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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跨國評比中，我國同學的數學成績向來名列前茅。然而，關於情意
面的訪問調查，對數學的興趣、信心、實用性相當不足。低信心、
低興趣、不認為它實用的反應，影響學生投入進階數學研究，降低
應用數學於專業、生活的意願。更甚者，容易在國高中階段就放棄
數學。
近年來許多師長注意到這點，將數學課程融入生活，連結藝術，讓
數學更有趣，如：林福來講座教授的奠基模組；數學會走入校園的
「IMAGINARY超越無限・數學印象特展」；本人的數感實驗室團隊亦
在網路上推動生活數學文章。然而綜觀各大數學比賽，依然以知識
能力競賽為主，僅少數如國際數學建模挑戰賽強調實用性。
本計畫發起跨領域的數學影音與文字競賽，參賽者設定為國中組與
高中組，每組分影音類與寫作類，以「數學×生活」、「數學×藝術
」、「數學×人文」三者選一為題目。採取兩階段賽程，通過初賽的
同學參加培訓營，學習數學、表達能力、跨領域知識。複賽獲獎的
同學可獲得出國補助獎金(如因個人意願不想出國，則領取出國補助
一半的獎金)，由本計畫主持人與成員帶隊至國外數學機構、展場參
訪，提升國際視野，並尋求將比賽與國際接軌之機會。得獎作品是
絕佳的數學傳播素材，亦會透過網路發表。
中 文 關 鍵 詞 ： 數學、數學傳播、數學競賽、科普數學、跨領域學習
英 文 摘 要 ： According to several international investigation results,
Taiwanese students have high average result ranking in
mathematics. Contrarily, our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mathematics are negative. Many of them have low interests
and confidences in math, and do not value mathematics.
Students with such negative attitudes are less likely to
major mathematics in college, and they may not realize how
to apply mathematical knowledge into their profession or
daily life. Even worse, some students decide to give up
mathematics during K12 study.
Recently, many professors are aware of this situation and
develop the math activities that integrate with art, game,
and cross-disciplinary elements. To name a few, Chair
Professor Fou-Lai Lin has conducted the “JUST DO MATH”
project that developed numerous groundbreaking activity
modules. The Mathematical Socie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has collaborated with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s for the IMAGAINARY exhibition. The Numeracy Lab
cofounded by me has also continuously published on-line
articles to show the practicability and interesting aspects
of mathematics. However, most math contests still focus on
the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achievement. Few contests
like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Modeling Challenge
emphasize the practicability.
In this project, we propose to initiate a contest that
encourages the students to discover/apply math in crossdisciplinary areas like daily life events, arts, and

humanities. The contestants can submit either original
articles or video clips to demonstrate their creativity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mathematics. We split the junior high
school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s two groups. The
contest is two-stage. After passing the first stage,
contestants have to join the one-week workshop to elevate
their capability of math, presentation, and the domain
knowledge in other areas. We will provide subsidy to the
winners and bring them to overseas like Germany and Japan
to visit the math museum or research institute. The mission
of this visiting group is to increase the student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to seek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for our contest. For those who cannot join
such visiting group due to financial reason, they can bring
the half amount of the subsidy as the winning prize. Last
but not least, the video clips and articles submitted by
the students are the best materials for mathematical
communications and popular math. We will utilize them on
the Internet, and collaborate with publisher to publish
these articles.
英 文 關 鍵 詞 ： math, popular math, math communication, math contest,
cross-disciplinary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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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跨國評比中，我國同學的數學成績向來名列前茅。然而，關於情意面的訪問調查，對
數學的興趣、信心、實用性相當不足。低信心、低興趣、不認為它實用的反應，影響學生
投入進階數學研究，降低應用數學於專業、生活的意願。更甚者，容易在國高中階段就放
棄數學。
近年來許多師長注意到這點，將數學課程融入生活，連結藝術，讓數學更有趣，如：
林福來講座教授的奠基模組；數學會走入校園的「IMAGINARY 超越無限・數學印象特
展」；本人的數感實驗室團隊亦在網路上推動生活數學文章。然而綜觀各大數學比賽，依
然以知識能力競賽為主，僅少數如國際數學建模挑戰賽強調實用性。
本計畫發起跨領域的數學影音與文字競賽，參賽者設定為國中組與高中組，每組分影
音類與寫作類，以「數學×生活」
、
「數學×藝術」
、
「數學×人文」三者選一為題目。採取兩
階段賽程，通過初賽的同學參加培訓營，學習數學、表達能力、跨領域知識。複賽獲獎的
同學可獲得出國補助獎金(如因個人意願不想出國，則領取出國補助一半的獎金)，由本計
畫主持人與成員帶隊至國外數學機構、展場參訪，提升國際視野，並尋求將比賽與國際接
軌之機會。得獎作品是絕佳的數學傳播素材，亦會透過網路發表。

關鍵詞：數學、數學傳播、數學競賽、科普數學、跨領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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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According to several international investigation results, Taiwanese students have high
average result ranking in mathematics. Contrarily, our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mathematics are
negative. Many of them have low interests and confidences in math, and do not value
mathematics. Students with such negative attitudes are less likely to major mathematics in college,
and they may not realize how to apply mathematical knowledge into their profession or daily life.
Even worse, some students decide to give up mathematics during K12 study.
Recently, many professors are aware of this situation and develop the math activities that
integrate with art, game, and cross-disciplinary elements. To name a few, Chair Professor FouLai Lin has conducted the “JUST DO MATH” project that developed numerous groundbreaking
activity modules. The Mathematical Socie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has collaborated
with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s for the IMAGAINARY exhibition. The Numeracy Lab
cofounded by me has also continuously published on-line articles to show the practicability and
interesting aspects of mathematics. However, most math contests still focus on the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achievement. Few contests like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Modeling Challenge
emphasize the practicability.
In this project, we propose to initiate a contest that encourages the students to discover/apply
math in cross- disciplinary areas like daily life events, arts, and humanities. The contestants can
submit either original articles or video clips to demonstrate their creativity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mathematics. We split the junior high school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s two groups.
The contest is two-stage. After passing the first stage, contestants have to join the one-week
workshop to elevate their capability of math, presentation, and the domain knowledge in other
areas. We will provide subsidy to the winners and bring them to overseas like Germany and Japan
to visit the math museum or research institute. The mission of this visiting group is to increase
the student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to seek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for our contest. For
those who cannot join such visiting group due to financial reason, they can bring the half amount
of the subsidy as the winning prize. Last but not least, the video clips and articles submitted by
the students are the best materials for mathematical communications and popular math. We will
utilize them on the Internet, and collaborate with publisher to publish these articles.
Keyword: math, popular math, math communication, math contest, cross-disciplinary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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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國高中生尚在學習及探索興趣的階段，亦是最常接觸數學的年齡層，由於生活經驗的
尚淺，偏好尚未定型，正是最適合培養創作數學文章能力的族群。
本計畫欲提升國高中生的數學興趣，推出整合了以數學為核心的跨領域創作競賽，讓
不喜歡數學的同學，也能因為喜歡創作而參與本比賽，進而接觸數學。本寫作競賽規劃了
三個類別，數學新詩、數學散文、專題報導，分成國中組與高中職組，廣邀全國的國中生
與高中職生一起參與。第二屆開始，因為散文的範疇較難定義，徵文文類調整為數學新詩
與專題報導。後來接受財團法人創藝文化基金會李梅執行長的建議，讓擅長架構完整世界
觀的寫作者挑戰在小說的鋪排上融入數學的元素。因此，第三屆的徵稿文類則擴增為新詩、
專題報導與短篇小說共三類。數學與文學創作看似遙遠，甚至不相關，但透過跨領域結合
的方式，讓不同專長的學生有更多學習的機會，也讓更多人看見數學融合文學的可能性。
回到關注提升學生在數學科的學習動機，我們認為鼓勵並創造學習的新鮮感應該有
助學生更願意接納數學。若我們觀察目前臺灣現行的教育體制，學生儘管成績優越，卻多
數對數學低興趣、低信心，不認為數學實用。根據 2015 年，國際教育成就調查委員會（IEA）
的「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
（TIMSS）
，台灣八年級學生平均成績排名全球第
三，四年級學生也位居世界第四。雖然在數據上台灣學生的數學表現佳，但同時調查數據
也顯示，四年級和八年級學生對於數學的學習興趣卻相對低落，其中四年級學生對數學的
興趣，在受測 49 個國家中排名倒數第二，我國學生對數學的熱情僅領先韓國而已。而這
樣低情意面的結果，直接地影響學生投入進階數學研究的意願，他們也較不懂得主動應用
數學到專業、生活的思考中。更甚者，在國高中階段有些同學即放棄數學。
近年來許多師長注意到這點，將數學課程融入生活，連結藝術，讓數學更有趣，本人
的數感實驗室團隊亦在網路上推動生活數學文章。然而綜觀各大數學比賽，依然以知識能
力競賽為主，僅少數如國際數學建模挑戰賽強調實用性。如何將數學與生活連結，拓展學
生應用數學的面向，成為數感實驗室團隊的使命之一，於是本計畫發起以「數學×生活」
、
「數學×藝術」
、
「數學×人文」三者選一為題的數學影音與文字競賽，透過跨領域學科相互
激盪，點燃學生應用數學的創意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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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目的

