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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形怪狀 
 
 

摘要 
班上同學總是喜歡一起下棋的感覺，其中又以五子棋最吸引我們，我們也發現當某方先

達到三子連線或是四子連線的時候，最後都常常會是勝利的一方。 

為了分析研究出各種能先完成三子連線的下法，我們將五子棋的棋盤縮小為 3X3 與 4X4

的大小以方便討論，並歸納出「活二連線」、「雙死二連線」等棋子的分佈是 3X3 棋盤獲勝的

條件，而在 4X4 當中，亦發現了許多想要獲勝所需要的條件。 

有了這些基礎，在往後與同學的對奕之中，更多了許多自信與樂趣，值得一提的，當我

們在方格紙上分析畫圖的過程中，也發現獲勝棋子分佈所形成的有趣圖案呢！ 

 

壹、研究動機 

上學期末時，班上掀起了一波下棋風，幾乎各式各樣的棋子都出現在同學的桌上，然而，

玩來玩去還是五子棋最吸引我們。 

雖然五子棋的棋盤很大，卻只能讓一組人對奕，於是我們突發奇想，在一張棋盤上讓幾

組人同時對奕，這麼一來可讓我們的下課時間增加了許多笑聲。我們知道若是五子棋先取得

三連線的人會佔上風，所以乾脆把遊戲規則改為三子棋又瘋狂的玩了開來。 

於是，科展的各位成員，也對這個主題產生了濃厚的興趣，因此決定要以五子棋縮小版

模式，當作我們研究的主題；在研究的過程中，憑藉著同學們對下棋的喜愛，讓我們在三連

線的下法上更熟練，也都更喜歡下棋了，最棒的是：在下棋時，使出我們自己辛苦研究出來

的「神棋魔法」心得，就會感到很有榮譽感，也讓我們成為班上下棋的佼佼者呢！ 

 

貳、研究目的 

一、在 3x3 縮小的五子棋盤上，分析出黑棋可以先形成三子連線的走法。 

二、在 3x3 縮小的五子棋盤上，分析出黑棋可以獲得勝利的最少步數為何。 

三、在 4x4 縮小的五子棋盤上，分析出黑棋可以先形成三子連線的走法。 

四、在 4x4 縮小的五子棋盤上，分析出黑棋可以獲得勝利的最少步數為何。 

五、在黑棋先下的情況之下，是否有白棋獲勝的走法。 

 

參、研究設備及器材 
自製方格棋盤、五子棋、白紙（方格紙）、筆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在這個段落裡，我們分成三個部份： 

第一部份是先介紹「五子棋的遊戲規則」，以及我們討論的重點縮小版棋盤的說明； 

第二部份是整個研究觀察的步驟流程圖，並規定出我們團隊自創的下棋規則； 

第三部份是重點所在，也就是介紹每一個研究活動。 

請看我們以下分段說明。 

第一部份：五子棋的遊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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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子棋的遊戲規則： 

1.五子棋是由兩位對手在棋盤上進行著手黑子與白子的競技，先下的人持黑子，而另

後下的人持白子。 

2.二人輪流將棋子置於棋盤縱線橫線交織成的點上。 

3.先把自己五顆棋子連成一條線者，不論是橫線、縱線還是斜線，都算獲勝。 

4.當所有棋盤交點全部下滿時，則為和局。 

二、五子棋的遊戲分析： 
在下五子棋時，當一方的三個連續棋子，前後皆無對方的棋子擋住 ，而對方也

未查覺，疏於防堵，此時只要再下一子，形成四子連線，就幾乎勝利了，因為這時對

方不可能一步棋下兩個地方，除非自己未察覺四子連線情形，或對方也剛好有四子連

線的情形，才有可能讓對方獲勝。 

三、將五子棋的棋盤縮小來看： 

因為一般的棋盤是由縱橫各十五條線，形成二百二十五個交點，範圍很大，於是

我們決定先縮小棋盤範圍，試著在小範圍中找出三子連線的可能情形，而在 2×2 的棋

盤中，能下的棋子數太少，因此我們從 3x3 的棋盤開始討論起，希望我們這群科展的

成員，能藉著在研究三子連線的下法上有所收穫與心得，使大家的棋藝能更加進步。 

 

第二部份：研究流程與步驟 

【一、研究流程】 

縮小正方格五子棋的研究流程 

    

一、縮小正方格 3x3 五子棋之贏棋走法   

    

 1.黑棋獲勝之走法分析（座標表示）  

   

 2.黑棋無法獲勝之棋局（座標表示）  

    

 3.黑棋獲勝之步數分析  

    

二、縮小正方格 4x4 五子棋之贏棋走法   

    

 1.黑棋獲勝之走法分析（座標表示）  

   

 2.黑棋無法獲勝之棋局（座標表示）  

    

 3.黑棋獲勝之步數分析  

    

三、獲勝棋局_黑棋連線後的棋形怪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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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規則說明】 

1.在玩家對奕中，我們規定皆由黑棋先下，白棋後下。故計算總步數時，黑棋是必為單數、

白棋必為偶數。 

2.研究進行中，當黑棋先達成三子連線時，我們便稱「黑棋獲勝」，反之亦然，當白棋先達成

三子連線時，我們便稱白棋獲勝。 

3.在本研究中，棋盤座標的表示法為（棋座標、縱座標），每個座標也代表黑棋或白棋可以落

子的地方。 

4.在 3x3 的棋盤中，棋盤內圈是指座標（1,1）、（2,1）、（1,2）、或（2,2）的位置；而（0,0）…

等其他的位置，便是指棋盤外圈（邊線）。 

5.在 4x4 的棋盤中，正中央是指座標（2,2）的位置；其他正方格的棋盤位置則類推。 

6.我們研究的範圍裡，不論是黑子或白子，都不考慮下「失誤棋」的情形，如下圖 1 及圖 2： 

 

