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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拿破崙紙積木有領結、眼淚、翅膀、
巧克力條、船型、星型、山形袖章與鯉魚
等 8 種。我們利用柏拉圖立體中，正六面
體與正八面體的對偶性，成功地開發以拿
破崙紙積木 8 個基本型模組，附著在對偶
多面體的六面體或八面體兩種線框上，建
成 26 組 24 單位的籠狀模型。我們發現，
四組複合體含有隱洞。同時應用歐拉-龐加
萊公式的一般式，求這四組紙燈籠模型的
歐拉特性數之後，證實非流形體穿透模型
的虧格數與隱洞數。作為一個建築物來
說，因為外面看不到，其用途，可以當作
密室或是儲藏室。應用歐拉-龐加萊公式的
一般式，預測複合體隱洞數的方法，是一
種創新。

關鍵詞：歐拉-龐加萊公式、歐拉特性數、
虧格數、非流形模型、容斥原理

一、前言

我們知道，用形狀相同的方形磚塊可
以把一個地面鋪滿，但是如果用不同形
狀，而又非方形的磚塊來舖一個地面，能
否鋪滿呢？這不僅是一個與實際相關的問
題，也涉及到很深的組合數學問題。拿破
崙密舖平面1系統（呂 2005）與饕餮密舖
平面系統（Lu 2006b），就是用運用組合數
學的原理。應用密舖平面系統於三維空間
表面密舖的紙積木模型（呂 2007a-d），也
是組合數學的一種創新。

1 Plane tessellation, 有關密舖平面，請參照普渡大
學 Greg Frederickson 教授著作（1997）。

紙燈籠，是紙積木堆壘而成，需要應
用「組合數學」裡的容斥原理、歐拉-龐加
萊公式、非流形結構等理論。本研究的重
點之一，是應用歐拉-龐加萊公式的一般
式，求非流形結構紙燈籠的虧格數與隱洞
數。並且，紙燈籠的圖形同構與衣服反穿
可逆性等特性，也有深入的討論。

二、名詞解釋

首先，我們解釋本論文所使用到的幾
個重要名詞。

(一) 紙燈籠

紙燈籠的英文，是「origamic lanterns」
或「origami lanterns」。紙燈籠一詞源於英
文紙建築結構「origamic architecture」或
「origami architecture」。紙建築結構是摺
紙工的一種造型。它是結合摺紙、精細地
切割與精確計算突出的紙張工程。它們可
以摺疊儲藏或裝進郵局的信封袋，當展開
時可以展現三維的立體結構。有如紙建築
結構，紙燈籠是結合摺紙、精細地切割與
精確計算突出的紙張工程。

(二) 流形與非流形體

紙燈籠，是非流形幾何模型。流形
（manifold），是局部具有歐氏空間性質的
空間。整體的形態可以流動。譯名由著名
數學家和數學教育學家江澤涵引入。非流
形幾何模型，或稱非流形複合體，是兩個
以上的流形幾何模型之間，邊與邊或點與
點接合，整體的形態無法流動。

(三) 附著方式

複合體，有結合與接合等兩種附著方
式。結合（consolidation），是兩個以上的
流形體，面與面的附著。因為整體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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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流動，結合後，是流形複合體。接合
（articulation），是兩個以上的流形體，點
與點或線與線的附著。因為整體的形態無
法流動，接合後，則是非流形複合體。

三、拿破崙紙燈籠數學定義與公式

(一) 歐拉-龐加萊公式之一般式

Marsuda（1993）定義歐拉2-龐加萊3公
式之一般式，給出非流形幾何模型的角
頂、面、邊、孔與洞數目的關係如下：

VFE (v, f, e) = v + f–e
= (V–Vh + Vc ) + (C–Ch + Cc) + r

(1)

其中歐拉-龐加萊公式的一端為歐拉
特性函數 VFE (v, f, e)，有 3 個變數：v =
角頂總數；f =面的總數；e =邊的總數。歐
拉-龐加萊公式的另外一端，有 7 個變數：
V =非連通形體數；Vh =穿過形體孔洞
數；Vc =形體內隱洞數；C =複合體總數；
Ch =穿過複合體孔洞數；Cc =複合體內隱
洞數；r = 形體面上孔環數。

歐拉-龐加萊公式在流形模型的計算
時，因為所有的形體互相流通，等同於一
個複合體，其總數 V 與 C 均為 1；同樣地，
Vh 等同於 Ch ，我們稱呼它們為手把或
是用虧格數 g 來代表；因為拿破崙基本型
沒有孔，故 Vc、Cc 與形體所有面上的內
孔總數 r 均為 0；這時，流形模型的歐拉-

