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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群環上的乘法Jordan 分解問題是一個被研究超過25 年的老問題。
雖然許許多多的情況已經知道解答，但是對於某些特殊類型的群環
，乘法Jordan 問題仍然懸而未決。
在本計畫中，我們試著研究這些尚未解決的困難問題。

中文關鍵詞： 整係數群環，乘法Jordan分解

英 文 摘 要 ： Multiplicative Jordan decomposition (MJD) problem for group
rings has been studied over 25 years. Although lots of
cases have been solved, MJD problem for some types of
integral group rings remains open.
In this project, we try to study these remaining difficult
cases.

英文關鍵詞： Integral group ring, multiplicative Jordan de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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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中文摘要：本文對於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群環上乘法 Jordan 分解問題再探」的

研究目的、執行情形及所得成果，作一個

說明。 

 

關鍵詞：整係數群環、乘法 Jordan 分解。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report about the 
progress made for the MOST project 
“Multiplicative Jordan decomposition 
problem in group rings revisited”. 

 
Keywords: integral group rings, 

multiplicative Jordan 
decomposition. 

 

二、 前言 

 

在本計畫中，我們研究的主題，是群環上

頭的乘法 Jordan 分解問題。這問題，自

1990 年代初期被提出來之後，進展緩慢，

一直到 2007 年，Hales、Passi 和 Wilson

發表了一篇論文[HPW]，可說是有了重要

的進展。接著，個人與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的 Passman 教授合

作，陸續有不少進展，發表了[LP]、[LP2]、

[LP3]、[LP4] 以及 [Liu] 等論文，解決了

這問題的一大部分。剩下未能解決的情

況，可以說是最困難的部分。在本計畫中，

我們就是要研究這困難的部分。 

 
三、 研究目的 

我們先談什麼是乘法 Jordan 分解問題。我

們令 G 代表一個有限群，令 Q 代表有理數

體，用 Z 代表整數環。再令 Q[G]代表有理

係數群代數而 Z[G]是整係數的群環。一個

古典定理告訴我們，對於任意 Q[G]中的可

逆元 u，我們都有唯一的一個乘法 Jordan

分解 u=usuu，其中 us 和 uu 在 Q[G]中，us

是 semisimple，而 uu 是 unipotent，並且

usuu=uuus。需要注意的是，如果 u 是 Z[G]

中的一個可逆元，當然 u 在 Q[G]中，所以

有乘法 Jordan 分解 u=usuu，但是這裡的 us 

和 uu 是在 Q[G]中，並不一定在 Z[G]中。

如果，對所有 Z[G]中的可逆元 u，它的 us

和 uu 都在 Z[G]中，那我們就說 Z[G]具有乘

法 Jordan 分解性質(MJD)，為了方便起見，

我們也會簡單地說成有限群G具有MJD性

質。 

在 1990 年初期，Hales、Luthar 和 Passi 等

人開始研究（加法的）Jordan 分解問題，

請見[HLP]、[HP]。然後，提出了乘法 Jordan

分解問題，問說哪些有限群 G 具有 MJD 性

質。 

 
加法的 Jordan 分解問題被提出之後，幾年

之內就解決了。然而乘法 Jordan 分解問

題，卻意外地困難。很多年只有一些零星

的結果。一直到了 2007 年刊登在 Journal of 

Algebra 的一篇文章[HPW]，有了重大的進

展。在這篇文章裡，推論出能夠滿足 MJD

性質的群，只有某四類的群。跟隨這篇文

章的腳步，個人與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Donald S. Passman教

授合作，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文[LP]、[LP2]、

[Liu]、[LP3]、[LP4]等，解決了其中一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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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而其他幾類的群，也解決了一小部分。

