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第 56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作品評語 

組別：國中數學 

 

作品編號：B5001 

評語： 

優點: 

1.用比例放大以及軟體,來測量面積,可讓學生實際瞭解土地測量的概念. 

期許: 

1. 並沒有較奇特的方法是屬於自己的研究,內容篇幅過少. 

2. 數學方法必須考慮嚴謹性 

3. 方法相對簡單，創意稍弱。 

-----------------------------------------------------------------------------------------------------------------  

作品編號：B5002 

評語： 

優點: 

1. 讓學生可提早訓練排列組合的概念進而解決一些問題. 

2. 應用到實作和數學歸納。結論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期許: 

1.可嘗試做到一般式 n 條連線,否則內容深度不夠. 

2.可再做成了 n 個數字後,再經過 e 個數字有多少機率可達 5 條.連線，甚至到一

般式 

-----------------------------------------------------------------------------------------------------------------  

作品編號：B5003 

評語： 

優點: 

1.引進電腦來解決問題找出答案. 

2.用文字數的概念來證明不可能成立. 

期許: 

1.內容深度不夠.第 19 頁(九)說明似乎還不夠 

2.若不用電腦,是否可嘗試代數的方法來找答案,那就會更加完美,電腦可用來驗

證. 

3. 宜實際證明從 n:61 後真的永遠小於 g 

-----------------------------------------------------------------------------------------------------------------  

作品編號：B5004 

評語： 

優點: 

1.介紹很多碎形,讓國中生了解碎形幾何概念. 

期許: 



1 大部分都已介紹，並很少有數學的推導，若能引進數學理論，此作品更 

加好. 

2.僅將碎形做一定程度介紹，但學術與實用稍弱，探討無限級數的意義 

-----------------------------------------------------------------------------------------------------------------  

作品編號：B5005 

評語： 

優點: 

1.推廣了孟氏定理在角元形式在凸多邊形. 

2.找出三角形的孟氏定理之逆定理反例並且也找到充分條件,使它成立,相當不錯. 

3.給了在四邊形上幾何求角度的另一種思維並且給了若名幾何問題斯坦納理新

證法 

4.推廣了西瓦定理凸多邊形解形式,並給了一些應用. 

5.逆敘述和推廣是有學術性 

6.舉出前人孟氏定理逆敘述錯誤及反例，並重新給出逆定理成立條件。 

期許: 

1.可探討比例線數形式和角元形式是否等價. 

-----------------------------------------------------------------------------------------------------------------  

作品編號：B5006 

評語： 

優點: 

1. 利用中垂線分割區域,不錯的概念. 

2. 主題是有應用的價值 

期許: 

1.只利用中垂線的概念,再利用一點一點增加來完成,深度不夠. 

2.給定 n 點,利用分割法是否唯一,可再說明. 

3.可收集那個區域急救人數，醫院可容納的急救人數，多那又如何分割. 

4.作圓的順序選擇，所給的結果唯一性需待證明。 

-----------------------------------------------------------------------------------------------------------------  

作品編號：B5007 

評語： 

優點: 

1.此作品讓學生了解內心,和重心在共軛三角形之間的關係. 

期許: 

1. 與第 54 屆科展第一名作品｢角比例之共軛點｣之方法和本作品方法差別在那

兒應該在研究動機說明. 

2. 可由第 54 屆科展第一名作品｢角比例之共軛點｣科展之概念，找出重心和內

心共軛，但若由重心是否會得內心，需再證明，以及加上垂心的探討才可增

加其深度。 

-----------------------------------------------------------------------------------------------------------------  

作品編號：B5008 



評語： 

優點: 

1.這是一個小時候，常玩的遊戲，可用數學的理論來解決，是不錯的。 

期許: 

1. 內容深度不足，可探討一般式的情形，還有不同形式，如四邊形，你的最佳

策略又是如何？ 

2. 似乎找到必勝一些策略，但以比賽 100 場，勝場來說明，比較沒有說服力。 

-----------------------------------------------------------------------------------------------------------------  

作品編號：B5009 

評語： 

優點: 

1.利用等差數列，平均數，可使學生知道等差的應用。 

期許: 

1. 內容深度不足，可探討其他的變化。 

2. 因為自訂遊戲其實用性和學術性較為侷限。 

-----------------------------------------------------------------------------------------------------------------  

作品編號：B5010 

評語： 

優點: 

1.讓學生了解標示和面積之關係，也利用到微積分之概念 

期許: 

1. 內容深度不足，可和前人在平面上計算多邊形方法作連結，探討是否有關連

性。 

2. 其公式表達應與行列式算法等價講解呈團隊合作說明清楚 

-----------------------------------------------------------------------------------------------------------------  

作品編號：B5011 

評語： 

優點: 

1. 利用歸納法去整理出方法，在國中生得到這樣訓練相當不錯。 

2. 圖例幫助瞭解，但前提紅黑牌數一樣，並推廣到三色以上，對樸克牌魔術具

實用參考價值 

期許: 