目前有許多新穎數學活動與課程將目標放在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帶來廣大迴響，讓學
生、師長、家長見識到數學不同於課本的有趣與活潑面向，知道數學可以在各領域發揮。
這些活動補足了學校正規數學課因為授課時數與進度壓力，無法觸及到的教育面向。
然而，在推動數學科普時，一旦以考試、升學為主要考量，數學科普帶來的深遠影響
無法在短期內被看見，許多家長與學生對此的動機較低，寧願投注時間資源於繼續加強數
學知識，提升考試成績。
經過思考後，本人認為「缺乏舞台與獎勵」是其中一大因素。每個人學習後必然都希
望能有一個舞台，將其學習的成果展現，同時受到眾人的肯定與鼓勵。舞台能讓學習者檢
視自己的學習成果，「因為要表演」而增強學習動機，獲得的鼓勵亦能成為正向回饋，讓
學習者更有動力學習。
考量到目前數學競賽偏向傳統以解題為主的型態。少數如國際數學建模挑戰賽有強
調實用性。放寬範圍到整個科普領域，也只有少數如台灣大學科教中心每年的「台積電盃．
青年尬科學」是以科普閱讀、短講為比賽形式。尚未有一個完全以科普數學為核心的競賽。
因此，本計劃透過提供青少年發揮數學與創意的舞台與獎勵，利用學生參賽的經驗，
挖掘數學在生活中的不同面向，深化學習數學的動機。本競賽並非只有單純的競賽，還包
括初賽後為期一周的工作坊，邀請數學與各領域專家學者，出版社主編，媒體從業人員授
課，培訓通過初賽的青少年，讓他們有更多知識來準備決賽。決賽獲獎者將獲得補助，由
本人與團隊成員帶領暑假出國參訪，參觀數學博物館或數學相關領域研究中心，數學文化
景點(如日本算額)。結合比賽與數學活動，全方位培訓與鼓勵青少年參與數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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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獻探討

美國數學教師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NCTM）早在 1989
年便對數學寫作一詞提出清楚定義：「數學寫作即是個人描述一個問題如何被解決，在這
過程中可以幫助學生澄清他們的想法與發展更深一層的理解」
，並於 2000 年進一步指出：
「數學寫作就是促使學習者能夠進行解釋、省思、回顧、組織、數學概念連結以及解題過
程之書寫與記錄過程」。該協會主張數學寫作在數學學習上扮演重要角色，學生可以透過
寫作發現自己在想什麼？學到了什麼？什麼是重要的？促進他們對程序性與概念性知識
的瞭解，更可以幫助學生組織與統整數學概念。
國內學者劉祥通、周立勳則認為：「數學寫作是將數學學習與寫作活動加以連結，凡
是能夠促使學習者解釋、組織、省思、回顧數學概念或連結數學課程的書寫記錄活動，均
可謂之數學寫作」
。本計畫欲推行的數學寫作並非使用文字記錄解題過程中的策略與想法，
而是鼓勵學生挖掘日常生活中的數學概念進行文學創作，較接近數學的科普寫作，同樣能
讓學生透過主動的書寫，對數學概念進行反思、重組與統整，並且結合有趣的生活實例，
提升學生對於數學學習的興趣，希望最終能培育出橫跨數學與文學領域的跨界人才。
綜上所述，將數學與日常生活結合，有助於降低學習門檻，提升數學在學生心目中的
實用性，並且藉由跨領域學習培育出具有整合性思維的人才。然而國內缺乏專門的數學寫
作教學，或如國外的專題演講與研討會，因此本計畫藉由營隊與工作坊的形式，培育出相
關寫作教師進而推廣至學生，將數學寫作的概念向下紮根，期盼讓更多教師及學生改變對
數學學習的刻板印象，翻轉社會大眾對數學的負面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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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方法

本計畫舉辦的跨領域數學影音與文字競賽包括三大活動：一為宣傳比賽理念與競賽
方法的培訓工作坊；二為結合頒獎典禮與數學同樂會形式之數感嘉年華；三為帶領得獎同
學至海外參訪，發掘數學於生活、旅遊中的美感與實用性，以下先說明比賽形式及三大活
動內容。
1.比賽項目、評分及獎勵辦法：
比賽項目隨每屆比賽有所調整。第一屆為：數學新詩、數學散文、專題報導；第二屆
為：數學新詩與專題報導；第三屆為：數學新詩、專題報導、短篇小說。參賽資格分為國
中組與高中職組。專題報導可組隊參賽，人數以一至三人為限；散文、新詩、短篇小說皆
以一人為限。各組需有一位學校指導老師（可跨校組隊，跨校者組隊者可由任一校老師擔
任），參賽字數限制如表 1。

表 1、參賽字數要求

散文

國中組

高中職組

1,000

2,000

新詩

不設限

專題報導

2,000

短篇小說

3,000
5,000

由大學教授、國高中老師、出版社編輯、作家等人組成之第三方評審，凡繳交參賽之
作品經評審認定符合競賽規則，即可獲得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電機系頒發之參賽證明乙
份。優秀的文章將有機會發表在《科學月刊》與科普網站如 Pansci 泛科學、數感實驗室供
大眾閱覽。獲獎者之指導老師可獲得感謝狀，金、銀、銅獎獲獎者之指導老師另可獲得 1
仟元補助，若指導老師指導兩組以上同學獲獎，則會另頒發卓越指導感謝狀。如果獲獎同
學因個人因素無法參訪，得領取半額出國補助。各類徵文將選拔出金獎、銀獎、銅獎以及
佳作數名，依評審評分決定各獎項得獎人數，授予獎牌獎狀，並提供出國參訪補助。各屆
之補助獎金如表 2、3、4（國高中補助額度相同）：
表 2、第一屆得獎者出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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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散文組

新詩組

專題報導組

冠軍

3萬

3萬

6萬

亞軍

2萬

2萬

4萬

季軍

1萬

1萬

2萬

佳作

3仟

3仟

3仟

表 3、第二屆得獎者出國補助
組別

新詩組

專題報導組

金獎

2萬

5萬

銀獎

1萬

3萬

銅獎

5仟

1萬

佳作

1仟

1仟

表 4、第三屆得獎者出國補助
組別

新詩組

專題報導組

短篇小說組

金獎

2萬

5萬

3萬

銀獎

1萬

3萬

1萬5仟

銅獎

5仟

1萬

5仟

三屆競賽皆於年底透過臺師大發布公文至全國各級中學，網路公告，張貼競賽海報，
加上舉辦北中南的工作坊積極宣傳。
2. 寫作培訓工作坊：
i.提供教師索取數感寫作培訓教材
如要將跨領域之數學寫作向下紮根，站在教育第一線的教師尤為重要。為了幫助國高
中職教師輔導學生參與本競賽，將數學教育與寫作技巧推廣給更多老師及教育工作者，使
老師能更有系統地輔導學生，本團隊將去年種子教師工作坊，改成由線上申請寫作培訓教
材，內容包括我們製作的講義、文章、以及完整的影音教學，從數學教育的動機到生活中
的數學案例分享，讓老師引導學生看見數學的趣味與實用。
老師在經過培訓後，可獲得數學寫作相關的資訊以及創作的啟發點，取得訓練學生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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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寫作的能力，並能將分享相關教材及知識分享給其他老師們。同時，可依照各校可彈性
安排之時間及課程，運用我們的素材，並進一步加入老師自製之教材，自行辦理校內寫作
工作坊，指導學生進行數學寫作，幫助學生透過聯想、尋找主題，藉由集體創作的過程，
發掘跨領域學習的樂趣與數學的多元面向。

圖 1、數感盃培訓工作坊教材索取資訊

ii.數感寫作工作坊：〈數感寫作營〉當數字遇上文字
為了推廣比賽與鼓勵學生嘗試進行跨領域學習，本團隊在 107 年 8 月 21 日至 22 日、
108 年 1 月 19 日至 20 日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及 107 年 12 月 15 日至 16 日於國立成
功大學舉辦數感寫作工作坊，為期兩天，邀請各界學者、作家、記者與科普編輯等，包含
請撰寫《非普通三國》的作者普通人談三國中的數學、馬雅文化專家馬雅人聊研究馬雅文
化時遇到的數學問題、知名小說家朱宥勳說寫作技巧、KKBOX 分析師陳代榕說資料分析，
及哲學哲學雞蛋糕創辦人朱家安講邏輯思考等人，讓這些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引導學生
構築思考脈絡及訓練寫作邏輯，並分享數學跨領域的應用，開放國高中生與教師報名參加。
在營隊的最後也保留寫作時間，學生將營隊所學與生活經驗結合進行寫作，在由課堂講師
及時給予回饋與意見，除了可以訓練學生文字表達能力，更可以鼓勵學生跨越對數學的恐
懼。

圖 2、數感寫作工作坊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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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寫作工作坊讓學生現場練習數學寫作

iii.教師研習
自第一屆至第三屆，本團隊共舉辦場教師研習，傳遞競賽理念、寫作指導與第一
線教師分享。下表 5 為各屆舉辦之教師研習場次時間與地點。
表 5、數感盃教師研習場次時間與地點
數感盃說明會暨教師研習場次
1

