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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數線 

 

    本節之前我們提過很多次，希望能早一點談數線。或許是這本書的編者害怕

數線太早出現，對國中一年級的學生來說會覺得過於抽象。但根據現在的九年一

貫數學綱要，小學三年級就開始講尺，還是真正一比一的；小學四年級之後，就

已經可以放一個不真實的尺，小學五年級就開始介紹數線。在這情況下，至少自

然數的數線就已經出來了。所以國中一年級不能一開始就談數線的這個想法應該

是不太對。 

 

◎ 教學重點 

 認識數線、距離、和絕對值。 

 直接用一個數來標示某一點的位置，這個數就稱為這點的座標。 

 標示座標的直線，數學上稱為數線。 

 

  數線的畫法 

數線不一定要是水平直線“－”。在一張紙上，數線可以是鉛垂的直線“｜”、
也可以是歪斜的直線“／”。所以當我們說水平直線時，指的是相對這張紙而言。

每個人都曉得這本書可以放的歪歪的。當你把書放的歪歪的，這當然也就是水平

直線。所以當我們要說一條線是水平直線的時候，其實沒有絕對的意義。但是可

以對學生說的更明確一點。雖然沒有規定數線一定要朝哪個方向，但數線一定要

是一條直線。還有一個重要的屬性是要有一個箭頭。這個箭頭表示數線上數字的

漸增。就是1、2、3、4、5、6、7、8、9這些自然數是朝哪個方向去擺。換句話

說，就是1要擺在0的右邊還是左邊。 

 

  在數線上，有兩個重要的點是一定要標定的，而且是自由標定。這兩個點標

定之後，沒有任何其他的點可以自由標定下來。第一個點我們都曉得是 0，就是

原點。在一條空白的直線上，可在任意的地方標上 0。標 1時雖然也是任意的地

方，但稍微有點限制就是箭頭的位置。如果箭頭在 0的右邊，1就一定要在 0的

右邊；如果箭頭在 0的左邊，1就一定要在 0的左邊。對初學的學生沒必要把箭

頭到處亂畫。我們就直接跟學生說，這是一個國際慣例，大家跟隨慣例就好了。

國際慣例我們在紙上畫一條水平線段，箭頭放在右邊。所以 1一定要放在 0的右

邊。至於要放多遠都可以。0跟 1定下來以後，其他的就不能隨便了。0跟 1之

間就是所謂的單位長。只要按照同樣的單位長，用這個單位長向右邊是 2、3、4

這樣排出來，向左邊是-1、-2、-3、-4 這樣排出來。所以一旦單位長確定之後，

這個數線就沒有自由了。能夠讓我們自由調整的只有 0跟 1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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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基準點 

  接下來，取一個點作為基準點，這個基準點就稱為原點。「取一個點」這句

話太高等數學了一點。高等數學才會說「取一個點」。當大家在這條直線上都看

不到點時，你怎麼曉得什麼叫「取一個點」。設身處地為初學的人想一想，「取一

個點」這個詞彙能否在 12 歲的小孩心裡造成一個明白的概念？或明白的指示說

你究竟要我做什麼。 

 

  做老師的專業在於隨時替別人著想。我們隨時知道那個對象他不知道什麼，

他的知識到什麼地步，他的生活經驗只到這裡為止。你跟他說一些天馬行空的事

情他是聽不懂的，他不懂你說的意思。所以這種細節，寫書的人要注意。除非像

課本第 115 頁的圖 2-9，已經畫好一條數線、已經打了很多點，這時候取一個點

就可以很明白，因為這裡有很多個點。我相信初一的學生心目中了解這個叫做

點。底下 0、1、2、3這個都沒有寫，在這個情況下，你說隨便取一個點是可以

的。要不然應該是說隨便「定」一個點，隨便「畫」一個點，隨便「標」一個點。

而不是「取」一個點，因為他並沒有看到這裡有點。「在數線上有無窮多個點」

這件事情對初一的學生來說不見得會知道。 

 

  單位長 

    在原點右邊取一個點是因為國際慣例，把箭頭畫在右邊。前面好像沒有交代

說因為箭頭在右邊所以在原點右邊取一個點。大家都知道將來還會畫Y軸，這個Y

軸是朝上的。那個時候 1就要往上走，因為箭頭在上面。學到微積分以後，有的

題目箭頭會畫左邊，有的箭頭會畫下面。那個時候你的 1、2、3、4也不是朝右

也不是朝上，就是跟著那個箭頭走。箭頭就是告訴你數字漸增的方向在哪裡。這

邊直接說右邊取一個點，定它的座標為A。固定O到A的距離為單位長。這裡不需

要說O跟A，反正他的座標已經是 0跟 1了，所以你就說0到 1 之間的距離叫作單

位長就好。 

 單位長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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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向＆負向 

