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標題：主題測試 

內容一：tre 

 

內容二：什麼  這是回覆測試 

 

內容三：有沒有方法讓每個分頁的文章標題, 在分頁右側顯現以方便檢視?  

 

內容四：大俠說:有沒有方法讓每個分頁的文章標題, 在分頁右側顯現以方便檢視?  

 

內容五: 我是新使用者   我要回文囉 

 

2. 

標題：這是新建文章 

內容一:123test 

 

內容二:年輕人  你要多練習....   XD   

 

內容三:老師再說你啦XD  不過老師會用論壇了嗎? 

 

內容四:不知道耶   測試enter    貌似kkman不能使用enter (IE6?) IE7 正常 

 

3. 

標題：有關"問題回報區" 

 

內容一：對此Blog有什麼建議或是問題  都可以在這裡提出來喔! 

 

內容二：我來試試回復, 為何要計算加法? 

 

內容三:?????  說:我來試試回復, 為何要計算加法?  

這問題很深澳@@  我也不知道XD 

 

內容四： 

測試latex功能....  



$$A=\\\\begin 

A_& A_\\\\\\\\\ 

A_& A_\\\\\\\\\ 

A_& A_\\\\end$$ 和 $$B=\\\\begin\ 

B_& B_\\\\\\\\ 

B_& B_\\\\end$$ 

如此 AB 可以用分塊矩陣實現乘法運算。 

討論畫面變美了 

萬一計算錯誤會如何? 

 

內容五：： 

哇.................... 

latex doesnt work try again 

$$A=\\\\begin 

A_& A_\\\\\\\\\ 

 

A_& A_\\\\\\\\ 

A_& A_\\\\end$$ 和 $$B=\\\\begin 

B_& B_\\\\\\\\ 

B_& B_\\\\end$$ 

如此 AB 可以用分塊矩陣實現乘法運算。 

 

內容六： 

 

內容七: 登入發文的安全性問題知道如何解決了嗎？ 

 

內容八: 看起來快完工了, 收尾時請注意 

1 導引使用者於討論區登錄發文 

2 建立至出版社, MIT的友善連結 

3 tag 已損毀, 設法修復 

4 課題專欄--> 專欄, 修改進入後的選項形式使與問題分頁相近thanks 

 

內容九:安全性問題 我還在研究~ 

 

內容十:相關文章, 太厲害了 這是tag自動產生的嗎? 我一定要學會此功能... 



 

內容十一:︿︿ 請問老師真的會上來這看嗎?這個論壇有統計註冊的總人數嗎？ 

有統計目前在線人數嗎^^?感覺版規有點嚴耶 都怕觸犯版規～ 

我是老師教材的購買者,想說日後有問題能夠請教老師^^||| 

 

內容十二:計算加法應該是怕有人用連續惡意灌水的機器人吧^^ 

感覺怎麼都沒人來註冊阿QQ 不過回個文還要計算加法有點麻煩 XD 

 

內容十三:XD  要計算加法喔~ 就當練習好了  這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再看看相關設定) 

因為這部落格這禮拜才剛開放~  所以應該還很多人不知道有這部落格 

至於版規  只要不要太過火  管理員不會無故禁你水桶的 不要太拘束 

有問題歡迎隨時發問^^ 老師會上來看的  他的暱稱是\\"大俠\\"XD~ 

 

內容十四:大俠~ 好酷喔(喬巴貌) 

想請問管理者這個論壇能搜尋自己所有回覆過的文章嗎^^? 

比如說我昨天回覆老師的  "畫圖證明",就要跑去先把畫圖證明那文章找出來才找得到我回覆老師

的文章T.T(還是我太笨了) 

 

內容十五:引用foremap 說:對此Blog有什麼建議或是問題 都可以在這裡提出來喔! 

我發現跳換頁面時 IE 常會停止，是否與音樂盒有關？ 

你的電腦有沒有這個問題？ 

 

內容十六: 我將音樂盒移除囉~ 我用IE好像也有這種問題  先移除看看 

 

內容十七:  

回覆想請問管理者這個論壇能搜尋自己所有回覆過的文章嗎^^? 

比如說我昨天回覆老師的”畫圖證明”,就要跑去先把畫圖證明那文章找出來才找得到我回覆老師的

文章T.T(還是我太笨了)  

 

這個嘛... 通常是這樣耶  我參考大部分的blog 也找不太到你要的功能 

不過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點進去\\"迴響RSS訂閱\\"=> 輸入你的ID  應該就可以看到你的所有

迴響了  試試看吧~  

 

內容十八:報告管理老大^^  我點進迴響RSS訂閱會出現一堆原始網頁的程式碼耶!?那A安捏呢



^^|||?  

(下面那個加法計算保存帖子能不能改成問答題? 比如給定一個nxn矩陣A,什麼條件下A有

inverse? XD  ) 

 

內容十九:你應該是用IE6吧~  更新成IE7  或其他瀏覽器(ex:firefox)看看 

改成問答題喔XD  這樣可能管理員會先瘋掉= =+ 

 

內容二十:小莊,可能你要將加法運算放回系統裡, 回覆快被垃圾塞爆了.  

 

內容二一:OK~ 

 

內容二二:foremap 說: OK~ 

垃圾好像都是透過\\"引用\\"而來的, 能否於回覆和引用加上\\"圖形識別\\"填數字?  

 

內容二三:嗯嗯  我再找找看  我先把那部電腦的IP列入黑名單 

 

內容二四:小莊,  請在\\"問題\\"與\\"觀點\\"兩分頁之間再插入\\"試閱\\"以及\\"無關線

代\\"二個新的分頁, 你可以隨便先放入文章進去, 並增加同名的分類.i would like to put 

more stuffs into this blog. thanks. 

 

內容二五:恩  OK~ 

 

內容二六:to foremap, 

首頁「最多人瀏覽」該項目有點問題？是更動系統造成的？ 

 

內容二七:不~ 不是系統的問題  好像是統計數據那邊的網站掛掉  等晚點再看看 

 

內容二八:foremap 說: 我以為我們的server完全自行統計這些資料，原來還黏在別人的系統上。

對了，你backup系統了嗎?  

 

內容二九:阿....我忘記了....... 我最近再找時間用  我看看有沒有安全又有效率的備份方式 

 

6. 

標題:" 我想發問 "~注意事項 

 



內容一: 

1.禁止將作業題目拿上來發問. 這裡是討論區,不是作業解答區.  

2.發問時,最好能夠先提出自己的想法.大家互相交流.  

3.大家都有說話的權利,請踴躍發言. 

 

7. 

標題:我想問 

內容一: 

下一期的樂透彩會開幾號!?  

用kkman開啟且po文的時候    無法利用enter跳到下一行必須利用滑鼠去點下一行  指標才會

往下跳   有解呼? 

 

內容二: 

當然是.............無解  該更新KKman囉 

內容三:要不要找張圖貼在主題背景上? 至少讓畫面看起來不那麼冷調.  

試試暗紅色或紫色系看看效果如何. (今天發文怎麼沒問我算術?)  

 

內容四:..........老師  你越來越popular了好多學生來實驗室問你的情況 

我想以後越來越難在實驗室打棒球了........(我寬敞的實驗室...)  

背景我正在找  還沒找到合適的~ 再等等  我會試試看 

ps: (老師你想要算喔XD~  我去試試系統可不可以偵測你發文就問你一題)^.<  

 

內容五:baseball? i thought u guys r playing golf in the lab. 

早上忘了問要如何edit佈告欄的文章, e.g., 下週一公告每週問題要將跑馬燈內容換掉 

(還是沒有出現加法算術, , 我的算術很爛) 

 

內容六:佈告欄文章其實就是\\"佈告欄分類\\" 打完文章後  分類地方選布告欄就行了 

方法如下:  

1.打一篇每週問題,歸類到每週問題 

2.再打一篇 只需打標題 ex:3/21每週問題公佈...  然後分類選擇\\"公佈欄\\" 

另外文章最後面有個Page Links to   請輸入(1.) 所發表文章的網址 

3.這樣應該就成功了~  

ps 公佈欄的文章只會顯示在公佈欄  不會顯示在首頁~ 

 



內容七: 

the background picture is quite nice, but will we violate the copyright if 

the picture is download from the web? just curious. 