1. 應該有例子證明最短路徑情形，最短路徑結果數等，使問題更加清 

楚，可用代數方法來解釋魔術師如何要把紅色和黑色數洗成一樣，不一樣又

會有結果？ 

-----------------------------------------------------------------------------------------------------------------  

作品編號：B5012 

評語： 

優點: 

1.利用內插法來處理影像處理，讓學生學到數學的奧妙。 



期許: 

1. 處理影像處理，在數學和統計提供很多的方法，但這些國中生還不易掌握此

作品數學的理論，還是不夠深入。 

2. 方法相對簡單僅運用到平均數概念，內容少。 

-----------------------------------------------------------------------------------------------------------------  

作品編號：B5013 

評語： 

優點: 

1. 可讓學生懂得利用 GGB 去了解幾何問題的現象 

期許: 

1. 內容太過簡略，數學理論推論少 

2. 有理論證明僅明一心，其餘靠電腦繪圖佐證，建議給與數學的證明。 

-----------------------------------------------------------------------------------------------------------------  

作品編號：B5014 

評語： 

優點: 

1.培養學生歸納，由簡單的做起。 

期許: 

1. 數學理論推導過程太少。 

2. 規則有侷限性所以實用性會受到限制。 

----------------------------------------------------------------------------------------------------------------- 

作品編號：B5015 

評語： 

優點: 

1.訓練學生討論數學乘法之間的奧妙。 

期許: 

1. 內容深度不足，可探討其多位數的相乘和不同的位數的相乘。 

2. 屬於乘法另一種表示法。 

-----------------------------------------------------------------------------------------------------------------  

作品編號：B5016 

評語： 

優點: 

1. 利用桌遊，來引導學生利用數學理論如何贏得勝利，有助於學生對數學的

興趣。 

2. 桌遊遊戲，分析找出快速得分策略，使用到等差數列公式，方法相對簡單 

期許: 

1.研究內容篇幅太少，而且只用等差數列整理出表格，希望可找到更好題材，

以及加入更多的數學的推導，此作品會更加完美。 

-----------------------------------------------------------------------------------------------------------------  

作品編號：B5017 



評語： 

優點: 

1.是一個最短路徑的問題，可使學生了解什麼是最短路徑。 

期許: 

1. 內容太過簡略，並沒有太多的數學，只有歸納整理。 

2. 要在摘要說明題目名稱的含意。 

-----------------------------------------------------------------------------------------------------------------  

作品編號：B5018 

評語： 

優點: 

1. 以遊戲來引進數學去得到最佳決策是不錯，可提高學生對數學之興趣。 

2. 服裝整齊，呈現團隊合作，講解充分。 

期許: 

1. 本作品都是歸納整理，很少看到數學的推導，是美中不足。 

2. 提高勝率的說明，說服力不夠。 

-----------------------------------------------------------------------------------------------------------------  

作品編號：B5019 

評語： 

優點:  

1 河內塔是訓練學生歸納的好題目，有很多數學問題都是從簡單做起歸納來得

到一般式。 

期許: 

1. 和前人作法比較，還是一般式的歸納，並沒有較多奇特的方法。 

2. 可變化其它規則，來增加深度。 

-----------------------------------------------------------------------------------------------------------------  

作品編號：B5020 

評語： 

優點: 

1.利用等差，次數之總和，歸納來完成此作品。 

期許: 

1. 可增加每次移動的次數可改變，如每次移動是偶數或奇數，或 n 的因數移

動，是否有什麼規律發生？ 

2. 再加入一些其它規則，以增加廣度。 

----------------------------------------------------------------------------------------------------------------- 

作品編號：B5021 

評語： 

優點: 

1.探討三個圖共構問題，其它們的共弦交於一點。 

2.利用代數方程式解決此問題，也探討了共圓的問題，可讓國中生當作進入高

中的數學相當不錯。 



期許: 

1. 在研究過程中，七，八，九，要把那些固定點，再說清楚，例如它們三個圓

半徑有沒有改變，如研究過程七，若圓 B 圓 C，半徑不變，且 B 點和  C

點也不變，則 P 點只會在它們共弦移動，A 點水平移動，p 點軌跡不會是拋

物線，否則就會跟你的理論相違背。 

2. 聲音過小，照表宣達較不生動，證明步驟嚴謹，動點需要修改。 

-----------------------------------------------------------------------------------------------------------------  

作品編號：B5022 

評語： 

優點: 

1. 利用到數學歸納法和由小歸納來解決此作品的問題，相當不錯。 

2. 輪流開講，頗有默契。敘述圖解清楚，具有邏輯。 

期許: 

和前人所用方法有無相同處，不同的地方在哪邊，你的關鍵方法是什麼？ 

-----------------------------------------------------------------------------------------------------------------  

作品編號：B5023 

評語： 

優點: 

1. 分類很細，要有相當的內心和思考的能力 

2. 以費式數列表示解答，具一定數學難度，表達清楚明快。 

期許: 

可以詳盡說明和前人所做的不同的地方，和問題之相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