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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車達人賽車達人賽車達人賽車達人 ──── 叫我第一名賽車手叫我第一名賽車手叫我第一名賽車手叫我第一名賽車手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為了贏得賽車比賽我們進行了此次的研究，我們得到一些向量運算的規則，並學會必需

對每個賽道先拆成幾個小段分析賽道的特性，再利用其特性決定採取的策略。我們的推論並

證明：能夠搶到有利的出發點、先加速彎進並進入最靠近轉彎點轉彎、以及在最後加速時搶

到有利加速賽徑的人就能贏得比賽。賽道的轉彎處夾角越大時可以用越大速度過彎，大小由

賽道可容許的剎車寬度決定，而夾角越小則轉彎的速度也應越小。我們利用歸納推論出的加

速決策：1＋2＋…＋(n-1)＋n＋(n-1)＋…＋2＋1＝n×n 算出賽車時每個局部路線水平及垂直

的最大速度，可以避免剎車不及亦可計算需走的步數，再依據剩下的格子數依路線的特性稍

微調整，就可以跑出理想中最快的路線。 

 

壹壹壹壹、、、、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有一次不經意在書（在遊戲中學數學）上找到了一個很有趣的數學遊戲，但書上只

說明遊戲方法，卻無建議的玩法及贏的訣竅，遊戲方法簡要說明如下： 

在格子狀的方格紙上畫出適當的賽道，由起跑點開始連結所畫的線和點前進，儘量

用最少的點到達終點。點的畫法，亦即車子的前進方法和實際駕車時相同，可以加速、

減速、轉彎。不過為了符合現實的情況，還制定以下的規則： 

一、 可以慢慢加速，但不可以突然加速； 

二、 可以慢慢轉彎，但突然轉彎會造成危險； 

三、 可以慢慢減速，但緊急煞車會造成事故。 

在此規則下，舉例來說：由 A 點前進到 B 點時，

格子數為 m×n 格（右方 m 格，上方 n 格），接著前進

到 C 點時，要在（右方 m±１格，上方 n±１格）的範

圍內加速、減速和轉彎，但如果因為加速、減速或轉彎

而衝出賽道則必須被判出局。  

例如上圖的情況，由 A 到 B 為(3,4)，而下一個 C點的可能位置為畫○的 9 個點。

也就是由 B 到 C時的前進方向可以為：(2,5)、(3,5)、(4,5)、(2,4)、(3,4)、(4,4)、(2,3)、

(3,3)、(4,.3)。 

和同學試玩後的經驗顯示：如果太小心就得多走很多步才會到達終點，如果加速加

太快，則經常會因為剎車不及或來不及轉彎而衝出賽道。另外一個因素，就像真實的賽

車一樣，場地和路線可以更換，因此需要不同的技巧，才可以在不同的賽道上跑得既快

又好。這樣的挑戰，讓我們想嚐試是否可以找到一個有效的方法或規則，並且能夠適用

到不同的賽道，讓我們在與同學比賽賽車遊戲時，即使賽道變換，也可以擁有比同學更

多機會獲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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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研研研研究究究究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一、在這種遊戲規則下，有什麼特色是我們需要去注意的？ 

二、在不同的賽道設計下，是否可以找到通用的較佳跑法？ 

三、在不同的賽道設計下，比較有利的出發點選擇策略是什麼？ 

四、如果是兩個人以上同時在一個賽道上比賽，彼此的賽車不可以發生衝撞，是否有那

些點或是路徑選擇時機是贏得勝利的關鍵？ 

 

參參參參、、、、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設備與器材設備與器材設備與器材設備與器材 

方格紙、紙、筆、尺、色筆。 

 

肆肆肆肆、、、、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我們先嚐試以較簡單、具代表性的賽道，如賽道一至賽道四，試著在不同的出發點，