 

內容八:對了  我已經修正了   以後要放到佈告欄的文章 只要分類的部份多勾一個"公佈欄就行

了"不需要再多打一篇文章 

 

內容九:辛苦了, good job.是很便利, 可是這樣會不會很快將公佈欄塞爆?  

 

內容十: 哈  這時候就只好去清理啦清理就將文章的\\"公佈欄\\"分類選項去掉勾選 

可能要定期做清理的動作~ 

 

內容十一:understood. thanks. music box is quite nice. 音樂是隨機播放嗎?  

 

內容十二:他有歌單  只是歌不太多就是了 要自己加入~ 音樂是根據歌單隨機播放的~ 

 

內容十三:請問老師的心路歷程影片有沒有完整版的, 第一段只有十二分鐘好可惜QQ 

因為我不是交大的 沒得看^^ 

 

內容十四:是指無名blog裡面影片我和大家分享的三個秘密嗎?  

3/25日當天中午12點半大家都餓了, 我確實只講了13,14分鐘. 交大學生老師(指我自己)看到的

版本和各位是一樣的.   

 

內容十五:那老師那個片子是幾年前拍的呀^^?  

我從無名影片看起來感覺老師好像又變瘦變蒼老的感覺＠＠\\"(醬講應該不會得罪老師吧)  

是寫120解答耗費太多心力嗎 XD 

 

內容十六:忘了問老師,老師的課程裡面沒有Jordan form,是因為Jordan form部屬於線性代數

的範疇嗎^^? 

 

內容十七:那背景好像從月曆剪下來的,老師怕的話就放您大俠的照片當背景不就ok^^?像無名那

樣就很酷~ 

 

內容十八:jordan form 一般未列入近年基礎線代課程內容，其他如 pseudoinverse 也都未講

授  我寫解答時發現只有2個考題是關於jordan form(其中一題出錯)，因此當時並未將jordan 



form 選入  如果網友們有興趣，改天我寫些專欄討論好了 

 

內容十九:片子是去年此時拍的，之後工作確實比較忙  有問題可以貼文發表，管理員是線代高手 

他會幫忙回覆解答，去年的解題工作是仰賴他幫助才得以順利完成 

 

9. 

標題:[公告]發文即回文須知(違者砍文) 

內容一: 

討論區發文即回文規則:本討論區內容為發表者的個人言論，不代表本站立場。 

轉載他人文章者務必註明轉載來源，如站名與站址，或是原作者姓名與email等等。轉載者需自行

取得轉載授權，並負相關法律責任。 

欲詢問線性代數相關問題者﹐請遵守下列規則： 

1.標題必須清楚指出問題的性質或是類型。 不可只用一個問題.急問問題.有問題請進來看等等 過

於籠統的標題。 

2.內文必須把問題詳細列出﹐不可只有如題﹐請回答等字眼或是只重複標題。 

3.除了問題內容以外﹐內文必須說明：自己已經知道了些什麼或曾經如何試圖解決問題﹐例如：查

了什麼書問了什麼人或是搜尋過哪些網站..等等。 

若發表的言論屬於下列情況之一者一律移除：1.商業廣告﹐無論與線性代數有關或無關。2.涉及人

身攻擊或有不雅言論。 

4.經他人檢舉或是本站發現留言內容有觸犯法律或損害他人權益之嫌疑。 

5.危害本站運作或是妨害他人正常使用本站。 

6.活動等告未事先取得站長或版面管理員同意。 

7.發表任何與本版宗旨無關之討論。 

 

10. 

標題:[教學]如何編輯數學式子 

內容一:以下這個方法不只適用在討論區 

文章編輯區也適用 這次我的標題是張貼  代表說是用貼圖的形式去實現的 

先  請各位連到網站  http://www.codecogs.com/compon.....editor.php  

請大家隨便打個數學式 注意  空欄下面有4個選項 

第一個預設gif檔(我都用這個) 第二個應該是大小(用100就夠了) 第三個可選顏色 第四和第五

請都勾選 

當編輯數學式後  下面有個下拉式選單  請選url 



如此一來 我們就得到這數學式的圖片網址了 

ex:http://latex.codecogs.com/gif.latex?begin& space;1& space;& 1& space;& 

2& space;\\\\& space;1& & space;1& space;& 3& space;\\\\& space;2& space;& 

& space;1& space;& & space;3& space;end\r\n 

接下來插入圖片  選擇自網址輸入  貼上剛剛所得到的網址  就成功了 

感覺好像很方便  缺點是圖片編排比較不容易~ 

 

11. 

標題:[公告]註冊須知 

內容一: 

註冊須知:您必須同意站方, 系統管理員以及版面管理員擁有在任何時間刪除, 修改, 移動或關閉

任何主題的權力. 作為一個使用者, 您必須同意您所提供的任何資訊都將被存入資料庫中, 這些

資訊除了站方, 系統管理員及版面管理員之外不會對外公開, 但不保證任何可能導致資料暴露的

駭客入侵行為. 電子郵件位址只用來做為您同意以上條文後, 確認您的註冊資訊使用, 如果你故

意使用無效的信箱,那麼很抱歉,我們拒絕與你交朋友!當你在本站註冊，表示您願意遵守以下的發

文規則：  

1.標題請勿使用「救命啊」、「高手幫忙」、「XX請進」..等等不知所云的字詞。請將你的問題，

簡單扼要的寫成「一句話」的標題，幫助回應者更快理解。 

2.發問時，內容務必清楚、明白，請附圖片訊息;盡量將電腦問題詳細描述，可幫助回應者更快掌

握問題重點。 

3.標題、文章中請使用「正確」的中文、英文來書寫，勿使用注音文，若造成閱讀困難而導致沒有

人回應您的問題，請自行改進。 

4.發問時，請依照該問題的種類在適當的討論區中發表，文不對題、商業廣告、主題錯置、散播暴

力、色情..等等狀況將視情況直接刪文，不再警告。 

5.其他發文規則將視情況增刪，有問題可至「問題回報區」討論區中詢問或發表。 

 

請大家共同維護這個單純而美好的學習環境，謝謝。 

本論壇發表主題與文章時禁止以下行為，輕者「直接砍文」 、「禁止發言」 、「禁止訪問」 ，嚴

重者將「封鎖IP」 

 

1.回覆內容與主題無關。2.發表涉及人身攻擊，詆毀他人文章者。3.發表圖利自己、欺騙他人之廣

告主題文章。4.發表錯誤問題回覆的文章。5.在主題文章中發表無謂的感謝文章。 6.發新文章時

僅使用如 求助、救命、請教&hellip; 等無意義的詞語當作主題。 

另外，對於發問的朋友，有一個小小的希望，那就是有求於人，請注意禮節.你可以提問，但人家可



沒義務要回答你的問題，如果您的提問有 網友提出解決方案，而且順利解決你的問題，別忘了回報

一下結果，並向幫助你的網友說聲謝謝，非原發問者就不用畫蛇添足的發表感謝文章了，否則一率

視為灌水 文章，本論壇又不是要你強制回復才能看見文章內容。  

                                                                                                                  

此篇參考”麻辣家族”註冊須知 

 

12. 

標題:[公告]即日起開放註冊 

內容一: 

親愛的讀者: 

為了維護此Blog品質,本站限制要先註冊才能夠發文。 

你可以註冊一個帳號，並以此登錄，以瀏覽更多精彩內容，並隨時發佈觀點，與大家交流。 

在註冊之前,請先閱讀註冊須知，了解我們的規範。 

謝謝大家的合作～by  管理員 

 

13. 

標題:[教學]如何訂閱RSS 

內容一: 

當你看到”訂閱RSS”的文字或圖案 點下去就行了 

Blog和論壇部份都有分類的RSS,可選擇自己喜歡的主題訂閱~ 

如果無法顯示訂閱頁面,可試試將網址中的feed=rss2更改為feed=rss 

還是不行的話,像是舊版IE,KKMAN,或是PCMAN就請更新一下囉 

祝大家訂閱愉快~by 管理員 

 

內容六: 

 

內容七: 

 

內容八: 

TEST 

 

15. 