 

 

 

 

 

 

 

圖 1：黑棋第二著為失誤棋      圖 2：白棋下的位置為失誤棋 

 

7.研究活動是希望黑子能以「最少的步驟」達成三子連線，故我們在考慮黑棋時，僅僅討論

「每步黑棋的位置，皆與前一步黑棋相鄰」的走法。（因為若黑棋走法前後不相連時，會徒

增獲勝所需要的步數），如下圖 3 與圖 4： 

 

 

 

 

 

 

 

 

 

圖 3：黑棋第二著有相鄰      圖 4：黑棋第二著沒有相鄰（不討論） 

 

 

8.研究裡所有的棋盤都是「縮小正方格」，故排列組合相同的圖形，便不予重覆討論，如下圖

5 與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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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兩個棋盤是相同的圖形           圖 6：灰子四個位置意義相同 

 

第三部份：研究活動 

【活動一】：在 3×3 棋盤中，當黑棋第一步下在棋盤內圈的位置時，是否有使黑棋能在 5 步以

內形成三子連線，以獲得勝利的走法？ 

【研究目的】 

在 3x3 的棋盤中，我們皆由黑棋先下，且當黑棋第一步下在棋盤內圈的位置，包括（1,1）、（2,1）、

（1,2）、及（2,2），研究出如何在總步數 5 步以內，可以使黑棋連成三子連線的走法，以獲得

勝利。 
 

【研究方法一】 

1.第一步將第一顆黑棋下在（1,2）的位置（其他位置（2,1）、（1,1）、及（2,2）皆為對稱，僅

需以（1,2）代表討論便可以）。 
2.第二步將第一顆白棋的擋在棋盤內圈的地方（2,2）（位置（1,1）同理）。 
3.因為要使黑棋三子連線，因此我們先試著讓黑子能二子連線，故第三步讓第二顆黑棋下在

棋盤內圈的位置，就會形成「活二連線」，如圖 8 的綠棋（1,1）或（2,1）。 
4.第四步利用第二顆白棋去阻擋黑棋剛剛形成的活二連線的一端（3,0）或（0,3）。 
5.在這樣的情形下，第五步下第三顆黑棋時，必能使得黑棋先三子連線成功！ 

           
圖 7：白子檔棋盤內圈     圖 8：第三步為活二連線      圖 9：黑棋獲勝 1(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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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黑棋獲勝 2(活二)      圖 11：黑棋獲勝 3(活二)       圖 12：黑棋獲勝 4(活二) 

 
【結果】 
1.此方法是將第一顆黑棋下在（1,2）棋盤內圈的位置，在下第二顆黑棋時，若是同樣下在棋

盤內圈，就會形成「活二連線」。 
2.此時不管白棋怎麼防守，黑棋都可在第五步時獲得勝利（黑棋第三顆必定可以形成三子連

線） 
3.黑棋如果形成「活二連線」，必可在下一回合取得勝利。 

 

 

 

 

 

 

 

【研究方法二】 

1.第一步將第一顆黑棋下在（1,2）的位置（其他位置（2,1）、（1,1）、及（2,2）皆為對稱，僅

需以（1,2）代表討論便可以）。 
2.第二步將第一顆白棋的擋在棋盤內圈的地方（2,2）（位置（1,1）同理），以上步驟與【研究

方法一】是相同的。 
3.因為要使黑棋三子連線，但是我們第二顆黑棋改下在棋盤外圈的位置，便會形成「死二連

線」，如圖○○的灰棋（0,1）或（0,2）或（0,3）或（1,3）或（2,3）。 
4.第四步利用第二顆白棋去阻擋黑棋剛剛形成的「死二連線」有機會連成三子連線的那一端

（0,1），此時，可以確定黑棋無法在第五步連成三子。 
5.因此，黑棋在第五步有三種下法，（1）可下在（1,3）改與前兩顆黑棋製造出「三角形」，如

圖 15 所示；（2）可下在（0,3）與前兩顆黑棋製造出「三角形」，如圖 16 所示；（3）黑棋下

在棋盤內圈的位置，就會形成「活二連線」，如圖 17 的粉紅色棋（1,1）或（2,1）。 
6.下到這裡，不論接下來的白棋如何防守，黑棋都可在第七步完成三子連線成功！ 

           

圖 13：白子檔棋盤內圈   圖 14：第三步為死二連線   圖 15：第五步製造三角形(勝 7) 

表 1：縮小正方格 3x3 五子棋之贏棋走法研究（第一步黑棋下在棋盤內圈） 

第一步(黑棋) 第二步(白棋) 第三步以後之佈局 結果（步數） 說明 

(1,2) (2,2) (2,1) (3,0) (0,3) 黑棋勝 (5) 活二連線 

(1,2) (2,2) (2,1) (0,3) (3,0) 黑棋勝 (5) 活二連線 

(1,2) (2,2) (1,1) (1,3) (1,0) 黑棋勝 (5) 活二連線 

(1,2) (2,2) (1,1) (1,0) (1,3) 黑棋勝 (5) 活二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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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第五步製造三角形(勝 7)   圖 17：第五步製造活二(勝 7)    

 

【結果】 
1.此方法是將第一顆黑棋下在（1,2）棋盤內圈的位置，在下第二顆黑棋時，若是下在棋盤外

圈，黑棋就確定無法在五步之內完成三子連線。 
2.黑棋在死二連線之後，可製造三角形或重新走回【研究方法一】的活二連線，讓白棋無法

防守，以取得勝利，這時，黑棋可在第七步時獲得勝利（黑棋到第四顆才可以形成三子連

線） 
3.黑棋如果形成「死二連線」，則必需再多走一回合才可能取得勝利。 
4.黑棋如果形成「三角形」，則黑棋可以再下一個回合獲得勝利。 

 

