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本書的讚譽

『深入淺出系列又再次辦到了。《深入淺出平面幾何》這本書，討論的雖然是比較具有技巧性的

主題，卻還是讓讀者十分容易理解！訊息呈現與組織的方式，不僅能凝聚學習，也讓過程變得容

易。過去有很多人或許對某些數學觀念感到困擾，現在只要透過這本書，就能更容易理解，進而

加以運用。要是在我學習幾何時，這本書就已經問世了，那該有多好呀！』

— Amanda Borcky，大學生

『《深入淺出平面幾何》顯然是學習二維形狀的一本最佳指南。書中充分的說明內容，對於第一

次學習的學生或是需要快速複習的人來說，都會很有幫助。書中的各種練習題目，更讓人獲得豐

富的理解，這點比起一般傳統的教科書來說，好過太多了。』

— Ariana Anderson

UCLA 認知神經科學中心的統計師

『《深入淺出平面幾何》幫助你學習平面幾何，內容卻一點都不平面。它豐富而立體的內涵，讓

你發現幾何不只是課堂中的學問，而是圍繞在你每天生活周遭的一部份。』

— Herbert Tracey

馬里蘭州羅耀拉（Loyola）大學數學系講師，赫勒福德（Hereford）高中數學科前科主任

『傳統教科書經常動不動就把學生拉進一個充滿學術術語的叢林中，但《深入淺出平面幾何》卻

反其道而行。本書藉由清晰易讀的方式，透過一些有趣的例子和好玩的設計，以對話的形態來傳

達知識，這是一般教科書都應該好好學習的地方。』

— Dan Meyer

高中數學老師，『Cable in the Classroom’s Leader in Learning』獎項得主

『《深入淺出平面幾何》運用了別出心裁巧妙設計的內容，來吸引你的注意力。作者很有耐性，

也充滿能量，帶領我們徹底尋求解答。書中有一個角色，每次我看到她都特別高興：我說的就是

那個看起來很嚴肅，似乎沒什麼幽默感的女孩。她每次都會質疑作者一些問題，結果往往幫助

我們釐清了一些不一致或不合邏輯的事情。作者好像每次都會讚美一下她的問題，屈服於她的要

求，並且跟她說實話喔。』

— David Meyer

已退休的大學和高中數學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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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他 Head First 系列書籍的讚譽

『很多人一聽到代數就害怕，但《深入淺出代數》提供了一個清晰而又簡單易懂的學習方法。本

書向初學者呈現數學概念時，某種程度上採用了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結果反倒啟發了學習者，

讓他們在學習代數時，領略到他們原本沒想過能到達的程度。』

— Ariana Anderson

UCLA 認知神經科學中心的統計師

『《深入淺出代數》在呈現訊息時，採用了一種對話的方式，讓學習的過程更加的有趣。這種感

覺就好像仿佛真的在與作者對話似的。』

— Amanda Borcky，大學生

『《深入淺出代數》大概是市面上學習基礎代數最好的書籍了。它實在是太有趣了。』

— Dawn Griffiths，《深入淺出統計學》作者

『《深入淺出代數》是一本迷人的讀物。它透過一種很棒的方式來說明觀念，並且一步一步帶領

讀者解決問題。這些問題都很具有挑戰性，而且還能應用於我們每天的生活之中。』

— Shannon Stewart，數學老師

『《深入淺出代數》運用了許多極佳的範例，而且這些範例全都來自於學生們所生活的世界之中。

書的內容一次只講述一個觀念，而且不同觀念彼此搭配之間，也保持了很好的一致性。作者很清

楚學生在何時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而且總在恰當的時候給予解答。對於初次接觸代數的讀者來

說，這可說是一本可讀性非常高的讀物。』

— Herbert Tracey

馬里蘭州羅耀拉大學數學系講師

『如果你想學習物理又害怕太困難，那就買一本《深入淺出物理學》吧！這本書對你一定會很有

幫助... 萬一這樣還沒用的話，你就把它拿來當紙鎮或枕頭什麼的好了。如果我還在教物理時，這

本書就已經出版了，那該有多好呀！』

—John Allister 物理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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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  Cambridge  •  K�ln  •  Sebastopol  •  Taipei  •  Tokyo