標題:AB = I 



內容一: 

各位前輩好, 

假設A, B都是3by3矩陣,  

又在理想中, AB=I.  

但現實上我獲得的AB=C (C 很像I, 但是有誤差)  

請問是否有什麼方法, 利用已知的A, B, C 去獲得一個D,  

使得D*(inv(D)) = I 

如果沒有直接的方法, 有沒有什麼iteration可以去趨近這個D呢?  

謝謝  Solti 

 

內容二: 

to solti:  

題目是不是打錯了? 還是求 D=inv(A) 或 D=inv(B)?  

 

內容三: 

Dear 大俠,  

抱歉 問題敘述不明確, 

其實A 跟 B是我再做影像處理的一個transform, 理想上, 他們互為反矩陣, 所以應該A*B = I.  

但實際上, 我處理獲得的A 跟 B, 不是這麼完美, 所以A*B = C, 而C~=I. 

所以我想要把C的效應平均分攤到A與B上, 因為A 跟 B後段都要拿來使用, 不希望有太大的改變.  

我自己目前想到的辦法是 令A’=  [ inv(C^0.5) ]*[A],   B’=[B]*[inv(C^0.5)],  

(C^0.5) 是 square root of C, 意即 C = (C^0.5)*(C^0.5).  

可以用Denman-Beavers square root iteration來獲得這個matrix root.  

這樣的話  A’*B’= inv(C^0.5)*A*B*inv(C^0.5) = 

inv(C^0.5)*(C^0.5)*(C^0.5)*inv(C^0.5) = I 

好像可以達到我的目的.  

但是首先  不知道inv(C^0.5) 跟   (inv(C))^0.5   哪個比較好?  

且有沒有其他比較好的辦法, 感覺我目前的這想法有點硬做 不科學~ 

謝謝大俠. Solti 

 

內容四: 

Solti 說: "我想要把C的效應平均分攤到A與B上, 因為A 跟 B後段都要拿來使用, 不希望有太大

的改變 " 

除此之外, A 和 B 是否要滿足什麼性質? 例如, symmetric, orthogonal?  



john tukey 有句名言: "對於正確的問題有個近似的答案, 勝過對錯誤的問題有精確的答案", 

所以重點是"你的問題究竟為何?" 

如果只是要將 C 的反矩陣"平均"分配給 A, B, 而且 A, B 沒有什麼特殊性質要保留, 那麼你目

前的做法是可行的 (feasible), 效果如下:  

設 D=inv(C^), A’=DA, B’=BD, 則 A’B’=DABD=DCD=I.  

 

設 A’=A+dA, B=B+dB, dA 和 dB 表示 A, B 的變動, 因此 A+dA=DA, 因此 

dA=DA-A=(D-I)A. 

 

矩陣 dA 的 norm (norm 可以度量矩陣尺寸的大小, ||A||^=maxA的特徵值}) 滿足 ||dA||< 

=||D-I|*||A||, 相對 A 的 norm 有 (||dA||/||A||)< =||D-I||, 同理, 

(||dB||/||B||)< =||D-I||.  

 

所以, 目前你稱"不科"的方法所產生相對原矩陣 A, B 的 norm 的變化都不大於 ||D-I||. 至

少你清楚知道最大的偏差有多少! 

 

Solti 說: "不知道inv(C^0.5) 跟   (inv(C))^0.5   哪個比較好?" 

 

兩者都可以滿足你的要求, 你必須根據你的問題特性定義出何謂"比較好"? 是精確度或運算時間? 

譬如, 對 C 執行 Denman&ndash;Beavers square root iteration 會同時得出 C^ 和 

D=inv(C^), 但是要計算 (inv(C))^ 還必須先解出 inv(C).  

 

有沒有其他人願意提供更好的主意 

 

16. 

標題:關於上三角可逆矩陣 

內容一: 

大家好 

最近看某研究所入學考題解答時產生了一個疑惑 

原題目與部分解答是這樣 

Problem: let &Alpha; be an  nxn invertible upper triangular matrix. Show that 

adj(A) and A^(-1) are both upper triangular matrix. 

 

Proof: 假設 adj(A)=[bij] 



因為A為upper triangular matrix &rarr; aij=0, for all i> j 

欲證adj(A)為upper triangular matrix, 即證bij=0, for all i> j 

當i> j時, Aji為upper triangular matrix且對角項元素至少一個為0 

...... 

我自己的想法: 因為A可逆  rank(A)=n ∴ A之列向量獨立∴  A之pivot皆在對角線上 ∴A不

具對角元素為0 

簡單的說，請問題目表明Ａ矩陣為一個 invertible upper triangular matrix  (nxn) 時，

對角項元素會有0嗎? 

不知是解答有問題抑或是我的想法有誤，謝謝.. 

 

內容二: 

Dear kjs927: 

你誤會解答的意思了~ 

Aji的意思並不是A矩陣第 j 列, 第 i 行那個元素 =>  而是A矩陣去掉第 j 列,第 i 行 形成

一個 (n-1) x (n-1) 的矩陣. 

因此 adj(A)的(i,j)這個元素 = bij=((-1)^(i+j))*det(Aji). 

當 bij=0  =>  det(Aji)=0  =>  Aji 對角項元素至少有一為0. 

你應該把Aji 和 aji 搞混了 ~. by   foremap 

 

                                                                                               

內容三: 

補充一下... 

kjs927 說: 

我自己的想法: 因為A可逆 &harr; rank(A)=n &harr; A之列向量獨立 &harr; A之pivot

皆在對角線上 ->A不具對角元素為0 

 

簡單的說，請問題目表明Ａ矩陣為一個 invertible upper triangular matrix (nxn) 時，

對角項元素會有0嗎? 

 

kjs927關於上三角形可逆矩陣的想法是正確的，另外還可以...  

A可逆->det(A)不為零->A的特徵值皆不為零->上三角型矩陣A的主對角元即為其特徵值，故A的主

對角元都不為零 

但是你手上的解答是說 Aji (稱為Minor)，i> j，而非A，Aji 也為上三角形矩陣且主對角項元

至少有一個為0，直接舉例即可驗證此陳述為真。 



 

內容四: 

特徵值的證法感覺好舒服...  

謝謝 foremap、大俠 幫忙解開這個誤會 

 

17. 

標題:Homogenerous 定義 

內容一: 

在微分方程裡面的解，我所學到的解是Homogeneous + Particular其中Homogeneous的解，

由特徵值所組成。線性代數裡面學到的Homogeneous解是AX=0所求得的。線性代數裡面所學到的

特徵值，卻是AX=BX的狀況，當特徵值B不等於零的時候，AX就不等於0，兩者的定義讓我很混淆，

感覺上應該兩者是一致的，但是卻不一樣。不知道是哪邊觀念錯誤造成的，希望能幫我解惑。 

內容二: 

這兩者的定義完全不同。 

線性代數中特徵值指的是 AX=&lambda;X 中的&lambda; (eigenvalue)  

而微分方程上的特徵值是特徵方程式的解 

ex. 

y’’+2y-3=0 

characteristic equation: z^2+2z-3=0 

=>   z=1,-3 

=>   y=C1*exp(x) + C2*exp(-3x) 

C1,C2可由題目給的initial condition決定，例如 y(0)=1, y’(0)=3 

內容三: 

在微分方程裡面的解，我所學到的解是 

Homogeneous + Particular 

其中Homogeneous的解，由特徵值所組成。 

線性代數裡面學到的Homogeneous解是AX=0所求得的。 

線性代數裡面所學到的特徵值，卻是AX=BX的狀況，當特徵值B不等於零的時候，AX就不等於0，  

兩者的定義讓我很混淆，感覺上應該兩者是一致的，但是卻不一樣。 

不知道是哪邊觀念錯誤造成的，希望能幫我解惑。 

既然兩者使用相同名稱，就應該有相同的本質，但微方偽裝了底下的線性代數，只是表面的計算不

同而已。 

 

不妨想一想. 



 

線代的homogeneous equation與微方的homegeneous equation分別具有什麼形式，

homogeneous solution 又有什麼性質？ 

再來利用線性變換聯繫兩者的關係，想辦法將微方的homogeneous equation轉換為特徵方程式

T(x)=bx，b是特徵值。 

嗯，如果你仍未釐清兩者間的關係，我抽空寫一篇短文解釋好了。 

但在此之前，還是歡迎大家提供見解：到底微分方程與線性代數講的特徵值是不是同一件事情？ 

 

內容四: 

感謝老師願意幫忙解答!!  

