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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事實務工作及和學界的教授

與學生論及理論與實務接軌的對談

中，常會發覺到“兩者間的銜接難度

似乎越來越大＂，學界研析的學術成

就如何帶入應用之層面，也就是說如

何將高深的理論以深入淺出之方式來

傳授，應該是教學相長與授受傳承上

最大的問題所在。站在工程應用的實

務角度而言，“工字不會出頭＂常常

是藍領階級被定位之所在，因此，身

為專業技師的我們更應該時時充實自

己的專研能力，使自己的技術更臻嫺

熟，讓自己的學術專業跟上時代，這

樣才能成為 M 型世代中的紫領階級，

讓年輕一代之專業技師更有學習之榜

樣，對未來更有願景可期。 

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們學過微積

分、統計學等兩大工具，也有人學過

或聽過混沌理論、碎形理論、模糊理

論、拓墣學等等非常專業的學科，這

些學術殿堂的專業知識常常讓學生頭

大，更會讓實務界想用他們卻又不知

從何下手的無奈。在一次偶然的機會

中，學生向我提及本文中第五個例子

證明，我問他為什麼要證明這個問

題？他回答說：“因為那是研究所的

考古題，要先推證看看＂；我接著問

說：“你明白這個問題的真實目的

嗎＂？他木然了。這似乎是學術界與

實務界共同遇到的問題，那就是“見

山 是 山 ， 見 山 不 是 山 ？ 見 山 還 是

山？＂的這種“知其然未知其所以

然＂的現象，因此，讓大學的在校學

生或是年輕的技師們在其成長中能達

到“見山是山，見山不是山？見山就

是山！＂的這種“知其然更知其所以

然＂的境地，這樣才能提升我們的執

行力與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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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因為學生提問的第五個問

題而衍發出來的相關議題，我將他由

淺入深的排列出，這其中最常用的是

L-Hospital Law 的觀念，在微積分的極

限值推求基本觀念中常被用到，其實

在工程數學的 singular solution 的求解

中最常被使用，各位同伴也許以前曾

經或甚至日後會看到許多特殊的物理

現象之數學解析解救是如此而得的。

以下就讓我野人獻曝一番囉。 

一. 請證明“任何非零數其 0 次

冪之值為 1＂？ 

f（N）＝（1＋1/ N）^N， 當 N→0

時，f（N）＝？ 

令 f（N）∣N→0＝（1＋1/ N）^N

∣N→∞＝∞^0 （1-1） 

看似＝1，事實上未必是對的。 

當 ln f（N）∣N→0＝N﹝ln（1＋1/ 

N）﹞∣N→0 （式 1-1-1） 

上式為 0×∞ （也可變形為 0/0 或∞

/∞），有 L-Hospital Law 之型態，ln f

（N）∣N→0＝﹛﹝ln（1＋1/ N）﹞

/（1/ N）﹜∣N→0，上式定為式

1-1-2，即式 1-1-1 的變形。 

分子對 N 微分得﹛1/（1＋1/ N）﹜

﹛－1/ N^2﹜∣N→∞，（1-2） 

分母對 N 微分得﹛－1/ N^2﹜∣N

→∞，（1-3） 

故式 1-1-2 即是（式 1-2）/（式 1-3）

＝﹛N/（N＋1）﹜N→0＝0，也就

是 ln f（N）∣N→∞＝0，即 f（N）

∣N→0＝1. 

這就是“為何任何非零的數字其 0

次冪之值為 1＂的理由所在！ 

二.“自然數 e＂是如何跑出來

的？ 

f（N）＝（1＋1/ N）^N， 當 N→

∞時，f（N）＝？ 

令 f（N）∣N→∞＝（1＋1/ N）^N

∣N→∞＝1^N （2-1） 

看似＝1，事實上未必是對的。 

當 ln f（N）∣N→∞＝N﹝ln（1＋

1/ N）﹞∣N→∞ （2-1-1） 

上式為∞×0 （也可變形為 0/0 或∞

/∞），有 L-Hospital Law 之型態，ln f

（N）∣N→∞＝﹛﹝ln（1＋1/ N）﹞

/（1/ N）﹜∣N→∞，上式定為式

2-1-2，即式 2-1-1 的變形。 

分子對 N 微分得﹛1/（1＋1/ N）﹜

﹛－1/ N^2﹜∣N→∞，（2-2） 

分母對 N 微分得﹛－1/ N^2﹜∣N

→∞，  （2-3） 

故式 2-1-2 即是（式 2-2）/（式 2-3）

＝﹛N/（N＋1）﹜N→∞＝1，也就

是 ln f（N）∣N→∞＝1，即 f（N）

∣N→∞＝e. 

