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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章所要談的是等差數列及等差級數，在國中所談的範圍不包括無窮項的，

而且以前國中部分還有談到有限項的等比數列與級數，但在新的九年一貫綱要已

刪除了。有限項的等差數列與級數在高一還會再稍微複習，至於有限的等比數列

與級數也是在高中一年級會出現(在講指數函數的時候)，因為等比級數就是指數

函數!至於無窮的級數會在高三上學期選修課程才提到。由於這個緣故，所以原

本在高一就要跟學生嚴格說明:「有理數一定可以寫成有限小數或無窮循環小

數；反過來，無窮循環小數一定是有理數」的這件事，原本必須用等比級數來嚴

格說明，現改用另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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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10 的無窮等比級數，可算出值為 3×1/9=1/3 
但在未來對高一生就必須不能說這件事，反而要用個技巧: 

0.3 ×10 =3.3= 3+0.3 

==> 0.3 ×9 =3        ==>0.3=1/3 

※此時不提 0.3可寫為等比級數的形式，收斂這件事也不去提。以前高中數學太

著重「數學的正確性」，完全不著重「教育的合理性」，因為以前高中數學都是極

為大師級的數學家來編寫，未考慮到高一學生所關心的以及他們所理解的程度，

像高一生並不會考慮到收不收斂的事情。其實就算是大數學家也可能會沒考慮

到，像柯西曾經證明閉區間的連續函數必為可積分的，過了二三十年被指證他證

明的是錯的，因為在證明過程中有函數數列，用到我們高等微積分所提到均勻收

斂的問題，但他並沒有證明這件事。不過這種小瑕疵，像柯西這麼偉大的數學家

也會犯的，直到二三十年後大家才理解到逐點收斂跟均勻收斂是不ㄧ樣的觀念!

因此對高中生還用不著談論收不收斂的問題。 

   此外，Euler 也曾犯類似的錯: 

1-1+1-1+1-1+…=∑ =1-(1-1+1-1+1-1+…) −
∞

=0
)1(

r

r

他令 x=1-1+1-1+1-1+…得 x=1-x，所以 x=1/2。 

現在我們都知道這級數根本不收斂，所以無法做這些加減乘除，但 Euler 用這手

法做了很多漂亮的問題都對(因為恰好都收斂)，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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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對還沒有專業到這階段的學生，沒有必要這麼去講究。現在高中數

學在編撰時，精神上是改變了許多，希望高中數學的課本不再是訓練純數學家的

課本! 

1-1 等差數列 

   一開始講了一個高斯的小故事，再來提到一些簡單的數列。首先是奇數數列

及偶數數列，接著，正式的介紹首項及末項這兩個名詞。隨堂練習便舉一個簡單

的數列，問有幾項?首項、末項各是什麼數?一些簡單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好的開

始，首先把名詞搞清楚了。 

 

有規律的數列 

   曾有老師上課隨意舉例:班上冬天出生的舉手，再將他們的座號一一寫在黑板

上，問學生:這一串數字是否為數列?結果，全班都認為不是!因此，這是很值得

提出來讓學生破解這迷思概念。其實數列並不一定要是有規律的數列，但學生通

常都有迷失概念，以為凡是有規律的才叫數列。在課本中，有出現「有規律的數

列」的小標題，這是很好的!讓學生知道我們在這部分僅討論有規律的數列，而

不是數列都是有規律的。 

   我們讀過大學的數學都知道數列代表的就是 f(n)，n 可能是簡單的正整數，

也許是大於某個 n的正整數…等其他可能。不過在第四冊，學生尚未有函數的概

念，而是先講出數列，然後再類比函數。對學生而言，數列是比較容易接受的東

西，從 f(n)，n 從 1、2、3…，推廣至 n 還有 1.5、1.7…。在座標平面畫圖時，

也可以先把數列的圖點出來，然後對一般的 f(x)那些密密麻麻的點再點出來，

聯集在一起就會變成一條曲線。 

    接下來的隨堂練習，感覺比較像智力測驗，看出規則，然後填出恰當的數。

當然，並不是有規律的才是個數列，只是在這裡，我們考慮特殊規則的數列，像

最簡單的奇數數列、偶數數列。偶數有個一般項的形式:  =2n，接著，下一個

例題告訴我們一般項的公式，要我們列出前五項，這個練習跟「f(x)，x 代値進

去」的想法是一樣的。 

na

    接著有兩個有趣的問題: 

EX1.單細胞生物每隔一天會從一隻變兩隻，從第一天開始，此生物每天個數所形

成的數列。這顯然是個等比數列，但綱要在此階段不提等比數列，因此，當老師

的就告訴學生有這樣的規則就好，不須提到「等比數列」這名詞。 

EX2.由長度為 1的線段開始，依下面程序，可做出一系列的線段。 

 

                

 

 

 



直角的那些點會形成螺線， a =2 2 ，a =3 3 ， a =4 4 ， 

做了幾個就會發現規則: a =n n 。 

    這部分在探討有規律的數列，可能等差、可能等比、可能是調和數列。接著

才深入探討「等差數列」。 

 