2 Leonhard Euler（1707-1783）。瑞士數學家，貢
獻遍及數學各領域，是數學史上最偉大的數學家之
一，也是最多產的數學家。
3 Henri Poincare (1854-1912) 。龐加萊出身於醫生
家庭。1873 年進巴黎綜合工科學校，畢業後又進
國立高等礦業學校求學，1879 年得博士學位。1881
年起一直在卡昂大學任教，先後講授數學分析、光
學、電學、流體平衡、電學中的數學、天文學、熱
力學等課程。1887 年當選為法國科學院院士，1899
年因研究天體力學中的三體問題獲奧斯卡二世
（Oscar II）獎金。1906 年當選為法國科學院院長，
1908 年以作家身份成為法蘭西學院院士。

龐加萊公式，如下：

VFE (v, f, e) = v + f–e = 2*(1 - g)

(2)

(二) 容斥原理

當形體 A 與形體 B 結合時，A 與 B
結合體的歐拉特性數，χ（A∪B），是 A
的歐拉特性數，χ（A）與 B 的歐拉特性
數，χ（B）之和，減去交集的歐拉特性數
χ（A∩B）。容斥原理的公式如下（Brualdi
2005）：

χ（A∪B）= χ（A）＋χ（B）－χ（A∩B）

(3)

(三) 模型之圖形同構

我們將相同拿破崙紙積木基本型，接
合邊與邊或角與角，建成籠狀模型。柏拉
圖立體的五個正多面體均有其對偶性。我
們首先將 4 個或 3 個同樣的拿破崙紙積木
基本模型接合成 6 個或 8 個模組 ，附著在
互為對偶的六面體或八面體兩種線框
上，開發 24 單位的籠狀模型（呂 2007a）。
我們發現，4 個山形袖章基本模型接合建
成的 6 個模組，竟然和 3 個山形袖章基本
模型接合建成的 8 個模組相同。這種應用
六面體或八面體兩種線框建成相同的籠狀
模型，在圖形理論稱圖形同構（Bondy
1976）。柏化沙那菲（Parthasarathy 1994）
指出在「平面上使用不同的方法畫出同形
圖案數，即相同圖案，並不是很重要，代
表特定圖案的數目才是重要。」這是忽視
「不同的方法」的論點。

(四) 模型之可逆性

籠狀模型，有衣服反穿「可逆性」的
特性。我們將兩個籠狀模型的其中一個從
對稱軸剪開，反向接合，就成為另外一個
籠狀模型，這樣就可以稱這兩個籠狀模
型，互為「可逆性」。這種摺紙的數學遊
戲或稱 Flexagons 現象的是亞瑟‧史東
（Arthur H. Stone）在 1936 年，普林斯頓
大學當研究生時發現的。可逆性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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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築或實體造型的設計增多一選項。我
們也藉可逆性，開發中級籠狀模型。

四、拿破崙紙積木模型

布施知子 (Fuse 1990) 建議使用角
頂、面與邊的數目來代表多面體。拿破崙
平面密舖菱形紙片有 25 個角頂、32 個面
以及 56 個邊。我們將菱形紙片外緣的 16
個邊，分成兩組 8 個連續邊，角頂與角頂、
邊與邊接合。當完成時，將會減少 7 個角
頂與 8 個邊。即 18（=25-7）個角頂、32
個面以及 48（=56-8）個邊。拿破崙紙積
木（呂 2006a），包括領結、眼淚、翅膀、
巧克力條、船型、星型、山形袖章與鯉魚
等 8 個基本型的歐拉特性數 VFE (v, f, e)，
均為 VFE (18, 32, 48)。拿破崙紙積木 8 個
基本型，請參照圖一。

圖一 拿破崙紙積木 8 個基本型

五、拿破崙紙燈籠模型

拿破崙紙燈籠，是接合拿破崙紙積木
基本型的邊與邊或角與角，所建成的非流
形籠狀模型。我們建議將多個相同拿破崙
紙積木基本型組成的模組，附著在均勻多
面體所包括的正多面體的線框上，建成非
流形拿破崙紙燈籠模型。

(一) 正多面體的特性

正多面體，或稱柏拉圖立體，指各面
都是相同的正多邊形的凸多面體。因此正
多面體上每條邊都連接相同數量的面，每
個頂點都連接相同數量的邊。正多面體有
正三角形、正四方形與正五邊形等三種正
多邊形，它們的角頂均是在同一個平面
上。我們可以用舖地磚前，先將沙床鋪平
來比喻。

(二) 對偶多面體

一個正多面體和以它的各面中心為
頂的正多面體，叫做互為對偶的正多面
體。正六面體和正八面體是互為對偶的正
多面體；正十二面體和正二十面體是互為
對偶的正多面體；正四面體的對偶多面體
是正四面體。