用各種不同的跑法或策略，從每次賽車的結果和賽徑，歸納出可以贏得賽車的跑法心

得，並試圖推論出跑得最快的最佳策略。此外，我們把較佳的賽車路徑儘量呈現在同一

張賽道上，以方便觀察在兩個人以上參與的競賽，有沒有關鍵路徑、或是位置的佔據是

贏的關鍵？瞭解不同的賽道，他們之間有沒有一些共通性原則？接著，將初步歸納推論

的成果，應用到比較複雜的賽道（如賽道五至賽道八）再加以驗證，並且用數學方法證

明，用這些結論來做為我們為贏得賽車的最佳策略。 

 

伍伍伍伍、、、、研究過程研究過程研究過程研究過程與結與結與結與結果果果果 

一一一一、、、、賽道賽道賽道賽道一一一一（（（（直的直的直的直的賽道賽道賽道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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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從我們多次實驗試玩發現這個遊戲有一個特點：如果前一步走的格子數為 m×

n 格（右方 m 格，上方 n 格），而下一步總共走了 p×q格（右方 p 格，上方 q

格）時，此時在方格紙上總共走了（右方 m＋p 格，上方 n＋q格）。 

(二) 垂直(上下)方向走的速度和水平(左右)走的速度彼此互不影響，總共走的距離

也是各自加總的結果。 

(三) 從多次賽車結果觀察這個賽道，發現水平方向需向右走 35 格，但垂直方向僅

需要走 15 到 35 格即可達到終點，並且得知此賽道只要不跑出賽道，要持續

不斷往右(水平方向)儘量加速，就可以同時到達終點。此外，我們也發現水平

方向需向右走 35 格，依每次加速的結果綜合來觀察，發現： 

1＋2＋3＋4＋5＋6＋7＋7＝35 → 共需跑 8 次。 

因此，只要持續往右加速，不要超出賽道，則不論是從那個位置出發，都會

在相同的次數到達終點。 

(四) 從這個賽道可以觀察到垂直往上的的跑法並不是決定勝負的關鍵，只要往上

調整速度不要超出賽道，而在水平方向努力往右加速都可以相同的次數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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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賽道賽道賽道賽道二二二二（（（（垂直轉彎的垂直轉彎的垂直轉彎的垂直轉彎的賽道賽道賽道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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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觀察這個賽道，可以將這個賽道分成兩段，第一段是垂直往上，第二段是水平

往右，第一段和第二段接口有一個垂直的轉彎。 

(二) 從一次又一次地賽車經驗，我們歸納發現在第一段賽道的部份，在往上跑到第

30 至 34 的格子數時，車子的垂直速度幾乎要變成 0，所以垂直的速度從 1 開

始加速到最大速度再慢慢減至 1 到 0 總和必須為 30 到 34 格，如果最大的垂直

速度是 n，則轉換成數學式就是：  

30≦1＋2＋…＋(n-1)＋n＋(n-1)＋…＋2＋1≦34，而 

1＋2＋1＝4＝2×2 

1＋2＋3＋2＋1＝9＝3×3 

1＋2＋3＋4＋3＋2＋1＝16＝4×4 

1＋2＋3＋4＋5＋4＋3＋2＋1＝25＝5×5 

1＋2＋3＋4＋5＋6＋5＋4＋3＋2＋1＝36＝6×6 

1＋2＋3＋4＋5＋6＋7＋6＋5＋4＋3＋2＋1＝49＝7×7 

因此得到結論：1＋2＋…＋(n-1)＋n＋(n-1)＋…＋2＋1＝n×n。 

我們並以此結論定為我們的加速決策。 

如果希望最快以最少的次數，n 的數字要越大越好但又不能因為加速而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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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賽道，因此上面的式子顯示我們在賽道上可以加速到最高的速度為 n，接著