Lindsey Fallow
Dawn Griffiths

 藍子軒  譯

深入淺出平面幾何

如果有一本學習幾何的書，讀起來

比壹周刊更勁爆，那該有多好！或

許這只是我的幻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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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Lindsey Fallow 自認是個技客（geek），過去這

十幾年來他以一個作家、軟體開發者、以及電視節

目主持人的身份，在科技領域中持續地探索。

在獲取了製造工程的碩士學位之後，她在迪士尼

推出了一個供  8  到  12  歲兒童觀賞的電視科學節

目，後來在 1998 到 2002 年期間，又擔任明日世界

（Tomorrow’s World，英國 BBC 黃金時段第一名的

科技節目）的記者兼聯合製作人。

他曾站上金門大橋的最高點、餵食過鯊魚、拍攝

過大腦外科手術、搭乘過軍用飛機，還被小老虎咬

過，但至今最令他興奮的經歷，就是幫她 14 歲的

兒子搞定他的數學作業。

她一直是《深入淺出》系列的熱情粉絲，沒想到現

在她竟然自己寫了一本這樣的書。

Lindz 宣稱，如果她是超人，那麼她的超能力一定

是『鑲花邊』。當她不在工作的時候，最喜歡和她

超可愛的夥伴 Helen 在綿羊農場裡一起共度時光，

逗逗她的拳師犬  Ruby，玩玩吉他英雄，或是到野

外散散步。

Dawn Griffiths 的數學生涯始於一所英國最頂尖

的大學，她在那裡獲得了數學的最高榮譽學位。後

來以軟體開發作為她的志業，目前以作家、編輯、

以及數學家的身份，擔任科技產業的顧問工作。

Dawn 也是《深入淺出統計學》的作者，同時還在

進行許多系列叢書的撰寫，內容涵蓋了網路到電腦

程式等等領域。

工作之餘，Dawn 喜歡鑽研她的太極技巧，編編花

邊織品，或是煮煮東西。不過要同時做這三件事的

話，她還沒那麼出神入化啦。她也喜歡旅行，還有

陪陪她超棒的老公 David。

Dawn 有個理論，她認為要是幫《深入淺出》系列

書籍都加上花邊，一定會賣得更好，不過她懷疑 

Brett 應該是不會同意的啦。

本書作者

Lindsey

Dawn
Ruby the 
box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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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精要版）
 序  xv i i

1   求出未知的角度：弦外之音，言外之意  1

2   相似與全等：縮放至合適尺寸  49

3  畢氏定理：關於直角的一切  103

4  三角形的特性：三角習題，左右為難  149

5  圓形：轉呀轉呀轉呀轉  205

6 四邊形：四邊形正時髦  235

7  正多邊形：全部都成型了  273

目錄（詳實版）

將你的心思放在幾何上。你是來學東西的，可是你的大腦卻幫
倒忙，它很努力希望你不要把精力全用在學習上。你的大腦總是在想，

『最好留點空間給更重要的事，譬如，房貸利率會不會持續上昇？跟阿

娜達來個肯亞狂野之旅是不是一個好主意？』所以呢，該如何哄誘你的

大腦，才能讓它覺得學習三角形、圓形、畢氏定理，是一件生死攸關的

大事？

序

誰適合閱讀這本書？  xv i i i

我們知道你在想什麼  x ix

後設認知：思考一下，你是如何「思考」的  xx i

讓大腦順從你的方法   xx i i i

讀我  xx iv

技術審閱小組  xxv i

致謝  xxv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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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外之音，言外之意1 有些人就是喜歡話中有話，不把事情講明白，你有沒有