2017/11/18 第一屆

臺灣師範大學

2

2017/12/9 第一屆

嘉義大學

3

2018/1/21 第一屆

臺灣師範大學

4

2018/1/30 第一屆

台南成功大學

5

2019/11/30-12/1 第三屆

臺灣師範大學

舉辦比賽至第三年，我們收到許多老師的回饋，國文、社會科老師可能對數學概念比
較不熟悉，數學自然科老師對於文學寫作可能也比較不擅長，為增進各學科老師們的交流
與經驗分享，團隊於 2019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擴大舉辦研習「【跨領域】數學×文
學寫作工作坊」
，邀請了中山女中 賴昀仙老師、和平高中 黃俊瑋老師、北一女中 陳麗明
與蘇俊鴻老師來分享教學經驗與教案實作，活動 2 天共 12 小時，參與老師約 300 人，主
題涵蓋新詩創作、寫作方法與科普寫作等，同時帶領參與老師分組討論創作一首數學新詩，
並於會場內展示創作供現場老師瀏覽、給評語，在活動結束之後，老師們能將工作坊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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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回各自班級指導學生、與同校老師分享。
表 6、數感寫作教師培訓研習時間表
日期

時間

研習主題

11/31

9:0012:00

交集：生活，數
學與寫作的敏
感體驗

講師
中山女中
賴昀仙老師

主題摘要
1.學生得獎文本分析
2.數學觀察、表達練
習
3.敏感由何而生

13:0016:00

數學－毀滅性
武器

和平高中
黃俊瑋老師

1.「善」用數學、心
存「善」念
2.數學工具與現實問
題

12/1

9:0016:00

詩數列車—數
學詩的教學探
究和跨域取徑

北一女中

1.跨域教案實作

蘇俊鴻老師
陳麗明老師

2.數學多元與文學豐
富想像
3.書寫素養

圖 4、教師研習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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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嘉年華會：
第一屆競賽結果公布後，於 107 年 4 月 14 日(六)，華山文創園區舉辦結合頒獎典禮
及數學展覽的「數感嘉年華會」，廣邀國內外與數學有關之單位參展，作為一個絕佳的數
學傳播機會，讓社會大眾知道數學的趣味性、可以激盪出來的創意、以及各種應用方式。
頒獎典禮上將展示得獎者作品，給予得獎者肯定，並邀請國內外知名數學家與大學數學教
授，讓青少年有機會與大師對談，目睹大師丰采，透過身教鼓勵他們進一步學習。頒獎典
禮於 14:00 開場，至 16:00 結束，包括了頒獎典禮、評審致詞，以及邀請數學魔術師演
出。除了頒獎典禮與嘉年華之外，為提供獲獎學生及家長與現場與會學者們，一個良好的
交流機會，在頒獎典禮後亦舉行得獎者與數學家、數學老師、數學教授的交流茶會，備有
小點心與飲料，讓獲獎學生擁有與大師近距離對話的機會。
頒獎典禮與會人數，包含得獎學生 60 位及其家長、指導老師粗估 120 人，貴賓、贊助
單位代表約 10 人、專家學者約 10 人。數感嘉年華提供 10 到 16 個空間供數學相關單位參
展，開放一般民眾購票參加，每時段約 150 人次，自上午 9-17 點止，約 1200 人次。

圖 5、民眾於嘉年華攤位中互動
第二屆競賽結果公布後，於 108 年 5 月 25 日(六)至 26 日(日)舉辦結合競賽頒獎典禮
及數學展覽的「數感嘉年華」，鑑於去年在華山展場活動的成功，本次租借容納人數較多
的師大綜合大樓二樓作為策展地點，避免因人潮過多而影響展覽品質。此屆廣邀國內外與
數學有關之 18 個單位參展，主題包括親子教育、玩具教材、數學學術、科普 DIY、文創
藝「數」
、數學 AR 擴充實境體驗等等，開放一般民眾免費參加，作為絕佳的數學傳播機會，
讓社會大眾體會數學的趣味性、多樣性以及各種應用方式，產生對數學的興趣。展場內會
展示得獎者作品，給予得獎者肯定。場內還有舉辦和數學趣味手板合照的 FB 打卡贈禮活
動與參觀攤位集點抽獎活動，拉近數學與民眾的距離之外，也能把數學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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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民眾與嘉年華各式展品互動
除與頒獎典禮及數學相關單位參展外，本次活動新增 7 場由參展攤位主持的工作坊
及 6 場數感講堂，前者讓民眾可以通過家庭教育、積木、實驗、摺紙、投資理財等活動來
了解數學的多面向，而非單單是學校裡死板的紙上談兵；後者以數學教育、數學藝術、數
學傳播為主題，以一至兩小時的演講讓大眾感受數學的跨領域多樣性與趣味，發現數學的
無所不在，重新思考學習動機，推廣數學科普教育並提升對數學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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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感嘉年華著重「從玩樂中認識數學」
，數感講堂著重「從生活中發現數學」
，兩者的
活動搭配，可以讓逛完數感嘉年華的民眾進一步報名參加數感講堂的演講，深入了解數學
的教育與應用；聽完演講的民眾也可以到數感嘉年華參觀，實際看見生活中許多有趣且實
用的數學。

圖 7、嘉年華參與民眾與參展單位互動

圖 8、工作坊活動

頒獎典禮於第二日(5/26)14:00 開場，至 16:30 結束，包括邀請中正高中高三音樂班擔
任開幕演奏嘉賓，以{音樂，數學}=π&費波那契 Fibonacci 為主題演出三首數學之歌，透
過數學與音樂的融合讓與會者認識數學感性與美妙的一面，並邀請評審簡評得獎作品，由
貴賓頒發獎項表揚得獎同學，鼓勵同學持續創作。
頒獎典禮與會人數，包含得獎學生 80 餘位及其家長、指導老師粗估 150 人，貴賓、
贊助單位代表約 10 人、專家學者約 10 人，總計約有 250 人。數感嘉年華則估計每時段約
200 人次，自上午 10-17 點止，兩日約 3000 人次。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原訂三月舉辦之第三屆數感盃頒獎典禮暨數感嘉年華，考量
社會大眾參與意願以及維持學生、家長和參展廠商互動品質，本計畫團隊與主辦、協辦單
位多方第一次評估延期至八月，第二次決議取消舉行。

4. 海外數學參訪：
「生活即數學」乃海外參訪的精神宗旨，貫串參訪旅程。從日本科學未來館，看到人工
智慧走向，反思科技發展將在人文社會中扮演何種角色；或到 Panasonic 的 Risupia 理數館
邊玩邊學，透過「質數曲棍球」遊戲，考驗學生對質數的認識與記憶，除數學相關知識外，也
可從人文社會角度認識 Panasonic 企業在日本科技發展下所扮演的企業社會責任角色；至國
立科學博物館，看見日本人文歷史與自然科學的相輔相成；參拜金王八幡神社之餘，除了一
窺日本算額真面目，了解古日本數學造詣之外，建築本身的雕飾、結構、色彩、氣氛以及信
眾們莊嚴的神情，皆是下筆題材；或是造訪東京理科大學的秋山仁數學體驗館，擺脫以紙筆
推理的證明題，從動手操作數學教具來了解書本上的數學概念及定理，為旅行留下獨特的數
感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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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第三屆因疫情不是出國故取消參訪外，第一屆與第二屆皆有安排海外數學參訪。獲
獎者在暑假由教授帶隊前往日本東京，一起參訪數學體驗館、供奉算額的神社，感受和算
文化。東京科普之旅行程規劃如下：
◆ 東京 RiSuPia 理數館
◆ 日本科學未來館
◆ Sony ExploraScience
◆ 國立日本科學博物館
◆ 東京理科大學 數學體驗館
◆ 數學專業或科普學者講座
◆ 沿途中的數學競賽：參訪團必然有觀光景點，我們將觀光與數學融合，例如參觀
晴空塔時，計算可眺望之距離，以及由老師帶隊，分組搭乘東京地鐵，比賽看哪
一組可以用最短的時間，或最少乘車站數抵達。
◆ 金王八幡神社：融合文化、宗教、藝術與數學的算額也是參訪行程，根據 wasan.jp
紀載，東京都有 16 間神社有收藏算額，其中位在表參道附近的金王八幡神社即
有三幅算額，這也是著名數學小說《天地明察》中算額出現的場景。

圖 9、海外數學參訪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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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結果