我再看老師的線性代數DVD的時候，裡面講到的四大子空間的Xg= Xp+Xh，我就一直覺得跟微分差

分方程的名詞應該能夠對應，  

可是都沒人可以解答,我問了我們學校教授線性代數老師，老師說兩者沒有關係，兩者是分開的，可

是我一直就覺得怪怪的，不太對。 

不知道老師能不能講述一下四大子空間Xg= Xp+Xh與微分差分方程的對應關係。 

感謝老師!!! 

 

內容五: 

 

TO ALEXCHEN, 

今晚可以打印完，明天貼上。文章很長，睡飽了再仔細讀。 

不需要使用四個子空間解釋，關鍵全在於「零空間」，我很訝異你的老師說兩者沒有關係。可是天

下怎麼就有這麼巧的事，同名同姓竟然還沒有關係？如果有個部落格叫做「微方啟示錄」，那肯定

跟「線代啟示錄」有關！  

 

內容六: 

已經看過一次了，然後現在打算挑戰第二次，希望等一下能夠順利全部消化，延伸閱讀好多啊XD，

等到全部有個系統的了解，再麻煩老師指點我所理解的是否正確。 

 

18. 

標題:關於rayleigh equation 

內容一: 

為何未定矩陣無法用rayleigh equation求其最大值及最小值 

 



內容二:  

你所說的 Rayleigh equation 是 Rayleigh quotient 嗎？ 

R(x)=x^TAx/x^Tx，A 是方陣。 

Rayleigh equation 指的是一條非線性方程式。 

 

內容三: 

是的 是Rayleigh quotient 

 

內容四: 

rayleigh quotient R(x)=x^TAx/x^x，其中 A 是對稱矩陣，故可以正交對角化為 A=QLQ^T，

Q是orthonormal，L是主對角矩陣各元即為A的特徵值 lambda。令y=Q^Tx，

y^Ty=x^TQQ^Tx=x^Tx，又x^TAx=x^TQLQ^Tx=y^TLy，所以R(x)=R(y)=y^TLy/y^Ty。 

max R(y)=lambda_{max} 

 

min R(y)=lambda_{min} 

 

lambda_{max} 和 lambda_{min} 分別為A的最大與最小特徵值，因此不論A是正定，負定或未

定都有以上結果，並不會發生你說的情況：當A是未定時，R(x)不存在最大或最小值。 

 

內容五: 

了解 先謝謝大俠 

 

我之所以問這個，是因為某考古題，要求算出某二次式的極大值及極小值，我將其轉為對稱矩陣A，

並用rayleigh quotient，欲求其極大值極小值，但解答說由於A的主子行列式的值不全為正，

故A不為正定、亦不為負定，對X在無限制條件下，y不具最大值及最小值。注:y=X^TAX 

 

內容六: 

原來如此。請參考之前我寫的一篇專欄 

http://ccjou.twbbs.org/blog/?p=3957 

裡面解釋了無限制二次型和約束二次型最佳化問題，該文應該對你有所幫助。 

 

內容七: 

duo342 說:  

瞭解 先謝謝大俠 



我之所以問這個，是因為某考古題，要求算出某二次式的極大值及極小值，我將其轉為對稱矩陣A，

並用rayleigh quotient，欲求其極大值極小值，但解答說由於A的主子行列式的值不全為正，

故A不為正定、亦不為負定，對X在無限制條件下，y不具最大值及最小值。注:y=X^TAX 

 

我覺得解答寫的並沒有錯喔~大俠之前所討論的 都是在X有限制條件下 |X|=1  (因為大俠的式子 

分母都有除以x的長度平方)但解答說X並沒有限制長度.所以如果 A 為正定,那我們可以求得最小

值 0         A 為負定,可以求得最大值 0A 為不定,那...就沒最大值和最小值了 

 

19. 

標題：Some subspaces 

內容一: 

There’s a question from my last quiz: Find the dimension of the subspace 

W of R4 given by W={(a, b, c, d): a+b+c+d=0} Although I got the right answer. 

But it keeps bothering me: How this subspace is connected to a matrix which 

I am familiar with, I can find pivot colums easily, hence the rank and the 

dimension. Until yesterday, I watched Prof. Strang’s  video course lecture 

11, I finally get it through, it is a NULLSPACE  of A=[1 1 1 1]. I found some       

similar subspaces that I can’t connnect them to a matrix. Hoping someone 

can help me out. all vectors of the form (a, b, c, 0) all vectors of the 

form (a, b, c, d), where d=a+b and c=a-b all vectors of the form (a, b, c, 

d), where a=b=c=d 

 

內容二: 

There are two ways to build a subspace, one construtive way and one constraint 

way. 

 

The construtive way is done by spanning a set of vectors. Set up a matrix 

with desired column vectors. Then find the column space of that matrix.  

 

The constraint way is done by solving a system of homogeneous equations. 

Put the given constraints into the form of homogeneous equations Ax=0, and 

then solve the nullspace of A. 

 

Back to your question, how can we tell whether we should use the constructive 

way or the constraint way to build a subspace? Here is a clue. Are a, b, 

c, d free variables or not? If yes, then the span of these vectors form a 



subspace. Otherwise, use the contraint way. 

 

In the 1st case, a, b and c are free variables. Note that 

(a,b,c,0)=a(1,0,0,0)+b(0,1,0,0)+c(0,0,1,0).The subspace is simply the 

column space of A, where A has three column vectors (1,0,0,0), (0,1,0,0), 

(0,0,1       ,0).\r\n 

 

In the 2nd case, rewrite the two equatins as a+b-d=0 and a-b-c=0. We have 

two homogeneous eqations. Set up a matrix A with two rows: (1,1,0,-1), 

(1,-1,-1,0), and the nullspace of A is what we want.\r\n 

 

Case 3 is a difficult one. The conditions a=b=c=d make you feel that you 

should take the contraint way. Well, no. You just can’t express these 

conditions in the form of homogeneous equations. The trick is all four 

variables are equal, implying that the subspace contains 

(a,a,a,a)=a(1,1,1,1). This is simply the span of (1,1,1,1), or the column 

space of A with only one column (1,1,1,1). 

 

I hope my explanation will make things clearer.  

 

內容三: 

Actually, I was asked to find their dimensions. 

The answers somewhat make sense, but I just don&#39;t know why. 

Now I can tell their dimensions with confident. Thank you very much. 

 

內容四: 

You are welcome. A few more words. 

Finding the dimension of a subspace is much easier than finding a legal basis. 

Here is a trick. 

dim of a subspace=the number of basis vectors=the number of variables (the 

degrees of freedom) used to describe the subspace  

 

For the column space, it’s easy. Jusy count how many independent columns 

(rows) you have. Such a number is called the rank of the matrix.  

 

For the nullspace of an m by n matrix A with rank r, dim of the nullspace=n-r. 

In Ax=0, there are a total of n varialbes with only r effective contraints, 

as given by rank r. So, we have n-r free varialbes that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the nullspace, and thus the dim of nullspace=n-r. 

  

20. 

標題：一題是非題 

內容一： 

Let W be a two-dimensional subspace of R^3. The orhogonal projection operator 

onto W is onto. 

答案是False 

可是我實在找不出反例... 

是答案錯還是我錯了呢? 

 

內容二： 

sevensix 說: 

Let W be a two-dimensional subspace of R^3. The orhogonal projection operator 

onto W is onto. 

 

答案是False 

可是我實在找不出反例… 

是答案錯還是我錯了呢? 

這個陳述讀起來像是繞口令 

 

第一個onto是說有一個正交投影算子稱之為P, P將R^3中任意向量投影至W, 這個onto的通俗中

譯是’打上去’ 

第二個onto是描述P的性質叫做’滿射’ 就是說P將值域填滿。這就是讓人困惑的地方… 

此題沒有表明究竟映射P是定義為P:R^3-> W 或 P:R^3-> R^3 

 

若是前者, 則P是onto; 若是後者, 則P不為onto, 因為P的值域即為W, 而W未能充滿整個R^3!  