這就是“e＂這個所謂的“自然

數＂存在的道理所在！ 

三. 請問如同二之變形式（如下

式），其值為何？ 

f（N）＝（1－1/ N）^N， 當 N→

∞時，f（N）＝？ 

說明如下： 

當 ln f（N）∣N→∞＝N﹝ln（1－

1/ N）﹞∣N→∞ （3-1） 

上式∞×0 （也可變形為 0/0 或∞/

∞），有 L-Hospital Law 型態，ln f

（N）∣N→∞＝﹛﹝ln（1－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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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N→ ∞，上式定為式

3-1-1。 

分子對 N 微分﹛1/（1－1/ N）﹜﹛1/ 

N^2﹜∣N→∞， （3-2） 

分母對 N 微分得﹛－1/ N^2﹜∣N

→∞，  （3-3） 

故式 3-1-1 即是（式 3-2）/（式 3-3）

＝－﹛N/（N－1）﹜N→∞＝－1， 

也就是 ln f（N）∣N→∞＝－1，即

f（N）∣N→∞＝1/e≒0.368，（式 A） 

四. 如下列之式子（即例三與例

四之合成），請問其值是否為

1？ 

f（N）＝（1－1/ N^2）^N， 當 N

→∞時，f（N）＝？ 

說明如下： 

令 f（N）∣N→∞＝（1－1/ N^2）

^N∣N→∞＝1^∞ （4-1）看似＝1，

事實上是否是對的呢？ 

A. 當 ln f（N）∣N→∞＝N﹝ln（1

－1/ N）﹞∣N→∞ （4-1-1）上

式∞×0 （也可變形為 0/0 或∞/

∞），有 L-Hospital Law 型態，ln 

f（N）∣N→∞＝﹛﹝ln（1－1/ 

N）﹞/（1/ N）﹜∣N→ ∞，上

式定為式 4-1-2，即式 4-1-1 的變

形。 

分子對 N 微分﹛1/（1－1/ N）﹜

﹛1/ N^2﹜∣N→∞， （4-2） 

分母對 N 微分得﹛－1/ N^2﹜∣

N→∞，  （4-3） 

故式 4-1-2 即是（式 4-2）/（式

4-3）＝－﹛N/（N－1）﹜N→∞

＝－1， 

也就是 ln f（N）∣N→∞＝－1，

即 f（N）∣N→∞＝1/e≒0.368，

（式 A） 

B. 當 ln f（N）∣N→∞＝N﹝ln（1

＋1/ N）﹞∣N→∞ （4-3） 

上式∞×0 （也可變形為 0/0 或∞

/∞），有 L-Hospital Law 之型態，

ln f（N）∣N→∞＝﹛﹝ln（1＋

1/ N）﹞/（1/ N）﹜∣N→∞，

上式定為式 4-3-1，即式 4-3 的變

形。 

分子對 N 微分得﹛1/（1＋1/ 

N）﹜﹛－1/ N^2﹜∣N→∞， 

（4-4） 

分母對 N 微分得﹛－1/ N^2﹜∣

N→∞，（4-5） 

故式 4-3-1 即是（式 4-4）/（式

4-5）＝﹛N/（N＋1）﹜N→∞ 

＝1，也就是 ln f（N）∣N→∞

＝1，即 f（N）∣N→∞＝e. （式

B） 

由上述 A 與 B 兩種情況之分析

之︰ 

令 f（N）∣N→∞＝（1－1/ N^2）

^N∣N→∞＝（式 A）×（式 B）

＝（1/e）（e）＝1. 

五. 風險是否處處存在呢？ 

R＝1－（1－1/Tr）̂N， 當 Tr＝N 且

N→∞時，R＝？ 

令 f（N）∣N→∞＝（1－1/ N）^N

∣N→∞＝1^N （5-1） 

看似＝1，事實上未必是對的。 

當 ln f（N）∣N→∞＝N﹝ln（1－

1/ N）﹞∣N→∞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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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為∞×0 （也可變形為 0/0 或∞

/∞），有 L-Hospital Law 之型態，ln f

（N）∣N→∞＝﹛﹝ln（1－1/ N）﹞

/（1/ N）﹜∣N→∞，上式定為式

5-1-2，即式 5-1-1 的變形。 

分子對 N 微分得﹛1/（1－1/ N）﹜

﹛1/ N^2﹜∣N→∞， （5-2） 

分母對 N 微分得﹛－1/ N^2﹜∣N

→∞，（5-3） 

故式 5-1-2 即是（式 5-2）/（式 5-3）

＝－﹛N/（N－1）﹜N→∞＝－1，

也就是 ln f（N）∣N→∞＝－1，即

f（N）∣N→∞＝1/e≒0.368，所以

R＝1－（1－1/ N）^N∣N→∞＝1

－﹛f（N）∣N→∞﹜ ＝1－（1/e），  

（式 5-4） 

（式 5-4）的數學與物理意義是

說：“不論設計之規模有多大，不論

保證的時間有多長，風險是時時存在

的。＂ 

經過以上的舉例，我總會覺得

“自然界中雖有許多的變化，但卻是

很有軌跡可循，而且一般能以歸納與

演譯的交互印證與已確立與推廣＂，

反觀“人類之自身行為及人類與社

會、自然界間的互動＂是否也有一些

規律可依循呢？其實，人這個小宇宙

是依著外在大宇宙而生，縱然人想要

超脫其束縛，其實是不必大費周章

的，因為人類是依附其他生產者、分

解者與一、二級消費者而生，因此，

人類的行為模式其實只是自然界的縮

影，人類能順應自然而生存，這才是

真正的福氣，因為這樣才不會有心理

病的產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