本計畫的宗旨為打破數學無用論、與現有數學活動互補以及打造國高中生數感舞台，
而首要目標為藉由寫作競賽以及其周邊相關活動，達到讓國高中學生不再對數學感到反
感陌生，而是可以了解數學，更能在生活中活用數學，了解數學在日常的無所不在。再進
而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將數學知識應用在多元的面向中。最終期待推動數學科普，讓學
生不僅藉由參賽提升學生的研究能力及視野，激發對數學研究之熱情，培養出更多的數學
人才。
除了透過競賽的主要活動，亦有培訓課程、嘉年華會以及東京科普之旅搭配進行的相
關活動，藉由一系列的活動讓我們的推廣數學於生活的目標可以落實。研究成果將由參與
人數、質化作品文本呈現與傳播影響力等層面做以下探討：
1. 參與人數
i.比賽參賽人數：三屆總投稿件數達 2150 件，參賽師生組數約 5000 人。
ii.工作坊受眾：共 91 所學校、110 位老師索取教材；寫作營在全台舉辦場次共三場，
每場約 133 人，共計約 400 人。
iii.嘉年華人數：第一屆嘉年華提供 10 到 16 個空間供數學相關單位參展，開放一般
民眾購票參加，每時段約 150 人次，自上午 9 時至下午 5 點止，約 1200 人次。第二屆兩
日活動時間皆為 10-17 時，每小時 200 人次，兩日約 2800 人次，加上頒獎典禮得獎者、
貴賓、得獎者家屬與師長，約 250 人，總計約有 3000 人次參與。故兩屆總和約有 4200 人
前來參加。
iv.海外參訪團：第一屆 40 人參加、第二屆 18 人參加，兩屆共 58 人報名參與。
2. 得獎名單及作品
三屆總計徵得件作品，以下將分屆分組報告，並附上得獎名單。
第一屆投稿件數共計 561 件，國中組總收件數為 222 件，分別為新詩 161 件、專題報
導 22 件、散文 39 件；高中職組總收件數為 339 件，分別為新詩 230 件、專題報導 48 件、
散文 61 件。得獎名單請見表 7。
第二屆投稿數共計 602 件，國中組總收件數為 263 件：分別為新詩 202 件，專題報導
61 件；高中職組總收件數為 339 件：分別為新詩 292 件，專題報導 47 件。得獎名單請見
表 8。
第三屆投稿數共計 987 件，國中組總收件數為 407 件：分別為新詩 338 件，專題報導
46 件、短篇小說 23 件；高中職組總收件數為 580 件：分別為新詩 465 件，專題報導 92
件、短篇小說 23 件。得獎名單請見表 9。
表 7、第一屆數感盃青少年數學寫作競賽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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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組
新詩

第１名《時間的瀑布》陳思穎／興雅國中
第２名《圓的火葬》楊子萱／林口國中
第３名《零》蔡承穎／後勁國中
佳 作《歐拉一手帶大的家庭》凃凱翔／桃園市立文昌國中
佳 作《函數少女 x 座標少年》林昕妤／二信高級中學國中部
佳 作《美學》劉至軒／金華國中
佳 作《成長》周予婕／博愛國中
佳 作《打不到羽毛球》林子惟／明道中學

散文

第１名《友情成績單》王苡儒／新竹縣博愛國中
第２名《6174》陳以恩／宜蘭縣復興國中
第３名《紙鈔中的黃金比例》周誠亮／天母國中
佳 作《模糊地帶》許舒涵／台中市立黎明國中
佳 作《愛的公式，完美的悲劇》卜德璇／台南市立建興國中
佳 作《解》歐劭祺／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
佳 作《十二平均律》陳誼／螢橋國中

專題報
導

第１名《李白遇特赦急返鄉，千里江陵真能一日還？是誇大還是真的可行》
聞緯峰、潘楷翔／福和國中
第２名《唐僧為何不搭觔斗雲取經？》李艾登、莊景喻、黃秉宥／嘉義縣
立永慶高中國中部 (附錄一)
第３名《金牌特務 2-超越極限的科技與動作》曾宥霖、蘇昱修／協同中學
佳 作《長髮公主不為人知的辛酸史!？小小驗證家說給你聽！》劉茂德、
詹喬茵／宜蘭縣立復興國中
佳 作《書本能擋子彈嗎？探討書本擋子彈的可行性、實用性》黃于庭、
吳均浩、張書瑋／福和國中
佳 作《說曹操，曹操到—探討速率及機率》賴廉凱、劉尚榤／福和國中
佳 作《一目十行—正常人能辦到嗎!?》黃勤祐、林奕綸／福和國中

高中組
新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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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名《每個孩子都是一樣》林沛婕／北一女中 (附錄二)
第２名《複數平面》陳泓恩／建國中學
第３名《遠》方紹遠／花蓮高中
佳 作《不求改變世界只求不被改變的我》張淯翔／華盛頓高中
佳 作《不等值的「一」》薛芳米／延平中學

佳

作《圓，緣》劉姵均／北一女中

佳
佳

作《12360》陳詠璇／武陵高中
作《四葉的數列—費波那契》邱志謙／台南市私立黎明高中

散文

第１名《幸福的函數》劉芳妤／新竹女中
第２名《這個突破乘法原理的世界》葉亭妤／華東臺商子女學校高中
第３名《愚府》黃詠筑／嘉義高工綜高科
佳 作《遞迴的起點》陳孟葳／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佳 作《解》柯宇珊／桃園市教育局自學生
佳 作《相交的平行綫》王維雋／再興中學

專題報導

第１名《突破重「圍」一場警察與逃犯的棋盤追逐》陳冠伊、柯喻朦、
陳品彤／北一女中
第２名《跟孫臏比一場賽馬吧！》謝亞彤、林芳緯／竹科實中
第３名《黃昏之時，三葉的名字—由數學來守護》楊子毅、吳冠宏／高
雄市新莊高中
佳 作《死亡回歸!菲迪皮德斯該如何活著並以更有效率的方式跑完馬
拉松？》洪裕翔、林昱甫、曾啟維／國立中興高中
佳 作《數學 X 網路 X 友情》林哲宇、陳景熙、李澤／成功高中
佳 作《航海王—魚人島之千陽號的壓力》耿元廷／永春高中
佳 作《柯南 通往天國的倒數計時》許聖玟／永春高中

表 8、第二屆數感盃青少年數學寫作競賽得獎名單
國中組
新詩

金獎《解 X》楊媜方／新竹縣成功國中
銀獎《人生(x,y,z)》吳羽婕／台南市建興國中
銀獎《淬煉》黃柏維／台南市建興國中
銅獎《數學‧生活》羅筑月／嘉義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銅獎《暗示》陳佳儀／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銅獎《愛情誤解》何忻豫／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佳作《我們之間》李心／宜昌國中
佳作《象限迴瀾夢之島》蕭楷諺／桃園市立桃園國中
佳作《沒有交集的結局》張睿丞／新民高中國中部
佳作《人生》吳沛縈／江翠國中
佳作《失戀方程式》白芷安／台中市立光榮國民中學
佳作《未來的無限可能》倪羽安／明華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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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絕對值》呂芸欣／溪崑國中
佳作《數學、鋼琴、我》劉新昱／康橋中學
佳作《初戀》王朝宗／慈大附中
佳作《人生》余樂山／台北市立中正國中
佳作《環保意識》李佳恩／金華國中
佳作《人生》呂政道／高雄市福山國中金獎《解 X》楊媜方／新竹縣成
功國中
銀獎《人生(x,y,z)》吳羽婕／台南市建興國中
銀獎《淬煉》黃柏維／台南市建興國中
銅獎《數學‧生活》羅筑月／嘉義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銅獎《暗示》陳佳儀／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銅獎《愛情誤解》何忻豫／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佳作《我們之間》李心／宜昌國中
佳作《象限迴瀾夢之島》蕭楷諺／桃園市立桃園國中
佳作《沒有交集的結局》張睿丞／新民高中國中部
佳作《人生》吳沛縈／江翠國中
佳作《失戀方程式》白芷安／台中市立光榮國民中學
佳作《未來的無限可能》倪羽安／明華國中
佳作《絕對值》呂芸欣／溪崑國中
佳作《數學、鋼琴、我》劉新昱／康橋中學
佳作《初戀》王朝宗／慈大附中
佳作《人生》余樂山／台北市立中正國中
佳作《環保意識》李佳恩／金華國中
佳作《人生》呂政道／高雄市福山國中
專題報導

金獎《真的能像頭文字 D 裡飆車又不讓水灑出來嗎？》林柏廷／台北
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銀獎《「平明尋白羽，沒在石棱中」有影？無影？》陳信安、陳予青、
陳予昀／興華中學
銀獎《參加陳王平樂觀之宴後，多久可以自駕回家？》徐綺若、徐啓軒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銅獎《赤兔馬看不到的車尾燈：王植電信》何忻曄、朱詠恩／臺北市立
龍門國民中學
銅獎《重讀與改寫：三國演義中的數感探討，以孔明借箭為例》陳以恩
／宜蘭縣立復興國中
銅獎《荔荔皆辛苦-探討楊貴妃所食用之荔枝之產地》江承羲／台中市
立光榮國中
佳作《「千萬」別亂用：勉人語句的使用之探討》陳以言／宜蘭縣立復
興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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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用數學來解釋原力，用原力來顛覆物理》周順興／康橋中學
佳作《下來說吧基德!在上面說聽不清楚啊!》陳頎崴／台北市私立復興
實驗高級中學
佳作《玉山與陝西的距離(探討于右任是否看得見故鄉？)》陳佳儀、葉
又銘／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佳作《從「開門見山」到「通行無阻」—探討愚公移山所需的時間》彭
士瑋、許庭愷／新竹市立三民國中
佳作《裙拖六幅湘江水》曾瑀婕、林郁璇、吳羽桐／福和國中
佳作《『遠古神話巨人族：夸父到底行不行！？』》蕭楷諺／桃園市立桃
園國中

高中組
新詩

金獎《「數」醉》甘庭昀／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附錄一）
銀獎《√2 的救贖》連苡均／台北市立中正高中
銅獎《青春有「圓」便無悔》黃鈞鈺／臺南女中
銅獎《我是√2》江亭儀／桃園市立新屋高中
銅獎《人生》王儀媜／聖功女中
銅獎《「圓」來是你》王堉庭／普台高中
銅獎《求證：我們存在過》曾馨／中山女高
佳作《三角形不如一個點》林士宸／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佳作《零》陳堂軒／桃園市立新屋高中
佳作《數學人生》潘翎／高師大附中
佳作《等到‧最後》林欣柔／復旦高級中學
佳作《質數的孤獨》陸識元／成功高中
佳作《人生》陳喬鍇／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佳作《緣》陳沂熏／武陵高中
佳作《愛情公式》許季華／臺北市立松山家商