有時候是考題沒寫清楚, 萬一不幸答錯只能啞巴吃黃蓮… 

 

內容三:  

我後來重新思考一下 

 

他用的是operator這個名詞 

也就是說映射空間為P:R^3-> R^3 



所以答案是False 

不知我這樣想對否? 

 

內容四:  

linear operator 也叫 linear map, linear transformation, linear function. 這

些名詞都是互通的. 

清楚完整的說法應該是像這樣 

P:V--> U is a linear operator 或 P is a linear operator from V to U  

因為題目沒寫出來, 我們只好猜測出題者心裡想的應該是... P:R^3-> R^3 

 

 

內容五:  

可是我看很多書上寫的linear operator的定義 

都是從同一個空間映到同一個空間耶 ? 

 

內容六:  

linear operator 不一定由V映至V, 書本上常寫 

P is a linear operator from R^n to R^m, 例如, 

P(x,y,z)=(x+y,y-z) 這時 n=3, m=2, P is onto  

P(x,y,z)=(x+y+z,z,0) 這時 n=3, m=3, P is not onto 

另外舉一個例子, 設 B={1,t,t^2} 是二階多項式空間 P2 的基底,  

如果定義微分算子 D:P2-> P2, 那 D 就不是onto, 因為 D(a+bt+ct^2)=b+2ct 缺少了 t^2 

項.  

但如果定義微分算子 D:P2-> P1, 那 D 就是onto. 

所以想知道 D 是否為onto, 一定先要講清楚頭尾的空間為何.  

至於你張貼的考題, 它雖然沒有清楚指明, 但 orthogonal projection 發生於R^3, 也等於

暗示 P:R^3-> R^3. 這樣解釋應該可以讓多數人接受. 

 

21關於基底轉換矩陣 

內容一: 

有些書是寫由新的基底的線性組合來表示舊的基底  因而求出它的基底變換矩陣 

但我近來在一本坊間參考書發現一位老師所寫的是 由舊的基底的線性組合來表示新的基底 

這樣求出來的基底變換矩陣和上一種方法的基底變換矩陣互為反矩陣 



因為研究所試題沒有標準答案  請問這樣子該遵循哪種說法呢? 

 

內容二:  

新舊基底變換矩陣確實是互為反矩陣，想像一個向量從舊基底出發跑去新基底，又從新基底跑回來，

此過程不會改變向量，所以兩個基底間的變換矩陣互為反矩陣。詳細的計算請參見之前刊登的一篇

專欄「基底變換」，該文底下有一張清楚說明基底之間的變換和不同基底下的線性變換的關係。 

 

22用矩陣算面積 

內容一: 

兩向量a1 a2 所圍出的三角形面積為0.5*(||a1||*||a2||) 

有另一個算法為設[a1 a2]為矩陣A  然後0.5*(det(A^TA))^(0.5)極為索求面積 

我在一些考試有看過這個技巧 

可是都沒看過解釋原因 

請問為什麼? 謝謝 

 

內容二: 

請參見二月十日張貼的「Cauchy-Binet 公式」 

http://ccjou.twbbs.org/blog/?p=5259 

 

23今年成大的工數... 

內容一: 

http://img707.yfrog.com/i/math2a.jpg/ 

我把他做成圖檔放到網路上 

其中x z皆為dim為4的vector 

然後所求就是圖上那一串max[min...]  

看到的時候整個傻眼  完全沒有頭緒 

 

內容二: 

sevensix 說: 

http://img707.yfrog.com/i/math2a.jpg/ 

我把他做成圖檔放到網路上 

其中x z皆為dim為4的vector 

然後所求就是圖上那一串max[min...]  

看到的時候整個傻眼  完全沒有頭緒 



 

如果將 max 和 min 移除，先想一想 (x^TAx)/(x^Tx) 的極大與極小值為何？這應該不困難，

跟 A 的特徵值有關。一旦確定其最小值，就可以決定滿足最小值的 x 所成的集合(它其實是個子

空間)以及所有與之正交的 z，它也是一個子空間。留下兩個問題：(1) A 的特徵值與特徵向量為

何？這可能需要一點運算技巧；(2) 得知了 z 所形成的子空間後，下一步驟該怎麼做？也就是你

寫的 max_(min...)，將 min_...看成一個 z 的函數 f(z)。相信你可以自己想出來解決方法。 

 

夜已深，我要去睡覺了。 

 

內容三: 

這個問題叫做 maximin 原則，通常不會出現於基礎線性代數課程中，改日我將另文解釋。但是從

學過的二次型(quadratic form)應該可以答出此題。 

 

(1) A 是對稱矩陣，所以其特徵向量互為正交。對應特徵值 2，4，6，8 的特徵向量分別為 

v1=(1,1,-1,1)，v2=(1,-1,1,1)，v3=(1,-1,-1,1)，v4=(1,1,1,-1)。如果此題沒有 max，

min 這些東西，則 2< =(x^Ax)/(x^x)< =8。 

 

(2) 原題可以改為 max_f(z)，其中 f(z)=min_(x^Ax)/(x^x)，問題是要找出 z 使得 f(z) 

為最大。若 z 為對應特徵值 2 的特徵向量，z=v1=(1,1,-1,1)，則 x 屬於 z  的正交互補空

間，此子空間中的任意向量由 v2，v3 和 v4 所擴張而成，亦即 x=a*v2+b*v3+c*v4，故 4< 

=(x^Ax)/(x^x)< =8，選擇 x=v2=(1,-1,1,1) 就有最小值 f(z)=f(v1)=4，而非 f(z)=2。 

 

我比較好奇的是如何很快地計算得知 A 的特徵值為 2，4，6，8？ 

 

內容四: 

還是大俠厲害！  

我和Siyuen討論的結果認為本題的z是唬弄人的...  

原來還真有它的意義在。 

24關於求orthogonal complement 

內容一: 

A =  找一般都是用A的兩個行向量作Gram-Schmidt. 

請問如果我是隨便找一組與A的任一行向量正交的話，比如說我拿與正交的來當作的另一組行向量求

得=是否可行?  

因為想說作完Gram-Schmidt的的兩個向量作線性組合應該可以組合出較為好看的向量 



 

內容二: 

說錯 是orthogonal process 

 

內容三: 

本來的問題是求 A 的行空間之正交互補空間之一組正交基底？如果問題是我說的這樣，那麼...  

A 的行空間之正交互補空間為 A^T 的零空間，記為 N(A^T)，最直接的做法是解出 A^x=0，再利

用 Gram-Schmidt 正交化將解基轉換為正交基底。 

 

此題 A 的行向量屬於 R^3，而 A 有二個線性獨立的行向量，這指出 A 的正交互補空間維度是 1，

所以只有一個基底向量，但並非 (1,1,0)，因為 (1,1,0) 不與 (1,2,1) 正交。要小心，與 

(-1,1,2) 正交的子空間維度是 2，除了 (1,1,0) 還有線性獨立向量 (2,0,1)，也就是說 

(1,1,0) 和 (2,0,1) 的線性組合都與 (-1,1,2) 正交。同樣地，與 (1,2,1) 正交的子空間

維度也是 2，換句話說，A 的行空間的正交互補空間即為 U 與 V 的交集，其中 U 是 (-1,1,2) 

的正交互補空間，V 是 (1,2,1) 的正交互補空間，可是這樣做太麻煩了。 

 

還是我誤會了你的問題？  

 

內容四: 

看懂了XD 

是我標題打錯了QQ 

標題應該是  "若對A進行orthogonal process是否可找一向量與A的任一行向量正交即可? " 

找orthogonal complement看來還是直接找ker()比較快 

 

25 about orthogonal process 

內容一: 

請問對任一矩陣正交化例如:對A=正交化，是否只須找一向量與A的任一行向量正交即可，  

例如我找與正交，那麼可說A正交化完後的矩陣為?還是只能說它是行等價? 