過這種經驗呢？

如果你希望在這個現實世界中，能過的愉快一點，不如就來學學幾何學

吧。幾何學有一整套的工具，可以讓你從片面的資訊中，看出事情完整

的面貌。不管你想要設計或建立什麼東西，亦或只是想要搞清楚實際的狀

況，幾何學總是能協助你掌握到事情的內幕真相。假如你想跟上我們的腳

步，請繫好安全帶，帶著你的鉛筆，讓我們一起前往幾何的世界吧。

求出未知的角度

發生了一件他殺案 2

彈道分析必須涵蓋所有的角度 3

Benny 和 Micky 之間的角度，是否能與彈道相吻合呢？ 4

直角通常不用數字標示 6

兩個小一點的角度，可以合成一個比較大的角度 7

只要加上餘角，就會得到直角（90°） 9

直角經常成對出現 11

如果角度相加起來得到一條直線，它們的角度總和就是 180° 14

如果一對角度相加起來正好是 180°，這兩個角度就是互為補角 17

對頂角一定是相等的 19

三角形三個內角的角度，拼起來一定是一條直線 20

再找出一個角度，就能破解這個案子了 21

湊起來不大對耶！ 23

如果事情兜不起來的話，一定有什麼地方不對勁 24

你證明了 Benny 並沒有用槍射擊 Micky! 25

我們畫了一張新的圖，現在需要新的彈道分析報告 26

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理論 27

把你所需要知道的通通算出來 29

用刻度線表示它們是相同的角度 30

根據已知數，計算未知數 31

四邊形所有的角度加起來正好是 360° 35

所謂的平行線，就是指角度相同的線 39

平行線經常能協助我們快速計算出其他角度值 40

幹得好！你破案了！ 44

你的幾何工具箱 46

18º
?º

CHARLIE GREEN
深入淺出警政署

幾何分局

SHERIFF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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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放至合適尺寸
有時候，尺寸真的很重要。

你曾辛辛苦苦畫了什麼或是打造了什麼東西，最後卻發現尺寸不合嗎？你曾經做出

某個很完美的作品，後來又想再重新作出完全一樣的東西嗎？這種時候你就需要瞭

解什麼是『相似』和『全等』。當你想要複製自己的設計作品時，不管是想要做小

一點、大一點，或是想要做出完全相同的尺寸，都需要用到這些能讓你節省許多時

間的技術。沒有人喜歡相同的重複性工作。只要瞭解了相似和全等，你就不需要再

重複計算角度值了。

相似與全等

2

歡迎來到  myPod！你被錄取了  50

Liz  要你幫他的手機刻上圖案  51

設計者標示了部份的細節  53

在設計中有某些三角形是重複的  54

相似三角形並不只是看起來一樣而已  58

如果想運用相似的特性，你就必須先懂得如何判斷  61

只要根據兩個角度，就能判斷是否為相似三角形  62

你是本月最佳員工？  66

既然畫好了，我們就來蝕刻吧！  67

啟動蝕刻程序！  68

老闆很不高興，但至少並沒有炒你魷魚 . . . . .  69

這是尺寸縮放的問題 . . . . .  70

即使是複雜的形狀，也存在相似的情況  73

畫好的話，我們就要蝕刻上去囉  77

Liz  又回來了。這次她帶來了一個特別的需求。  78

相似的圖形中，如果大小完全相等，那就是『全等』  81

根據已知的，求出未知的  83

比率值比尺寸大小值好用  93

不同的比例關係之間，需要一個通用而一致的基準  96

你的新設計實在太屌了！  99

你的幾何工具箱  100

你畫圖形

我們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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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於直角的一切