 

 

 

 

 

 

 

【研究方法三】 

1.第一步將第一顆黑棋下在（1,2）的位置。 
2.第二步將第一顆白棋的擋在棋盤外圈的地方（1,3）（位置（0,2）同理）。 
3.因為白棋第一顆是擋在棋盤外圈，故黑棋第二顆可下在（2,1）或是（2,2）使黑棋形成「活

二連線」，如圖 19 的藍棋。 
4.如此一來，不論白棋第四步如何防守，第五步下第三顆黑棋時，必能使得黑棋先三子連線

成功！ 

           

表 2：縮小正方格 3x3 五子棋之贏棋走法研究（第一步黑棋下在棋盤內圈） 

第一步(黑棋) 第二步(白棋) 第三步以後之佈局 結果（步數） 說明 

(1,2) (2,2) (2,3) (0,1) (1,3) ○ ◎ 黑棋勝 (7) 三角形 

(1,2) (2,2) (2,3) (0,1) (0,3) ○ ◎ 黑棋勝 (7) 三角形 

(1,2) (2,2) (2,3) (0,1) (1,1) ○ ◎ 黑棋勝 (7) 活二連線 

(1,2) (2,2) (1,1) (1,0) (2,1) ○ ◎ 黑棋勝 (7) 活二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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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白子檔棋盤外圈     圖 19：第三步為活二連線     圖 20：黑棋獲勝 1(活二) 

           

圖 21：黑棋獲勝 2(活二)     圖 22：黑棋獲勝 3(活二)     圖 23：黑棋獲勝 4(活二) 

 

【結果】 
1.此方法可知，白棋防守若是下在外圈，會讓黑棋第二顆就形成「活二連線」。 
2.此時不管白棋怎麼防守，黑棋都可在第五步時獲得勝利 
3.黑棋如果形成「活二連線」，必可在下一回合取得勝利。 

 

 

 

 

 

 

 

 

【研究方法四】 

1.第一步將第一顆黑棋下在（1,2）的位置。 
2.第二步將第一顆白棋的擋在棋盤外圈的地方（1,3）（位置（0,2）同理）。 
3.因為白棋第一顆是擋在棋盤外圈，但是不考慮【研究方法三】所下過的位置，黑棋第二顆

改下成「死二連線」之處，如圖 25 的黃棋的地方（此時可確定黑棋無法在第五步獲勝） 
4.第四步利用第二顆白棋去阻擋黑棋剛剛形成的「死二連線」的活端（2,2）。 
5.接著，有兩種可能性，（1）黑棋在第五步製造「活二連線」、或是「雙死二連線」，如圖 26

與圖 27 的情形，則黑棋可在第七步獲勝。（2）黑棋在第五步製造「死二連線」，如圖 28 表

示，則黑棋只能在第九步才能獲勝。 

           

圖 24：白子檔棋盤外圈    圖 25：第三步為死二連線    圖 26：第五步製造活二(勝 7) 

表 3：縮小正方格 3x3 五子棋之贏棋走法研究（第一步黑棋下在棋盤內圈） 

第一步(黑棋) 第二步(白棋) 第三步以後之佈局 結果（步數） 說明 

(1,2) (1,3) (2,2) (3,2) (0,2) 黑棋勝 (5) 活二連線 

(1,2) (1,3) (2,2) (0,2) (3,2) 黑棋勝 (5) 活二連線 

(1,2) (1,3) (2,1) (3,0) (0,3) 黑棋勝 (5) 活二連線 

(1,2) (1,3) (2,1) (0,3) (3,0) 黑棋勝 (5) 活二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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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第五步製造雙死二（三角形）(勝 7)       圖 28：第五步製造死二(勝 9)    

 
【結果】 
1.再怎麼快速，因此第三步黑棋還只能「死二連線」，故最快需再加四步才能得勝。（共七步） 
2.若出現「活二連線」、或是「雙死二連線（也就是三角形）」，則黑棋可在下一回合獲勝（七

步）。 
3.第五步黑棋還在死二連線的情形，最快也只能第九步才會獲勝（加四步）。 

 

 

 

 

 

 

 

 

 

 

【活動二】：在 3×3 棋盤中，當黑棋第一步下在棋盤外圈的位置時，是否有使黑棋能在 5 步以

內形成三子連線，以獲得勝利的走法？ 

【研究目的】 

在 3x3 的棋盤中，我們皆由黑棋先下，且當黑棋第一步下在棋盤外圈的位置，包括（1,1）、（2,1）、

（1,2）、及（2,2），研究出如何在總步數 5 步以內，可以使黑棋連成三子連線的走法，以獲得

勝利。 
 

 

 

 

 

表 4：縮小正方格 3x3 五子棋之贏棋走法研究（第一步黑棋下在棋盤內圈） 

第一步(黑棋) 第二步(白棋) 第三步以後之佈局 結果（步數） 說明 

(1,2) (1,3) (0,2) (2,2) (0,1) ○ ◎ 黑棋勝 (7) 活二連線 

(1,2) (1,3) (0,2) (2,2) (2,1) ○ ◎ 黑棋勝 (7) 活二連線 

(1,2) (1,3) (0,2) (2,2) (0,3) ○ ◎ 黑棋勝 (7) 三角形 

(1,2) (1,3) (0,2) (2,2) (1,1) ○ ◎ 黑棋勝 (7) 三角形 

(1,2) (1,3) 
(0,2) (2,2) (2,3) 

○ ○ ○ ◎ 
黑棋勝 (9) 五步死二 

【研究方法一】 

1.第一步將第一顆黑棋下在（0,3）的位置（其他位置（0,0）、（3,0）、及（3,3）皆為對稱，僅需

以（0,3）代表討論便可以）。 
2.第二步將第一顆白棋的擋在（1,3）如圖 29；或是擋在（1,2）的地方如圖 30。 
3.承上，如果白棋擋在（1,3），則黑棋可在第五步時形成「活二連線」或是「三角形」，可在第