 

內容二: 

我們可以對一組向量集 (如 A 的行向量) 正交化，意思是求一組正交基底擴張出相同的子空間(如 

A 的行空間)。通常使用 Gram-Schmidt 程序，先任意選擇一向量 (-1,1,2)，再將 (1,2,1) 投

影至此向量的分量扣除，結果是 (1,2,1)-(3/6)(-1,1,2)=1/2(3,3,0)，亦即 (1,1,0)。A 的

行空間可由這組正交向量集 (-1,1,2)，(1,1,0) 所擴張，因為 (1,1,0) 是 A 的行向量的線



性組合，所以你也可以說該二矩陣是行等價。 

 

但有一點要注意，並非任何一個與 (-1,1,2) 正交的向量都可以當作 A 的基底，例如，(0,2,-1)，

此向量與 (-1,1,2) 正交但不屬於 A 的行空間。所以保險的方法還是執行 Gram-Schmidt 正交

過程。 

 

內容三:  

了解，感恩^^ 

 

內容四: 

那我想再問說，是因為我只有兩個向量無法包含整個的空間嗎?? 

 

26 Singular values與隋圓的關係？ 

內容一: 

有一題證明題，題目如下：  

Prove that the singular values of a matrix A are precisely the lengths of 

the semi-axes of the hyperellipsoid E defined by E={Ax : ||x||=1} 

我想了很久，連一開始要怎麼下筆都不知道。 

請各位高手幫忙，謝謝。 

 

內容二: 

恩  我總算看懂橢圓的表示式了= = 

x 想成一個單位圓(以二度空間為例)   經過A矩陣的巧妙轉換就變成橢圓了.  

因此 假設我們想求長軸的長度  很明顯  一定發生在 ||Ax|| 最大值的時候.  

所以  題目可以表示成 

max    ||Ax||^2 = x’AAx   when x’x=1 

 

=>    x’A’Ax - &lambda;(x’x-1) = 0   微分 

=>    2A;Ax - 2λ x = 0          

=>    A’Ax = λ x      解出 λ  為 A’A 的 eigenvalue 

代回去 

=>   x’’Ax = x’λ x =  λ x’x =  λ  

 

很明顯啦  長軸的長度平方就是 λ  max  所以 長軸就是    λ max^0.5 也就是A的 singular 



value. 

 

當然  我要怎麼確定其他半軸長度也會對應到A 的singular value勒. 

半軸離中心點的長度都會是local maximum or minimum, 而微分的意義就是找local maximum 

or minimum,所以那些求得的其他singular value,都會一一對應其他半軸長. 

 

我可以反問一個問題嗎?  A矩陣 跟橢圓方程式應該有關係, 但是關係為何?  

 

內容三:  

wildbattle 說: 

有一題證明題，題目如下： 

Prove that the singular values of a matrix A are precisely the lengths of 

the semi-axes of the hyperellipsoid E defined by E={Ax : ||x||=1} 

 

我想了很久，連一開始要怎麼下筆都不知道。 

 

你給的標題已經提示了兩個關鍵字：singular values 與橢圓。 

從 singular values 開始，設 mxn 階矩陣 A 的 SVD 為 A=USV^，U 和 V 都是正交矩陣，

U^=U^，V^=V^，S 的主對角元包含singular values s_1,s_2,.. ,s_r> 0，r=rank(A)。 

 

考慮 y=Ax，代入 SVD 就有 y=USV^x，兩邊左乘 U^，得 U^y=SV^x，設 w=U^y，z=V^x，w 和 

z 為 y 和 x 參考新基底 U 和 V 的座標向量，所以 w=Sz。 

 

令 S^ 為 nxm 階主對角矩陣其主對角元為 1/s_1,1/s_2,..,1/s_r，在 w=Sz 兩側左乘 S^ 

得到 S^w=I(r)z，注意 I(r) 為 nxn 階矩陣左上分塊為 rxr 單位矩陣。 

 

計算內積 (S^w)^(S^w)=w^(S^)^S^w=z^I(r)z，因為 ||z||=||V^x||=1，故 z^I(r)z< =1，

等號發生於 r=n。所以 w^(S^)^S^w< =1，以 r=2 為例，w=(w_1,w_2)，左式為 

(w_1/s_1)^+(w_2/s_2)^< =1，包覆此區域的外殼即為橢圓，第二個關鍵字出現了！ 

 

內容四: 

感謝板主與大俠的解說！ 

兩位的解釋方法感覺很不一樣，不知道在數學意義上是不是共通的？ 

 



內容五: 

foremap 和我說的是一件事情的兩面，foremap 強調橢圓的最長（短）半徑對應最大（小）的奇

異值，而我用的方法直接給出橢圓的表達式。 

 

用SVD也可以得到 foremap 的結果，設 

 

則 

 

假設 

上式中 ，因為 V 是正交矩陣（orthogonal），故 

所以  的最大值為，即橢圓的最長半徑，它發生於  亦即 

不過這個方法並未直接告訴我們軌跡確實是橢圓，因此我使用的方法是從這裡剎開 

然後左乘 nxm 階矩陣 ，可得 

再計算內積便可直接給出參考基底向量的標準橢圓方程式 

故   

 

27請問老師是否有計劃拍攝新的影片？ 

內容一: 

老師您好： 

我買了線性代數DVD，45小時課程看完，收穫很多。 

假如有人賣「微分方程」或「工程數學」的DVD，我也會想要買來看。 

不知道老師有沒有教這類課程？ 

或者其他老師有興趣拍攝？ 

 

內容二: 

交大出版社編輯程小姐也曾經問過同樣的問題，我回說：不了。 

交大開放式課程 http://ocw.nctu.edu.tw/new/index.php 也提供一些數學課程，我上去看

到了 

應數系莊重老師的「微積分(一)(二)」 

機械系白明憲老師的「工程數學(一)(二)」(比較屬於機械或化工使用的工程數學，裡面有向量分

析) 

工工系巫木誠老師的「線性代數」 

奇怪的是沒看見「微分方程」的影音？另外，我的同事吳炳飛老師目前正在錄製「機率」，未來好



像將以DVD方式上市。 

雖然未來沒有再拍攝新影片的計畫，但有架設一個新 blog 的想法，內容是關於 intelligent 

data analysis，這是我在研究所的講授課程，也是我的主要興趣。構想很大，希望能把下面這

些主題分類放上 blog：機率與統計、多變量分析、資料採礦、bayesian network、學習理論、

類神經網路等等。當然，「線代啟示錄」還會繼續下去，今年秋天我將開授「矩陣理論」，所以日

後會陸續貼上一些矩陣理論和不太需要背景知識的線性代數應用文章。 

 

內容三: 

感謝周老師回答。 

交大網站有這些影音課程，我竟然不知道！ 

今天開始，又可以繼續享受課程了，而且是免費的！ 

也很感謝交大，以及各位老師們的奉獻精神。 

我將由白明憲老師的「工程數學」開始學，有時間再去學點別的。 

畢竟自己工作忙碌，學這個，只是一種生活調劑。 

有件事情很有趣，買線性代數DVD，因為有付錢，很快就看完了。 

現在看到有很多免費的課程，可能很久才會看完(也許不一定看得完)，因為沒有考試來逼我，純粹

是個人興趣，工作忙也是不能看太多的原因之一。 

我不確定今年內可以學到多少？但我會儘量抽空學習。 

 

內容四: 

Watt Lin 說: 

有件事情很有趣，買線性代數DVD，因為有付錢，很快就看完了。 

現在看到有很多免費的課程，可能很久才會看完(也許不一定看得完)，因為沒有考試來逼我，純粹

是個人興趣，工作忙也是不能看太多的原因之一。 

我不確定今年內可以學到多少？但我會儘量抽空學習。 

 

你說的現象確實很有趣，因為有付錢，因此很快就看完了，至於免費課程則可能很久才看完。從另

一個觀點：到底知識應該免費分享，還是使用者付費？  

交大開放式學習網站上的募款分頁寫著：http://ocw.nctu.edu.tw/new/support.php\r\n 

 

國立交通大學開放式課程的推動主要是希望打破知識的高牆與大學的圍籬，讓有意願的學習者都能

夠平等、自由的接觸到這些寶貴的知識。 

那麼，為何交大還有另一套銷售教學 DVD 的系統呢？原因是銷售教學 DVD 的收入對出版社的運作

有很大的幫助，交大出版社成立的目的是什麼呢？出版社首頁寫著：



http://press.nctu.edu.tw/press.....out-1.aspx  

 