有時候，事情直來直往反而好辦。

你曾在搖搖晃晃的桌子上吃過東西嗎？很惱人的經驗，是吧？除了在桌腳下面塞

東西之外，你還有別的選擇：在設計你的桌子時，請善用畢氏定理，讓你的直角

就是直角，斜邊就是斜邊，一點都馬虎不得。一旦懂得善用這個定理，你就能清

楚辨識出直角關係，而且每次一定都能建立出完美的直角。沒有人喜歡在搖搖晃

晃的桌子上享用義大利麵。有了畢氏定理之後，你就再也不必忍受這種狀況了。

畢氏定理

9 + 16 = 25

5

4

3

面積 = 25

面積 = 9

面積= 16

巨型滑板坡道建構套件 104

標準尺寸快速組裝件是啥麼東西呀？！？ 105

坡道必須靠直角支撐 106

你可以利用精密構圖的方式，在紙上測試坡道設計 108

並非所有長度，都能組合出直角三角形 115

你有好幾種探索幾何問題的不同方式 116

在幾何學中，規則就是規則 118

只要是能用的坡道組合，它的相似形狀也能使用 121

邊長之間存在著某種模式 126

最長邊長的平方值，等於另兩個邊長平方值的加總 130

畢氏定理：a2 + b2 = c2 131

用 Kwik-klik 組件來組裝滑板坡道，真是太好了！ 137

繩子越長，擺動越高越遠 140

有了 6 公尺的繩子，那你能盪多遠呢？ 142

你計算出來的繩索鞦韆非常完美 147

你的幾何工具箱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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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4

每個人都喜歡搖滾音樂祭 150

首先要挑選場地 151

圍欄也要花錢 153

周長比較長，就表示面積會比較大嗎？ 155

每個場地能容納多少人？ 156

把三角形套進一個矩形的邊框中 157

三角形面積 =（底 x 高）/2  163

這下子你有 $11,250 能花用了 168

每個喇叭天生就不一樣 170

哪一個喇叭才是你要的呢？ 171

理想的喇叭是比場地略寬且略長..... 

只要寬一點點長一點點就可以了 173

100 公尺沒有問題，可是 60° 的喇叭夠用嗎？ 175

60°的喇叭正好夠用 178

最後只剩下找個位置擺放飲料臺這件事了 181

三角形的中心點有好幾種 182

三角形的中心點，有可能會落在三角形的外面 186

我們把飲料臺放在重心的位置吧 187

搖滾音樂祭已經準備妥當了！ 189

站在飲料臺後方的人，看不到舞臺... 190

你需要一個價格低於 $1,440 的螢幕 192

這些螢幕特賣品能滿足我們的需求嗎？ 193

只要使用『海龍公式』，就能根據邊長求出面積值 196

海龍公式所計算出來的面積，與（底 x 高）/2 公式 
算出來的面積，一定是相同的 198

搖滾音樂祭，就要開始搖滾啦！ 201

你的幾何工具箱 202

三角習題，左右為難
你有過那種做錯決定結果很慘的經驗嗎？

在現實世界中，選擇往往很複雜，而錯誤的選擇不但會浪費你的錢，還會浪費

你寶貴的時間。很多事情的答案，並不總是那麼的一清二楚。即使是在幾何學

中，大一點也並不一定總是比較好的，短一點的也可能不一定是比較小的。所

以你該怎麼辦呢？好消息是，就算你沒有正確的資訊來回答問題，還是可以結

合你之前所學的那些三角形相關工具，來做出很棒的決定。

三角形的特性

56
79

82 admit one

rock festival $1
0.

00

底

高

聽起來

很讚！

大聲點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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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v

