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曆 參加南非2000年科學博覽會獲 銅牌獎 從小浸濡在「陽光港都」溫暖的懷抱下，我
有著一顆不管面對任何事，總是「積極、主 動、樂觀」的心，也許是這樣的特質，
與上帝的眷顧，國二那年我遇見了最棒的理化老師-林 志峰老師，他帶領著我踏上科
展這條豐富旅程，一路走來，遇到許多挫折，老師總告訴我 「Believe yourself,you can 
do it!」而這段過程中，更教會了我放下得失心--漫長的人生 也許就像做科展一樣，最
珍貴的是自己深深去體會所得到的經驗，而非最後的成敗。這次非常 幸運的能代表
參展，讓我又多了許多學習的機會，而未來「執著於自己的理想」，依然會是我 永
遠的信仰! 謝謝教授、老師、家宏學長、以及一路上幫助我的人! 

 作者簡介 作 者:林 于 鈴 就讀學校:
新莊高中 指導老師:林 志 峰 王 文 政 一、研究動機 日期上的數字會隨著時間的流逝
而改變，或許在這些數字背後，隱藏著某種規則性。我 試著用數學的觀點，推導出
一套適用數千年的星期對照表。 漸漸地對內容有了更深入的了解後，嘗試創造出屬
於自己的曆法，並且把人類沿用千年 以來的「儒略曆」與現今在使用的「格里曆」
結 合，做出「萬年曆板」。二、 研究目的 (一)分別由大小月、星期和歲首的由來， 

探討曆法的歷史背景、演進過程和原 理，思考如何去架構，使曆法達到最 佳化。 
(二)藉由曆法規則性的探討，做成「萬年 曆板」，更進一步將儒略曆和格里曆 整合，
使它除了方便查詢現今的曆法 外，也可以連貫整個西元年度。 (三) 有關各種曆法的
比較，歸納它們的優 缺點，提出我的「鈴曆」，提供人們 對曆法的新思考方向。
三、研究過程 (一) 曆法的歷史背景、演進過程和原理： 1. 大、小月的由來： 結論：
國曆大、小月的分布是人定分配的結 果。 問題：能不能每個月都是同樣的天數而且
可構 成星期的倍數？這樣子年曆只用一張即 可。 假設：1年有12個月，每個月都固
定為30日， 不足的5或6日就當假日吧! 2. 星期的由來： (1) 起源：古巴比倫人以日、

月、五星七曜  為七日。 (2) 順序： 問題：是不是每個
星期都要有七日？一個月有 31、30、29或28日不能全被七整除， 造成每個月的開頭
是星期幾無法固定。 假設：一個月固定為30日，每週有5日，一個 月有6週，那麼每
個月的開頭是星期幾 就可以都相同。 3. 歲首的由來： 問題：國曆和季節緊密相關，
目前的歲首對我 們而言意義不大。 假設：若以節氣中的「驚蟄」為歲首，則我國 一
年中的月份可以依序和春、夏、秋、 冬四季相配合。 節氣： 1.地球繞太陽的公轉軌
道，每隔15度為一個節 氣，一年總共有24節氣。 2.太陽直射赤道時為春分或秋分，春
分為0 度，夏至90度，秋分180度，冬至270度， 驚蟄345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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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千年曆實物的製作： 1. 國曆日數和星期推算： 以某月1日星期一為基準，因為星
期的週期數字是7，所以日數除以7的餘數=0則該天 為星期日，日數除以7的餘數≠0，
則餘數＝星期數。 例：某月1日為星期一，23日為星期幾？28日 為星期幾？ 解：23/7
餘2 23日為星期二 28/7餘0 28日為星期日 2. 國曆月份和星期推算： 因為每月的日數不
一定相同，所以定月基數使月基數+日數的和除以7能滿足餘數＝0則 該天為星期日；
餘數≠0，則餘數＝星期數。 若某年1月的基數＝0能滿足餘數上述條件，因1月有31日
被7除餘3，所以2月基數 =3，平年2月有28日被7整除，所以3月基數=3，同理可推出全
部12月。若該年為閏年2月 有29日，3月到12月基數比平年多1。見下表： 表一 表一說
明： (1). 先找出該月份的日數。 (2). 將該月日數除以7以後的餘數，就是下個 月增加
的基數。 (3). 以1月為基準的話，四月的基數是1-3月 