交通大學出版社隸屬於國立交通大學教務處數位內容製作中心，在「重質不重量」的考量下，創社

以來即廣邀本校各專業領域教師及國內外專家學者參與出書，奠定百年樹人的神聖使命。  

 

開放式課程像社會主義，依靠政府計畫（納稅人的錢）與捐助募款支持；出版社像資本主義，出版

品必須跟市場上的其他產品競爭。聽起來兩造都頗有道理，至於究竟哪一種方式的學習效果較好？

這我不知道，或許修過「經濟學原理」的人能夠回答吧。 

 

28英文字體顯得比中文小很多 

內容一: 

To foremap: 

「同構的向量空間」底下有一段英文，英文字體顯得比中文小很多，有辦法克服這個問題嗎？ 

另外，網頁的中文字體也比交流原地的字體小，要不要試試將網頁中文字體也加大一號？但願不會

變的很醜。 

 

內容二: 

好  我先變大一號看看 

 

29 latex 測試 

內容一: 

\\\\ \\\\} 

 

30 test 

內容一: 

< a href=\\"http://www.codecogs.com/eqnedit.php?latex=\\\\inline \\\\ 

\\\\}\\" target=\\"_blank\\"> < img 

src=\\"http://latex.codecogs.com/gif.latex?\\\\inline \\\\ \\\\}\\" 

title=\\"\\\\inline \\\\ \\\\}\\" /> < /a>  

 

31 test22 

內容一: 

 $\\\\displaystyle \\\\ \\\\} $ 

 

32 test ! 



內容一: 

$\\\\ \\\\} $ 

 

33 tetst 

內容一:  

$$\\\\ \\\\}$$ 

 

內容二: 

這是你要的嗎? 

在討論區中不能直接寫latex的式子  必須透過貼圖的方式 

你可以把你寫好的latex式子  丟到下面這個網站 

http://www.codecogs.com/latex/.....editor.php 

它會幫你產生一個圖片網址  你再插入圖片裡面  選擇自網址輸入  貼上剛剛所得到的網址 就OK

了 

詳細情形請看 http://ccjou.twbbs.org/blog/?p=1073 

我最近有空會再寫一篇比較詳細的教學~          by  管理員                                                                         

 

34線性代數課本選取 

內容一: 

周老師您好， 

想請教幾個問題，一般線性代數的用書常見到下列幾本 

Linear Algebra and Its Applications, Gilbert Strang 

Linear algebra , Friedberg S.H., Insel A.J., Spence L. 

Introduction to linear algebra, Gilbert Strang 

Linear Algebra and  Applications, Steven J, Leon等等... 

在這諸多課本當中，常常覺得其中一本在某些地方談的精彩， 

但卻在某些部分似乎琢磨比較少，如 Steven J, Leon 的課本，  

在所謂norm of vector or matrix(1-norm, 2-norm等等...)似乎 

講的多一些，而另一本由Friedberg S.H所著的課本中似乎對此 

就說的少一些(好像丟在習題的樣子...)，雖然我心藏有想要找 

到一本線代百科全書的想法是不對的XD，但是還是想請叫周 

老師，在諸多線性代數課本中，能不能擇中的選擇一本線性 

代數課本，能夠讓龐大而華麗的線性代數理論在該書中幾乎 

都能夠有所談論以方便查閱呢？ 



麻煩囉^^\\" 

 

內容二: 

Matrix Analysis and Applied Linear Algebra, Carl D. Meyer, 2001 可能符合你

的要求。 

http://www.matrixanalysis.com/ 

 

這書由SIAM出版，書寫風格與你列舉的幾本書很不同。此書厚達700頁，從矩陣理論到實際應用，

甚至數值線性代數，幾乎無所不包，適合查閱或當作大學高年級進階課程使用，但我不清楚是否有

書商代理進口。 

 

35關於老師課本P71的地方四大矩陣與解的關係 

內容一: 

您好,學生第一次上來發問,有表達不好的地方請多多包涵 

課本P71裡我有一點困惑,就我之前所認知的是 

" AX=b這條方程式的解是 Xg=Xp+Xh ,且Xg如果有解  並且為無限多解,完全是因為Xh有無限多

組的緣故(對吧?  

反之當Xp只有一個時,是NULL SPACE={0}的時候,此時是 

Xg = Xp+0 = Xp = Xg  這個地方我出現一個矛盾, 

在P57中一樣的矩陣我們曾經令  free variables=0 (我可以把這當成Xh=0吧?)而求出Xp 

但此Xp竟然用在P71裡的列空間組不出來......代表他應該不是在 

此列空間裡面吧?這就怪了....從向量幾何來看明明就是Xp+0=Xp應該組合完還是在列空間裡才

對阿??為什麼莫名其妙跑到外面去了...還是說Xp本來就不是一定只存在列空間裡? 

最後,這個事實看來滿足AX=b的Xp不只一個?(老師影片中有提過)  

但我的疑問是當NULL SAPCE={0}時,Xp+0=Xp=Xg 如果Xp不唯一那怎麼還會是one on one ?  

內容二: 

你提的問題很有意思。請參閱「Ax=b 和 Ax=0 的解集合有什麼關係？」

http://ccjou.twbbs.org/blog/?p=1298 

下面我用該文的例子解釋。考慮線性方程 

 

 

列空間由 擴張而成。零空間由 擴張而成，故齊次方程解可表示為 

 

 



我們挑一些解來看看： 

觀察發現這個解集合是一條不穿越原點的直線，故可以表示為 

對應的參數值為 

你感到困惑的地方就在這裡。因為該直線存在不止一種表達方式，譬如我也可以將它寫為 

那麼對應的參數值為 

 

 

想像我們先站上該直線上的某個點，此即為你所稱的特殊解，然後沿著直線所指的方向運動，此運

動量即為零空間解。所以當你設自由變數，亦即零空間解的參數為零時，將因為表達式子不同而得

到不同的特殊解 。從這個角度也解釋了「任意解都可以當作一般表達式的特殊解」。設零空間解為

零只不過表示「沿著直線的運動量為零」而已，不能因此就斷言當初你隨意選擇的特殊解就一定落

在列空間中。落於列空間的解其實就是此一不穿越原點的直線（亦即所有可能的解集合）與 所張開

的平面（此即列空間）的交點。利用講義本71頁方法即可解出參數或(由你選擇的表達式決定)，顯

然它是唯一的。 

 

內容三: 

真的非常感謝老師,回復速度之快內容之完整...完全嚇到我! 

學生因為老師的解釋又更了解這段內容了! 

謝謝老師不辭辛勞 

 

36 Linear Algebra解答 

內容一: 

老師你好，最近我利用< < Linear Algebra> >  Stephen H. Friedberg  

Stephen H. Friedberg (Author) 

  Visit Amazon’s Stephen H. Friedberg Page 

Find all the books, read about the author, and more.\r\nSee search results 

for this author 

Are you an author?           Learn about Author Central 

 (Author), Arnold J. Insel (Author),      Lawrence E. Spence  

Lawrence E. Spence (Author) 

 Visit Amazon’s Lawrence E. Spence Page 

Find all the books, read about the author, and more. 

See search results for this author\r\nAre you an author?           Learn about 

Author Central (Author) 著 

 



這本書在自習線性代數，但是我找了網路上的老師手冊，多半只有計算題的答案，不知老師那邊有

沒有證明題的解答呢? 因為我後面練習的每一題都有做，有很多地方想參閱解答，一來可以驗證看

看自己的想法，二來可以學習其他人的證法，不知老師那邊有沒有這本的解答呢?  

謝謝~ 

 

內容二: 

近年我都選用 Strang 的 intro. to linear algebra 作為教科書，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代理書商並未提供 Friedberg 等人寫的第四版課本和教師手冊給我。 

 

如果你想知道是否還有其他證明方法，可以將問題以及你的做法打印出來，大家一起討論 

 

37關於det以及eigenvalue的問題 

內容一: 

http://docs.google.com/filevie.....  

