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窮可知不可極︰

一九六零年，德國德國數學家『亞伯拉罕‧魯濱遜亞伯拉罕‧魯濱遜』 Abraham

Robinson 將『萊布尼茲萊布尼茲』的微分直觀落實。 用嚴謹的方法來定義

和運算實數的『無窮小無窮小』與『無限大無限大』，這就是數學史上著名的

『非標準微積分非標準微積分』Non-standard calculus ，可說是『非標準分非標準分

析析』non-standard analysis 之父。

就像『複數複數』  是『實數系實數系』  的『擴張擴張』一樣，他將『實數實數

系系』增入了『無窮小無窮小』 infinitesimals 元素  ，魯濱遜創造出

『超實數超實數』 hyperreals ，形成了『超實數系超實數系』 

。那這個『無窮小無窮小』是什麼樣的『數數』呢？對於『正無窮小正無窮小』來

說，任何給定的『正數正數』都比要它大，就『負無窮小負無窮小』來講，它大

於任何給定的『負數負數』。 『零零』也就自然的被看成『實數系實數系』裡

的『無窮小無窮小』的了。假使我們說兩個超實數  是『無限無限

的鄰近的鄰近』 indefinitly close，記作  是指  是

個『無窮小無窮小』量。在這個觀點下，『無窮小無窮小』量不滿足『實數實數』的

『阿基米德性質阿基米德性質』。也就是說，對於任意給定的  來講， 

 為『無窮小無窮小』量；而  是『無限大無限大』量。然而在『系系

統統』與『自然自然』的『擴張擴張』下，『超實數超實數』的『算術算術』符合所有一

般『代數法則代數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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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超實數超實數』想像成『數原子數原子』，一個環繞著『無窮小無窮小』數的

『實數實數』。就像『複數複數』有『實部實部』  與『虛部虛部』  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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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積分積分』就像是『里程表里程表』的『累計累計』一樣，可以用

來表示的呀！！

─── 摘自《【Sonic π】電路學之補充《四》無窮小算術‧中》

 

道理易解境難抵︰

『運算運算』一樣，『超實數超實數』也有一個取值『運算運算』叫做『標準部標準部

份函數份函數』Standard part function

。 如此一個『函數函數』  在  是『連續的連續的』就可以表示成

『如果 如果 ，可以得到 ，可以得到 』。

假使 ，那麼  的『斜率斜率』就可以這麼計算

。 彷彿在用著可以調整『放大倍率放大倍率』的『顯微鏡顯微鏡』逐步『觀入觀入』

zoom in 一個『函數函數』，隨著『解析度解析度』的提高，函數之『曲率曲率』

逐漸減小，越來越『逼近逼近』一條『直線直線』── 某點的切線 ──

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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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赫雪花的建構過程中，從最初  的 △，到第  步時︰

總邊數︰ 

單一邊長︰ 

總周長︰

圍繞面積︰

因此科赫雪花的分維是

人們『直覺直覺』上都知道，『線線』是一維的、『面面』是二維的以及

『體體』是三維的，也許同意『點點』是零維的。但是要怎麽定義『維維

度度』 呢？假使設想用一根有刻度的  尺，量一條線段，得到  

── 單位刻度 ──，如果有另一根  的尺，它的單位刻度 

是  尺的  倍，也就是說 ，那用這  之尺來量該線

段將會得到 。同樣的如果  尺量一個正方形得到數值 

，那用  之尺來量就會得到數值 ，這樣那  兩尺的

度量之數值比 。

於是德國德國數學家費利克斯‧豪斯多夫費利克斯‧豪斯多夫 Felix Hausdorff 是這樣子

定義『維度維度』  的︰

，使它也能適用於『分形分形』的『分維分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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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所圍繞的極限面積 ，那時的總周長 。

─── 摘自《思想實驗！！》

 

與其撒鹽擬紛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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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遙遠的銀河裡，有一個科赫王國。那裡的初始之王是一位大智