七步獲勝。 
4.承上，如果白棋擋在（1,2），則黑棋第二顆不論是擋（0,2）還是（1,3），白棋會在第六步時

取得三子連線，黑棋失敗！如圖 31 所見。5.在這樣的情形下，第五步下第三顆黑棋時，必能

使得黑棋先三子連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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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活二或三角形(勝 7)    圖 30：三角形(勝 7)     圖 31：黑棋失敗(白棋三連線) 

 
【結果】 
1.第一步將第一顆黑棋下在（0,3）的位置，會因為第二步白棋的下法呈現兩種情形，黑棋與

白棋都有可能獲勝。 
2.黑棋獲勝的情形，是因為第五步所製造的活二連線或是三角形。 
3.白棋獲勝的情形，是因為黑棋完全被白棋擋死了（第六步敗）。 

 

 

 

 

 

 

 

 

 

 

 

 

 

 

 

 

           

圖 32：活二或三角形(勝 7)    圖 33：活二(勝 5)      圖 34：活二或三角形(勝 7) 

 

表 5：縮小正方格 3x3 五子棋之贏棋走法研究（第一步黑棋下在棋盤外圈） 

第一步(黑棋) 第二步(白棋) 第三步以後之佈局 結果（步數） 說明 

(0,3) (1,3) (1,2) (2,1) (0,2) ○ ◎ 黑棋勝 (7) 活二或三角

(0,3) (1,3) (1,2) (2,1) (2,2) ○ ◎ 黑棋勝 (7) 活二或三角

(0,3) (1,3) (0,2) (0,1) (1,2) ○ ◎ 黑棋勝 (7) 三角形 

(0,3) (1,2) (0,2) (0,1) (1,3) (2,3) 白棋勝 (6) 白棋三連線

【研究方法二】 

1.第一步將第一顆黑棋下在（1,3）的位置（其他對稱位置省略不予討論）。 
2.第二步白棋的下法有三種情形，分別是（1）下在（0,3）位置、（2）下在（1,2）的位置、（3）

下在（2,3）的位置。 
3.承上，若是下在（0,3）位置，黑棋可在第五步製造「活二連線」或「三角形」在第七步獲勝，

如圖 32 所表示。 
4.承上，若是下在（1,2）位置，黑棋可在第三步製造「活二連線」或「三角形」在第五步獲勝，

如圖 33 所表示。 
5.承上，若是下在（2,3）位置，黑棋可在第五步製造「活二連線」或「三角形」在第七步獲勝，

如圖 34 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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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1.此研究方向發現，黑棋都可藉由「活二連線」或「三角形」來獲勝。 
2.若是在第三步製造「活二連線」或「三角形」，會在第五步獲勝；若是第五步製造「活二連

線」或「三角形」，會在第七步獲勝。 

 

 

 

 

 

 

 

 

 

 

【活動三】：在 4×4 棋盤中，當黑棋第一步下在棋盤中心位置（2,2）時，是否有使黑棋能在 5

步以內形成三子連線，以獲得勝利的走法？ 

 

 

 

 

 

 

 

 

 

 

    
      圖 35             圖 36             圖 37 
 
 
 
 
 

表 6：縮小正方格 3x3 五子棋之贏棋走法研究（第一步黑棋下在棋盤外圈） 

第一步(黑棋) 第二步(白棋) 第三步以後之佈局 結果（步數） 說明 

(1,3) (0,3) (1,2) (1,1) ○ ○ ◎ 黑棋勝 (7) 活二或三角

(1,3) (0,3) (2,2) (3,1) ○ ○ ◎ 黑棋勝 (7) 活二或三角

(1,3) (0,3) (2,3) (3,3) ○ ○ ◎ 黑棋勝 (7) 活二或三角

(1,3) (1,2) (2,3) (0,3) (3,3) 黑棋勝 (5) 活二連線 

(1,3) (1,2) (2,3) (3,3) (0,3) 黑棋勝 (5) 活二連線 

(1,3) (2,3) (1,2) (1,1) ○ ○ ◎ 黑棋勝 (7) 活二或三角

(1,3) (2,3) (2,2) (3,1) ○ ○ ◎ 黑棋勝 (7) 活二或三角

【結果】 
1.當第二顆黑棋在（3,3）（2,3）（1,3）（1,2）（1,1）（2,1）或（3,1）的位置時，均可以輕鬆

讓黑棋在第五步獲勝，圖 36 則以第二顆黑棋在（3,3）為例子。 
2.當第二顆黑棋在（1,2）的位置時，第二顆白棋可以輕易擋住黑棋連線，如圖 37，此時無

法讓黑棋在第五步獲勝。 

【研究目的】 

在四乘四的棋盤中，我們皆由黑棋先下，且當黑棋第一步下在（2,2）時，研究出如何在總步

數 5 步以內，可以使黑棋連成三子連線的走法，以獲得勝利。 

【研究方法一】 

1.第一步將第一顆黑棋下在（2,2）的位置（黑棋第一步下在棋盤正中央）。 
2.第二步將第一顆白棋的擋在（3,2）的地方。 
3.因為要使黑棋三子連線，因此我們先試著讓黑子能二子連線，第三步讓第二顆黑棋下在第

一顆黑棋旁的位置，如圖 35 的灰棋。 
4.第四步利用第二顆白棋去阻擋黑棋三子連線。 
5.第五步下第三顆黑棋，試試看是否能形成三子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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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8               圖 39            圖 40 
 
 
 
 
 
 
 
 
 
 
 
 
 
 
 
 
 