專題報導

金獎《東風帶雨逐西風 又是一年立春時》李尚謙／臺中市立文華高級
中學
銀獎《超越時空，「度」過回家的路》權嘉、謝念彤／慈大附中
銅獎《世界上最危險的男人》黎慕潁、唐睿穎／臺北市立永春高中
銅獎《經常趕時間的你，知道在手扶梯上行走沒效益嗎？》陳俊宇／
中崙高中（附錄二）
銅獎《大野狼與七隻小羊－童話與數學的邂逅》何昊宸、林淯茹、顏
甄／武陵高中
銅獎《You Are The One That I Want》蕭宇岑、林子揚／中正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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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這不科學!－－魔戒中的數學思辯》王治鈞、呂建霆、洪林竹／
國立科學工業區實驗高級中學
佳作《捷運可以這樣ㄗㄨㄛˋ》王姿蘋／景美女中
佳作《「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數據造假前請考慮『機率』」》陳
宥諼、林昱佑／國立科學工業區實驗高級中學
佳作《轉蛋機背後的秘辛──怎樣抽卡才有利》李瑞祥、陳泓恩／建國
中學
佳作《「客」隨「主」變—探討韓愈貶謫詩中空間與時間》李元萌、施
宥旭／國立台南二中
佳作《周幽王的烽火台──探討烽火台平均距離的期望值》張原嘉、劉
羿賢／新竹高中
佳作《JOJO 奇妙冒險－－堅不可摧的穿心炸彈》丁兆生、楊豐銘、邵
立旻／臺北市立成淵高中
佳作《〈柯南 零的執行人〉 足球真能解決任何事？》鍾依庭／明倫高
中
佳作《｢謊｣如昨日》吳思羽、張語宸、陳祐緯／立志中學
佳作《嫦娥遊「ME」的距離───來一趟奔月之旅吧!》張綺殷、陳采
菁／龍津高中

表 9、第三屆數感盃青少年數學寫作競賽得獎名單
國中組
新詩

金獎《數學．人生》羅筑月／民生國中
銀獎《媽媽的 24 小時》李庭宇／臺中市光榮國中
銀獎《風》詹其豫／明道中學
銅獎《愛的證明》賴怡廷／高雄市立小港國中
銅獎《交響樂秘徑》謝心瑜／新北市安溪國中
銅獎《二元一次方程式》陳盈安／新北市立溪崑國中
優選《X》蘇怡璇／古亭國中
優選《在路上》林彥佐／明道中學
優選《春暉 ∞》林可惟／臺南市私立長榮高中國中部
優選《修煉》方紫婕／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國中部
優選《如果問題可以用數學解決》鄭翊廷／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優選《最後一球》唐偉晅／新北市立溪崑國中
優選《人生的四則運算》黃麗綺／高雄市前金國中
優選《或許》劉芮寧／高雄市正義高中國中部
優選《函數人生》王藝芯／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中國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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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選《青春質因數》羅宥姍／臺中市立福科國中
優選《零》陳亭方／高雄市立小港國中
優選《圓周率人生》朱紘伸／高雄市正義高中國中部
優選《豬羊變色》黃毓庭／明道中學
優選《揪心》韓語萱／新竹縣立華山國中
佳作《政客》賴玫妤／臺北市古亭國中
佳作《圓》葉上寧／高雄市前金國中
佳作《有理？無理？》陳諠彤／嘉義市大業國中
佳作《十》楊璨瑜／新北市林口國中
佳作《數美遠行》周敏歆／臺北市立古亭國中
佳作《未知數 XYZ》吳珞君／高雄市旗山國中
專題報導

金獎《排球少年超貼網扣球解密》沈含真／景文中學國中部
銀獎《大眾運輸真能節能減碳？》盧郁安／高雄市立左營國中
銀獎《跳海撿石板：韓劇在現實生活中可不可行？》白芸／慈大附中國
中部
銅獎《哦！我會做生意了！》王翎軒、趙宥晴、賴云芊／曉明女中國中
部
銅獎《一言九鼎，探究不同朝代下之可行性》羅士桓、胡愷恩、劉詠豐
／新北市福和國中
銅獎《挑戰人體極限，吳道子傳奇》甘家穎、卓暐評／台南市私立長榮
高中國中部
優選《一日三秋，時光擁擠日記》趙昱翔、林翰、陳育丞／台南市私立
長榮高中國中部
優選《穿越時空的真相--賣油翁與陳堯咨的世紀較量》陳恩崧、巫勝傑
／臺中市立北新國中
優選《后羿如何射太陽》辛宜蓁／基隆市中正國中
優選《籃球員們的誇張進球-探討射籃時百發百中的可能性及影響因
素》楊孟軒、李晉宇／新北市福和國中
優選《「什麼時候該出門？」以速率及其他因素推算出發時間》蔣海晴
／新北市福和國中
優選《東京甩尾，甩尾不玩命》江元楷、林承佑、許宇濬／林口康橋國
際高中國中部
優選《交通費可以省嗎？上班族最省錢的交通工具》林庭妤／新北市福
和國中
優選《滄海變桑田，變化真的是否如此變幻莫測》陳映筑／新北市福和
國中
優選《台灣多少年後會在 7 月下雪》黃聖翔、簡廷恩／高雄市鳳西國中
優選《23.1K 夠用嗎？ 》謝尹廷、王騰勳、王品硯／新北市福和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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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選《狂妄的苻堅遇上東晉的天險》王翔宇、陳科宇、李祐恩／台南市
私立長榮高中國中部
優選《我們想和蜘蛛人一樣牛！》歐凱恩、鍾詩晟、李祥宇／林口康橋
國際高中國中部
佳作《零錢致富不是夢─國中生理財法》何錦昌／新北市福和國中
佳作《點閱率的統計》黃子毅、黃子誠／新北市福和國中
佳作《【天上一天，人間一年】的驗證》蔡文翔、林翊翔、陳奕瑋／新
北市福和國中
佳作《一元二次方程式之「解法」～再進化了嗎！？》王筑怡、粘瓅
勻、王詠澤／彰化縣鹿鳴國中
佳作《真的有可能人山人海嗎？》姚玓璜、謝佾熙、黃靖凱／新北市福
和國中
佳作《蟻人─縮小的極限》劉慶軒、涂文愷／桃園市內壢國中
佳作《露意絲高空墜落，超人飛到瞬間一把抱起真的是英雄救美嗎？》
劉新昱／林口康橋國際高中國中部
佳作《吹夢巨人的身高與速度是否符合》廖辰星、羅少澤、鍾承翰／新
北市福和國中
佳作《韓信真的能靠著「韓信點兵」準確算出士兵人數嗎？》宋辰芯／
新北市福和國中
短篇小說

金獎《2=1 0》盧品臻／磐石國中
銀獎《艾媞費雪的數理人生》郭怡嫻／新竹縣立成功國中
銅獎《零到無限大》謝宛彤／溪湖國中
優選《等量的幸福權》游牧心／新竹縣立成功國中
優選《瘋子》謝宜紋／左營國中
優選《一樣?不必一樣》王亭之／新竹縣立成功國中
佳作《被遺忘的聖誕節》朱洺儀／慈大附中國中部
佳作《數學的使用說明書》洪亮宇／向上國中
佳作《科博館驚魂之夜》張芷瑜／新竹縣立成功國中

高中職組
新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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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獎《子時》陳亮鈞／北一女中
銀獎《π下星空》陳禹如／興華中學
銀獎《√2 的獨白》謝宇凱／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銅獎《數感．七習慣》李晨筠／聖心女中
銅獎《「數」命》郭振源／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銅獎《沙》陳暐潔／臺北市立成淵高中

優選《算命》李蕙安／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優選《悔-致母親-你的孩子還是你的孩子》葉芷穎／臺南女中
優選《等差數列》鄭穎嬨／北一女中
優選《太極魚》邱顯祐／彰化高中
優選《數字種族》黃允成／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優選《圓心》何亦涵／北一女中
優選《循環》蔡炘誼／北一女中
優選《沙漏》潘維宏／武陵高中
優選《致父親》徐意晴／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優選《擁抱的證明題》傅莉妮／北一女中
優選《心》柯凱文／高雄中學
優選《初衷》劉宇宸／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佳作《測愛》雲廷詣／羅東高中
佳作《倏忽》唐聖涵／大同高中
佳作《為民除害》李蘭正／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佳作《荒唐》金昆樂／臺東私立育仁高中
佳作《與 e 邂逅─最單純的美》邱文彤／國立臺東女中
佳作《史與數》卓芸亦／北一女中
佳作《我願》王辰安／新北市立清水高中
佳作《零》黃健閔／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佳作《冷戰的日子》張舒晴／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專題報導

