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第 59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參展作品評語 

編號 作品名稱 評     語 

M501 
哆此三舉 -新

型態實驗分組 

1. 研究結果第 4點(p18)為一般的 n，其歸納宜加強說明根據理由(前面說明僅到 n=7)。 

2. 建議數學歸納法，應有助益。 

3. 把數學的歸納運用在桌遊遊戲上相當不錯，但是在最後內文若能呈現一般式的理論和證明，作品應

該會更完整。 

4. 主題有趣，並作詳細的推導過程。在第六節所提到的分組比賽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想法，若能推導並

嚴格證明出一般情況的排列方法數會更好。 

5. 報告建議分工展現團隊合作。 

6. 道具沒有充分應用。 

M502 猜數字的密技 

1. 摘要宜精要解釋幾 A幾 B的猜數遊戲規則為何。 

2. 本研究為皆在每次步驟為最差回饋(每次都剩餘最多組)的策略分析，為有限特殊情形，此一限制宜

在摘要敘明。 

3. 猜數字遊戲是一個很早的遊戲，變成一個機率問題，相當不錯，但希望在第一次得到幾 A幾 B之訊

息，進而推導成它最後解開的期望次數會更佳，而且若能用電腦模擬來驗證，應該會更好，建議可

由猜測 2個數字開始，一直推廣到猜測 n個數字。 

4. 四位數猜數字遊戲已被廣泛探討，這類遊戲的程式早就有了，但相關文獻探討在本作品中似乎沒有

看到。 

5. 探討如何有最大機率得到 4A的組合，這個探討是此作品的亮點。若能推廣到一般位數猜數字遊戲，

增加數學分析上的深度會更好。 

6. 報告要多練習，才不會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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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品名稱 評     語 

M503 
正多面體最小

距離最大值之

探討 

1. 探討性質十二 7〝等於〞發生的情形(p.10) 。 

2. P.2 d-Ⅳ-2機率與本研究應用為何。 

3. 本研究提供正 12面體較正 20面體更接近其外接球的面向，主題有趣。 

4. 對於正多面體最小距離最大值之探討，探討相當完整，相當不錯。 

5. 參考文獻所引用的，在內文的那部份應指出。 

6. 那些性質是引用前人作品和相關文獻，應該說明。建議你們主要貢獻和前人的作品或知識，給一個

列表來呈現，這樣才能夠知道你們增加多少新的東西。 

7. 關於正多面體的"最小距離最大值"的定義應該要更明確地表達出來。 

8. 這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問題，作者亦有引用一些外文的研究資料，但似乎找不到文獻[10]在內文中的

引用處。不清楚作者的作品與此文獻的關聯性？ 

9. 此作品所需數學工具有三角函數以及一些向量的性質，數學分析具有一定的深度，若對於文中所出

現的式子可再運到一些如半角公式來處理，也許會有更漂亮的結果呈現。 

10.報告充分表現團隊合作。 

11.雖然流暢，建議報告速度可放慢。 

12.時間掌握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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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品名稱 評     語 

M504 
對稱平方數的

Palindrome結

構音樂 

1. 本研究為以對稱平方數的回文結構為基礎譜曲所得的音樂探討。 

2. 建議有更多本研究所發展音樂的特色描述。 

3. 數學理論太過簡略，內容太少。 

4. 此作品比較接近數學小品，雖然有趣，但從文獻來看，相關的探討似乎很少。與其它作品相比，數學分析

也不夠深入。 

5. 報告展現團隊合作，但報告時間過於短暫。 

M505 
藻規律－淡水

綠藻數學結構

之研究 

1. 研究的結論可再加強，擴大研究。 

2. 結論提及無黃金比例關係，是否可歸納其他規律?強化研究成果。 

3. 這只是探討淡水綠藻的結構的自然現象，並沒有太多數學理論背景，而且主要內容也太少。 

4. 主題有趣，但數學方面可作更深入的探討。 

5. 聲量可再提升，報告展現分工。 

M506 
「金」螺想窈

窕，「多」切要

合度 

1. 結論應可再整理，去蕪存菁，或強化最重點，避免繁雜。 

2. 探討多邊形黃金分割，是延續前人知識而推廣，相當好。但內文所探討的性質，還是希望能寫出一個定

理的形式會比較好，而且在研究結果，加以說明自己的貢獻，建議可用圖表呈現和之前的知識作比較。 

3. 主題有趣，內容豐富，數學分析有深度。但文獻大多取自維基百科，其它參考資料也至少都是十幾年前

的文獻。 

4. 建議可參閱哈爾濱工業大學出版社的斐波那契數列(作者： (蘇瓦羅別耶夫)，確認是否已有相關結果。 

5. 作者講解清楚，對問題了解深入。 

6. 可進一步探討，非黃金比例的軌跡曲線，以增加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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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品名稱 評     語 

