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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容簡介
費瑪最後定理的故事與數學的歷史，有著千絲萬縷的聯繫，觸及數論中所有
的重大的課題，它對於「什麼是推動數學發展」，或許更重要的「是什麼激勵著
數學家們」，提供一個獨特的見解。全書共分八個章節，十個附錄，其篇章題名
如下：
第一章 我想我就在這裡結束
第二章 出謎的人
第三章 數學史上暗淡的一頁
第四章 進入抽象
第五章 反證法
第六章 秘密的計算
第七章 一點小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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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大統一數學
安德魯‧懷爾斯，緘默寡言的英國人，80 年代移民到美國，在普林斯頓大
學任教授，雖然已經到達 40 歲的壯年，他卻將最近的 7 年光陰十分保密的花在
研究工作。在 1963 年，當時 10 歲的懷爾斯已經著迷於數學，有一天，他在彌爾
頓路上的圖書館被一本書吸引，這本書是埃里克‧坦普爾‧貝爾寫的《最後問題》
，
其中包括了費瑪最後問題。
這個問題根源於古希臘，但成熟在 17 世紀。因此，本書第一章說明了畢氏
定理如何成為費瑪最後定理的先驅，並藉此提及古希臘時畢達哥拉斯的生平，經
歷，兄弟會及畢達哥拉斯定理，和畢氏三元組的無限性，讓讀者了解到畢達哥拉
斯的年代和背景，畢氏學派的數學信仰「凡物皆數」
，以及膾炙人口的畢氏定理。
若在對應畢氏定理的方程式中，吾人將次方改變，變為三次，四次，甚至五次以
上，那麼，如同著名的費瑪最後定理所說的：當 n ≥ 3 時， x n + y n = z n 無整數解。
這是偉大的 17 世紀法國數學家皮埃爾‧德‧費瑪提出來的，費瑪宣稱即使全世
界的所有的數學家畢其一生去尋找，他們也不會找到一個解。當時的懷爾思想查
詢費瑪最後定理的證明，然而，書中沒有證明，任何地方都沒有這個證明，一個
10 歲的男孩坐在彌爾頓路上的圖書館裏，凝視著這個難得出奇問題，而 30 年後，
懷爾斯已經準備好了。
在本書中，作者雖然也提及費瑪在微積分和機率論方面的貢獻，但他最大的
成就還是在數論方面。1601 年 8 月 20 日，費瑪出生於法國西南部的博蒙-德羅馬
捏鎮，其父親是富有的皮革商。他在 1631 年，被任命為圖盧茲議員顧問，另外
的職務，包括在司法部們的工作。他是一個業餘的數學家，陪伴他的是丟番圖的
著作《數論》(Arithmetica)，《數論》成了他的指導者。激勵費瑪的這本《數論》
是克勞德‧基斯帕‧貝切特完成的拉丁文譯本，本書每一頁都留有寬大的書邊空
白，有時候費瑪會匆忙的在此寫下推理和備註。對於一代代的數學家們來說，這
些註記成了費瑪非常寶貴的記錄－傑出的想法和計算。在《數論》的第二卷，它
涉及了畢氏定理和三元組，費瑪寫下一個方程式： x3 + y 3 = z 3 ，費瑪不過是將羃
從 2 改為 3，但是，他的新方程式看來 沒有整數解 ，他進一步將羃改成大於 3

的數，得到新的方程式 x n + y n = z n ，此處 n = 3,4,5...，要尋找每一個這種方程式
的解，有著同樣的困難，他寫到：
「不可能將一個立方數寫成兩個立方數之和，
或者將一個 4 次羃寫成兩個 4 次羃的和，或者，總的來說，不可能將一個高於 2
次的羃寫成兩個同樣次羃的和。」這個喜歡惡作劇的天才，又草草寫下一個附加
的評註：
「我有一個對這個命題十分美妙的證明，這裡空白太小，寫不下。」
費瑪會在給朋友的信函中，敘述他的最新定理，卻不提供相應的證明，他的
保密，使他有時候跟別的數學家通信僅僅只是對他們挑逗，發現這個証明就成了
他向對方提出的一種挑戰，他固執地拒絕公佈他的數學證明。在費瑪全套定理
中，這是需要被證明的評註中的最後一個，三個世紀以來的努力未能找到一個證
明，使它成為數學界最費解的謎而名聲遠揚。
本書第三章介紹了 18 世紀的天才萊昂哈德‧歐拉，他對費瑪的最後定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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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突破性的進展，提到他處理費瑪最後問題大致的做法，想法和此部分的貢獻。
