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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項式的除法 

除的意思是乘除互逆，多項式的除法跟整數的除法相同，都是透過乘法的

相反求得除法的商，從例題中可見： 
 

例題 6 
(1)  xx 36 2 ÷

說明：其實是問 3 x乘以什麼會變成 6 ，因為 6 很容易拆解成 32x 2x x乘上

2 x，所以才知道其解為 2 x  
(2)  xxx ÷− )32(

說明：此題在解題說明中是直接用分數的形式，告訴學生在多項式跟整數

是一樣的想法，所以分子分母有一個 x就可以約掉，其實這個作法並沒有討

論分母是否為零，因為多項式時 x是一個特別的東西，是一個用 x這個符號

所寫成的特別的數學物件，所以 x並不被視為未知數，因而在將 x寫為分母

時並不需擔心萬一 x 是零的情況，因為 x 跟 x 約掉的情況是一種代數的規

則。所以在計算多項式時，就把多項式當一個主體來看待，x既不是變數也

不是未知數。 
(3) )82()1)(4( +÷−−+ xxx  

說明：這就像是整數與整數，先學會整除的 case，除數與被除數之間有一

個共同因數的關係， 
 

例題 7 
從此題以填空的方式，可知作者希望可以提示乘除互逆的想法， 
 

 補充：教師手冊的重點提示 
在多項式的除法當中，未知數的次數或係數不宜出現太大的數，被除式的

次數應該要大於或等於除式的次數，在此階段仍不宜出現有兩個以上的多

項式除法，比如說 )1( +÷+× xyyx = 是兩個y 變元1。雖然有兩個變元還是

能夠作運算，但對於學生而言，多項式的除法是一個全新的經驗，有關商

式的運算宜先利用乘法填充題的方式再循序漸進。也就是說先用乘除互逆

的想法 cba =× 的答案，也就是 abc =÷ 這種方式跟小學時第一次教除法

時，也是先利用乘除互逆的觀念一樣，現在只是用同樣的經驗再來一次，

所以在例題 7 與隨堂練習都是運用填充的方式。 
 

                                                 
1 變元：雖然在此還是稱之為未知數，但是變元的意思會比未知數更貼近多項式中x、y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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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式除法：在p36 頁開始使用直式除法運算，此法與整數除法非常相近，需注意

要按照 x的次數除冪的方式排列，湊平方項再依序消掉其他 x次方 
 

 推廣：餘式的次數不會超過除式，從操作當中可暸解如果除式是一次式的

話，總是能把被除式的一次式消掉，剩下常數項，所以餘式的次數不會超

過除式。 
 注意！邏輯上的問題。整除看似餘零，零看似一個數，但是將來會有不整除，

甚至於會餘一個一次式，因為 1-3 的除式都是一次式，所以餘都是零或是常

數，學生可能不會警覺到一致性的問題，多項式的除法，商是多項式，餘

也應該是多項式，但是之前沒跟學生交待零或是常數是多項式，如果學生

看到餘式是多項式時也許會有疑問，為什麼有時餘式是多項式，有時又不

是，所以要瞭解常數也是多項式，只是前面的 的係數都為零。在p38
頁中有談到剩下的 4，其次數比除式

xxx 、、 23

1−x 的次數小，沒有辦法用 再除

下去，因此依照小學的習慣，稱 4 為餘式。在此也稱 4 為多項式，這似乎

是這本書第一次出現把常數也看成是多項式的，所以老師在教學時應該注

意到此點，提醒學生常數項也可以稱之為多項式，特別是零，稱之為

1−x

零多

項式 
 P36、37 為什麼不能用乘除互逆的方式作呢，因為學生在此時尚無法立即看

出來，之後教到因式分解與十字交乘法時還會回到除法的概念作連結。如

例 8 的第一小題， 乘上什麼會等於 ，現在請學生直接作除法，

等到十字交乘法時，學生可以用更快的方法學習。 
3+x 62 =+ xx

 教書建議：在教書時應該也要再提一下整數的部分，整數的被除式=除式×商

式+餘式類比到多項式。 
 
動動腦：餘式是否相同？ 

餘式會相同，當除式從 12 −x 變成 )12(4 −x ，其中商再除以 4 倍就好了，餘

式並不會改變 
 
例題十 
若 372 2 +− xx 除以 得到商式為bax + 12 −x ，且餘式為 0，求 。 ba、

說明：此題是作加減互逆，透過驗算的方式來作，而非真的要處理。所以

此題是要學生知道 會等於372 2 +− xx )12)(( −+ xbax 然後再比較係數，所以

多項式可以比較是否有相等，但是多項式是不能比大小的，而這也是學生

第一次碰到不能比大小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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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動腦：某式除以 得到的商是)( bax + 1+x 餘式是 5，所以此式是

當除以 時，商是 餘式一樣是 5。 
5)1)(( +++ xbax

1+x )( bax +
評：此題還不錯，有代數的感覺 
 

例題 11 
若 能整除 ，求b 。 1−x 82 ++ bxx

因為有未知數，所以不能用乘除互逆的方式，故直接用直式除法作。此題

並不會太難，只是老師必須知道為什麼要用直式除法作。 
 

摘要 
1. 運用分配律可以計算多項式的乘法 
2. 多項式除法可用直式計算 
3. 二次多項式除以一次多項式時，商式為一次多項式，餘式為常數 
 

 教師手冊的補充：在 1-3 時為什麼沒有講到分離係數法，教師手冊中談到學

生的運算熟練之後亦可使用類似於多項式乘法中所介紹的分離係數法，所以

教師可以再補充給學生 
 

補充的題目： 
(1) 的數值?      (92 年基測) )20041999(20022001 ×−×

解法：可以令 ，所以2000=x )4)(1()2)(1( +−−++ xxxx =6 
雖然學到此處的學生還不會用這個方法作，因為目前都讓學生將 x看作是多

項式一個變元，不用管 x本身是什麼東西，但因為基測的題目考的是整個都

會的學生而不只是二年級，所以此題並沒有範圍的限制。 
 

(2)已知  2211 22 −=+

3322 22 −=+  
… 

1001009999 222 −=+  
解法：若 …(＊) 22 1125224811231123 a=+++
所以按照上述的 pattern，  1124112411231123 22 −=+
所以(＊)式會等於  22 112511241124 a=++