 

【活動四】：在 4×4 棋盤中，當黑棋第一步下在棋盤內非正中央及邊線位置時，是否有使黑棋

能在 5 步以內形成三子連線，以獲得勝利的走法？ 

【研究目的】 

在四乘四的棋盤中，我們皆由黑棋先下，且當黑棋第一步下在（1,1）（2,1）（3,1）（3,2）（3,3）

（2,3）（1,3）或（1,2）時，研究出如何在總步數 5 步以內，可以使黑棋連成三子連線的走法，

以獲得勝利。 

【結果】 
1.當第二顆黑棋在（2,3）（1,3）（1,2）（1,1）（2,1）（3,1）或（3,2）的位置時，均可以輕鬆讓黑棋

在第五步獲勝，圖 39 則以第二顆黑棋在（2,1）為例子。 
2.當第二顆黑棋在（1,1）的位置時，第二顆白棋可以輕易擋住黑棋連線，如圖 40，此時無法讓

黑棋在第五步獲勝。 
【研究方法三】 
1.第一步將第一顆黑棋下在（2,2）的位置（黑棋第一步下在棋盤正中央）。 
2.第二步分別將第一顆白棋的擋在（2,3）（1,3）（1,2）（1,1）（2,1）或（3,1）的地方。 
3.因為要使黑棋三子連線，因此我們先試著讓黑子能二子連線，第三步讓第二顆黑棋下在第一顆

黑棋旁的位置。 
4.第四步利用第二顆白棋去阻擋黑棋三子連線。 
5.第五步下第三顆黑棋，試試看是否能形成三子連線。 
【結果】 

當第一顆白棋分別擋在（2,3）（1,3）（1,2）（1,1）（2,1）或（3,1）的地方時，發現同【研究

方法一、二】中的結果，只要黑白棋呈現「○●●○」的排列時，不論是排列成橫線、縱線還是

斜線，均無法讓黑棋在第五步獲勝。 

【研究方法二】 

1.第一步將第一顆黑棋下在（2,2）的位置（黑棋第一步下在棋盤正中央）。 
2.第二步將第一顆白棋的擋在（3,3）的地方。 
3.因為要使黑棋三子連線，因此我們先試著讓黑子能二子連線，第三步讓第二顆黑棋下

在第一顆黑棋旁的位置，如圖 38 的灰棋。 
4.第四步利用第二顆白棋去阻擋黑棋三子連線。 
5.第五步下第三顆黑棋，試試看是否能形成三子連線。 



棋形怪狀 

 12

 

 

 

 

 

 

 

     
      圖 41            圖 42             圖 43 

   
     圖 44              圖 45            圖 46 
 
 
 
 
 
 
 
 
 
 
 
 
 
 
 
 

【結果】 
1.當第二顆黑棋在（2,2）或（1,2）的位置時，即圖 42 中的灰棋位置，均可以輕鬆讓黑棋

在第五步獲勝，圖 43 則以第二顆黑棋在（2,2）為例子。 

2.當第二顆黑棋在（0,2）（0,0）（1,0）或（2,0）等邊界位置時，即圖 44 中的灰棋位置，

是無法讓黑棋在第五步就獲勝，需再繼續往下進行才有獲勝的可能，圖 45 則以第二顆

黑棋在（0,2）為例子。 

3.當第二顆黑棋在（0,1）這個邊界位置時，使第一步到第三步的黑白棋的連線成鈍角三角

形，此時不僅無法讓黑棋在第五步就獲勝，反而最快在第六步就能讓第三顆白棋先形成

白子三連線而獲勝，即圖 46。 
 

【研究方法二】 

1.第一步將第一顆黑棋下在（1,1）的位置。 
2.第二步將第一顆白棋的擋在（2,2）的地方。 
3.因為要使黑棋三子連線，因此我們先試著讓黑子能二子連線，第三步的第二顆黑棋下在

第一顆黑棋旁的位置，如圖 47 的灰棋。 
4.第四步利用第二顆白棋去阻擋黑棋三子連線。 

【研究方法一】 

1.第一步將第一顆黑棋下在（1,1）的位置（黑棋第一步下在棋盤非正中央及邊線的位置）。

2.第二步將第一顆白棋的擋在（2,1）的地方。 
3.因為要使黑棋三子連線，因此我們先試著讓黑子能二子連線，第三步的第二顆黑棋下在第

一顆黑棋旁的位置，如圖 41 的灰棋。 
4.第四步利用第二顆白棋去阻擋黑棋三子連線。 
5.第五步下第三顆黑棋，試試看是否能形成三子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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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五步下第三顆黑棋，試試看是否能形成三子連線。 

   
      圖 47              圖 48             圖 49 

   
     圖 50              圖 51            圖 52 
 
 
 
 
 
 
 
 
 
 
 
 
 
 
 
 
 
 
 
 
 
 

【結果】 
1.當第二顆黑棋在（2,2）或（1,2）的位置時，即圖 48 中的灰棋位置，均可以輕鬆讓黑棋在

第五步獲勝，圖 49 則以第二顆黑棋在（1,2）為例子。 

2.當第二顆黑棋在（0,2）（0,0）（1,0）或（2,0）等邊界位置時，即圖 50 中的灰棋位置，是無

法讓黑棋在第五步就獲勝，需再繼續往下進行才有獲勝的可能，圖 51 則以第二顆黑棋在

（0,2）為例子。 

3.當第二顆黑棋在（0,1）這個邊界位置時，使第一步到第三步的黑白棋的連線成鈍角三角形，

此時不僅無法讓黑棋在第五步就獲勝，反而最快在第六步就能讓第三顆白棋先形成白子三

連線而獲勝，即圖 52。 
 

【研究方法三】 
1.第一步將第一顆黑棋下在（1,1）的位置。 
2.第二步分別將第一顆白棋的擋在（1,2）（0,2）（0,1）（0,0）（1,0）或（2,0）的地方。 
3.因為要使黑棋三子連線，因此我們先試著讓黑子能二子連線，第三步的第二顆黑棋下在第

