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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許多書本曾介紹九乘一位數或九乘二位數的手指乘法，但是對於手指乘法的背後原理卻沒

有詳加討論。本文介紹 9 的手指乘法，並探討其規則的成因及其背後的數學原理，並將原來的

方法推廣，可以兩人合作，並介紹適用於所有二位數的「九的手指乘法」。 

 

壹、前言 

目前國小數學科的教學，教材內容及活

動都儘量要求生動、活潑、容易，以遊戲或

操作的形式出現，更能引起學童的學習興

趣，達成學習目標。觀察九九乘法表，我們

可以發現 9 乘以一位數的結果，其各位數字

之和恰為 9，若將 9 乘以二位數，則其結果

各位數字之和為 9或 18，利用這個關係，我

們可以一人，或兩人合作，用手指來表示九

的乘法的結果。指導學生用手指來展示 9 的

乘法，不只可以增進學童上數學課的興趣，

又可以藉由分組培養互助合作的精神，進而

讓學生不再對上數學課感到無聊。這種手指

算法，雖然在有些數學遊戲的書中，有提到

過，但這些書本均只作方法的陳述，對這些

手指表示法背後的數學原理，未作詳細說明

或討論，有些書本也只列出九對一位數的乘

法規則，這些規則其實仍可以作一些推廣，

本文的目的，一方面要來介紹這個手指表示

法，另一方面也來探討這個表示法背後的數

學原理，並將表示法作進一步的推廣。本文

所呈現的手指圖片，是自己看到的手指表示

法，若要展示給站在對面的人看時，應注意

自己看到的百位、十位、個位（由左到右）

的位置恰與別人所看的的方向相反。 

貳、九與一位數的手指乘法  

若 n為 1～9的任意數，利用手指來表示

9 x n的結果，方法如下： 

首先將雙手手掌攤開，手心面向自己，

左手大拇指算起第 n 個手指頭彎曲起來，此

時，雙手被彎曲的手指分隔為左右兩部分，

由圖一左邊這部分的手指頭個數，就是 9 x n

結果的十位數字，右邊的手指頭個數，就是

個位數字。 

例如 9 x 4時，將第 4個手指（即左手無

名指）按下，此時就得到 36（圖一），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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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按下第 8指，就得到 72（圖二）。 

  

圖一 9x4 的手指表示法 

 
 

圖二  按下第8指可展示 9x8的結果 

依照上述規則，大家可以試試看是否所

有 1~9 的數與九的乘法，都可以用雙手來展

示，這樣做的話，其實就是用「窮舉法」來

證明『用十隻手指可以表示出九的乘法結

果』，其實我們也可以用式子來說明這個手指

乘法的原理。 

設 a為 1～9的任意數，考慮 

9 x a=(a-1)x10+(10-a)，此時 a-1,10-a 兩

數均為為 0～9之數。 

這個式子表示 9 x a可展示為二位數，其

中十位數字為 a-1，個位數字為 10-a，由於

(a-1)+(10-a)=9，故只要 9 個手指頭就可以表

示出 9 x a 了。又因為雙手有十個手指頭，所

以只要用其中九個手指，就可以表現出 9 x a

了。 

根據關係式 9 x a=(a-1)x10+(10-a)，我們

可發展出展示 9的乘法結果的步驟 

1.將 10個手指頭分為兩部分，一部分有 a個手

指頭，另一部份有 10-a個手指頭，10-a就是

結果的個位數。 

2.將 10個手指頭按下第 a個得 a-1個手指，這

是結果的十位數。 

第一個發現 9 與一位數相乘手指算法的

人，可能是將此規則簡化為「按下左手算來

第 a 指」，因為按下該指，可同時完成上述的

兩個步驟。 

叁、九乘以二位數的手指乘法 

前面所討論 9 與一位數的手指乘法，其

實可以推廣到 9與二位數的乘法，以 9x38為

例，手指乘法有下列步驟： 

1.將雙手攤開，手心向自己，以左手大姆指為

起點，將左邊數來的 3 個手指與其他諸指分

岔打開，將十個手指分成兩部分。 

2.將由左數來第 8 指彎曲，此時，雙手手指被

分成三部分。 

3.從圖三，此三部分中，左邊部分的手指數目

就是 9x38結果的百位數，中間部分就是十位

數，右邊部分就是個位數字，得結果為 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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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9x38的手指表示法 

 

圖四 9x27手指乘法法 

同樣的，若要表示出 9x 27 只要將前 2

指與其他手指岔開，再按下第 7 指（由左手

大拇指數起），就可表示出結果為 243 了（圖

四）。與前面 9乘以一位數的討論方法一樣，

假設 9所乘的二位數十位數字是 a，個位數字

是 b，其中 a,b均為 1～9的數，考慮代數式 

9 x (10a+b) = (a) x 100+10 x (b-a-1) + (10-b) 

