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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章章章章乘法公式與多項式乘法公式與多項式乘法公式與多項式乘法公式與多項式    

1111----1111 乘法公式乘法公式乘法公式乘法公式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在第三冊當中，畢氏定理、乘法公式、平方根、二次多項式為其重點，其中

又以乘法公式貫穿全部，甚至在未來的兩多項式相乘或是因式分解時，也都用的

到，因此在教學時，在乘法公式這章應該多多下點功夫。 

     乘法公式乘法公式乘法公式乘法公式    

    bdbcadacdcbdcadcba +++=+++=++ )()())((  

          
注意： 

(1) 乘法公式可以直接用圖解釋給學生聽，如上圖，一邊邊長為 )( ba + 另一邊邊

長為 )( dc + 的長方形，面積為 ))(( dcba ++ ，同時我們也可以把它拆開來

看，則面積為 bdbcadac +++ ，因為是同一個長方形，所以面積相等。 

(2) 雖然用圖解的方式來講解乘法公式不錯，但是圖解法並不適合講解更複雜的

式子，例如： ))()(( fedcba +++ 或是一些之後的 ))(( baba −+ 。因為對於小

朋友，文字和圖形是分開來的，若全部都配合圖形，反而使的他們增加許多

壓力(因為他們等於一次要記得代數和幾何的式子)，因此較複雜的式子，直

接使用分配律或乘法公式展開即可。 

(3) bdbcadacdcba −−+=+− ))((  

    bdbcadacdcba +−−=−− ))((  

    也為乘法公式，可視為 bdbcadacdcba +++=++ ))(( 之變形，也就是說可          

    以將 )( ba − 視為 ))(( ba −+ ，相同的也可以將 )( dc − 視為 ))(( dc −+ ，這些乘                 

    法公式是本章節最重要的，因此必須多多讓學生練習。 

例題： 

(1) 1173312013502050)320()150( =×+×+×+×=+×+  

(2) 2322)2)(1( 22 ++=+++=++ aaaaaaa  

(3) 232242)2)(12( 22 +−−=++−−=−−− bbbbbbb  

        和和和和、、、、差平方公式差平方公式差平方公式差平方公式    



    222 2)( bababa ++=+  

    222 2)( bababa +−=−  

注意： 

(1)和、差平方公式均可由乘法公式導出 

   22222 2))(()( bababbaababababa ++=+++=++=+   

   22222 2))(()( bababbaababababa +−=+−−=−−=−  

   所以可以不強迫學生硬背，多練習幾次自然就會記起來了。 

例題： 

(1) 12)1( 22 ++=+ aaa  

(2) 44)2( 22 +−=− aaa  

(3) 10404221002100)2100(102 2222 =+××+=+=  

        平方差公式平方差公式平方差公式平方差公式    

    22))(( bababa −=−+  

注意： 

(1)平方差公式也可以由乘法公式導出 

   2222))(( babababababa −=−+−=−+  

   如同和、差平方公式一樣可以不強迫學生硬背，多練習幾次自然就會記起來    

   了。 

(2)此部份也可以圖解一次給學生看，但是怕學生和之前的混淆，所以不建議。 

例如： 

(1) 2222 4)2()2)(2( babababa −=−=−+    

(2) 99755100)5100)(5100(95105 22 =−=−+=×   

(3) 98011981001)199)(199(119999 22 =+×=+−+=+−=  

(4) abbababababababa 422))()))((()(()()( 22 =×=−−+−++=−−+  

1111----2222 多項式多項式多項式多項式與其加減與其加減與其加減與其加減    

        多項式多項式多項式多項式    

    若長方形邊長分別為 2+x 和 12 −x 則長方型面積為 232 2 −+ xx 像這樣的算

式稱為 x 的二次多項式，例如 12 −x 、 53 2 +− xx 都是二次多項式。多項式是指算

數只包含常數與 x 、 2x 、 3x 等 x 的正次方，而二次則表示 x 最高次方為 2。因此

像 x23 − 是一次多項式， 123 3 −+ xx 則為三次多項式。    

注意： 

(1) 課本用複利引進多項式並不是很好的方法，複利通常用來引進指數函數，而  

    引進多項式用面積可能會比用複利來的相對簡單和明顯。 

(2) 和以往相同的，一開始多用用一些沒缺項的多項式給學生練習，而比較特殊 

    的例子可以晚點再說甚至於不討論，像是 0是多項式這類的，另外多項式做  

    四則運算之後是否仍為多項式也暫時不需和學生討論。 

        併項併項併項併項和多項式加減和多項式加減和多項式加減和多項式加減    

    如同一元一次式一樣，只有同類項才能併項而且並完項之後，需要按照降冪



排列將多項式整理寫出來，例如 322 ++ xx 、 12 −x (這部份其實身教重於言教，

多寫幾次給學生看，久了他們自然就會了。)。而升冪排列則較少使用，如 x23 − 、
2253 xx +− ，除了無窮的多項式之外，很少使用。至於多項式的加減運算和以前

整數的運算方法都一樣，不過只有同類項才能做加減。 

例如： 

(1) )22()77()15(7)27()2757( 23223 +++−+−+=−−−+−+ xxxxxxxx  

                                 447 23 +−= xx  

(2) 3)3()( 2323 −=+−+ xxxx  

注意： 

(1) 此時的 x 就單純代表一個符號，不具任何意義，請勿將 x 用某常數帶入。 

(2) 分離係數法就是把 x省略不寫，進行加減法，由於只有同類項才能合併，因  

    此不需進位(也不能)，此外缺項需補 0 否則容易出錯，另外減法若不夠減， 

    無須借位，寫負號即可。 

(3) 多項式的相等，就是同類項都相等要先和學生解釋，因為學生還不清楚多項  

    式相等的定義。 

1111----3333 多項式的乘除多項式的乘除多項式的乘除多項式的乘除    

        多項式的乘法多項式的乘法多項式的乘法多項式的乘法    

                我們在 1-1 節學過如何使用乘法公式計算如 )2)(1( ++ aa 這類的多項式乘

法，但是在本章節中，由於大部分的乘法都無法使用乘法公式計算(因為並非兩

項成兩項)，因此必須回歸基本的分配律去做成法。 

例題： 

(1) 72615752115)75)(13( 22 +−=+−−=−− xxxxxxx  

(2) )1(1)1()1)(1( 222 ++−++=++− xxxxxxxx  

                  1223 −−−++= xxxxx  

                  13
−= x  

注意：此部分若使用分離係數法時，要注意同類項要對齊而且缺項要記得補 0，

否則容易出錯，另外和多項式加法相同，不需(也不能)進位，在這部份要讓學生

不要和整數混淆，因此這部份多練習是很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