等差數列 

   定義等差數列及所謂的公差，然後給些例子。 

例 2:下列數列是否為等差數列?如果是，請寫出公差。 

     (1)13、10、7、4、1、-2 

     (2)6、6、6、6、6、6、6 

註:這是個很好的例題，上到這裡大概已經熟悉等差了，然後才給公差是負的；  

   接著，給 boundary case:公差為 0。因為公差是負的其實比公差為 0的數列 

   更容易接受。 

 

隨堂練習:0、1、0、1、0、1 

註:這是個好的問題，很有規律的數列，但不是等差數列。 

 

例 3:給首項，給公差，讓學生寫出數列的前五項。 

註:這是個好的開始、緩慢的開始，讓學生循序漸進的學習。 

 

    接著，開始要導出一般項公式: = +(n-1)．d na 1a

這一整章最基本的概念就是首項及公差，給定條件後，必能找出首項及公差，接

著其他有關等差數列及級數的問題也都能解決了。有了公式，接下來的隨堂練

習，不論第幾項都可以算了。 

 

例 4:已知等差數列的首項為 2，公差為 4，94 是不是等差數列的一項? 

註:這是個好的問題，根據你對首項及公差的了解，如果是其中一項的話，他跟

首項相減，然後除以公差必能整除，這是個重要觀念! 

 

結論: 間隔數=
公差

首項末項 -
 

公式其實是令人又愛又恨，愛的是: 可以很快解決問題。在數學本質裡，公式呈

現出數學 power，抽象化的結晶；恨的是:學生容易硬背公式，忘了背後的意涵。

老師當然都希望學生能去了解，了解之後就不用去背，公式自然能記起來，而不

會忘記。 



註：(1)其實可以先多做幾個後面的隨堂練習及例題，再將公式寫出來，效果或 

       許會更好！ 

    (2)公式可以用文字，甚至口訣，對學生是很有幫助的! 

 

隨堂練習:再 4和 12 之間插入一個數，構成一個等差數列，依序寫出這三個數 

(說明):將 12 減去 4，然後除以間隔數 2，得公差為 4。即:4、8、12。8 為 4 與 

       12 的「等差中項」。這裡可以再多說些，其實 8就是我們以前所學的「平 

       均數」，讓學生與舊經驗作連結。 

 

摘要:若一等差數列的公差為d，則 

  na  =  +(n-1)．d 

  末項=首相+間隔數×公差 此時課本將公式再用中文形式寫出來，效果更好了! 

1a

 

自我評量 

差數列的每ㄧ項乘以 3，得到的新數列還是一個等差數列。 

差數列。 

相等。 

 

數列，此數列還是一個等差數列。 

 ，抽出 」，來幫助學 

        生理解，其實就是間隔變為原本的 2倍，即新公差為舊公差的 2倍。 

6.a、b、c、d、e 是等差數列，則 e、d、c、b、a也是等差數列。 

是非題: 

1.把一個等

(說明):「○」運用分配律可知，公差為原本公差的 3倍。 

2.把一個等差數列的每ㄧ項加上 5，得到的新數列還是一個等

(說明):「○」運用平移的概念。 

3.一個等差數列的首項和末項不可能

4.等差數列的末項一定比首項大。 

(說明):「X」boundary case :d=0。

5.一等差數列若取其偶數項作為一個新

(說明):「○」此題文字太難! 

2a 3a  4a  5a  6a 2a  4a  6a        也許可以用「數列 1a  

(說明):「○」 'd =-d 

 

 

 

 

 

 



1-2 等差級數 

首先，先由下面簡單的例子，說明高斯神奇的想法。 

假設要計算 1+2+3+4+5+6+7+8+9+10 

我們可以利用下圖方格數表示上式的和。 

 

 
如果將這個圖形複製一份，如下圖翻轉過來，就會發現 2個圖形可以緊密接合起

來，變成我們熟悉的長方形。 

 

※ 此時可以連結梯形公式會更好! 

 

S 表示 1+ 2+ 3+ 4+ 5+ 6+ 7+ 8+ 9+ 10 

  S = 1 + 2+ 3+ 4+ 5+ 6+ 7+ 8+ 9+10 

另解:

+)S = 10+ 9+ 8+ 7+ 6+ 5+ 4+ 3+ 2+ 1 

 2S = 11+11+11+11+11+11+11+11+11+11 

         

                  10 項   

 2S=11×10  S=55 

 

 



回到高斯的小時候，他當時要計算的是 S=1+2+3+…+100 

此按照上面方法，可以寫成 

 2+  1

因

  S =   1+  2+  3+ … + 98+ 99+100  

+)S = 100+ 99+ 98+ … +  3+  

有另ㄧ版本: 

1   2   3 …50 51 …98    99  100 

   101  和為 5050 

 2S = 101+101+101+ … +101+101+101 

         

                  100 項   

2S=101×100 S=5050 

 

※ 不過此高斯故事似乎還

 

             101       會有 50 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