此外，還介紹歐拉的生平、歷史背景，以及數學研究工作，當然少不了著名的七
橋問題 (柯尼斯堡橋遊戲) 和歐拉對此的解法。同時，本章也介紹了一位女數學
家索菲‧熱爾曼對費瑪最後問題的貢獻，以及原本互為競爭的兩人柯西，拉梅對
費瑪最後定理的研究工作之失敗，戲劇化的發展，張力十足。
第四章以一個跟費瑪最後定理有趣的故事揭開序幕，本章內容有密碼學，有
趣的智力遊戲 (牽扯到數學的應用)，數學邏輯 (希爾伯特、羅素、庫特‧哥德爾
的數學工作)，野蠻的立迫法 (計算機的使用)，雖不是傳統的證明，但驗證的結
果卻使人更堅定費瑪最後定理成立的可信度。另一方面，本章也介紹懷爾斯在攻
讀博士研究時接觸的橢圓方程式。
第五章介紹谷山－志村猜想與對數學界的影響。其中包括了日本數學家谷山
豊悲劇的一生，志村五郎與谷山豊相識的過程。由於谷山－志村猜想，使得朗蘭
茲確信所有主要的數學課程之間存在連結的環鏈，並開始尋找這些統一的環鏈，
提出朗蘭茲綱領，而弗賴根據谷山－志村猜想，提出谷山－志村猜想與費瑪最後
定理的關聯，誰能證明谷山－志村猜想，誰就能證明費瑪最後定理，肯‧里貝特
更補強了此一論證，完成了費瑪與谷山－志村之間的鏈環。
第六章介紹宮岡洋一對費瑪最後定理證明的失敗，和傳奇人物伽羅瓦悲劇的
一生，及伽羅瓦對群論的貢獻。懷爾斯利用伽羅瓦的工作和科利瓦金和弗萊契方
法，經過七年的努力，完成了谷山－志村猜想的證明，也就是說完成費瑪最後定
理的證明。1993 年 6 月，劍橋大學牛頓研究所舉辦一個數論方面的研討會，他
打算在此公佈，但演講的標題取作「L-函數和算術」
，6 月 23 日，當他寫完費瑪
最後定理的證明時，他說：
「我想，我就在這裡結束」
，接著，會場上爆發出一陣
持久的鼓掌聲。
在第七章中，作者描述懷爾斯將他的論文分成六章，送給六名審稿人審查。
負責第三章的尼克‧凱斯發現證明的一個漏洞，懷爾斯起初以為它是一個小問
題，沒想到那是一個致命的大問題。他一試再試，始終無法將漏洞補起來，眼見
突破的希望成了泡影。更多的數學家則認為懷爾斯有責任公開手稿，在發現問題
這最後的十四個月內，是他數學生涯充滿痛苦、羞辱和沮喪的一段時光，就在他
準備放棄時，一個高明的洞見使他的苦難到了盡頭。安德魯的費瑪最後定理的證
明，終於不再有問題了。
第八章介紹一些重要但仍未解決的問題，以及計算機證明與邏輯證明的差
別。

三、評論
從本書第一章有有關畢氏如何發現音樂和聲與數目的調和之間的基本關
係，畢達哥拉斯首次發現支配物理現象的數學法則，顯示數學與科學之間有著根
本的關聯。又如劍橋大學漢斯教授計算了從河的源頭到河出口之間，河流的實際
長度與它們直接的距離比近似於 3.14，這些很有趣的例子，顯示數學數處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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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對讀者來說，原本使人感到抽象的數學，會立刻產生了興趣，可以
一下子拉近與讀者的距離，作為一本科普的書，這是很成功的一點。
本來，筆者擔心本書若牽扯到懷爾斯證明的過程，對一般大眾來說太過吃
力，但顯然還好，本書只提供了最基本的數論知識，在內容上保留懷爾斯的思考
模式，解題的想法，遭遇哪方面的數學困難，發現證明的過程，以及說明了證明
費瑪最後定理對數學史的意義，讓吾人對懷爾斯的處境感同身受。本書還穿插了
好幾個有趣的數學問題，諸如七橋問題，四色問題等，是如何的對當時數學界所
造成的震撼和影響。其它的數學問題，雖簡單但負挑戰性，完全不牽扯到高深的
數學知識，因此，本書的確稱得上是一本科普的書籍。難能可貴的，是本書能結
合數學與數學史，敘述了從古希臘到近代的數學發展的歷程，大致偏向數論的發
展，及數學知識脈絡與歷史是如何相互影響與發展，譬如在何種時空背景下，數
學家如何造就哪方面的數學產物，同時，也介紹每位對費瑪最後定理有貢獻的數
學家，當時所處的社會背景，人生的經驗與遭遇，在何種環境下進行創作，創作
的淵源與靈感的去處，以及當時的數學知識背景及同行之間的相處－合作或競爭
的模式，同時，讓人了解到社會文化層面如何糾葛數學的發展。
總之，本書作者對數學知識的描述和歷史事實的洞察力，兩者結合起來，恰
當地把數學史融入數學內容，同時也說明如何透過數學問題的發現，促使數學的
演變。