M507 

【軌跡密碼】–從青

蛙環繞跳荷葉落點

探究漢米爾頓問題

之解析 

1. 似乎尚未提供完整嚴謹的理論證明。 

2. 此作品延續前人作品，而且改變遊戲規則，作出一系列之研究，而且利用電腦程式來輔助，

相當不錯。 

3. 文獻探討相當完整。 

4. 研究目的過多，應該可以把相同的手法和有同樣的結果，歸類到同一個，而且所繼續延伸的

部分應該循序漸進。 

5. 主題有趣，本作品運用奇偶分析之後，作了詳細的 Hamiltonian path 的分析。 

6. 所用的方法其實在幾次的科展作品已經出現過，例如：與翻杯問題相關的一系列問題，也是

用類似的方法來探討，建議轉換成翻杯子那件作品的語言來做比較，較能凸顯自己的作品的

價值性。 

7. 報告展現分工合作，具程式表現甚佳。 

M508 時間足跡 

1. 本研究為極座標表示與方程的應用。 

2. 得出極座標方程式後，應由極座標方程式來得出其結果，那麼表格計算與 Geogebra的相互驗

證，似乎顯得不是那麼必要。 

3. 無參考文獻。 

4. 內容不夠深入。 

5. 問題有趣，但無參考文獻。是否之前無人作過類似的探討？ 

6. 雖然用了一些高中和差化積與積化和差公式，並得到長度的一般式之後再進行最值探討。以

作者為國中生來看是很難得的。但我發現過程可以更加簡化，有些算式是多餘的。 

7. 三位報告稍緊張，可再多加練習。 

8. 建議可以拿個時鐘道具輔助證明。 

9. 建議無須花過多時間講解推導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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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品名稱 評     語 

M509 
分分次次接近你 - 

方根的估計 

1. 方根的遞迴式推導似乎與牛頓法相關，可以嘗試推敲。 

2. 內容不夠深入，希望可推廣到一般開 n次方之求法，並且有一個誤差公式。 

3. 此作品主要探討利用正整數的平方根、立方根(其為無理數)的有 

4. 有理數近似。其方法主要歸化成連分數並從每一步的逼近觀察出遞迴關係。 

5. 所用的數學方法經過一系列的估計，雖然主要是用平方差、立方差公式作了多層的展開，數

學過程複雜，並作了誤差估計。作者其實有一些泰勒展開式餘項估計的思想(雖然內容中沒

有提到)。 

6. 其實所推出來的連分數的每一層都跟對應的佩爾 (Pell)方程的解有關。建議把這類想法應

用在一些不定方程上，對一些已知的結果作更深入的推廣。相關文獻可以 google 搜尋或一

些相關的數論書籍上找到。 

7. 聲音過小，報告未展現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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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品名稱 評     語 