一顆黑棋旁的位置。 
4.第四步利用第二顆白棋去阻擋黑棋三子連線。 
5.第五步下第三顆黑棋，試試看是否能形成三子連線。 
【結果】 
1.當第三步的第二顆黑棋在棋盤內非邊界的位置時，且和第一顆黑棋相連，並且避免黑白棋

呈現「○●●○」的排列時，均可以輕鬆讓黑棋在第五步獲勝。 

2.當第三步的第二顆黑棋在棋盤內邊界位置時，是無法讓黑棋在第五步就獲勝，需再繼續往

下進行才有獲勝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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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當第二步的第一顆白棋分別擋在（1,2）（0,1）或（1,0）這些地方，而第三步的第二顆黑棋

分別在圖 54～圖 55 的位置，使第一步到第三步的黑白棋的連線成鈍角三角形，此時不僅無

法讓黑棋在第五步就獲勝，反而最快在第六步就能讓第三顆白棋先形成白子三連線而獲勝。 

           
      圖 53                圖 54               圖 55 
 
 
 
 
 
 
 
 
 
 
 
 
 
 
 
 
 
 
 
 
 
 
 

【活動五】：在 4×4 棋盤中，當黑棋第一步下在棋盤內邊線位置時，是否有使黑棋能在 5 步以

內形成三子連線，以獲得勝利的走法？ 

【研究目的】 

在四乘四的棋盤中，我們皆由黑棋先下，且當黑棋第一步下在（0,0）（0,1）（0,2）（0,3）（0,4）

（1,4）（2,4）（3,4）（4,4）（4,3）（4,2）（4,1）（4,0）（3,0）（2,0）或（1,0）時，研究出如何在 

【研究方法四】 
1.第一步將第一顆黑棋下在（2,1）的位置。 
2.同【研究方法一】～【研究方法三】，第二步分別將第一顆白棋的擋在第一顆黑棋四周（3,2）

（2,2）（1,2）（1,1）（1,0）（2,0）（3,0）或（3,1）等地方，第三步的第二顆黑棋下在第一顆

黑棋旁四周的位置，讓黑子能二子連線，第四步利用第二顆白棋去阻擋黑棋三子連線，第

五步下第三顆黑棋，試試看是否能形成三子連線。 
【結果】 
1.當第三步的第二顆黑棋在棋盤內非邊界的位置時，且和第一顆黑棋相連，並且避免黑白棋

呈現「○●●○」的排列時，均可以輕鬆讓黑棋在第五步獲勝。 

2.當第三步的第二顆黑棋在棋盤內邊界位置時，是無法讓黑棋在第五步就獲勝，需再繼續往

下進行才有獲勝的可能。 

3.當第一步到第三步的黑白棋的連線成鈍角三角形時，就有機會最快在第六步就能讓第三顆

白棋先形成白子三連線而獲勝。 
 
【研究方法五】 
1.第一步將第一顆黑棋下在（2,1）（3,1）（3,2）（3,3）（2,3）和（1,3）的位置。 
2.同【研究方法四】，第二步分別將第一顆白棋的擋在第一顆黑棋，第三步的第二顆黑棋下在

第一顆黑棋旁四周的位置，讓黑子能二子連線，第四步利用第二顆白棋去阻擋黑棋三子連

線，第五步下第三顆黑棋，試試看是否能形成三子連線。 
【結果】 
我們找到和【研究方法四】相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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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6              圖 57               圖 58 

       

         圖 59             圖 60              圖 61 
 
 
 
 
 
 
 
 
 

【研究方法二】 

1.第一步將第一顆黑棋下在（1,0）的位置。 
2.第二步將第一顆白棋的分別擋在（0,0）（0,1）（1,1）（2,1）或（2,0）等地方。 
3.因為要使黑棋三子連線，因此我們先試著讓黑子能二子連線，第三步的第二顆黑棋

下在第一顆黑棋旁的位置。 
4.第四步利用第二顆白棋去阻擋黑棋三子連線。 
5.第五步下第三顆黑棋，試試看是否能形成三子連線。 
【結果】 

總步數 5 步以內，可以使黑棋連成三子連線的走法，以獲得勝利。 

【研究方法一】 

1.第一步將第一顆黑棋下在（0,0）的位置。 
2.第二步將第一顆白棋的分別擋在（0,1）（1,0）或（1,1）等地方。 
3.因為要使黑棋三子連線，因此我們先試著讓黑子能二子連線，第三步的第二顆黑棋下在第

一顆黑棋旁的位置。 
4.第四步利用第二顆白棋去阻擋黑棋三子連線。 
5.第五步下第三顆黑棋，試試看是否能形成三子連線。 
【結果】 
1.發現第一顆黑棋位於（0,0）時位置，當黑棋成二子連線後，就會被白棋輕易擋住，無法三

子連線，如圖 56～圖 61。 
2. 發現第一顆黑棋位於（0,4）（4,4）和（4,0）等位置時，也會有相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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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2         圖 63           圖 64          圖 65 

 
2.當第二步的第一顆白棋分別擋在（0,1）（1,1）和（2,1）這三個位置時，當第三步的第二顆

黑棋同樣位於棋盤的邊線上，且位於第一顆黑棋左右空位較大的那一方時，則可讓黑棋在

第五步獲勝，如下圖 66～圖 68。 

          
        圖 66               圖 67              圖 68 

 

 

 

 

 

 

 

 

 

 

 

 

 

 

 

 