 的累積3+0+3=6。 (4). 將原始基數除以7以後的餘
數，就是整理 後基數。 (5). 閏年2月有29日，比28日多1，造成3月 開始，以後的基數
都多出1。 例:平年1月1日為星期一，2月13日、4月13 日星期幾？ 解：(3+13)/7餘2 2月
13日為星期二 (6+13)/7餘5 4月13日為星期五 例:閏年1月1日為星期一，2月17日、4月17 
日星期幾？ 解：(3+17)/7餘6 2月17日為星期六 (0+17)/7餘3 4月17日為星期三 3.國曆年
份和星期推算： 並不是每年的1月1日都是星期一，所以定年基數使1月1日得到真正星
期數，滿足(年基 數+月基數+日數)/7的餘數是正確的星期數。由表一觀察可知： (1) 
今年是平年：明年基數比今年基數多1(因 365天/7=52餘1)。 (2) 今年是閏年：明年基數
比今年基數多2(因 366天/7=52餘2)。 閏年的認定是以目前通用的格里曆為準：每年365
天，4年一閏(366天)；逢百不閏，逢 400的倍數又閏。 因為西元2001年的年基數為0，
所以用此為基準向前推出各年的年基數。因為星期的週 期數字是7，如果不考慮「逢
百不閏，逢四百的倍數又閏」的情況下，年的週期數字是4，兩者 的最小的公倍數是
28。所以在下表二中呈現28年一循環的週期性，在推的過程會遇到兩個情 形： (1) 當
碰到百位數是閏年時： 仍符合4年1閏的週期性，所以繼續往前 推。 (2) 當碰到百位數
是平年時： 

不符合4年1閏的週期性，不能繼續往前 推，必須以該年後一年的基數減1為該年 的基
數(閏年是減2)，但是若以四的倍數 為規則性，該年為閏年。所以該年前一年 的年基
數從和該年同基數的閏年減1算起。 在推算的過程發現到2001和1601年基數相同，可
知道週期是400年，和逢400的倍數又閏 相符合，所以1201、801、401、1年的年基數
都是0。因為年基數只有七個數，我們把這 七個數6、0、1、2、3、4、5分別依序用顏
色紅、橙、黃、綠、藍、靛、紫七色來代 表。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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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使用說明： 1789年的年基數為何？ (1). 在表格
的上端，先找到1789年的範圍 1701-1800年。 (2). 在1701-1800方格下方找到的89代表
1789 年。 (3). 從89移到最右的框，看到的就是年基數 和年顏色。 例：1995年2月13
日、4月13日是星期幾？ 解：1995年是平年， 查表一和表二代入： (年基數+月基數+
日數)/7的餘數是星期數 (6+3+13)/7餘1 2月13日是星期一 (6+6+13)/7餘4 4月13日是星期
四 例：1996年2月17日、4月17日是星期幾？ 解：1996年是閏年 (0+3+17)/7餘6 2月17日
是星期六 (0+0+17)/7餘3 4月17日是星期三 格里曆為了修正儒略曆的錯誤，把儒略曆從
1582年10月5日改為10月15日，所以格里 曆只能從1582年10月15日算起。 4. 整理： (年
基數+月基數+日數)/7的餘數： (1) =0星期日 (2) ≠0餘數=星期數。 5. 月基數的調整： 
(1) 設月基數平年1月為1，由表一觀察可知： 平年、閏年的基數要全部加1，但年基數 
要減1補回。 (年基數+月基數+日數)/7=((年基數-1)+(月基數+1)+日數)/7 (2) 閏年2月以