金獎《欲窮千里目，且須神明否？》張庭禎、蔡承倢、余子瑄／北一女
中
銀獎《馮諼一日雙城-「行」、「不行」》洪士惠、陳禹如、曾莉棋／
興華中學
銀獎《哆啦 A 夢的──小短腿？》卜紹秦、郭柏延、郭庭維／國立科學
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銅獎《夏蚊真的能成雷嗎？》顧寶成／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銅獎《海底深思的鐵達尼》張宇傑、曾雯婕、高琮凱／雲林縣國立西螺
農工
銅獎《「我們還能為愛做什麼？」之拯救陽菜》林馳耘、洪嘉聲、陳禹
璇／武陵高中
優選《天外奇蹟不奇蹟？以數字的鑰匙解開奇蹟之謎》邱珊妮、章繼
榳、莊雲安／武陵高中
優選《什麼！？傑克家恐有缺水危機——小小豆子的巨大影響》彭士
瑋、王郁豪／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優選《《天方夜譚》果真是天方夜譚》何昊宸、顏甄、林淯茹／武陵高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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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選《身處冰天雪地中 長袖一揮現高樓》蔡丞彥、廖鉑涵、侯奕安／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優選《民民之中，誰選你——民意真的可信嗎？》曾介績、區至宇／臺
南一中、臺南二中
優選《髮力無邊-樂佩的頭髮長到天邊》黃嬿蓁、林昰瑞、呂銍珅／建
臺中學高中部
優選《現代蜘蛛人行不行？來自馬桶吸盤的超能力！》高瑀謙、梁家
榛、劉又慈／北一女中
優選《玩命關頭~超越極限》陳冠維、黃士榤／彰化高中
優選《這樣殺才對！不敗毒藥 V.S 經典童話》藍巧琳、黃繹璇／臺中市
明德中學
優選《孔乙己！你欠的錢呢？》劉凱傑、蔡孝綸、張詠晴／國立科學工
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佳作《這也在你的計劃中嗎？JOJO! ——論火山爆發的能量》黃俊程、
黃亮嘉／彰化高中
佳作《名偵探柯南：漆黑的追跡者-子彈與身體極限的較量》盧冠蓁、
魏鄀畇／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佳作《超電磁砲真的能行嗎》劉益銘／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佳作《張飛喝斷橋，真假知多少》吳晨寧、高詩涵、游安立／臺北市立
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佳作《用數學分析龜兔賽跑-烏龜獲勝的秘訣》徐藝瑄、邱婷、陳子玄
／和平高中
佳作《跨越虛幻與現實的一拳以物理角度看一拳超人》林儷蓁、朱晏
希、莊之睿／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佳作《科幻宇宙中最厲害的彈指！》彭如駿／大安高工
佳作《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黃智笙、胡睿喆、黃芃嫣／桃園市立
武陵高級中學
佳作《辣個十里山路不換肩的男人》顏于翔、郭少禾、陳彥均／大安高
工
佳作《痛失「鷹」才──從墜機認識墨菲定律》藍仕翔、劉名洤、楊東
祐／二信高中
短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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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獎《共軛的時空》曾子薰／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銀獎《等妳，等兩點交會的那一天》趙蓁妤／北一女中
銅獎《數的征途》周昀蓉／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優選《傅立葉的樂章》藺博韜／桃園市立武陵高中
優選《平行》劉家琪／北一女中
優選《數學‧遇見你》温怡茹／北一女中
優選《光》吳芸萱／忠明高中

優選《數理之子》葉兆容／北一女中
佳作《同類》何芝音／桃園市立武陵高中
佳作《用函數看職場》劉芷綺／市立豐原高級中學

3. 影響力與擴散性
本計畫運用不同媒介提高比賽參與度，以下將說明透過實體活動宣傳及網路社群經
營本專案之影響力與擴散性。
i.實體活動宣傳
為了推廣「2019 數感盃-青少年數學寫作競賽」
，108 年 2 月整月，本團隊申請台北文
化局捷運海報，將競賽資訊張貼在捷運板南線上人流量大的站點，讓通勤的學生在上放學
之際能夠了解比賽資訊，見下表 4 為海報張貼地點。
表 10、第二屆數感盃青少年數學寫作競賽海報張貼位置
捷運站

設置地點

市政府

4 號出口

國父紀念館站

2 號與 3 號出口間穿堂
3 號出口

忠孝敦化站
7 號出口
1 號出口
忠孝復興站
3 號出口
1 號出口
3 號出口
西門站
5 號出口往 1 樓
5 號出口地下 1 樓
龍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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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號出口

圖 10、捷運站宣傳海報
除張貼海報於各大捷運站出口，第三屆也廣發海報與 DM 至各校，邀請學校於校內
張貼海報，鼓勵學生參賽。學生對海報設計評價相當正向，認為鮮明的幾何方塊所組成的
字體相當吸睛，對比賽內容產生興趣。張貼情形可參考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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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美女中

中壢高中

南科實中

北安國中

中華國中

中壢國中

溪崑國中

嘉義高中

樹林高中

圖 11、各校海報露出

ii.網路社群經營
本計畫以本人共同創辦之數感實驗室臉書粉絲專頁作為社群網路宣傳平台，該粉絲
頁按讚人數為 8 萬 7 千人，追蹤數為 9 萬 4 千人，並且製作寫作懶人包、優秀數學作品賞
析等宣傳比賽、引發學生深入思考，並邀請協辦單位普通型高級中等數學學科中心、中華
民國數學會、科學少年、科學月刊分享相關貼文，吸引對科普有興趣的國高中生參加比賽，
更與全國最大科普媒體泛科學合作，比賽前期每週貼文介紹比賽內容以及獎項增加曝光
度；同時，我們將資訊分享至國文、數學老師自組的臉書社團，讓更多老師知悉比賽資訊
及索取培訓教材的管道。
在比賽得獎名單公布後，為展現學生的創意與寫作競賽成果，以得獎作品為主軸，撰
寫簡短賞析及節錄作品內容將優秀內容供大眾欣賞，以期激起更多人對數感寫作的興趣。
第二屆的獎作品分享文章中，由數感實驗室粉絲頁所發出的高中組新詩類金獎《「數」醉》
則獲得 50 次分享、觸及 17,729 人次，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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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高中組新詩類金獎《「數」醉》於臉書上觸及 17,729 人次
而此屆高中職組專題報導類銅獎《經常趕時間的你，知道在手扶梯上行走沒效益嗎？》
則登上泛科學當月熱門文章，突破 2 萬 1 仟瀏覽人次如下圖 9。

圖 13、高中組專題報導類銅獎《經常趕時間的你，知道在手扶梯上行走沒效益嗎？》
登上泛科學當月熱門文章

第三屆的宣傳活動則主打「創作與互動」。以競賽徵文的投稿件數來看，新詩一直
都是學生們較容易上手的數學寫作文類，因此老師們多會鼓勵同學先從新詩創作開始
練習，因此本計畫邀請了林達陽老師、湖南蟲老師、馬翊航老師、林婉瑜老師四位詩
人來進行數學詩的示範創作，並附上約 200 至 300 字的導讀讓讀者可以跟著詩人的脈
絡理解新詩與數學的發想過程，總計 11 篇數學詩，在數感實驗室 FB 粉絲頁上觸及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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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8 萬 3 千人，並同步刊載於《聯合報》副刊。

表 11、合作詩人和範文名稱
合作詩人
林達陽

湖南蟲

馬翊航

林婉瑜

數學詩範文名稱
1.

＜大風吹＞

2.

＜已經＞

3.

＜愛與孤獨的證明＞

4.

＜不確定——致少年 pi＞

5.

＜或許——致希帕索斯＞

6.

＜數學沒教我的四則運算＞

7.

＜曼德柏集合＞

8.

＜犬齡十二＞

9.

＜摺紙的人＞

10. ＜愛的 24 則運算＞
11. ＜一些精密的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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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與詩人老師湖南蟲(上左)、馬翊航(上右)、林達陽(下左)、林婉瑜(下右)
合作數學詩範文

不僅透過海報文宣、社群平台及公文來分享，團隊更與詩人林達陽老師一同邀請
《聯合報》協力宣傳，將詩人的數學詩示範作刊載於《聯合報》副刊、UDN 聯合新聞
網，並於文末放上數感盃競賽資訊，讓更多大眾發現數學與新詩碰撞的火花與趣味，
理性的數學也可以很感性。透過線上媒體與實體媒體兩方協助宣傳競賽消息，在教育
意義上，指導老師在鼓勵學生參賽時也能協助職涯探索，使其在情感抒發、知識運用
與創作熱情上能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既可滿足知識面的學習，同時亦可滿足情
意面與技能面的學習。

圖 15、林達陽老師範文刊登於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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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交流更加即時、頻繁。團隊在社群媒體平台上，創立了 FB 社團「數感盃──
數學寫作交流」讓數學寫作愛好者可以分享靈感、寫作技巧或心得等，展現數學與生活、
藝術、文學的不同結合，也提供指導老師培訓學生的資源與特色課程靈感，期許能夠建
立創意寫作的風氣與共同學習圈，已累積 1,407 位粉絲加入。除此之外，數感盃競賽也
在其他文學創作社團引起網友熱烈討論。

圖 16、數感盃臉書社團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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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未來展望