(三) 紙燈籠模型之建成

拿破崙紙積木 8 個基本型模組，附著
在對偶多面體的六面體或八面體兩種線框
上，建成 26 組 24 單位的籠狀模型。每一
基本型建成的籠狀模型，分成基本與中級
兩等級。比較難建成的中級一型與中級二
型，分別是基本一型與基本二型，互為「衣
服反穿」的模型。

六、虧格數與隱洞數計算方法

我們發現這些籠狀模型當中，僅有山
形袖章基本一型與中級一型、船型基本一
型與基本二型等四組籠狀模型複合體有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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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應用歐拉-龐加萊
公式之一般式，求其虧格數與隱洞數。

(一) 山形袖章基本一型

山形袖章基本一型，是由六組四個單
位的山形袖章模型組成。四個山形袖章模
型，分別聚集接合，角頂損失分兩部分，
上下角頂損失 6（=3*2），相鄰角頂損失
12（=3*4）；邊損失 16（=4*4）。依容斥
原理公式（3），歐拉特性數計算如下：

4*VFE (18, 32, 48) - VFE (3*2+3*4, 0, 4*4)
= VFE (72-18, 128, 192-16) = 54+128-176
=6

因為公式（1），V + C–Ch+ Cc = 4 +
1–Ch + Cc = 6，故可得四個單位山形袖章
模型的洞數與虧格數之差，即 Cc–Ch =
1。合理的解答是隱洞數 Cc= 1 與虧格數
Ch = 0。這就是說，這個四個單位山形袖
章模型的複合體的內部，有一個隱洞。

同樣地，六個四個單位的山形袖章模
型，附著在六面體線框上。角頂的損失分
為兩個部分，三組模型的角頂聚集接合，
分別座落在六面體的 8 個角上，角頂損失
16（=2*8），另外角頂損失在六面體的 12
個邊上，共損失角頂 48（=2*2*12）；邊
損失在六面體的 12 個邊上，邊損失 48
（=2*2*12）。依容斥原理公式（3），歐
拉特性數計算如下：

6*VFE (54, 128, 176) - VFE (2*8+2*2*12,
0, 2*2*12) = VFE (324-64, 768, 1056-48)

=260+768-1008=20

因為公式（1），V + C–Ch+ Cc = 24
+ 1 –Ch + Cc = 20，故可得山形袖章基本
一型的虧格數 Ch=11，複合體的隱洞數
Cc= 6。驗證：因為四個單位的山形袖章模
型的虧格數是 0，隱洞數是 1，因此，六組
的虧格數是 0，隱洞數是 6；六面體有 12
個邊，每個邊有一個洞，共有虧格數 12，
隱洞數是 6 個。因為這 12 個洞是連通的要

扣除 1 個，故，總的虧格數是 11；隱洞互
不連通，隱洞數仍然是 6。

(二) 山形袖章中級一型

山形袖章中級一型，是山形袖章基本
一型的「衣服反穿」模型。它是八組三個
單位的山形袖章模型組成。三個山形袖章
模型，角頂損失分兩部分，頂部聚集接合
損失 2（=2*1），底部相鄰接合損失 6
（=2*3）；邊損失 6（=2*3）。依容斥原
理公式（3），歐拉特性數計算如下：

3*VFE (18, 32, 48) - VFE (2*1+2*3, 0, 2*3)
= VFE (54-8, 96, 144-6) = 46+96-138=4

因為公式（1），V + C–Ch+ Cc = 3 +
1–Ch + Cc =4，故可得三個單位山形袖章
模型的虧格數 Ch=0，複合體的隱洞數 Cc=
0。

同樣地，八組三個單位的山形袖章模
型，附著在八面體線框上。角頂損失分兩
大部分，四組底部的一個角頂聚集損失 18
（=3*6），八面體的 12 個邊各損失 3 個
角頂，損失角頂 36（=3*12）；12 個邊各
損失 4，損失邊 48（=2*2*12）。依容斥
原理公式（3），歐拉特性數計算如下：

8*VFE (46, 96, 138) - VFE (3*6+3*12, 0,
4*12) = VFE (368-54, 768, 1104-48) = 314
+768-1056=26

因為公式（1），V + C – Ch+ Cc = 24
+ 1 – Ch + Cc =26，故可得山形袖章模型
中級一型的虧格數 Ch=0，複合體的隱洞數
Cc= 1。驗證：複合體的虧格數 0，有隱洞
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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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山形袖章基本一型與中級一型

(三) 船型基本一型

船型基本一型，是由六組四個單位的
船型模型組成。四個船型模型，船頭聚集
接合，角頂損失分為兩個部份，上下共同
角頂損失 6（=3*2），腰部角頂 4（=1*4），
邊損失 8（=2*4）。依容斥原理公式（3），
歐拉特性數計算如下：