就必須開始減速。 

以此賽道為例，n 不可以大於 5，因為 6×6＝36＞34，會因剎車不及而衝

出賽道，所以最大速度必須取 5。但又因為 5×5＝25＜30，我們可以試著使用

二次以 5 的最大速度進行賽車，接著才開始減速，理由如下：1＋2＋3＋4＋5

＋5＋4＋3＋2＋1＝30，恰好介於 30 至 34 之間的數值。 

(三) 根據實際在賽道上試跑的經驗，越靠近終點的出發點未必是較有利的起跑點。

在這個賽道中，稍微遠離的起跑點較為有利，可以在垂直速度尚未為 0 時先往

右加速，等到跑到第二段水平的賽道時，往右的速度已經不小了，這比等到跑

到第二段水平的賽道時，才由水平速度 0 開始加速快得許多。觀察實際選擇的

賽車路徑發現路徑很接近轉彎的垂直點，但整個路徑是圓弧形的。如果出發點

是在內側又不希望落後，則可以先水平往左繞出到跑道外側，再向右繞回來，

但先決的條件是賽道要夠長，能有足夠的空間進行水平左右加減速。由上一個

賽道的心得可以知道，垂直方向的速度和水平方向的速度彼此互不影響。 

(四) 如果先前一步總共前進的格子數為 m×n格（右方 m 格，上方 n 格），而下一歩

總共前進(－p)×q格（左方 p 格，上方 q格）時，這時可以發現我們總共走了（右

方 m－p 格，上方 n＋q 格）。由此，可以推想出在這個遊戲中，水平左右方向

如果向右走的格子數是相加的，往左走的格子數是就會是相減的；垂直上下方

向如果向上走的格子數是相加的，則往下走的格子數就會是相減的。 

三三三三、、、、賽道賽道賽道賽道三三三三：：：：（（（（急彎的急彎的急彎的急彎的賽道賽道賽道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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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們可以將此賽道分成兩段，第一段是往上約 20 格、往右 15 到 35 格，第二

段是水平往左 26 到 34 格、往上 6 到 11 格，第一段和第二段接口有一個夾角

非常小的轉彎。 

(二) 依照我們多次的實驗發現，越靠近轉彎點轉彎越能取得先機，可能是遠離轉彎

點 1 格的話，就需多走向右 1 格，但同時又得多走向左 1 格，這樣來回就多了

2 格。 

(三) 如果我們選擇起跑線最右邊的賽道起跑，在往上跑到第 20 至 22 的格子數時，

車子的垂直速度幾乎要變成 1 或 2 左右，所以根據上回的經驗，垂直的最大速

度為 4，而且 4 可以跑 2 次後再開始減速；在往右跑到第 20 的格子數時，車子

的水平速度變成 0，其後，再開始往左努力加速，所以水平的最大速度我們也

定為 4，而且 4 可以跑 2 次再開始減速。此賽道的路徑選擇，我們引用了前面

的推論結果，並且穩當的抵達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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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第一段賽道時，如果想要在接近轉彎點不衝出跑道準確轉彎，我們試著用數