感謝科技部補助本計畫期滿三年，讓數感盃順利舉辦連續三屆，獲得國內各大數學學
會如中華民國數學會、台灣數學教育學會、臺灣數學史教育學會、台灣工業與應用數學會
的協辦；媒體方面國內歷史最悠久的科學月刊、《科學少年》雜誌，及目前國內最大的線
上科普媒體泛科學也是協辦單位；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也願意協助宣傳，目前全台灣與離
島共有近 7 成的縣市教育局處、國中數學輔導團與本計劃合作，協助數感盃成為一長期且
固定的年度比賽。之後我們也經繼續爭取尚未合作的縣市單位，望能使數感盃的執行期程
年復一年，不停前進。科技部指導，並由臺灣師範大學電機系主辦，數感實驗室負責承辦，
並且爭取到財團法人創藝文化基金會的贊助。能獲得如此多的單位投入支持，可見得大家
對於這項比賽都有相當高的信心和期待，認為這項比賽對於數學教育的轉型與跨學科整
合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貢獻。
我們期望透過舉辦比賽、提供舞台來鼓勵中學生在生活中、個人經驗中挖掘與數學相
關的元素，透過創作、書寫的方式，把自己的一小部分向世界分享。透過數學新詩、數學
小說的撰寫來解決自己對生活的困惑也好，藉數學專題報導的研究來支解大眾對社會的
不解也好，幫助學生重拾對數學的學習興趣，也在創作上獲得成就。
跨領域學習是目前的教育趨勢，培養具有跨領域能力、整合性思維的人才更是現今教
育的當務之急。本計畫即是在數學推廣與撰寫科普文章的背景之下，延伸至教育現場，讓
學習的主權還於學生手中。希望能夠引導學生從創作的角度製造數學的「再學習」，連結
數學與國文，另外也期望能夠跨域，結合地理、歷史、經濟、政治、物理、化學、生物等
多面向的探索，重新引起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同時產生不凡的創作。引領更多學生在
學習與發現的過程中，一改對數學無用無趣的刻板印象，重拾對數學的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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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總結

台灣的莘莘學子向來在數學考試上成績優異，卻在面對貼近生活的應用題上束手無
策、放棄作答。面對這樣的狀況，我們認為，當今數學教育的重要目標應是思考如何啟發
學子對於數學的興趣，增加學習動機，改變「以考試領導教學」的教育方式，不再一味追
求計算速度及學科上的分數，而是尋求不同學科間的橫向連結。
數學寫作的誕生正好可以彌補傳統學科教育之不足，從跨領域結合的新思考點，從生
活與文學中尋找數學的應用，讓學生明白數學的樂趣。本團隊另一項科普計畫的「數學實
驗室」是針對國小，
「數感盃」則鎖定國高中生族群，期許透過這些活動，能配合 12 年國
民義務教育，有延續性地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趣、活用能力，進而落實素養教育，實現新
課綱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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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第三屆高中組新詩類金獎
《子時》／北一女中 陳亮鈞
月圓圓地升起
只見一片萬籟俱寂
就剩我和數學還醒著
翻開書頁

所有的符號自顧自躍然紙上
旁若無人的七嘴八舌
指數直呼 高處不勝寒
√2 咬牙 不得不低頭

括號如臨大敵的瞪著對方
平行線隔著斜率相望
π輕輕伸長腿 慢慢旋轉
舞 一曲濫觴

歐幾里得扶額長歎
「你們...成何規矩」
矩形和圓看了看對方
掩嘴笑著凌亂

我愣愣的合上書
寧靜的夜似乎多了點紛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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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第三屆高中職組專題報導類金獎
《欲窮千里目，且須神明否？》／北一女中

張庭禎、蔡承倢、余子瑄

論「千里眼」在現實生活的可行性
在民間信仰的媽祖神話中，常見兩位魁梧的左右護法——「千里眼」與「順風耳」—— 跟
隨在側。。而其中「千里眼」這個傳奇的能力，自古以來不論是神話、鄉野奇談或科幻電
影都常取之為題材。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它真的有可能存在嗎?
「非洲馬賽人千里眼(2017.03.23，華人今日網)」這是我們偶然讀到的一則新聞標題。其 內
文提到東非有個名為馬賽的部落，族人裡視力超過 2.5 的人比比皆是，有的人甚至視力能
達到 6.0，遠遠超越了正常人的視力(根據《視覺的神經機制》一書記載，正常視力者可
達 1.2~1.5，最高可達 4.0)，新聞中更是稱其為人類的「千里眼」。於是我們便好奇，人類是
否真的能辦到這「神話」級的挑戰。
不過在開始探討以前，我們先來釐清一下視力的定義及表示方法。
首先，視力是透過物體對於眼睛的最小視角(Maximum angular resolution=MAR，單位: 角分)
來作為標準的。而視角則是物體兩端引出的光線，在人眼光心處所形成的夾角(如下圖， 左
方一點為人眼光心，右方為觀測物直徑，θ 即為視角)。

由於視角越小代表視力越好(張角愈小代表能看清愈遠或愈小的物件)，因此為了直觀 表
示，我們一般將視力以視角(MAR)的倒數來呈現(例如:MAR=0.5′ 的視力
為 1/0.5=2.0， MAR=1 的視力為 1/1=1.0，以此類推)，稱為小數視力，即大家熟知的視
力 1.0、0.6 等，而 專題中使用的視力皆以小數視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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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千里眼」。為了能夠計算「千里眼」的視力，我們將「千里眼」定義為「能在一 千公
里外，辨認一直徑一公尺的物體」。依此條件，我們可利用角直徑(在視覺科學裡，角直徑即
為視角)的公式(如下)來求得「千里眼」的 MAR:

其中 δ 為視角(δ 單位為 rad，弳度)，D 和 d 分別為與物體的距離及物體的實際大小
(D 和 d 單位相同)
當 D 遠比 d 大許多時，δ 可以簡化成:

我們將 d 千里眼 = 1m，D 千里眼 =1000km = 106 m 代入上式，則可得「千里眼」的
MAR= δ 千里眼=1/106 rad=10-6 rad=10-6 × (10800/π)，
因此，「千里眼」的小數視力 = 1/MAR ≒ 290.8882 ≒ 290.9，遠遠大於報導中所提的視
力 6.0。
看樣子「千里眼」的神話，對於人類本身仍依舊是神話，而新聞的內容也非全然可信。 不
過我們還是好奇，究竟新聞中所稱的「最強視力」6.0，是怎樣的一個境界呢?
我們同樣假設該「視力 6.0」的馬賽人欲辨認遠方一直徑為一公尺的物體，則我們可設「視
力 6.0」MAR 為 δ6.0，物體的實際大小為 d，與物體的距離為 D，並利用同樣的公式逆推:

因此我們可知視力 6.0 的馬賽人與直徑 1 公尺的物體間之最大可視距離，約為 20.626 公里。
換句話說，「視力 6.0」即使沒辦法做到千里眼，但「十里眼」還是可行的呢!
而探討完人類的視力後，進一步我們想了解地球上有沒有其他生物能辦到「千里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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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我們查詢了一下地球上不同動物的視力，並從各項資料的文本中，整理及計算出幾種
擁有「超級視力」的動物之小數視力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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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知，就算是表上視力最好的(老鷹)的視力(5.8178)，也仍然遠小於「千里眼」的
視力 290.9，也還是無法辦到「千里眼」的傳說。 如此看來，地球上只剩下我們人類最引以
自豪的「科技」還有機會達成「千里眼」這個史詩成就了。而我們人類在這方面的科技結
晶，不外乎就是望遠鏡啦。
在繼續探討前，我們先來了解一下望遠鏡放大倍率的計算:假設一個望遠鏡它標明 7×50(如圖
二)，前面的 7 指的是它的倍率，也就是能讓觀測物對觀測者而言如同拉近 7 倍的距離(假
設一人在看遠方 3500 公尺的目標，會相當於人肉眼在看 500 公 尺的目標一樣);而後面
的 50 指的是這支遠鏡的口徑(直徑，單 位是 mm)，口徑越大解析度就越高。

而為了推算現今的望遠鏡能否做到「千里眼」，我們先假設望遠鏡的倍率須達 A 倍才能達成
「千里眼」，也就是我們假設該望遠鏡看 100A 公尺外的 目標，能等同於人眼看 100 公尺的
目標。
同樣預設人(觀測者)的視力為 1.0，其在 100 公尺最多可看到

也就是這個「千里眼」望遠鏡需要在 100A 公尺看見 3 公分物體，因此我們可以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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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結果，我們可推知望遠鏡的放大倍率只要≧300 即可符合「千里眼」的標準了。
回到我們現實中的望遠鏡。一般手持式雙筒望遠鏡倍率大約是 7~10 倍，地面賞鳥用單筒望
遠鏡倍率大約是 20~60 倍，而天文觀測單筒望遠鏡通常不超過 300 倍。也就是說，一般我們
生活接觸到的望遠鏡皆未到達千里眼的程度。
不過，前一陣子因拍攝到人類首張「黑洞照片」(如圖三)而紅及一時的「事件視界望遠鏡」
可就不只是如此了。 「事件視界望遠鏡」利用干涉技術，將不同地區的望遠鏡之 光線訊號
組合成一張影像。而利用其所得到的結果，就會像 是使用一支口徑相當於地球直徑的望遠
鏡觀測，可構成更明 亮且更清晰的影像。一位科學家如此比喻這望遠鏡的拍攝成 果:「大
概就像是要從地球拍攝位在月球上的一顆橘子[8]。」

