值，並令 l =
算公式即可得到 π =

d
，根據上面的計
2

1
，所以只要將實驗的總次數除以成功的總次數，即得 π 的
p

近似值。相信學生對這部份會是很有興趣的，但作者卻只輕描淡寫即過，有些可
惜！至於「機率」這單元，作者是藉由賭博的故事引進，雖然故事內容的表達有
2

所出入，但即便是真人真事，經過長久的歲月也都已真相難辨，所以縱使相同的
故事，落入了不同人的手裡，也免不了一些渲染與增減，我們不妨就當是眾多數
學趣事中的一部份吧！
除此之外，作者也舉出了在大自然中，其實也蘊涵了無數或許讀者都不曾發
現的數學，諸如：
「兔子數列」
、
「向日葵的生長軌跡」
、
「鸚鵡螺線」
、
「黃金比例」
原來都與費布納西數列息息相關，又為何蟬要在地底下蟄伏 17 年？與數學中的
質數又有何關聯？而數學的某個數列經過特定函數的轉換之後，此數列竟會是各
大行星與太陽間距離的一一對應？這些都有待讀者的一一探訪。當然也有一些是
希望讀者動手操作觀察與學習的，例如：
「點」與「線」的一筆畫法、
「畢式定理」
、
「四色定理」等，讓同學在操作中，發現數學的本質。而對於目的只是要介紹數
學中的專有名詞而言，如：「費馬最後定理」、「親和數」、「完全數」等，作者則
提供了相當程度的資料補充，像「費馬最後定理」，作者則提供了近三、四百年
來各相關數學家所努力的成就，而在「親和數」
、
「完全數」這部份，更加補充了
平常少見的「交連數或親和鏈（sociable number）」
、
「虧數（deficient number）」、
「盈數（abundant number）」
，
「微虧」
、
「微盈」
。不過，若更能在「數」的特性上
多所著墨，1或許會更增加一些數學知識的層面。另外，
「幻方」的內容，既是從
2
西元前 2200 年， 大禹治水時從洛水中的烏龜談起，若再補充有趣的下圖說明，
內容將更生動。3

當然，在這本書中，作者也是有提供純數部份的內容，如：「悖論」、「無
限」的概念以及「碎形幾何」， 或許是作者將此書定位在普羅大眾的閱讀群，
所以反倒是在公元前五世紀古希臘的數學家最廣為流傳的齊諾悖論﹝Zeno's
Paradoxes﹞中最著名的「阿基里斯和烏龜賽跑」，反而未談到，有些可惜！以
下則是該悖論的內容大概：

1

親和數的這些數對，都有相同奇偶性，也就是，同一對裡的兩個數不是同為奇數，就是同為偶
數。所有奇數都是 3 的倍數，而所有偶數對的數字總和都是 9 的倍數。
（Eves, 2003/2007, pp46-48）
2
若以歷史事件為依據，應是西元前 2200 年左右，而非西元前 4000 年，或許是作者的筆誤。
3
有人說神龜背上刻著奇特的圖案，人們起初不解其意。後來大禹把洪水治住，讓人們過上了幸
福的生活，有人就說神龜背上的圖案包含著治理大水以及管理國家的天機，只有大禹知道，於
是這圖案就成為一種吉祥物，人們並將其配掛在胸前。
3

烏龜和阿基里斯﹝Achilles﹞賽跑，烏龜提前跑了一段──設為 100 米，而阿
基里斯的速度比烏龜快得多──設他的速度為烏龜的 10 倍，這樣當阿基里斯
跑了 100 米到烏龜的出發點時，烏龜向前跑了 10 米；當阿基里斯再追了這
10 米時，烏龜又向前跑了 1 米，……如此繼續下去，因為追趕者必須首先
到達被追趕者的原來位置，所以被追趕者總是在追趕者的前面，由此得出阿
基里斯永遠追不上烏龜。這顯然與人們在生活中的實際情況是不相符合的。
齊諾的原文已經失傳，流傳下來的是亞里士多德為批判他而作的引述。由
於對離散與連續的關係弄不清楚，在以後兩千多年中無法証明悖論錯在何處，其
實對「阿基里斯和烏龜賽跑」這樣的問題，只須用無窮等比數列求和。
令在追趕過程中，烏龜跑的總路程為