  我們用正數標示原點右邊的點。原點右邊的方向稱為正向。用溫度計的想法

來說就是 0的上面；反過來說，負的方向，在第二章剛開始講負數的時候本來就

用了相反數，就是正跟負說相反，就是互為相反數。現在到了數線上，什麼叫相

反，我們應該要給學生一個比較明白的定義。在這邊以單位長向原點的左方取

點，每隔一個單位長取一個點，依序標上-1、-2、-3。這些就稱為負數，左邊就

稱為負向。 

 

  相反數 

  這裡還沒有提到相反數，後面一定會提到。相反數本來在單元 2-1 時只是說

有沒有一個負號，或者是說-2 的相反數會是 2；2的相反數會是-2。在數線上面，

相反數可以跟幾何作個聯結。跟幾何的聯結就是要對稱。在小學時憑著直覺就知

道什麼叫對稱。小學學的是畫一個簡單的圖形，旁邊劃一條直線，請你對稱這條

直線，在另外一側把這個圖形畫過去。當時憑直覺應該就知道怎麼畫。腦筋比較

清楚的小孩會知道要拿一把尺量這個點到這一條直線的距離有多長，然後相對那

邊就要有多長。這才是一個嚴格畫出對稱的方法。現在在數線上我們就不能訴諸

直覺了。我們就要說-1 跟 1 對稱是什麼意思、-3 跟 3 對稱是什麼意思、3跟-3

互為相反數就是對稱於原點。這個對稱就是說在這條數線上在原點的兩側距離相

同。 

 

  但在代數上面，這就是絕對值。所以我們說-2 跟 2 的絕對值一樣，就是在

代數或符號上閳述了相反數在數線上的意義。相反數就是在原點的兩側，到原點

的距離一樣的兩個數。但絕對值就是到原點的距離，假定一個數取絕對值，就是

這個數到原點的距離。把這個想法推廣到兩個數相加或相減的絕對值，那就是數

線上兩個數之間的絕對值。這個距離不是用公分，也不是用公尺作單位，而是以

單位長做單位。當初我們定了 0、定了 1以後，這條數線上的單位長就定下來了。

當我們說距離有多長的時候，全部都是相對於這個單位長的倍數來說的。 

 

  注意： 

除非刻意說平面幾何，要不然當我們說幾何的時候，其實就是廣義的用圖

示，用視覺化，來了解這個意思。並不是歐幾里得的這個平面上很嚴格的

那個幾何。假如我們要很嚴格的用平面幾何在數線上或在紙上面做一些  

操作的話，是很麻煩的事情。因為那個嚴格的平面幾何不准用直角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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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直線 

 你要畫兩條互相垂直的直線時，你要先畫一條直線，隨便標定兩個點，然  

 後再用圓規畫兩個弧，那兩個弧的交點連起來再畫一條直線，你才能劃出 

 一條垂直線。如果能夠用直角板的話，那就很簡單。直角板按上去，一條 

  垂直的線就畫出來了。 

 

 

 三等分 

   隨便一個線段要三等分，要隨便再畫一條斜直線，在自己畫的那條斜直 

     線上面隨便定一個單位長，然後用圓規拉定一個長度你可以畫三個弧。就 

   得到這條斜直線上的三等分。    

                          

C 

B 
A 

O 

   然後點 C就要拉一條輔助線到 P點，平行於CP 畫兩條線。如果不准妳用直   

   角板，畫平行線就麻煩了。垂直於同一條線叫做平行。所以你得要在CP上    

     畫一條垂直的綠色輔助線，然後畫出通過 A點並且與綠色輔助線垂直的   

     線 AM ，通過 B點並且與綠色輔助線垂直的線BN 。這樣才能夠保證 

     AM ,BN ,CP是平行的。所以就把OP 三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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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 
A 

O 
P N M 

 

    所以嚴格的尺規作圖在教室裡面是很不實用的。有蠻多老師會堅持這樣  

  做，弄得全班都搞不懂，最後忘記你要做什麼。因為中間步驟太多了。其實 

  在這裡只需要平行線。除非很嚴格在教平面幾何的時候，不要這麼嚴格的訓  

  練學生做這種事。乾脆放寬一點。放寬的方向有兩個： 

第一、不堅持使用沒有刻度的尺，每個人拿出尺來都已經有公分的刻度，  

   我們就用公分畫就好。這樣大家都方便。這就是有刻度的好處。 

第二、不堅持不准量角度，所以就有一個量角器，或者沒有量角器的話，

至少有一個直角板，有直角板就方便的多。 

  剛剛要畫平行線的時候，如果已經有直角板，方法就簡單得多。只要拿直角 

    板貼著CP先畫一條綠色的線，然後把直角板貼著這條綠色的線，直角板 

    的另外一邊通過Ｂ點的時候沿著直角板畫下來，就有了BN ；再貼著綠色的   

    線，當直角板的另外一邊通過 A 點的時候沿著直角板畫下來，就有了 AM 。 

 