剩下有幾類群，我們仍不知道它們是否具

有MJD性質。我們把這些類的群列在這裡： 

為了方便，我們用 Cn 代表 cyclic group of 

order n。 

(1) Q8 x Cp，其中 Q8 是 quaternion group of 

order 8，而 Cp 是 cyclic group of order 

p，p是一個質數，並且使得 2在modulo 

p 之下的乘法 order 是偶數。 

(2) 非交換群 Cp ⋊  C2
k 其中 p 是一個奇

質數，如果 C2
k 由元素 g 生成，則 g2 跟

Cp 交換。 

(3) 非交換群 C7 ⋊  C3
k 其中 C3

k由元素 g

生成，而 g3 跟 C7 交換，正整數 k>1。 

 
在本計畫中，我們希望研究這幾類群，希

望弄清楚在這些群中，哪些具有MJD性質。 

這是非常困難的問題，以致於二十餘年

來，無人能解決。 

特別地，我們對於第(1)類群更感興趣。我

們在過去的研究中累積了些經驗，希望能

有所突破。 

 

四、文獻探討 

 

2007 年由 Hales、Passi 和 Wilson 所發表的

文章[HWP]無疑地是 MJD 問題中重要的里

程碑。仔細研讀這篇文章一直都對我的研

究有所幫助。 

個人過去十餘年來的努力，以及與 Passman

教授的合作，對於 MJD 問題有許多結果，

如[Liu]、[LP]、[LP2]、[LP3]、[LP4]。這

些文章，也許蘊含了一些解決問題的辦

法，值得我們仔細檢討。 

[GS]對於 Z[Q8 x Cp]的可逆元有所研究，值

得我們參考。 

[HP2]對於群環上的 Jordan decomposition 

做了完整的 Survey，而對於 Cp ⋊  C2
k 的

MJD 問題，給出了部分解答。他們的作法，

我們需要多加瞭解。 

研究助理孫維良找到 2017 年出版的文章

[WZ]，在這篇文章中，他們解決了 Z[Q8xC5]

的 MJD 問題，自然值得細細研究。 

 
 
五、執行情形與研究成果 

 

在計畫執行期間，由於個人家人病重需要

照顧，乃至於後來過世，對個人投入研究

的情況有所影響。幸運的是，研究助理孫

維良非常認真，對於 MJD 問題投入相當多

的時間研究，也有很好的進展。 

我們研究的重點，主要放在 Z[Q8 x Cp]的

MJD 問題上面，主要還是因為過去曾經研

究此群環多年，雖然未能解決問題，但累

積不少經驗。 

研究助理孫維良仔細研讀了[WZ]，學習了

他們的方法，也看出了他們的問題所在。

粗略地說，[WZ]的方法之所以能夠成立，

是依賴群環 Z[C5]的可逆元群的特殊長

相，再說白一點就是比較簡單，可以把每

一個可逆元用比較簡單的方法寫出來，因

此比較好檢查。但是這個方法，換到更大

的質數，比如 p=11，看 Z[C11]的可逆元群

時，複雜度就高多了，變得非常困難。對

於更大的質數 p，就不用談了，一定做不上

去。 

正因為看到了這一點，孫維良避開了他們

的毛病，而研究 Z[Cp]的可逆元群具有什麼

樣的性質，這性質是對於更大的質數 p 也

對的。利用這些性質，他得以做出比[WZ]

更好的結果。特別地，對於 p=11，孫維良

證實了 Z[Q8 x C11]具有 MJD，這已經是文

獻中所沒有的成果。對於 p=19，事情複雜

很多，手算要檢查好幾頁。如果藉助電腦，

孫維良得以再往上算某幾個質數 p 的情形

使得群環 Z[Q8 x Cp]具有 MJD 的性質。這

用[WZ]的辦法，是完全做不到的事。 

這些成果，看起來只證實了幾個零星的群

環具有 MJD 性質，似乎不是很好的成果。

另一方面，要知道 MJD 問題已經出現二十

幾年，剩下的這些情況正是過去二十餘年

來專家們無法解答的。從這個角度來說，

孫維良的進展，其實相當好。而且，孫維

良的辦法，是對於大的質數 p 也可以用的。

我們還在努力當中，希望能夠得找到更多

Z[Cp]上可逆元群的性質，能夠一舉解決

Z[Q8 x Cp]的 MJD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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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語 

 

在本計畫中，我們研究了已有二十餘年歷

史的群環上的MJD問題。我們所面對的，

是剩餘的幾個最困難的情況，在過去二十

幾年當中無法解出的。 

博士生研究助理孫維良，在本計畫執行期

間，做出了相當好的成果。我們期待能夠

在不久的將來，解決Z[Q8xCp]的MJD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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