若 a<b,則 a， b-a-1，10-b 均為 0～9之

數，就是 9x(10a+b) 結果的百位、十位、及

個位。又因 a + (b-a-1) + (10-b) = 9，故知我

們可以用九個手指來呈現結果的三位數字。 

因此，九乘以二位數 10a+b有下列步驟： 

1.將雙手攤開，手心面向自己，以左手大拇指

為起點，將左邊數來前a個手指與右邊諸指岔

開成兩部分，左邊有 a個手指頭。

2.將由左數來第b指彎曲，此時，雙手手指被分

成三部分，左邊是a個手指頭，將 10 個手指

頭減掉最左邊(a個)及最右邊(10-b)個手指的

個數，再扣掉按下的一個手指，因此中間就

剩下 10- a - (10-b)-1=b-a-1個手指頭了。

3.a， b-a-1，10-b就是 9x(10a+b)結果的百位、

十位、及個位數。

肆、手指乘法的推廣 

前面討論 9x(10a+b)的手指乘法法則有

一個限制，那就是 b>a ，亦即必需是個位數

大於十位數的二位數才可使用，因為此時

b-a-1才會大於或等於零，才可表示十位數，

事實上，在 b≦a的情況時，我們也可以透過

兩人合作的方式來表示 9的乘法。 

假設 a , b為 1～9之數，設 b≦a，因為

9x(10a+b)= 100x(a-1) +10x(9+b-a) + (10-b)，

且 b≦a，故 a-1，9+b-a，10-a必為 0~9 數，

而且(a-1)+(9+b-a)+ (10-b) =18，因此我們可以

利用兩人合作之 20個手指頭來表示出 9乘以

二位數（十位數大於或等於個位數）的乘法

。這種乘法有下列步驟 

1.兩人將雙手攤開，手心面向自己，展示二十

個手指，以左邊的人左手大拇指為起點,將左

邊數來第 a指彎曲。 

2.右邊的人同樣以自己左手大拇指為起點，左

邊數來第 b 指彎曲，此時，所有手指被分成

三部分。 

3.此三部分中，最左邊部分的手指數目就是百

位數字 a-1，右邊部分手指數就是個位數字

10-b，中間部分有 20-(a-1)-(10-b)-2 =9+b-a 個

手指，就是十位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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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圖六展示兩人合作的的手指表示

法。 

   

圖五 9x53的手指表示法，兩人分別按下左手

數來第5及第3手指 

 

圖六 9x76的手指表示法，兩人分別按下左手

數來第7及第6手指 

              

上述兩人合作的手指乘法，在 a<b 及 a

≧b 之情況下，前者一人展示，後者則為兩

人展示，方法似乎並不一致，事實上，不論

它是哪一種二位數，我們只要修改一下前者

的規則，循環使用雙手及兩次，也可以由一

個人來表示 9乘二位數的乘法。 

在 a<b 的規則中，我們用「開岔」及「按

指」將雙手分成三部分，分別是百位、十位、

及個位數。事實上，我們也可以說，百位數

是由左算到「開岔」的手指數，十位數是由

「開岔」算到「按指」的手指數，個位數是

由「按指」數至終結的手指數。如果我們使

用雙手循環兩次，上述規則仍適用於 a≧b之

情況。 

例如，9x76=684 時(圖七)，我們可依下

列規則來處理  

1.將雙手攤開，手心面向自己，以左手大拇指

為起點，將左邊數來前 7 指與其他諸指「岔

開」(即圖片中標有 1的指頭)，以左手大拇指

為起點，將由左數來第 6 指按下（「按指」）

。此時，雙手被分成 3 部分。 

2.由左數至「開岔」的手指數為 6 (圖中標有 1

的記號，按下的手指不算)，6就是百位數。 

3.由「開岔」向右算，並循環使用雙手至「按

指」處，手指數為 8 (圖中標有 2的記號者) ，

8就是十位數。 

4.再由「按指」處算至右端，手指數為 4（圖

中標有 3的記號者），4就是個位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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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9x76的手指表示法 

 

事實上，我們是將單人表示法原理中的

b-a-1想成 10-[a+(10-b)]-1 ，而將兩人合作原

理中的 9-a+b想成 20-[(a-1)+(10-b)]-2，此時

兩個規則合而為一，亦即將使用的總手指數

減掉百位數及個位數，再扣除「按指」數，

就是十位數，只不過前者使用十個手指而後

者使用 20個手指而已。 

伍、結語 

 本文討論 9的手指算法，並對它作了一

些推廣，也討論了這個算法背後的原理，這

個手指乘法教給學生，對初學乘法表或乘法

的學生而言，並非想要取代「筆算」，或減少

學生熟悉乘法表及乘法練習的時間，只是要

讓學生了解九的神奇，提升學生學習的興

趣，注意到數學內容有趣的面向，他們的學

習，不必牽涉到代數原理的探索；對國中生

以上的學生而言，除提升數學學習興趣之

外，也可以鼓勵其探究「手指算法」背後的

原理，對於任意二位數的代數表示法，代數

關係式與操作規則間的關係，在代數學習時

注意數值的限制等，都是數學學習的重要教

學目標。此外，9 乘三位以上的數，也可以

依照本文類似的方法透過多人合作來展示其

結果，雖然較為複雜，有興趣的讀者也可以

想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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