這不只是比薩 — 這是一場戰爭！ 206

MegaSlice 所提供的優惠，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207

半徑的兩倍，就是比薩的直徑 208

一堆比薩切片，怎麼跟一整塊比薩相比較呢？ 209

若將圓形切成扇形，所有扇形的角度加起來就是 360° 210

MegaSlice 這個 $10 的優惠商品是騙人的！ 211

比薩外緣覆蓋一圈意大利臘香腸--這樣該賣多少錢呢？ 212

由意大利臘香腸所排成的圓周長度，大約是直徑的 3 倍 

（再多一點點） 214

Mario 想要測試一下你的意大利臘香腸計價公式 217

顧客永遠都是對的 219

所謂的弧，指的就是整個圓周的其中一段 221

Mario 的生意越來越好了！ 222

可是 MegaSlice 又來了..... 223

我們需要計算出兩種比薩商品個別的面積值 224

每一個扇形（切片），都像是個三角形 226

圓形面積= πr2 231

Mario 的比薩，總算獲得了最後的勝利 233

你的幾何工具箱 234

π

目錄

5 轉呀轉呀轉呀轉
好啦，生活中多些圓滑的東西來點綴，也是不錯的啦！

沒有必要再重新發明輪子了，你只要知道怎麼使用它就好了嘛。不管是路上的

汽車，還是遊樂園的雲霄飛車，我們生活中有許多重要的事物，都與圓形息息相

關。暫時讓我們從那些直線啦、尖角啦什麼的解放出來吧，等你學會了什麼是

圓，什麼是弧、什麼是扇形，就會有無盡的可能性等著你喔。

圓形

圓周率

50 片意大利臘香腸

50  =  3.125 
16

10 Megaslices for the same

price as 8 Mario-Slices

25%
mo
re

piz
za

MEGASLICE $10 DEAL

相同的價錢，
Mario 給你 8片， 

MegaSlice 給你足足 10 片

套餐

特別優惠增量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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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四邊形正時髦
或許神奇的數字，並不是只有三而已。

這個世界並不是只有三角形和圓形而已。擁有四個邊的四邊形，同樣隨處可見。如果能

對四邊形的家族多些瞭解，一定可以為你節省許多時間與精力。不管是面積、周長還是

角度，四邊形都有許多好用的性質可供利用。繼續往下讀，你就會知道更多的內幕。

四邊形

Edward 的草坪修剪服務，需要你的協助 236

你的第一片草坪 237

這塊草坪是個平行四邊形 238

我們來切割一下這個平行四邊形 239

生意好得不得了！ 241

如果你不喜歡人家給你的東西，那就把它改一下 245

可是，有人對 Edward 的報價不是很滿意耶... 247

我們來比較一下這兩塊草坪 248

草坪也需要修邊 249

面積相同，周長不同 250

Edward 改變了他的費用計算方式... 252

...客人如潮水般湧來 253

利用對角線，計算出菱形的面積 257

地主把旁邊的地也買下來了 260

在這個形狀中，我們看到了一些熟悉的東西 262

利用底和高的長度，計算出梯形的面積 264

四邊形家族樹 268

你終於登上最高的殿堂 271

你的幾何工具箱 272

Edward 的草坪修剪服務

草坪修剪費用：每平方公尺 $0.05

草坪修邊費用：每公尺 $0.10 

（可按週付費）

矩形

平行四邊形

等腰梯形

梯形

正方形

斜方形

菱形

四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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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全部都成型了
你希望能隨心所欲，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嗎？

生活中雖然充滿了種種妥協，但你大可不必將自己限制在三角形、正方形、圓形的

範圍之內。正多邊形能給你更多的彈性，讓你能處理更多不同的形狀。而且你也

不必擔心，並沒有一大堆新公式需要學習：處理 6 邊型、16 邊型，甚至 60 邊型

時，其實都是一樣的道理。因此，不管是為了解決你自己所建立的專案問題，或是

為了完成明天要交的作業，亦或是為了滿足某個重要客戶的要求，接下來你都將獲

得一整套的工具，可以用來處理這些多邊形的狀況。

正多邊形

.