    在課堂使用的教具上，我想圓規、直尺、直角板這三個就夠了，其中這 

  個直尺是有刻度的尺。很多很多的書局都提供這樣的東西。所以圓規、直尺、 

  直角板這三樣能夠帶到課堂上會方便很多。 

 

 例題一： 

  要畫出一些點來，題目在-3 跟-2 之間做了等分，只要標定那個點能夠說出  

  它的分數出來就好了。對於還沒有很數學化的學生來說，這題不容易。因為他 

  要知道-2 到-3 之間是要從-2 開始數，假如從-3 數過來就搞糊塗了。這樣的人 

  是大有人在，他太習慣從左邊數過來了。所以這種情況應該要留意一下你的學 

  生有沒有這個問題。 

 

 例題二： 

   畫了基本的數線，要標定 2、-4、3.5、-2.5 這四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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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例題三、例題四： 

從-5 這個點向右邊移三個單位長，得到 B。問 B的座標。這就是-5+3 的意 

思。也就是加一個自然數，就是向右邊移動幾個單位長；減一個自然數或

是加上一個負數，就是向左邊移動幾個單位長的意思。像是例題四，從 3

開始向左邊移六個單位長。 

 

  整數的減法 

  事實上，學生已經了解加跟減的意義。因為我們在學自然數的時候，加就是

向右邊數，以小學生的術語叫做向上數。減就是向下數。只是小學的時候不准向

下數的數超過原來的數那麼多，像“ 63− ＂是不允許的。現在數線已經全都排

好，順序都訂好了，原點向右邊是 1、2、3，向左邊是-1、-2、-3。這時“ ＂

就可以做了。從 3開始，照原來習慣的概念，向左邊數六個數，或走六個單位長，

那個數就會是-3。這個想法自動的擴張自然數的減法到整數的減法。那不管怎麼

樣的兩個整數都能相減。 

63−

 

  加減互逆 

    因為向右邊數到那裡，再向左邊數回來，是一個直覺上、操作上會立刻會發

現這是互相相反的兩個操作。所以「加減互逆」就不用再去記。像 2-2 節提的加

減互逆，它的加法交換律都是用比較形式的表現出來，這裡沒必要有這個形式。

因為向右邊推過去再從右邊算回來，這當然對。 

 

  加法交換律 

    以「０＋３＋５」這個式子來說，就是從原點先向右邊跳三格再跳五格，還

是先向右邊跳五格再跳三格。這些都是很直覺的，不會有問題。 

 

  乘法分配律 

    在 2-3 節講到乘法分配律時，有個特殊的分配律是把「-1」提出來。比如說

「 」。這是推廣了自然數乘法的意義。自然數比如說「 」的意思

是說三個４連加，「 」。雖然乘法有交換律，但是「

21-  2 ×=− 34×
444 ++ 34× 」是三個 4加在

一起，「 」是四個 3加在一起。所以任何數乘上一個自然數 N就是那個數要

連加 N遍。把自然數乘法的意義推廣到整數來。那麼「

43×
21×− 」就是-1 要連加兩

次。-1 連加兩次你用-1 開始向左邊數一個。所以「 221 −=×− 」，用數就數出來

了。所以「 NN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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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有了數線，在數線上標定好整數後，然後我們就可以用數的方式，許多

有關負數的加法、減法、跟乘法的基本性質都能在數線上數出來。這是個很好的

作法。極為具體，完全沒有代數。數出這些結果之後，我們就有一些代數上面的

工具，比如說加法交換律、加減互逆、「 NN ×−=− 1 」、負負得正。 

 

    這些基本工具有了以後，在 2-2 節、2-3 節裡許多去括號的技巧，可以在這

裡整合起來解釋。書上沒按照這個方式寫。但如果覺得這樣教書比較有把握，可

以先把數線弄出來，再到後面去把那些代數的東西弄出來。或者，如果有時間的

話，你照著課本講來這裡之後，把前面學的東西再全部統整一遍。這次重來會很

快。很多的觀念，特別是很多去括號的技巧，會整併成同一個技巧，就是「分配

律」。有了「分配律」跟「負負得正」，幾乎所有去括號的技巧都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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