學方法計算：在任一個出發點要如何加速才可以用最快最有效的方式過彎？如

果是在起跑線最右邊的點起跑，需往右跑 17 格，往上跑 19 或 20 格；所以： 

17＝4×4＋1＝1＋2＋3＋4＋3＋2＋1＋1→多出的 1 格，我們將 1 選擇放在最

後面，共 8 步。 

19＝4×4＋3＝1＋2＋3＋4＋3＋3＋2＋1→多出的 3 格，我們將 3 選擇放在 3

的後面，共 8 步。 

因此，此路徑為：(1,1)→(2,2)→(3,3)→(4,4)→(3,3)→(2,3)→(1,2)→(1,1)，如此

即可輕易算出其中一種最佳的跑法。 

在跑第二段賽道時，因為只需垂直再往上 6 到 11 格，此情形就如同先前第一個

賽道一樣，只要努力往左加速，在垂直方向不要衝出賽道即可。 

(五)此例，我們發現如果連續走了 2 次格子數為 m×n 格（右方m 格，上方 n 格）時，

則總共走了(2×m)×(2×n)格（右方 2×m 格，上方 2×n 格）；如果是連續走了 k次

格子數為 m×n 格（右方 m 格，上方 n 格）時，則總共走了(k×m)×(k×n)格（右

方 k×m 格，上方 k×n 格）。 

(六)起跑線右邊數起第五個到左邊的幾個出發點較不利，右邊數起第一至五個位置較

為有利，可能是需跑的格子數較少。由於此賽道很單純，賽道又寬，所以推論：

只要能夠用我們的加速決策跑出最少的次數並在最靠近轉彎點轉彎及挑對出發

點就可以贏得比賽。 

四四四四、、、、賽道賽道賽道賽道四四四四：（：（：（：（弧形弧形弧形弧形的的的的賽道賽道賽道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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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此賽道可以被區分成兩段，第一段是往上約 31 到 34 格、往右 13 到 18 格的弧

形賽道，第二段是水平往右 12 到 16 格、往下約 31 到 34 格，第一、二段接合

的是一個弧形轉彎賽道，所以決定勝負關鍵應是垂直方向的跑法。 

(二) 經過我們多次的實驗，不同出發點並不是影響勝負的關鍵，關鍵處是垂直格子

數是否能用最少次數跑完並在最少可以轉彎的垂直格子數轉彎，轉彎後努力往

下加速，就可以贏得比賽。 

(三) 如果我們是選擇起跑線靠左邊的起跑點起跑，就要設法在最接近轉彎點轉彎，

在往上跑到第 31 的格子數時，車子的垂直速度會變成 0，再開始往下加速，而

在水平速度則是持續往右共要走 17 格，但又要配合垂直的次數，垂直方向： 

 31＝5×5＋6＝5×5＋4＋2＝1＋2＋3＋4＋4＋5＋4＋3＋2＋2＋1→共 11 次 

因為這個賽道前面較直，靠上面的部份較彎，所以我們把 6 拆成 4 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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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選擇在前半部跑 4 後半部跑 2 的速度進行。水平的部份，配合垂直方向的

次數，前面 5 次跑 1 格，後面 6 次跑 2 格。 

過了轉彎點再往下時，可以努力地往下加速，但水平速度在最後幾乎變為

0，約需要走 14 至 10 格： 

垂直方向： 31＝1＋2＋3＋4＋5＋6＋7＋3→共 8 次 

因此，水平速度前面的 4 次選擇走 2 格，後面 4 次則走 1 格。把結果畫在賽道

上，成功地用數學運算推估方式，推估出一個最理想的賽徑選擇路線。 

五五五五、、、、賽道賽道賽道賽道五五五五：（：（：（：（橢圓的橢圓的橢圓的橢圓的賽道賽道賽道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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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這個賽道是一個橢圓形中的一側當出發點，出發點及終點就是一個彎道，中間

有兩個較平的轉彎及一個彎度較彎的急彎，所以我們選擇每個轉彎點當成分段

點，把賽道區分成四段。 

(二) 這個賽道中，隨意亂跑和用之前歸納出的推論跑有明顯的差距，同時也驗證我

們的推論應用在這個賽道是無誤的。 

(三) 根據實驗結果，靠近左邊第 1、2 個出發點會比其它點多走 1 步。此賽道的關鍵

是在最左邊及下面彎道必需選擇離的轉彎點最接近的點進行轉彎，在上面的彎

道垂直方向的格子數比水平方向的格子數少得多，所以有些最佳賽徑並沒有一

定要選擇離轉彎點最接近的點進行轉彎，但在下方的彎道有沒有接近轉彎點就

有明顯的差異，因在第四段需努力衝刺，需跑的垂直方向格子數就是關鍵了。 

 

六六六六、、、、賽道賽道賽道賽道六六六六：（：（：（：（賽道賽道賽道賽道邊線較不平整的邊線較不平整的邊線較不平整的邊線較不平整的賽道賽道賽道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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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這個賽道分成三段，第一段垂直往上，第二段水平往右，第三段垂直往下。 