最受歡迎的熱水澡盆 絕對超出您的期待，

這可不是隨便說說而已。

三角習題 冷靜角落 蜂窩組織 第七天堂 放鬆八 九重天 魔法圓

我們提供最完整的全系列商品⋯

各種尺寸的澡盆，高度一律為 0.5 公尺

這次我們要挑個熱水澡盆 274

每一種熱水澡盆全都是正多邊形 275

正多邊形都有相同的邊和相同的角度 276

屁股的容納空間與周長有關 277

3 立方公尺的水量，算多還是少呢？ 278

熱水澡盆的容量，就是底面積 x 高 280

熱水澡盆的面積，應該是 6m2 282

哪一個熱水澡盆能給出最大的屁股容納空間呢？ 283

從面積公式反推計算出屁股的容納空間 284

19.6 個屁股，算多還是少呢？ 287

正方形澡盆擊敗了圓形澡盆 288

解決了兩個，還有五個澡盆 289

你找到了等邊三角形的面積公式 293

利用表格記錄複雜的比較數據 296

把多邊形切成許多三角形 302

關於多邊形所切出來的三角形，有什麼是我們 
必須要知道的呢？ 303

圓形給了我們許多所需要的特性 306

多邊形面積 = 1/2（周長 x 內切圓半徑） 309

越多的邊 = 越少的屁股容納量 310

搖滾明星，就是難搞？ 311

澡盆真是選的太好了！ 313

可是邊長的尺寸呢？ 315

該是到熱水澡盆中好好放鬆一下的時候了！ 317

你的幾何工具箱 318

路未央... 319

很高興能與你一起暢遊幾何的世界！ 319

沒有 1 邊形和 2 

邊形。

越少邊，越多屁

股容納空間。

越多邊，越

少屁股容納

空間。

從三角形到圓形的 

多邊形連續分佈

邊數

屁 
股 
容 
納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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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i

如何使用本書

序
真不敢相信，他們居然

在平面幾何的書裡放了

這些玩意兒！

在本節裡，我們要回答一個頗為棘手的問題： 

『為什麼把這樣的內容放進這本平面幾何的書裡？』

這本書適合你嗎？

這本書適合任何買

得起的人，送禮自

用兩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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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ii  序

1

如何使用本書

2

3

誰適合閱讀這本書？

誰或許應該遠離這本書？

如果下列問題的答案全都是「肯定」的：

如果你對下列問題之一的答案是「肯定」的：

⋯那這本書就是為你量身打造的。

⋯那這本書就不是你所要的。

[出版企劃部附註：這本書適合
任何有信用卡或現金的人。]

你對代數已經感到很熟悉了嗎？

你希望能學習、理解、記住並能靈活應用幾何觀

念，而不只是會背背公式而已嗎？

你比較喜歡有趣、隨興的對話，而不喜歡枯燥乏味

的教科書嗎？

代數中求解未知數的問題，對你來說還是很困擾

嗎？

對於繪製草圖或各種圖形、或是用雙手找答案，你

會感覺到很害怕嗎？

你是喜歡用計算機算東西，最好是有人能直接告

訴你答案的那種人嗎？你覺得數學書裡面要是討

論到搖滾音樂會，肯定是在瞎搞，是嗎？

如果不熟悉的話，請先
閱讀《深入淺出代數》。

如果你會解
3(x + 4) = 21, 那就沒問題了。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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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vi  序

技術審閱小組

審閱團隊

Amanda Borcky

David Myers

給技術審閱者：

本書有個很神奇的團隊，其中有好幾位在之前也都曾審閱過其他《深入淺出》系列的書籍。他們真的做得

很棒。對於他們願意做出那麼多付出，我們實在感到萬分的感謝！

Amanda Borcky  目前是位於維吉尼亞州布萊克斯堡（Blacksburg）維吉尼亞理工大學的學生。她學的是營
養學，而且還計劃修習護理方面的第二個學位。這是她第二次為《深入淺出》系列書籍進行審閱的工作。

David Myers  在大學與高中傳授數學，已經有  36  年的時間了。大部份基於好玩的原因，他在  80  和  90  年
代參與了好幾本數學與程式設計教科書的合作。2006  年他從波士頓的  Winsor  學校長期任教中退休之後，
他很開心的開始了一段純粹好玩的職業生涯，在教會和監獄的相關活動中，擔任志工的工作。

Ariana Anderson  在  UCLA 一個專門『解讀』大腦掃描的認知神經科學中心，擔任統計員的工作。她的學
士和博士學位，都是在  UCLA 取得的。要是  UCLA 也有高中，說不定她也會在那裡念高中 . . .

H e r b e r t  Tr a c e y  在陶森（To w s o n）大學取得學士學位，而後又在約翰霍普金斯（ Jo h n s  H o p k i n s）大
學取得了碩士的學位。目前他在馬里蘭州的羅耀拉（ L o y o l a）大學數學系擔任講師，並在赫勒福德
（Hereford）高中擔任數學科的科主任。

Jonathan Schofie ld  畢業於英國  Bradford 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整天『與水為伍』。本書中所有的數字都
經過了四次的檢查，最後最重要的一次就是由他所完成的。

Ariana Anderson

Herbert Trac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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