作者透過數學知識的掌握，著重數學知識的歷史發展背景，和一些數學家與
費瑪這個數學問題的關聯，同時也說明數學崇尚絕對的證明與物理的理論完全不
同之處，與數學的證明和仰賴計算機證明有何不同，數學邏輯的證明是一種美，
並非計算機證明可以取代。本書每章節都雜夾幾題適度的數學問題，激發讀者思
考能力，使人理解到發現解答時的興奮與了解數學的美感。
不過，本書某些章節（譬如第三章）刻意說明出場人物的歷史環境和人文背
景，數學內容過份龐雜，容易讓人眼花撩亂，而掌握不到重點。然而，如果不鋪
陳一點歷史背景，則理論說明難免乾澀使讀者難以下嚥。這是引進數學史的科普
著述之兩難，折衷點本來就很難平衡。譬如，在致朋友的信函中，提出自己的數
學研究成果或發現，是數學期刊尚未出現前的一種發表形式，這在古希臘阿基米
德（公元前三世紀）時期已經存在，只不過到了十六、七世紀，由於數學家利用
這種發現的優先權之徵信，來爭取宮廷或貴族的贊助，才使得相關的歷史情境變
得十分曲折複雜。在這種情況下，費瑪當然不同於伽利略或笛卡兒，但是，太多
的歷史情節無疑會提升閱讀門檻而降低科普味道，這或許是作者選擇適可而止的
原因吧。

優秀數學科普作品指標
評價方式：指標以五顆星☆☆☆☆☆為最高品質。
1. 知識的實質內容 (Intellectual substance of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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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認識論面向 (Epistemological aspect) ☆☆☆☆
(2) 歷史或演化面向 (Historical or evolutionary aspect)：☆☆☆☆☆
(3) 與自然科學、人文社會乃至生活經驗的連結 (Connections with natural
scienc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as well as daily experiences) ：
☆☆☆☆
2. 形式或表達 (Form or representation)
(1) 創新手法 (Innovative approach： new story on old stuffs)：☆☆☆☆
(2) 數學知識的洞察力 (Insight into mathematical knowledge: inspiring and
revealing)：☆☆☆☆
(3) 忠實可靠的參考文獻 (Integrity with references)：☆☆☆☆
(4) 敘事的趣味性、可及性與一貫性 (Narrative in an interesting, accessible and
coherent way)：☆☆☆
(5) 中譯本的品質（若需要）(Qualit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version, if needed)：
☆☆☆☆
3. 內容與形式如何平衡 (Balance in Content vs. Form)
(1) 青少年層次 (for adolescence)：☆☆☆☆
(2) 一般社會大眾 (for general public)：☆☆☆☆
4. 摘錄本書最精彩片段 (excerpt from the most exciting passage)：
對我來說，再也沒有別的問題具有與費瑪最後定理相同的意義，這是我童年
時代的戀情，沒有東西能取代它，我已經解決了它，我將嘗試別的問題，肯定其
中有一些會是非常艱難的，而我將會再次獲得一種成就感。但是，數學中不可能
再有別的問題，能像費瑪最後定理那樣使我神往。我得到了這種非常難得的榮
幸，就是在我的成年時期追求我兒童時代的夢想。我知道這是難得的榮幸，不過，
如果你能在成年時期解決某個對你來說非常重要的事，那麼，再也找不出時麼比
這更有意義了。解決問題後，肯定有一種失落感，但同時也有一種無比的輕鬆感。
我著迷於這個問題已經 8 年了，無時無刻 -- 從早晨醒來到晚上入睡 -- 我都在
思考它，對於思考一件事那是一段太長的時光。那段特殊的漫長的探索現在結束
了，我的心靈歸於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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