【研究方法三】 

1.第一步將第一顆黑棋下在（2,0）的位置。 
2.第二步將第一顆白棋的分別擋在（1,0）（1,1）（2,1）（3,1）或（3,0）等地方。 
3.因為要使黑棋三子連線，因此我們先試著讓黑子能二子連線，第三步的第二顆黑棋下在第

一顆黑棋旁的位置。 
4.第四步利用第二顆白棋去阻擋黑棋三子連線。 
5.第五步下第三顆黑棋，試試看是否能形成三子連線。 
【結果】 

1.當第二步的第一顆白棋分別擋在（1,0）和（3,0）這兩個位置時，當第三步的第二顆黑棋和

第一顆黑棋成二子連線後，就會被白棋輕易擋住，無法三子連線，下圖則以第一顆白棋擋

在（0,1）為例（圖 69～圖 72）。 

1.當第二步的第一顆白棋分別擋在（0,0）和（2,0）這兩個位置時，當第三步的第二顆和第一

顆黑棋成二子連線後，就會被白棋輕易擋住，無法三子連線，下圖則以第一顆白棋擋在（0,0）

為例（圖 62～圖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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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9          圖 70            圖 71           圖 72 
 
2.當第二步的第一顆白棋分別擋在（1,1）（2,1）和（3,1）這三個位置時，此時第一顆黑棋的

左右空間一樣大，當第三步的第二顆黑棋同樣位於棋盤的邊線上，則可讓黑棋在第五步獲

勝，下圖則以第一顆白棋擋在（2,1）為例（圖 73～圖 74）。 

     

       圖 73                 圖 74 

 

 

 

 

 

 

 

 

 

 

 

 

 

 

 

 

 

 

 

 

【研究方法四】 
1.第一步將第一顆黑棋下在（0,3）（4,1）（4,2）（4,3）（3,4）（2,4）（1,4）（0,3）（0,2）和（0,1）

的位置。 
2.同【研究方法一】～【研究方法三】，第二步分別將第一顆白棋擋在第一顆黑棋四周的地

方，第三步的第二顆黑棋下在第一顆黑棋旁的位置，讓黑子能二子連線，第四步利用第二

顆白棋去阻擋黑棋三子連線，第五步下第三顆黑棋，試試看是否能形成三子連線。 
【結果】 
1.依排列組合的觀點來看，在本【研究方法四】中，可以看出當黑棋的第一顆下在棋盤內邊

線位置時，僅出現三種情形，分別是：(1)第一顆黑棋下在（0,0）（0,4）（4,4）（0,4）的位

置，那麼研究結果便與【研究方法一】相同、(2)第一顆黑棋下在（1,0）（3,0）（4,1）（4,3）

（3,4）（1,4）（0,3）（0,1）的位置，研究結果便與【研究方法二】相同、(3)第一顆黑棋下

在（2,0）（4,2）（2,4）（0.2）的位置，研究結果便與【研究方法三】相同。 
2.當黑棋的第一顆下在棋盤內邊線位置，黑棋想要在五步內達到三子連線而勝利，必須要在

下第三步，也就是下第二顆黑棋時，讓前兩顆黑棋的連線成為「活二連線」，才有可能。

3.承上，若下第二顆黑棋時，前兩顆黑棋連線僅是「死二連線」，則至少要七步以上，黑棋

才有可能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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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 

1.綜合來看，黑棋想要形成三子連線，必須在兩顆黑棋時先達成下面的連線： 

（1）活二連線：兩顆黑棋連線之前面、後面皆沒有白棋阻擋。 

（2）雙死二連線：已經形成兩條黑棋連線，其中任一兩顆黑棋連線之兩端，各有一端是被

白棋阻擋。 

2.3x3 縮小的五子棋盤上，分析出黑棋可以先形成三子連線的走法，一是「活二連線」、另一

是「雙死二連線」也就是黑棋呈現三角形的樣子。 

3.經過研究發現，3x3 縮小的五子棋盤上，分析出黑棋達成三子連線的步數計算如下： 

（1）黑棋若達到活二連線，則下一顆黑棋必定可以得勝（加 2 步） 

（2）黑棋若達到雙死二連線（三角形），則黑棋想要獲勝，必需再多等一回合（加四步） 

（3）舉例來說，當黑棋達到活二連線是第三步，則在第五步可獲勝；若黑棋達到雙死二連

線是第五步，則黑棋達到三子連線時，最快要第九步才行。 

4.透過研究，分析在 3x3 縮小的五子棋盤上，黑棋可以獲得勝利的最少步數： 

（1）第一顆黑棋下在（1,2）棋盤內圈的位置，第二顆也是下在內圈，則五步獲勝。 
（2）第一顆黑棋下在（1,2）棋盤內圈的位置，第二顆若下在外圈，則最快七步獲勝。 
（3）黑棋第一步下在棋盤外圈的位置，則因為白棋阻擋與黑棋第二顆的走法，會出現黑棋

五步獲勝、七步以上獲勝，但也有可能讓白子在第六步獲勝的特殊情形。 
5.4x4 縮小的五子棋盤上，分析出黑棋可以先形成三子連線的走法，同樣是「活二連線」與「雙

死二連線」這兩種。 

6..經過研究發現，4x4 縮小的五子棋盤上，分析出黑棋達成三子連線的步數計算如下： 

（1）黑棋若達到活二連線，則下一顆黑棋必定可以得勝（加 2 步） 

（2）黑棋若達到雙死二連線（三角形），則黑棋想要獲勝，必需再多等一回合（加四步） 

7.透過研究，分析在 4x4 縮小的五子棋盤上，黑棋可以獲得勝利的最少步數： 

 

 

 

 

 

 

 

 

 

 

 

 

 

 

 
 

 

 