慧者，許下宏願建造永不退轉之國︰本國之土逐年增長，本國之人

亦逐年增長，以至無量之無窮無有盡期。不知如此過了幾千千萬萬

年，每代之王都謹尊聖諭，於冬至日祭、夏至日祀天上的『雪花之雪花之

神神』， 如是傳到了科赫國王。這個新王想知道聖諭它是真是假？欲

明白雪花之神是有是無？於是招集舉國聰明之人有智之士商議調查

之法。此舉震驚了全國，大部分的國民 都嚇壞了，說︰這是對神的

大不敬；毀壞歷代立下的規矩；不尊重先王的傳統。科赫國王無奈

之餘只能禪讓以息民怨，自己踏上了求解之路！他想我要怎麼才能

知道 『國土逐年增長』是個事實的呢？於是他首先拜訪了精通『土土

地丈量地丈量』 的人，那丈量人告訴他︰我家無數代以來從事丈量，就

我所知的確土地逐年增長。科赫問︰那能知道新增與舊有的差異

嗎？丈量人答︰人人舊有的都沒有差異，新土 在之間發生。一番對

談後科赫雖心中覺得這事奇怪，但是也無法再多知道些什麼，於是

再度踏上旅程。一路上餐風露宿，心理奇怪著為何幼時認得的老人

他家還沒到 呢？終於抵達了那稽古老人之住處。問訊之下，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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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傳聞科赫國王花了數十年抵達『初始之王初始之王』的墓陵，進入墳中

關掉了那台年復一年『擴張一步擴張一步』的『國土製造圖靈機國土製造圖靈機』，並且

又再度稱王。這樣想來，或許科赫國王終究找到了『答案答案』；然而

另一個『反科赫王國』大概情況不妙，也許最終凶多吉少，不知是

否會有個睿智之王起身自救的嗎？？

─── 摘自《科赫傳說！！》

 

未若柳絮因風起☆★

身康體泰甚是健談。他聽那老人家抱怨道︰行走都不方便啦！子孫

所居山頭相距一代比一代更遠，怕是再過數 年想見都見不著啦！！

科赫心頭一震，詳細詢知了老人家的子孫何代幾時是相距多少路

程，然後辭別進入山裡沉思不知所蹤。原來科赫自幼喜歡數學，但

不知他自己 『身在身在』雪花中，能否發現『答案答案』就是『雪花雪花』的

呢？知道那個王國要是再經歷無窮世代後，也許會變成『行不得行不得』

之國？？

L4K ︰ Python Turtle《○》 | FreeSandal 17/1/13

http://www.freesandal.org/?p=64452 8 / 13

http://ecademy.agnesscott.edu/~lriddle/ifs/ksnow/kantisnow.htm
http://www.freesandal.org/?p=8132


 

 

 

 

 

 

 

 

 

 

 

上一篇文章上一篇文章

L4K ︰ Python Turtle《十下》L4K ︰ Python Turtle《十下》

發表迴響發表迴響

你的電子郵件位址並不會被公開。 必要欄位標記為 *

迴響

L4K ︰ Python Turtle《○》 | FreeSandal 17/1/13

http://www.freesandal.org/?p=64452 9 / 13

http://www.freesandal.org/?p=64384


名稱 *

電子郵件 *

個人網站

張貼迴響張貼迴響

一月 2017一月 2017

日日 一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 十二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搜尋 …

L4K ︰ Python Turtle《○》 | FreeSandal 17/1/13

http://www.freesandal.org/?p=64452 10 / 13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612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70101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70102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70103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70104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70105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70106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70107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70108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70109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70110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70111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70112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70113