阿基里斯跑的總路程為

由於

故阿基里斯在離自己起點

=111.111……米處追上

了烏龜。 雖然現階段的國中數學已將「等比數列」刪除，但這些內容與陳述，
應不至於太為難！
而古希臘人之所以被這個問題困惑了二千多年，主要是他們將運動中的無限
過程與「無限時間」混為一談，因為一個無限過程固然需要無限個時間段，但這
無限個時間段之總和卻可以是一個「有限值」。這個問題說明了古希臘人已經發
現了「無窮小量」與「很小的量」這兩概念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只有人們掌握了
極限知識之後，才能真正地了解。
接著關於「無限」
，作者是以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 1862-1943）的『無窮
旅社』比喻，來介紹無窮這個抽象觀念。4這對中學生來說是個很好切入的點。
至於「碎形幾何」則更是一環陌生的數學了，不過作者倒是用了 11 頁的篇幅來
說明，除了避開在數學中利用自然對數的公式計算碎形維度這部份之外，其他方
面的資料可說是相當完整，畢竟這樣的一個純數知識，很難一語道盡，就像謝南
4

詳細內容可再參閱胡凱華(2003)。再談無窮，HPM 通訊 6(2/3)。
4

瑞所說：「對於多重碎形結構，我想最好的稱述語，就是：燦爛的混沌」。5
當然，討論數學，離不開幾何，在書中作者也談到了「歐氏幾何」
、
「非歐幾何」，
6
更以「柏拉圖立體(正多面體)」做該書的壓軸， 但事實上對於《幾何原本》著墨
不多，就好比該書中為了介紹「負數」而引出《九章算術》，但仍是未於多談，
因此，若是將焦點放於這二本經典數學史籍上，恐會讓讀者有些失望。
綜觀全書，作者確實使用了大量的數學史資料，幾乎每個單元都涵蓋了多多
少少的數學史，雖然作者謙稱對數學史的了解知之甚少，但不難發現，作者是以
數學史的素材做舖陳，利用數學歷史發展中的故事，提高本書的可讀性，其功力
亦不容小覻。總的來說，這是一本將數學史與相關的數學知識整理得相當完整的
一本科普叢書，讓讀者（尤其是小學至國中的學生）能了解數學的無所不在，而
作者也用活潑的方式來講解每一道問題從入題到解題的思考過程，就教育及學習
的角度來看，輕鬆無壓力的情境和邏輯分明的思考過程，就是學習數學的重要環
節，所以值得讀者細細品味。不過，若作者也想藉機表達出數學就像陽光、空氣
和水一樣貼近我們的周遭，是生活中不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許再增加「詩詞欣
賞」，更能表達出本書的意圖。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書中，未見國中階段的「作
圖」部份，今就以詩詞為例，舉一古代數學中的作圖題，作為本書評的結束。
中秋佳節分月餅（中國民間歌謠）
三個智叟動腦筋，平分一個大月餅。
僅有圓規和直尺，尺上刻度不分明。
正在為難愚公至，幫助分得均又平。
簡單地說，這詩題主要在求利用規、尺將圓三等分。分法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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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數學科普作品的指標
評價方式：指標以五顆星☆☆☆☆☆為最高品質。
1 知識的實質內容
‧ 認識論面向：☆☆
‧ 歷史或演化面向：☆☆
‧ 哲學面向：不適用
‧ 教育改革面向：不適用
2 形式或表達
‧ 創新手法：☆☆☆
‧ 數學知識的洞察力：☆☆☆
‧ 忠實可靠的參考文獻：☆☆☆
‧ 歷史事實的洞察力：☆☆☆
‧ 敘事的趣味性、可及性與一貫性：☆☆☆☆
‧ 中譯本的品質：不需要
3 內容與形式如何平衡
‧青少年層次：☆☆☆☆☆
‧一般社會大眾：☆☆☆☆☆

摘錄本書最精彩片段
懷爾斯自己就如此描述：「或許我該把我研究數學的經驗，比喻成進入一幢
黑桼漆的房子。你剛踏入時，只見一片黑暗，完完全全的黑暗，你跌跌撞撞，碰
到了傢具。漸漸地，你領略到傢具的位置，而最後，可能是過了六個月以後，你
找到了開關而打開燈。忽然間，全室通明，你能清楚地看見自己身在何處。然後
你又進入另一個黑暗房間。。。。。」(頁 80)

建議延伸閱讀：數學圈，枯井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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