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個人都學過數學，但許多人對

數學的印象停留在考卷的模樣，

認為數學無趣、不實用，而且好

像是少數受到庇佑的人才能學好

的科目。這些刻板印象都是不正

確的，數學其實非常有趣，在生

活中無所不在，舉個例子來說，

方才提起的「刻板印象」就可以

用機率中的貝氏定理來解釋：當

我們聽到一句話時，不是單純的

就字面上的意義理解，而會根據

說話者的背景，曾經講過的話，

對他的話給予更完整的評價。我

們習慣於用直覺來評估，但想評

估的非常準確，或是想要讓電

腦、機器來評估，你就得運用

數學。

從過去，數學就扮演了宛如地下

水的角色，在許多科學、技術底

下緩緩流動，扮演重要的角色，

而如今電腦科學發達的時代，數

學更是一躍來到了科技舞台的核

心，人工智慧、深度學習、演算

法，都需要用數學的語言建構。

漸漸的，大家開始知道數學的重

要性，好奇數學家腦袋裡究竟裝

甚麼，相關的書籍、電影越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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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本篇文章，就是想藉由導讀

幾本有趣的科普書籍，作為一

個引子，讓想了解數學不同面

向（特別是有趣、好玩、實用面

向）的讀者，能按圖索驥，更深

入的了解。

※《用數學的語言看世界》
「如果你無法將一個數學理論弄

清楚到可以解釋給街上任何一個

人聽，那麼這個數學理論就不算

完成。」

這是1900年，德國大數學家希爾

伯特（D. Hilbert）在巴黎的國際

數學會議上所引用的一位法國老

數學家的話。

作者大栗博司教授是加州理工學

院的理論物理學研究所所長，這

是一本站在知識頂端的學者，低

首寫給女兒的一本數學童話書。

書中有許多我們熟悉的幾個數學

故事：無限個房間的旅館，某天

來了無限多位客人；從辛普森殺

人案件中討論機率；質數在加密

解密上的應用……事實上，書中

所用的都是相當經典的數學故

事。而經典之所以是經典在於它

能讓人印象深刻。也因此我們看

到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故事不斷被

改編，金庸小說每隔幾年就被拿

上螢幕重拍一次。透過不同的詮

釋，經典會被賦予不同的感受，

大栗博司教授就是一位能充分發

揮數學經典魅力的作家！

事實上在讀這本書時，我一直想

起伽利略說過的「自然界的書是

用數學的語言寫成」。如果說學

校課本是為文法書，這本書就好

像是那種專門為旅行而設定的旅

遊會話書，讓你能立刻知道學

了，哪裡能派上用場。

※《數學教你不犯錯》
本書作者Jordan Ellenberg是一位

出版過小說的數學天才，不論對

2 2

科 普 數學 書 櫃



數學的理解或駕馭文字的能力都

非常深厚。再由同樣文理雙棲的

中研院李國偉老師執筆翻譯。這

樣的作者與譯者組合，讓我在閱

讀的過程中，只能不斷用折狗耳

朵來代替鼓掌。

數學科普書有兩種極端類型：一

個特定數學知識作主題，或是許

多獨立短篇介紹不同的數學知

識。這套書介於中間，上下兩冊

看似用較長的篇幅介紹數個觀

念，但其實觀念之間都有連結。

如果我們把數學知識看作是圖論

裡的一個點，知識的關聯性用線

來連結，作者深厚的數學底蘊，

讓他能看見一般人沒注意到的連

結，以及每個知識對應的軼聞、

歷史典故、生活實例，他能從樂

透一路說到通信原理，間或還穿

插著幾何知識。裡面有些部份很

簡單，有些會讓你得放下書本反

覆思考好幾次才能確定自己真的

理解他在說什麼，有時候還會出

現幾道計算過程。但它跟考試不

一樣，考試是為了檢驗你是否理

解概念，這本書則是利用概念去

了解、分析某些事件的道理。

數學是一種思考方式，是擴充常

識的手段。

這是本書的主旨。

如同有時候我們需要紙筆把腦袋

裡想的東西寫出來，才能加以整

理。數學是心靈上的工具，幫助

我們在思考時能更有條理，能從

「有或沒有」的二分法進步到

「有多少」的量化，能考慮到那

些直覺無法輕易捕捉的真相。比

方關於機率，作者在序言裡這麼

介紹

「我們的內建心智系統可以估計

不確定事件發生的可能性，但是

那些系統的能力相當弱、也不可

靠，對於極為稀有的事件是無能

為力。因此我們需要一些穩固的

定理與技巧來強化我們的直覺，

於是就創造了機率的數學理論。」

作者就是這樣，能用簡單的幾句

話讓你豁然開朗，吹走籠罩在知識

前方的薄霧，讓我們總算不是只窺

視輪廓，能清楚地看見全貌。

※《數學大觀念》
有一種符合本書主題的二分法：

討厭數學的人跟喜歡數學的人。

前者埋怨「數學跟現實脫節。」

後者部分同意這話，他們會說

「數學是獨立於現實世界的另一

個世界。」

請帶點魔幻的色彩來想像以下的

畫面：你拿起筆在紙上算數學，

簡單的1+1或微分方程都可以。

然後奇妙的事發生了，你的手穿

過紙張，整個人往紙裡墜，你進

入了數學的另一個世界。不需要

畫五芒星的魔法陣，不需要任何

繁瑣的祭祀儀式，只要一張紙、

一支筆跟任何一道數學式子，你

就能自由進出數學的世界。

作者亞瑟 ·班傑民教授是數學世

界的最佳導遊，他帶領著讀者探

索數學世界的趣味，就算是原來

你很熟悉的各種數學知識，經過

他的講解，鋪陳，你也頓時會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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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有趣。比方說， 2.72^(√(-