近期文章近期文章

L4K ︰ Python Turtle《○》

L4K ︰ Python Turtle《十下》

L4K ︰ Python Turtle《十中》

L4K ︰ Python Turtle《十上》

L4K ︰ Python Turtle《十》

近期迴響近期迴響

Phonon Republic 【聲子共和國】 | 夸克資訊 在 Phonon Republic ︰【聲子共和國】之緣起

音樂派初登場 | 樹莓派｜Raspberry Pi 在 Phonon Republic ︰【聲子共和國】之緣起

樹莓派 3B 外篇 | 樹莓派｜Raspberry Pi 在 W!o+ 的《小伶鼬工坊演義》︰樹莓派 3 三兩事之 UART 篇

懸鉤子 在 勇闖新世界︰ W!o《卡夫卡村》變形祭︰教具教材‧計算觀

Bally 在 勇闖新世界︰ W!o《卡夫卡村》變形祭︰教具教材‧計算觀

彙整彙整

2017 年 一月

2016 年 十二月

2016 年 十一月

2016 年 十月

2016 年 九月

2016 年 八月

2016 年 七月

2016 年 六月

2016 年 五月

2016 年 四月

2016 年 三月

2016 年 二月

L4K ︰ Python Turtle《○》 | FreeSandal 17/1/13

http://www.freesandal.org/?p=64452 11 / 13

http://www.freesandal.org/?p=64452
http://www.freesandal.org/?p=64384
http://www.freesandal.org/?p=64364
http://www.freesandal.org/?p=64338
http://www.freesandal.org/?p=64283
https://quark168.wordpress.com/2016/11/05/phonon-republic-%e3%80%90%e8%81%b2%e5%ad%90%e5%85%b1%e5%92%8c%e5%9c%8b%e3%80%91/
http://www.freesandal.org/?p=62233&cpage=1#comment-103
http://rpi.o4l.com.tw/?p=4730
http://www.freesandal.org/?p=62233&cpage=1#comment-102
http://rpi.o4l.com.tw/?p=3822
http://www.freesandal.org/?p=50195&cpage=1#comment-85
http://www.freesandal.org/?p=44873&cpage=1#comment-78
http://www.freesandal.org/?p=44873&cpage=1#comment-76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701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612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611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610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609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608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607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606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605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604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603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602


2016 年 一月

2015 年 十二月

2015 年 十一月

2015 年 十月

2015 年 九月

2015 年 八月

2015 年 七月

2015 年 六月

2015 年 五月

2015 年 四月

2015 年 三月

2015 年 二月

2015 年 一月

2014 年 十二月

2014 年 十一月

2014 年 十月

2014 年 九月

2014 年 八月

2014 年 七月

2014 年 六月

2014 年 五月

分類分類

樹莓派

樹莓派之問答

樹莓派之學習

樹莓派之實作

樹莓派之教育

樹莓派之文摘

L4K ︰ Python Turtle《○》 | FreeSandal 17/1/13

http://www.freesandal.org/?p=64452 12 / 13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601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512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511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510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509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508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507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506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505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504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503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502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501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412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411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410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409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408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407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406
http://www.freesandal.org/?m=201405
http://www.freesandal.org/?cat=2
http://www.freesandal.org/?cat=6
http://www.freesandal.org/?cat=10
http://www.freesandal.org/?cat=4
http://www.freesandal.org/?cat=7
http://www.freesandal.org/?cat=8


樹莓派之疑難

樹莓派之編程

樹莓派之除錯

部落格訊息

其它其它

註冊

登入

文章 RSS 訂閱

迴響 RSS 訂閱

WordPress 台灣正體中文

自豪的採用 WordPress

L4K ︰ Python Turtle《○》 | FreeSandal 17/1/13

http://www.freesandal.org/?p=64452 13 / 13

http://www.freesandal.org/?cat=5
http://www.freesandal.org/?cat=3
http://www.freesandal.org/?cat=9
http://www.freesandal.org/?cat=1
http://www.freesandal.org/wp-login.php?action=register
http://www.freesandal.org/wp-login.php
http://www.freesandal.org/?feed=rss2
http://www.freesandal.org/?feed=comments-rss2
http://tw.wordpress.org/
https://tw.wordpress.org/

	FreeSandal
	L4K ︰ PYTHON TURTLE《○》
	文章導覽列
	發表迴響

	近期文章
	近期迴響
	彙整
	分類
	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