=>  22 112511251125 a=+−
所以  11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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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畢氏定理與平方根 
此章重要的核心是畢式定理，此部份有很多國中老師反對部編版這麼教，

因為他們習慣先把根號的計算讓學生們都懂了，比如根號化簡的處理，如

( 2)32( + 基本操作讓學生都會了，才講畢式定理，因為畢式定理中會用到開根

號的部份，讓學生比較熟練。但部編版認為根號在數學史上是因為畢氏定理才出

現的，所以遵循這樣的思路要把根號這個符號請出場，要有情境以及動機，而這

個情境就是畢氏定理。而中學老師還是不滿意，認為說不一定要畢氏定理才會發

生根號，只要問學生說我要找一個面積是 2 的正方型，邊長是多少?所以 ，

所以根號就會出來了，好像也非必要要畢氏定理不可，因為正方型也是學生相當

熟悉的東西。 

22 =x

因為有這些不同的說法，所以各個版本在此部份的編排可能都不太一樣。 
 

2-1 畢氏定理 

46 頁中沒有談到太多的動機也沒有推論就直接點到：令人意外的結論，而

推出下述的結論： 
直角三角形兩股長的平方和等於斜邊長的平方 

在習慣上，習慣用大寫的英文字母當作點的符號，用小寫的英文字母當作

邊長，所以此結論又可記作： 

222
ABBCAB =+  

而 表示三角形的三邊，所以也可以記作： cba 、、
222 cba =+  

在圖 2-4 中，看到邊長是 ba + ，在各邊上打一個分隔點，

再把 a跟 當作兩個股畫斜邊，也就是 c，所以會看到一個內嵌

在大的正方型內還有一個小的正方形。那畢氏定理就是要說

，也就是圖 2-3 與圖 2-4 的紫色面積會是一樣。 

b

22b2 ca =+

圖 2-3 可以透過出入相補的概念，將圖 2-3 沿著對角線剪開得到四

個兩股分別為 直角三角形，因為兩股一個是 ， 的跟ba ab，一個是

所以很明顯的可以拿到圖 2-4 的四個直角三角形中。 

因為總面積都是 ，那 2-3 中已有 再加上圖 2-4 2)( ba + 22 ba +

這四塊直角三角形，所以可以發現圖 2-3 的紫紅色部分與圖 2-4 是 
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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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動腦 
利用「三角形內角和等於 180 度」和「平角是 180 度」說 
明圖 2-4 中紫色四邊形的每一個直角都是直角。 

解釋：因為 A 與 B 的直角三角形是全等，此時雖然尚 
未學全等，但可以跟學生說是一樣的，因為兩股相同， ★ 

且都有直角，所以★這兩個角相等，而在直角三角形中 
B 右圖的 B 直角三角形★+●=90 度，所以角(1)即為 A (1) 

★ ● 180-(★+●)=90 度。 
 

 關於畢氏定理的數學史補充： 
對於數學史的意見認為這是人類文明的濫觴，並不是沒有畢氏定理就不會作

數學，只要有數，就會有數學的發生，但是抽離了數，在直角三角形中發現了這

個只要有直角就一定對的現象。 
這是巴比倫、畢達哥拉斯發明了的東西，畢達哥拉斯年輕的時候據說很喜歡

到處去旅行，學習，所以他從相對的文明的希臘地方學到了這件事情，雖然畢氏

定理是以他命名，但是更早的時候，巴比倫時就知道了這件事情。為什麼現在知

道巴比倫時就知道了畢氏定理，因為在更晚的近代，十八、十九世紀西方人去考

古的時候敲出了一些石頭，是穌美人用泥漿乾掉去刻字的泥板，考據的結果認為

是教材。那時沒有什麼正規教育，這些教材是教那些比較聰明可能會學會的人，

或是作書籍，古時的官是有專門作計算的一種，因為要算歲，算遺產，重新分配

田產，幫皇帝算什麼時候月蝕、日蝕…等等。 
在出土的泥板中發現有一塊板子記載著好幾個三對的數，像是 三

對一排一排的數，應該有七八組，解答出這些數之後很快的發現它就是畢達哥拉

斯發現的數，像是 3 4 5、6 8 10、5 12 13 這些，而最大一組數甚至是高達 5 位數

字，所以是很了不起的成就，但這是在很近的近代，才知道的，整個數學史早就

認定了這叫畢氏定理，很可能他是出國遊學的時候從國外學回來的，整個數學史

的觀點認為這才是數學的開始， 

abcabc、

中國一直被講說太重實用，只管求解，就算是這麼務實的中國人在古代很早

期的南北朝時的算經，也有畢氏定理，雖然年代比畢達哥拉斯晚了一點，因此可

見即便是很務實的中國人也發現的畢氏定理真的有其實用之處，從三角形三邊形

的使用再推論到其它的使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