(二)此賽道和賽道二有些相似，但實驗至此我們對過彎速度仍有一些疑惑（所以在討

論二中有再進一步討論），但利用賽道二的結論就能輕易解決。 

(三)此賽道凹凸不平的邊線，較不好控制，而且賽道也較窄，所以在多人一起跑時，

能夠用我們的加速決策跑出最少的次數，並以適當的速度在最靠近轉彎點轉彎，

以及在最後一段搶到最有利加速位置賽徑的人就能贏得比賽，同時再次驗證我們

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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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賽道賽道賽道賽道七七七七：（：（：（：（S 型的型的型的型的賽道賽道賽道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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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此賽道可區分成三段，而且每小一段路線水平方向都很長，垂直方向都相對較

短，所以每一小段的決勝關鍵應皆以水平方向是否能以最少次數跑完。此例，

再次驗證我們的推論無誤，能夠善用加速決策並在最靠近轉彎點轉彎，以及在

最後一段搶到有利加速賽徑的人就能贏得比賽。 

(二) 起跑線右邊數來第一至第三個出發點較有利，可能是因為決勝關鍵是能否以最

少次數跑完水平方向的格子。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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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賽道賽道賽道賽道八八八八：（：（：（：（不規則型的不規則型的不規則型的不規則型的賽道賽道賽道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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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此賽道雖然複雜，實際試跑後，再次驗證先前得到的推論。尤其在轉彎點如路

徑較偏離轉彎點，如我們的實驗八-1 和實驗八-2 比較下很清楚地因實驗八-2 偏

離轉彎點所以在轉彎時多走了幾步。 

(二)在此賽道中的終點的兩個大彎，它的最佳路徑即為兩個最近轉彎點的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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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討討討討論論論論         

 

一、有些賽道的起跑點是輸贏的關鍵有些則不是，究竟是受到什麼影響？其中賽道三、

五、七的某些起跑點無論技術多高超就是較吃虧，其中賽道五很明顯是跑道形狀的

影響。我們分析後發現賽道三、七因其輸贏的關鍵就是水平格子數的跑法，而根據

多次的實驗我們得到：從 1 加速後再減數至 0所需最少步數可以直接用格子數算出：

如需跑 X 格子數，X＝n×n＋k，其中 n 為最大速度，如果 k＝0 則最少需走 2×n－1

步；如果 0＜k≦n 則最少需走 2×n 步；如果 k＞n 則最少需走 2×n＋1 步。經討論分

析後我們也發現如果需跑的格子數增加並不一定會增加步數，如圖一，但如果剛好

是增加步數的原因，那就會成為輸贏的關鍵。所以在一個公平的比賽，在賽道上的

設計應避免有類似的形情發生。我們同時也證明了為何要在最靠近轉彎點的地方轉

彎，只要遠離轉彎點即可能增加需走的格子數也可能因此增加需走的次數。 

 

圖一：格子數與最少步數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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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過彎的速度究竟要加速到多快才恰當？我們起先以為夾角較大時必需以較大的速

度過彎較快，但究竟要多快，太快會衝出賽道。我們試著用數學方法解決：以賽道

二的情形因由垂直方向轉到水平方向，要剎車來得及（垂直速度要剎到 0）需要的格

子數─也就是跑道的垂直寬度，如切入速度是 2，由 2 開始減速至 0：1＋0＝1 需 1，

如切入速度是 3，由 3 開始減速至 0，2＋1＋0＝3 需 3，以在賽道二跑道的寬度是 6

格，但可以跑的線上只有 5 格所以垂直切進的最大速是 3，另一方面水平速度可以先

加速，但可先加速多大？有 5 格可加速所以最大也只能先加速至 2。以賽道二最佳的

跑法，從右邊數來第三條跑道開始往右加速，以(2,3)切入最接近轉彎點的地方。賽

道六的跑道寬度更小只有 3，但結果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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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這個遊戲中，如果兩人以上同時在賽道上競賽，為了避免撞車，先手和後手以及