這提供了我們一組計算資料:地球到月球的平均距離是 384,401 公里，一顆橘子的大小 大約
是直徑 7 公分。這樣換算的話，「事件視界望遠鏡」的 MAR 大約是 0.000000626，也就是說
其小數視力高達 1597395.9757，大大地超越了「千里眼」的所需底線。
所以說，在科技的進步之下，要達到千里眼已並非難事，即便現今人類眼睛的極限最多
到 20 公里，只有千里眼的百分之二，但只要有天文望遠鏡的幫忙，再遙遠的距離也彷彿近
在 咫尺。而且和其他許多的動物相比，人類的視力其實也不算差。因此希望大家好好愛惜
自己的雙眼，才能自由翱翔於科學與知識的天空。用我們的雙眼，發現這世界更多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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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第三屆高中職組短篇小說類金獎
《共軛的時空》／南山中學

曾子薰

有一天，我發現我的貓有點怪。
不是感覺，而是確知哪裡不太對勁。小米是隻白底黑斑的貓，一雙墨黑大眼閃爍著惹人
喜愛的光芒，多麼無害純真的小動物。我的小米像天生穿著乳牛裝，舔拭自己皮毛時唇齒間
彷彿會溢滿奶香，好甜，好乖。
──我懷疑小米誘拐了一隻黑貓回家，然後逃獄似地跳窗輕盈離開，否則要怎麼解釋這
隻黑糖凍一樣烏漆麻黑看不見一點白色的貓。牠怎麼可能是我半年前在樓下撿到的小貓，然
而，藍色項圈上確實寫著我的名字及這裡的地址。
到底是怎麼做到的？我的小米不是我的小米，儘管牠湊在我臉頰旁蹭呀蹭的感覺跟以前
一模一樣，但我就是覺得彆扭，還特別毛骨悚然，也許更多的是不敢置信……這種鬼片般的
情節居然發生在我這麼普通的一個社會新鮮人身上，但一切都還沒結束。
當我那火鶴圖案的收納盒變成天鵝圖案、鬧鐘從粉紅色變成藍色時，房間原有的配置已
經被未知的力量破壞了大半。我從一開始的歇斯底里到現在只剩微弱的不安已經過了兩個多
月，傾訴過煩惱的朋友愉快地得知我總算從幻想中脫離，紛紛前來慰問。
「你終於放棄這個奇怪的社會實驗啦。」朋友如是說，聽了這話的我又自閉起來，恐怕
事情沒有真的發生在他們身上，這些社會化完全的僵化腦袋是無法感同身受的。
親近的人都把我當瘋子，像教授這樣的權威人物更是對我敬謝不敏。我以前念哲學的，
忍不住把我這段時間的困擾傾訴給大學時熟悉的教授知道，教授很努力地憋住，最後還是大
笑著說：「這可能就是尼采發瘋前遇到的事。」從此我沒再找過他。
我就是在這種走投無路、只能獨自到圖書館查資料解釋身邊異常的情況下，遇到那個男
人的。
男人的長相，我已經記不清了，不如說，在他離開後，這點印象便在我腦海中消失殆
盡，一個令人印象深刻卻記不住臉孔的男人，讓我不禁覺得又有超脫科學的解釋。
男人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在上一個時空也見過妳這個樣子，像要把整個圖書館都翻遍
一樣。」他盯著眼神有如發現新大陸的我，說：「我請妳喝個下午茶吧？」

41

請別譴責我淺薄的自我保護意識，但我確實沒思考多久就跟著他走了。我們坐在咖啡
廳，假日的街道上人流依舊熙熙攘攘，城市的步調著急而緊張，我不禁好奇，這之中會不會
有人跟我有同樣的困擾。
還沒等飲料上桌，男人就開口說道：「本來我還不太清楚，現在看到這個時空的妳也遇
到一樣的困擾後，我幾乎可以確定，妳和另一個時空的妳的房間，剛好落在蟲洞連接的兩端
點上。」
他自顧自說了一大堆，才突然想起什麼，「啊……抱歉，我忘了自我介紹，我是十年後
的時間旅行計畫志願者，對這種事情稍微比較了解一點。」
我不禁失笑，怎麼會有人這樣做自我介紹？
「時空旅人先生你好，既然如此，我就是平行時空小姐，就麻煩你今天幫我解惑了。」
男人好像跟不上我的幽默，也可能是他沉浸在他的思維裡沒聽到我說了些什麼，「……
你大學念哲學系？」良久，他終於道。
我只是苦笑，已經沒有什麼事情能嚇得到我，「你連這個都知道啊，現在可以解釋一下
什麼蟲洞啊平行時空之類的東西了嗎？」
男人點點頭，「我是數學系，你好。」然後他偏頭想了想，像在思索一個我能理解的解
釋，「大概就像，如果你以前唸過認知哲學，那你應該聽過『孿生地球思想實驗』，你可以
試著想想看。」
我當然聽過孿生地球思想實驗，普特南假設宇宙間存在有一顆跟地球完全一模一樣的星
球，我們稱它為『孿生地球』，兩個星球高度相似，唯一的不同之處在於「水」。在孿生地
球上，「水」的分子組成是 XYZ，除此之外就跟地球上的「水」一模一樣。
因此，當孿生地球上的居民講到「水」時，他們心中浮現的事物，跟地球居民講到
「水」時，應該是沒有差別的。即便如此，這兩個星球上的居民提到的實際上是不同的事
物，所以它們的意義應該是不同的。
但這跟現況又有什麼關係？我皺起眉頭，用表情傳達我的不理解。
「跟那個實驗剛好相反，妳跟另一個時空的妳的房間，裡頭的物品本質是相同的，卻有
外在的差異，這種差異實際上源於妳們不同的內在，去決定了妳們會如何布置自己的房間，
又是如何不適應另一個自己布置的房間。」他解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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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畢業後第一次深入思考只存在大學課堂上的論證。我想起思想實驗裡的孿生地球
居民其實沒有分子的概念，也依然有不知道水之組成的地球居民，是否是相同的事物是由認
知上的差異而定的嗎？這樣的說法可以適用在超自然的現實上嗎？
男人拍了拍手，喚回我在宇宙中漂流的思緒，「稍微有概念之後，現在我用我的專業科
目跟妳解釋看看我的想法。」
「妳知道拋物線吧，實際上，蟲洞在人們的假說中就像一個拋物線。」他用手指沾了沾
水杯裡的水，在桌上畫了一個拋物線的圖形，「拋物線之所以會叫拋物線當然是有原因的。
我不認為蟲洞連接的所謂『白洞』和『黑洞』是一方只吞噬而一方只吸收，我傾向作用是互
相的，得到一部份，必然也失去原先的一部份，這是我所假設的。」
「而妳們的房間正好就落上這個蟲洞之上，妳們是對稱的兩個點，在數學上稱為『共
軛』，以共軛複數的例子來說，實數就是事物的本質，而互為相反數的虛數便是這些外表的
不同之處。」
我沉吟了一陣，「也就是說，既然不同的地方是相反數，那麼，我對另一個我的審美產
生極端的排斥是理所當然的。」
「妳關注的點很奇怪，不過妳說的對。」男人終於笑了，「真不愧是哲學系的，一點就
通。」
那天過後，我就沒再見過男人──或許有，只是我再記不起他的外表──卻倒是對房間
的變化心安不少，不再每個早上都擔心少了什麼東西，儘管難以理解，但在找到一個似乎合
理的解釋後，便覺得這一切是新奇大於恐懼。
我時不時買些新的小東西回來，等它有一天變成另一個樣子，也成為一種異樣的生活樂
趣。然而，在習慣了一切都會變得不一樣的生活後，某天早晨，我再醒來時，竟恍然像回到
了好幾個月前。
整個房間的擺設都像以前那樣，沒有改變。
我的直覺告訴我，是我的東西都回來了，再多想一陣，我卻突然無法確定──是不是我
已經不在我原來的時空了？
我盯著書櫃上休息的小米發呆，花色是許久不見的白底黑斑，懷念的同時也感到一絲悵
然若失。我似乎已經開始習慣另一個我的生活，而在我習慣了那一切之後，我還算不算得上
是原來的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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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在意，究竟是我也來到了另一個時空，還是一切都回到原來的時空了？這個世界的
我跟另一個世界的我還是同樣的一個人嗎？
位於同一條線上，就算是對稱的兩點，所帶有的性質也不盡相同。
立足於似同非同的生活環境中，我不知道若是我離開了自己的時空，對這兩個世界來
說，算不算失去了什麼或得到了什麼。
我又在假日上圖書館尋求解答，我驀然想起那個從此沒了蹤跡的神祕男人。我看向外
頭，繁雜的人潮間，或許那個男人亦身在其中，若是看見窗邊苦惱的我，他還會為此駐足
嗎？會不會這裡也有不同時空的他？我們還會再次相遇嗎？
然而，這次我也明白，這些
問題或許注定再也找不到答案，他大概早已離開這個時間點的時空維度，從人群間擦肩告別
後便是永別，短暫地交會後就此平行，脫離現實常軌的假想終究只是假想，沒有人能證明孿
生地球的存在，正如沒有人能證明另一個時空裡孿生的我，一切彷彿只是我腦海裡的一場風
暴，捲著這段時間的不安、好奇與其他一切沒入未知的蟲洞之中，再也找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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