（1）第一顆黑棋下在棋盤中心位置（2,2），除了第二顆黑棋下在（1,2）或（1,1）之外，

黑棋都可在第五步獲勝。 
（2）第一顆黑棋下在棋盤中心位置（2,2），若棋盤當中黑白棋呈現「○●●○」的排

列時，不論是排列成橫線、縱線還是斜線，均無法讓黑棋在第五步獲勝，最快第

七步黑棋才能三子連線。 
（3）當第一顆黑棋下在棋盤非正中央及邊線位置時，第二顆黑棋在棋盤內非邊界的位

置時，且和第一顆黑棋相連，並且避免黑白棋呈現「○●●○」的排列時，均可

以輕鬆讓黑棋在第五步獲勝。 
（4）當第二顆黑棋在邊界位置時，使第一步到第三步的黑白棋的連線成鈍角三角形，

此時不僅無法讓黑棋在第五步就獲勝，反而最快在第六步就能讓白棋形成三連線

（5）當第一顆黑棋下在棋盤非正中央及邊線位置時，且不是（3）與（4）的情形，則

黑棋終會三子連線，但最快要七步以上。 
（6）當黑棋的第一顆下在棋盤內邊線位置，黑棋想要在五步內獲勝，同上需「活二連

線」，才有可能。 
8.在黑棋先下的情況之下，白棋先達成三子連線的情形，為當第一顆與第二顆黑子的連

線，沒有形成任何「活二連線」或是「死二連線」，全被白子阻擋的情況下，便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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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周長和及面積和統計表（摘錄） 

附表：縮小正方格 3x3 五子棋之贏棋走法研究統計表 

第一步(黑棋) 第二步(白棋) 第三步以後之佈局 結果（步數） 說明 

(1,2) (2,2) (2,1) (3,0) (0,3) 黑棋勝 (5) 活二連線 

(1,2) (2,2) (2,1) (0,3) (3,0) 黑棋勝 (5) 活二連線 

(1,2) (2,2) (1,1) (1,3) (1,0) 黑棋勝 (5) 活二連線 

(1,2) (2,2) (1,1) (1,0) (1,3) 黑棋勝 (5) 活二連線 

第一步(黑棋) 第二步(白棋) 第三步以後之佈局 結果（步數） 說明 

(1,2) (2,2) (2,3) (0,1) (1,3) ○ ◎ 黑棋勝 (7) 三角形 

(1,2) (2,2) (2,3) (0,1) (0,3) ○ ◎ 黑棋勝 (7) 三角形 

(1,2) (2,2) (2,3) (0,1) (1,1) ○ ◎ 黑棋勝 (7) 活二連線 

(1,2) (2,2) (1,1) (1,0) (2,1) ○ ◎ 黑棋勝 (7) 活二連線 

第一步(黑棋) 第二步(白棋) 第三步以後之佈局 結果（步數） 說明 

(1,2) (1,3) (2,2) (3,2) (0,2) 黑棋勝 (5) 活二連線 

(1,2) (1,3) (2,2) (0,2) (3,2) 黑棋勝 (5) 活二連線 

(1,2) (1,3) (2,1) (3,0) (0,3) 黑棋勝 (5) 活二連線 

(1,2) (1,3) (2,1) (0,3) (3,0) 黑棋勝 (5) 活二連線 

第一步(黑棋) 第二步(白棋) 第三步以後之佈局 結果（步數） 說明 

(1,2) (1,3) (0,2) (2,2) (0,1) ○ ◎ 黑棋勝 (7) 活二連線 

(1,2) (1,3) (0,2) (2,2) (2,1) ○ ◎ 黑棋勝 (7) 活二連線 

(1,2) (1,3) (0,2) (2,2) (0,3) ○ ◎ 黑棋勝 (7) 三角形 

(1,2) (1,3) (0,2) (2,2) (1,1) ○ ◎ 黑棋勝 (7) 三角形 

(1,2) (1,3) 
(0,2) (2,2) (2,3) 

○ ○ ○ ◎ 
黑棋勝 (9) 五步死二 

第一步(黑棋) 第二步(白棋) 第三步以後之佈局 結果（步數） 說明 

(0,3) (1,3) (1,2) (2,1) (0,2) ○ ◎ 黑棋勝 (7) 活二或三角

(0,3) (1,3) (1,2) (2,1) (2,2) ○ ◎ 黑棋勝 (7) 活二或三角

(0,3) (1,3) (0,2) (0,1) (1,2) ○ ◎ 黑棋勝 (7) 三角形 

(0,3) (1,2) (0,2) (0,1) (1,3) (2,3) 白棋勝 (6) 白棋三連線

第一步(黑棋) 第二步(白棋) 第三步以後之佈局 結果（步數） 說明 

(1,3) (0,3) (1,2) (1,1) ○ ○ ◎ 黑棋勝 (7) 活二或三角

(1,3) (0,3) (2,2) (3,1) ○ ○ ◎ 黑棋勝 (7) 活二或三角

(1,3) (0,3) (2,3) (3,3) ○ ○ ◎ 黑棋勝 (7) 活二或三角

(1,3) (1,2) (2,3) (0,3) (3,3) 黑棋勝 (5) 活二連線 

(1,3) (1,2) (2,3) (3,3) (0,3) 黑棋勝 (5) 活二連線 

(1,3) (2,3) (1,2) (1,1) ○ ○ ◎ 黑棋勝 (7) 活二或三角

(1,3) (2,3) (2,2) (3,1) ○ ○ ◎ 黑棋勝 (7) 活二或三角

 



【評語】080404 

本作品在「3x3」和「4x4」的五子棋盤上，針對三子連線的

走法做了很完整的探討，也分析出獲得勝利的最少步數。但

對五子棋的致勝走法尚有一段距離，可再接再勵。另外，透

過在「3x3」和「4x4」棋盤上的探討結果，如何擴充到「nxn」

的棋盤也可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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