出發點的選擇都有可能是輸贏的關鍵，為免有失公平性，我們採取後手先選擇起跑

點方式進行。 

四、在有些賽道上比賽常常發生到達終點的次數是一樣的，但有些是才剛起步就到了，

有些是剛剛好到，這樣輸贏如何判別呢？我們一致同意，若是相同次數到達，以最

後一步到達終點需走的格子數比該次的速度，比例最小的人贏得比賽。 

 

柒柒柒柒、、、、結結結結論論論論 

一、從這個遊戲中，我們歸納推論得到一些因此遊戲所產生的基本數學規則： 

(一) 垂直上下方向走的速度和水平左右走的速度彼此互不影響，總共走的距離也是

各自加總的結果。 

(二) 遊戲的加法規則，如果前一步走了格子數為 m×n 格（右方m 格，上方 n 格），

而下一步總共走了 p×q格（右方 p 格，上方 q格）時，這時總共走了（右方 m

＋p 格，上方 n＋q格）。 

(三) 遊戲的乘法規則，如果是連續走了 k 次格子數為 m×n 格（右方 m 格，上方 n

格）時，總共走了(k×m)×(k×n)格（右方 k×m 格，上方 k×n 格）。 

(四) 遊戲的減法規則，如果先前總共走了格子數為 m×n 格（右方m格，上方 n 格），

而下一步總共走了(－p)×(－q)格（左方 p 格，下方 q格）時，這時總共走了（右

方 m－p 格，上方 n－q格）。 

老師告訴我們這其實就是數學中向量運算的基本規則。 

二、針對每個賽道可以先拆成幾個小段分析賽道的特性，再利用其特性決定採取的策

略，視水平或是垂直方向的格子數那一個較多，多的一個即為加速的關鍵。我們的

推論同時證明：出發點、每個轉彎點、以及賽道最後的衝刺直線，都是可能造成速

度差異的最大原因，所以能夠搶到有利的出發點(討論一)、搶到可以先加速彎進並到

達最靠近轉彎點(討論一)、以及在最後加速時搶到有利加速的賽徑的人就能順利贏得

比賽。我們也發現從這幾個賽道中轉彎處的夾角越大可以用較大的速度過彎，而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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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大小是由賽道可容許的剎車寬度決定(討論二)，而彎越小則轉彎的速度也會越

小。 

三、利用這個遊戲的基本數學規則，我們歸納推論出來的加速決策：利用 1＋2＋…＋(n-1)

＋n＋(n-1)＋…＋2＋1＝n×n 算出賽車時每個局部路線水平及垂直的最大速度，可以

很輕易地避免剎車不及衝出賽道的問題，亦可推算出需走的次數(討論一)，再依據剩

下的格子數依路線的特性稍微調整，就可以跑出理想中最快賽車路線。 

四、我們並依據我們的研究心得做出賽車達人必勝祕笈賽車達人必勝祕笈賽車達人必勝祕笈賽車達人必勝祕笈如下表： 

 

 

 

捌捌捌捌、、、、參考書目參考書目參考書目參考書目 

 

一、小澤健一(2001)。在遊戲中學數學。台北市：國際村文庫書店有限公司。 

二、中村義作(2003)。數學謎題 20 種解法。台北市：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三、李毓佩(2001)。數學的傳奇與遊戲。台北市：國際村文庫書店有限公司。 

 

 

 

 

 



【評語】080401 

本作品透過歸納→推論→驗證→證明的過程以找出賽車中

跑得最快的最佳策略。此解決問題的方法頗符合數學探究的

精神。唯遊戲中給定的賽車規則過於簡單致使應用的價值受

限。另外，此賽車達人必勝之秘訣如何可適用於先手、後手

或賽車道上同時有人的情形，可再深入探討以提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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