後為了和平年配合，閏年全部  

減1，但閏年的年基數要加1補回。 (3) 雖然月基數改變了，只要調整年基數和月 基數
配合，就可以調到正確的數值。 調整後的年基數：平年的年基數減1，但 閏年的年基
數不變。 6. 年基數的調整： 調整年基數和年顏色構成下表(只適用格里 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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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三  表四 7. 儒略曆對
照表： 由西元1582年10月4日星期四,往前推算可得 各年對照表如下： 8.萬年曆板的製
作： 我設計了如下的月曆活動板，每差一格代表基 數差1。將月份和日數的相對位置
調整後固定，當年基數確定以後，可以得到我們想要的 星期數。 

 表五  

使用說明： （1). 由年基數表查出該年的顏色，假設是藍 色。 (2). 顏色
和星期是同一塊移動板。 (3). 將移動板藍色部分移到我們想查的月份下 
方，假設是九月。則移動板星期下面所涵 蓋的範圍，就是該月的月
曆。 (三) 鈴曆的研發： 1. 不同曆法年的比較： 2. 鈴曆和格里曆的比
較： 3.四季的比較: 中緯度、溫帶：一年分四季，適合我國。 低緯度熱
帶地區：一年分乾季和雨季。 高緯度寒帶地區：按晝夜長短來區分季
節。 (1)我國天文四季：以四立作為四季的開始。 (2)西方天文四季：以

二分二至作為四季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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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 (3)我國氣象四季：以3、6、9、
12月為四季 的開始。 由下表可更清楚台灣四季的分佈： 4.鈴曆成品： 
說明： (1) 因為每個月固定30天，所以1月到12月的 月曆都相同。 (2) 一
週有五天，分別是日、一、二、三、四 (3) 一年最後的5天(或閏年6天)
不屬於任何的 星期，讓第二年的1月1日保持在星期日。 (4) 每年的月

曆、年曆都相同，可以永久使 用。  

 

四、 結論 (一) 已知西曆的年、月和日，欲求該日的 星期數，只要把年、月設定正確
的基 數，將(年基數＋月基數＋日數)/7 ，若餘數等於零：該日為星期日；若 餘數不等
於零：餘數等於該日的星期 數。 (二) 以月和日為一組，年和星期為另一組 ，適當地
調整各項基數，製成表格並 考慮格里曆和儒略曆間的差異性，即 可形成不錯的萬年
曆。 (三) 鈴曆的特色： 1. 以驚蟄為歲首，兩次驚蟄的間隔為一 年： (1) 可以配合月
份依序顯示一年四季。 (2) 可以顯示地球的日照情形和公轉的 軌道位置。 2. 平年：
365天；閏年：366天，正確置 閏： 可以修正格里曆春分時間的不確定性 。 3. 一年十
二個月，每個月都是30日，最 後5或6日獨立出來： 可使年曆更清楚簡單。 4. 一週有5
日，週休1.5日： (1) 和格里曆並用可解決假日人潮擁 擠。 (2) 可減輕升學壓力。五、
參考資料 (一) 天文日曆(中華民國八十四年)，中央 氣象局編印 (二) 蘇明俊，高雄市天
文雙月刊１６期 (三) 梁湘閏編，中西對照萬年曆，文源 出版社 (四) 鄭瑩、余宗寬
著，時間與曆法，銀 禾文化事業 (五) 高平子著，高平子天文曆學論著選 (六) 王惠民
編，地球科學概論，明文書 局 (七) 韋端主編，實用百科年鑑，故鄉出 版社六、評語 
1. 利用現有的年曆去尋找其不完美之處，設 計出具有特色的萬年曆，是具有創意。 
2. 找出目前年曆之缺點，補正其缺點並設計 研置出方便的曆，在科技探討之方法學
上 的運用是合適的。 3. 作者對作品之說明顯示清楚，表達方式也 顯示生動並優良。 
4. 作品具有實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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