1)×3.14)+1這組奇怪的數字，

竟然會趨近於1 (事實上，它就

是號稱最美麗算式，歐拉公式)

e^iπ+1=0而班傑民教授同時是

一位數學魔術師，它透過變魔術

來呈現數學的趣味與創意。比

方說，只要告訴他一個日期(年

月日)，他就能立刻回答你是星

期幾。當然，魔術的背後不是魔

術，而是數學，或是更廣泛的

說，規律。

能洞察規律的人，便能得到他人

無法得到的資訊，以更快的方式

得到資訊，或是成為一位數學魔

術師。這才是數學的真正意義。

※《成長型數學思維》
很多人認為有所謂的「數學天

分」、「數學腦」，如果學不

好數學，很可能只是因為沒有

數學腦，畢竟有人上課聽完就

懂，有人在補習班複習，回家

熬夜寫習題，卻還是考不好，

當努力與成果無關，難免會歸

因到天分不足。 

但真相並非如此。雖然有一些孩

子情況特別，有特殊的教育需

求，會增加數學學習的難度，但

對於絕大多數的小孩，數學不好

的人可能不是因為沒有數學腦，

而是因為抱著「我沒有數學腦」

這樣的念頭，畫地自限，扼殺了

自己的數學學習。

我們在鼓勵小孩時常用「失敗為

成功之母」，愛迪生挑選燈絲材

料失敗了無數次，更是某個年代

的人都聽過的勵志故事。但在數

學學習上，我們卻沒有那麼讚頌

失敗。我們通常假設講解完、例

題習題做完就該掌握這個知識，

頂多再給幾次小考的機會，段

考、大型考試是不允許犯錯的。

擁抱錯誤，破除數學天分論，是

本書最主要的概念。

本書對美國數學教育提出許多質

疑，其中某些點放到臺灣也適

用。比方說，數學本質上是推理

的學問，教導我們如何延伸本能

上我們就會的辨認規律、找出更

有效率的做事方法。但在大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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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下，學生們會誤以為數學要做

得快，才算學得好。也因為要做

得快，原本數學的多樣化，被限

制成一些單調、高度壓縮後的公

式，數學變成講究熟練度、需要

大量反覆練習的科目。作者認

為，練習有它的意義，但反覆練

習重複的觀念只會耗盡學生的興

趣，讓他們更遠離數學。正確的

強化觀念做法應該是多元化、不

同角度、合乎定義、不合乎定義

的多方練習。我很喜歡書中的一

個比喻：對認識鳥類有所幫助

的，應該是思考蝙蝠為什麼不是

鳥類，而不是繼續看更多麻雀和

烏鴉的例子。

※《小學算術教什麼，怎麼教》
「小學數學雖然不深奧，但包

含 智 慧 ； 雖 然 不 複 雜 ， 卻 有

深意。」

「我學習到的很大一部分並非新

的事實，而是全然不同的東西，

也就是那些細微的層次。這有點

像欣賞一片布料，遠觀好似平順

均勻，但是拿到眼前就會察覺是

由精細交織的線所構成︰我原先

當成是一體的概念，卻是由精細

的觀念編織出來的。」

這兩段摘錄的文句，是作者阿哈

羅尼教授親身到小學教學後的心

得。他認為小學數學雖然以難度

來說不深，但相對的，小學生的

數學基礎很淺，而小學數學又是

影響到他們之後學習進階數學的

重要基石，倘若有一兩個觀念不

清楚，或許在當下不會有影響，

但就像在會搖晃的磚瓦上堆疊，

就算之後的每一步再仔細，完成

的房子依然會搖晃。

小學數學可以說是數學學習的關

鍵。這本書的前半段大方向的介

紹了許多觀念性的知識，例如要

培養的不止是程序性的知識，還

要讓學生感受到數學的巧妙與用

處，讓他們願意學習、運用數

學。也介紹了好幾種實用的教學

技巧，例如：

● 用具體的例子傳達抽象概念

● 一節課應該經歷三階段：從

具體出發，畫圖，最後走向

抽象

● 不跳過精確的命名，清晰定

義概念

● 概念必須通過學童親身經驗

才能產生

後半部則針對幾個重要的數學單

元，進行更深入的探討。我想，

這本書會是每一位小學老師，或

家裡有小學生的家長都值得讀一

讀的好書。

其實這幾年市面上的優質數學

書、數學電影遠不止於此，相信

只要你有興趣，看完這幾本，建

立起一些「數感」後，一定能再

找到更多的相關資源。比較可惜

的是，其實受限於臺灣閱讀市場

逐漸萎縮，以及大多數人依然對

數學印象不佳，國外還有非常多

有趣的數學書籍，是沒有翻譯引

進的。比方說經典數學小說《平

面國》，數學科普大師艾恩 ·史

都華教授曾寫了續集，以及一本

針對平面國的精彩導讀，平面國

還被改拍成兩部電影，這些有趣

的數學資源都沒有被引入臺灣。

此外，我們也很期待臺灣能有更

多的數學老師、教授、相關工作

者能投入數學傳播，讓我們能擁

有不止是引進的資源，甚至還能

產出我們自己的數學書、拍攝我

們自己的數學電影。數學很抽

象，也正因為它抽象，才能與各

領域結合，應用在不同的地方。

倘若我們能有能力自己製作，發

想撰寫，必然會自然而然的揉合

臺灣特色與文化，形成更加有親

和力，能引起更多人共鳴的數學

作品。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數學的好與

趣味，值得分享給更多人。

希望這是我們每一位數學愛好者

在將來，都能一起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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