M510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本研究對{
a2 − 5 = b之倍數

b2 − 5 = a之倍數
 之正整數解，以不同方法解之，並探討(a,b)規律與關係，後

者目的宜加強說明。 

2. 文章內容，結論部分若有無窮多組解，是否可以全部找出。 

3. 此內容部分，建議可參考《數論導引》此書中，有關於此不定方程有一般式之探討。 

4. 定理二可以直接由定理一得到，沒有必要用到費馬小定理。因 

為，不為 3的倍數的整數之平方除以 3必餘 1。 

5. 此作品為數論問題，據我所知，在 1970年代開始有一些數論學家專門研究費波那契數列以

及盧卡斯數列的性質而衍生出來的問題。這類問題若有無限多組正整數解，所有的解一定可

以由(一個或多個)二階的線性遞迴數列來得到，每個數列的初始值對應的是一組基本解(最

小正整數解。)作者可參閱凡異出版社余紅兵著作的不定方程(此為台灣翻譯的大陸數學書

籍)。 

6. 若作者有興趣，亦可搜尋 Markoff Equation 以及其推廣的不定方程的相關學術研究。 

7. 不過，在我的知識所及範圍內，作者所用的研究方法是我所未 

見的。雖然有些探討尚未完全完成，但以國中生的現有數學知識的限制，這樣的成果是值得

鼓勵的。 

8. 報告音量太小，有程式輔助甚佳，且有團隊分工。 

9. a|𝑏2 − 5 與 b|𝑎2 − 5 的正整數解有無窮多組，例如:若 a、b互質，則滿足𝑎2 + 𝑏2 − 5 =

3ab 的正整數解皆是，而且這些解可以用一個二階線性遞迴數列來表現，建議作者可以這

些方向探討更一般情況{
a|mb2 + nb + k

b|ma2 + na + k
，m, n, k ∈ 𝑍，mk ≠ 0 的整數解問題，以增加內容

的深度及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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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11 玩「整」快「遞」 

1. 提供遞迴數列求一般解好的邏輯訓練，並從其等價的遞迴解得證數列皆為整數。 

2. 探討遞迴數列是否為整數和從哪一項開始不是整數，建議若能把不是整數的所有項式刻劃出

來，此作品更為完整。 

3. 內容稍嫌不足，建議找出其他的遞迴數列，可用同樣的方法來解決，可增加此作品的廣度。 

4. 此作品著重一類特殊的四階齊次遞迴數列的研究，而這一類數列的特點在於，除了常數項以

外，係數都 1 或 -1。此遞迴式可寫二階行列式的形式，其行列式值為固定的常數，此常數

可由首三項來決定。這種形式的遞迴數列可寫成跳項的二階線性遞迴數列，這其實是已知的

性質。這些性質在一些關於費波那契數列以及盧卡斯數列的書籍或文章都可以找到相關的定

理。 

當然，作者通過數學歸納法以及複雜的計算得到這些性質，以 

國中生的程度來說，有這樣的數學能力是值得嘉許的。 

5. 建議可考慮類式的變型遞迴數列，例如： 

(1) 二次型的遞迴數列，這類數列可應用在構造幾類丟番圖不定方程的整數解。 

(2) 遞迴關係可表示為更複雜的二階型或三階型的行列式。 

6. 報告有條不紊。 

M512 
這就視秘密-錯視圖

形問題 

1. 對錯視圖的數學原理做了相當詳盡的探討。 

2. 探討幾何學錯覺，並用參數式之方法來探討相當不錯，但內容深度還是不足。 

3. 基於射影幾何的概念，作者運用解析幾何法研究錯視圖形問題，具有一定的價值性、屬於高

質量的作品，且在國內的科展作品是比較少涉略。 

4. 建議運用更一般的參數曲線研究幾類涉及更複雜的幾何的錯視問題。 

5. 問題回答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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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品名稱 評     語 

M513 逆算快樂數 

1. 摘要宜先定義快樂數。 

2. 本研究提供一些尋找快樂數的逆算方法。 

3. 參考文獻要在後面列出。 

4. 沒有太多自己數學理論方法，並且定理須說明和證明。 

5. 作品內容的探討分類詳細，找到一些快樂數及整數分拆的規則。但與之前的作品比較，深度

及廣度非常有限，建議數學部分可作更深入探討。 

6. 音量加大，展現團隊合作。 

M514 

『萬物皆數』--凹拋

物面鏡高斯公式成

像位置與高度之誤

差的數學探究 

1. 建議是否先釐清高斯成像的焦距定義，與圓錐曲線(拋物線)的焦距定義之差異。 

2. 把數學應用在物理上，不錯。 

3. 但其數學內容深度不足。 

4. 此作品主要利用凹拋物面鏡高斯公式以及相關誤差分析探討物 

體成像問題，內容豐富。另外，也用到繪圖軟體來輔助分析結果。 

5. 雖有一些較複雜的分析，內容所出現的一些拋物方程式也是在 

高中的數學範圍，但都是已知的數學知識及典型的方法，其創意及所用的數學工具有所侷

限。 

6. 主題內容太少，建議增加研究主題的廣度和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