4*VFE (18, 32, 48) - VFE (3*2+1*4, 0, 2*4)
= VFE (72-10, 128, 192-8) = 62+128-184=6

因為公式（1），V + C - Ch + Cc = 4 +
1–Ch+ Cc = 6，故可得四個單位船型模型
虧格數 Ch=0 和隱洞數 Cc=1。

同樣地，六個四個單位的船型模型，
附著在六面體線框上。三組角頂接合在六
面體線框的 8 個角，每個角損失 2 個角頂。
依容斥原理公式（3），歐拉特性數計算如
下：

6*VFE (62, 128, 184) - VFE (2*8, 0, 0) =
VFE (372-16, 768, 1104) = 356+768-1104
=20

因為公式（1），V + C - Ch = 24 + 1 –
Ch + Cc = 20，故可得船型基本一型虧格數
Ch=11 和隱洞數 Cc=6。驗證：因為六面體
線框有 12 個邊，每個邊有一個洞，共有
12 個。因為這 12 個洞是連通的要扣除 1
個，故，總的虧格數是 11。

(四) 船型基本二型

船型基本二型，是由六組四個單位的
船型模型組成。四個船型模型，船尾聚集
接合，角頂損失分為兩個部份，上下共同
角頂損失 6（=3*2），腰角頂 8（=2*4），
邊損失 8（=2*4）。依容斥原理公式（3），
歐拉特性數計算如下：

4*VFE (18, 32, 48) - VFE (3*2+1*4, 0, 2*4)
= VFE (72-10, 128, 192-8) =62+128-184 =6

因為公式（1），V + C - Ch + Cc = 4 +
1–Ch+ Cc = 6，故可得四個單位船型模型
虧格數 Ch=0 和隱洞數 Cc=1。

同樣地，六個四個單位的船型模型，
附著在六面體線框上。依容斥原理公式
（3），歐拉特性數計算如下：

6*VFE (62, 128, 184) - VFE (2*8, 0, 0) =
VFE (372-16, 768, 1104) =356+768-1104
=20

因為公式（1），V + C - Ch = 24 + 1 –
Ch + Cc = 20，故可得船型基本二型虧格數
Ch=11 和隱洞數 Cc=6。驗證：因為六面體
有 12 個邊每個邊有一個洞，共有 12 個。
因為這 12 個洞是連通的要扣除 1 個，故，
總的虧格數是 11。

圖三 船型基本一型與基本二型

七、討論與結論

我們利用柏拉圖立體中，正六面體與
正八面體的對偶性，成功地開發以拿破崙
紙積木 8 個基本型模組，附著在對偶多面
體的六面體或八面體兩種線框上，建成 26
組 24 單位的籠狀模型。每一基本型建成的
籠狀模型，分成基本與中級兩等級。比較
難建成的中級一型與中級二型，分別是基
本一型與基本二型，互為「衣服反穿」的
模型。我們發現山形袖章基本一型、船型
基本一型與船型基本二型各有 6 個隱洞，
而山形袖章中級一型則有 1 個隱洞。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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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拉-龐加萊公式的一般式，求紙燈籠模型
的歐拉特性數之後，證實這四組非流形模
型的虧格數與隱洞數，均為正確。

在這些籠狀模型當中，我們發現圖形
同構與衣服反穿可逆性現象。圖形同構應
用廣泛，例如化學、網路理論（Busacker
1965）、資訊擷取與恢復（Lynch 1968）、
自動化（Booth 1978）、交換理論、語言
學、電腦輔助設計（Amber 1973）等領域，
甚至於太空站工序的安排問題上，而衣服
反穿可以應用在建築的設計。我們也藉可
逆性，開發中級複合體模型。

八、誌謝與未來研究工作

非流形複合體虧格數的計算，沒有實
體模型，一定會發生錯誤的。我們要感謝
亞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四年級的林依婷、
李玟穎、鍾鎮澤、林秋慧、汪育庭、陳蔚
仁等六位專題研究生，沒有他們努力地趕
製紙籠狀模型，就不會有正確的歐拉特性
數的計算。這裡特別感謝，負責船型製作
的林秋慧同學，她的提醒：四個船型模型
的船頭聚集接合，就會產生一個隱洞。自
從研究非流形複合體虧格數以來，應用歐
拉-龐加萊公式一般式預測隱洞，這是我們
再一次的重要發現。

我們未來的研究工作，將放在非流形
複合體附著的線框選擇上，繼續做完柏拉
圖立體當中的 4 面體、12 面體與 20 面體
等三種。然後，阿基米德立體413 種與強
生立體592 種，期望會有更多新特性的發
現。最後，我們希望致力於流形複合體非
流形接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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