對於第一題，我是有些想法的，就是利用1 2 3去將delta轉換成det公式，但是光有想法，卻轉

換不了，聯想力太弱Orz 

 

第二題自己的証明則是覺得自己證的很奇怪，感覺中間少了什麼東西(或者可以說自己覺得這樣的証

明太過直觀)懇請賜教 謝謝~ 

 

內容二: 

還有ㄧ個問題是 我們知道ㄧ個方陣det值為0，其方陣為可逆。 

我想請問的是 有沒有不用反證法的證法可以證明上述的事情呢?  

 

內容三: 

注意第一題限制了2x2矩陣，方法是利用給出的三個條件證明 。\r\n 

利用性質一， 

利用性質二，  

同理， 

故 

利用類似方法再使用性質三也可以得到 

也就證得所求。 

第二題你提供的作法"理論上"是正確的，如果說中間少了什麼東西，那是因為你沒有表明 g(T)，

應先設 



 

且  

 

於是歸納出 

 

所以 

第三題有兩個常用的方法。一是使用方陣乘積可乘公式，考慮 

兩邊取行列式 

故可逆矩陣的行列式不為零 。另一個方法是由行列式與特徵值關係，  

若行列式等於0，必定有一 ，故 。 

 

內容四: 

感謝老師的回覆 

 

38兩題關於eigenvalue的Ture or false 

內容一: 

題目如下: 

https://docs.google.com/fileview?id=0B9uvDh9as6uQZmQ3ZjkwODEtNTVjZC00ZT

U5LTgwMTItZTQ0MzVhMWM5MjZm& hl=en& authkey=CPuNyLQM 

 

我的想法: 

 

(1)當每ㄧ個lambda的Algebric multiplicity等於其特徵空間的維度時，其為可對角化，故

為True. 

(2)當向量空間不是怖於複數而是實數時，其特微多項式可能無法分解，故為False. 

 

但是解答卻分別是: 

解答: False, True 

請問我的觀念那裡錯了嗎?? 謝謝~ 

 

內容二: 

如果我沒有誤會問題的意思，兩個陳述應當都是正確的！ 

相關討論請參考 

可對角化矩陣與缺陷矩陣的判定 http://ccjou.twbbs.org/blog/?p=7327 



拒絕行列式的特徵分析 http://ccjou.twbbs.org/blog/?p=7480 

 

內容三: 

恩，對於第二題，我漏了考慮它已經是可對角化的線性運算子，所以其一定是可以分解的。 

感謝老師。 

 

39關於" 線性獨立 "的問題 

內容一:  

對於要判斷一個矩陣的行向量中，有哪些向量是線性獨立的問題，老師在課堂上給的其中一個方法

是：  

先寫出此矩陣的\\"簡化梯形矩陣\\"，而與 \\"Pivot column\\" 對映的行，就是原矩陣中線

性獨立的行。 

 

不過我發現下面這個矩陣有點tricky: 

 

我把簡化過程一步一步寫出來，這樣可能比較好發現問題: 

 

結果顯示，第一和第二行為pivot column，因此， 應該為線性獨立的行 

 

不過事實上並不然，經過驗算，發現應該是第一和第三行才是線性獨立的，並且以這兩行可以組出

第二行:  

是什麼原因呢? 

感謝!! 

 

內容二: 

leosnake 說:  

不過事實上並不然，經過驗算，發現應該是第一和第三行才是線性獨立的，並且以這兩行可以組出

第二行:  

 

是什麼原因呢?  

 

第一行和第三行確實是線性獨立的，其實第二行和第三行也是線性獨立的！換句話說，三維空間的

三個向量兩兩都是線性獨立的，這表示三個向量存在著什麼關係？  

它們是位於同一個平面且不共線的三個向量。這就是為何你總能夠用其中任兩個向量把第三個向量



組出。所以，此題共有三種挑選線性獨立行向量的方式，pivot columns 只不過按照次序選出排

在前面的兩個向量而已。 

 

相關閱讀請參考「線性獨立俱樂部」 

 

http://ccjou.twbbs.org/blog/?p=1431\r\n\r\n 

DVD是不是沒有講清楚？ 

 

內容三: 

喔~~~ 我糊塗了 哈哈 

這完全是觀念問題呀~ 

感謝老師答覆，迅速又精準 

p.s. DVD 在"線性"的章節中，確實沒有特別強調，不過在後面的章節有說到這個觀念! 

 

40. 

標題：如何計算稀疏矩陣的特徵值 

內容一： 

奇異值分解（SVD）" http://ccjou.twbbs.org/blog/?p=3326 出現下面這個五階對稱矩陣：  

對稱矩陣的特徵值必定是實數，此矩陣的特徵值是 16, 9, 5, 0, 0, 但要如何算出？ 

 

下面這兩篇文章可能有幫助：  

相似變換不改變特徵值，若 P 為排列矩陣，則 PAP^T 和 A 有相同特徵值 

http://ccjou.twbbs.org/blog/?p=5893 

 

主對角分塊矩陣的特徵值性質 http://ccjou.twbbs.org/blog/?p=6902 

請大家幫忙解決這個問題。 

 

內容二： 

老師已經提示的很明顯了  

將原矩陣經過排列矩陣轉換並可用分塊矩陣 A, B, D 表示如下 

其中 

特徵值即為分塊矩陣 A 和 D 之特徵值所成集合，D 的特徵值肉眼觀察即得 ，A 為 3 by 3 矩陣，

其特徵值很容易求得 

或是再將 A 重複上述步驟轉換成 



 

同之前做法，也可求得 A的特徵值  

最後還是感謝一下老師開這個 blog，不僅幫助了初學者，也讓很多學過的同學可以溫故知新   

 

內容三： 

謝謝 goodnctu 提供的做法，完全正確！  

補充說明：路程最短的途徑是讓 1，4 列和行對調，完成這個任務的排列矩陣為 

 

因此 

 

得到主對角分塊矩陣。 

我再提供另一個計算特徵值的方法，這是過去 MIT 的期末考題 

http://ccjou.twbbs.org/blog/?p=2235 

開這個 blog 對我自己也有好處，可以稍稍減緩生鏽的速度。 

 
41. 

標題：兩題有關adjoint of a linear operator的問題 

內容一：  

Let V be an inner product space, and T be a linear operator on V. 

Prove the following results.: 

a. R(T^*)^perp =N(T). 

b. If V is finite-dimensional, then }R(T^*)=N(T)^perp. 

謝謝~ 

 

內容二：運用 的定義: 對於 ，  

 

就可以證出這幾個問題了。 

我舉個例子，若 ，則 。對於任意 ，就有 

 

 

但 ，所以  。同樣方式可以證明相反陳述。 

其他的你應該有辦法證明。 

 

這其實就是將線性代數的第二個基本定理用線性變換語言來描述而已，設法掌握幾何意義不要被代



數算式所迷惑。 

http://ccjou.twbbs.org/blog/?p=1861 

 

內容三：  

aoc90058 說: 

這個問題的白話文是：如果 T 是正交投影算子，則 T 是 adjoint。(對稱或共軛對稱) 

 

問題大可直接說 T 是到 W 的正交投影算子，何必硬要繞口說 T 是沿著 W^ 到 W 的投影算子？  

證明請參考\\"特殊矩陣(五)：冪等矩陣\\" 

http://ccjou.twbbs.org/blog/?p=3667 

 

該文的證明是基於實數矩陣，但不難將它轉換為線性變換語言。 

 

Friedberg 等人的 Linear algebra (4th ed) 與他們寫的另一本 Elementary linear 

algebra 差別很大，前者是為數學系老師或喜歡抽象數學的學生寫的，全書使用線性變換語言，

很多學生讀了半天還是一頭霧水，         內容並不真的艱澀，而是很多簡單的東西硬被講的很難

懂(個人意見)。不過，後者則清楚多了，非常適宜學生自修，但作者還是偷偷放入一些前書移植過

來經過潤飾的證明問題。過去台聯大考題中確實有部份是\\"抄錄\\"自 Friedberg 課本(比較難

的那本)的問題，對此我們只能表示遺憾。 

 

42. 

標題：一個與det有關的證明題 

內容一： 

A : positive semidefinite matrix              (N ?N) 

δ = smallest nonnegative eigenvalue of A 

L = diag(&delta;,&delta;, ... &delta;, 0,...,0)           (N ?N)           

---------------             # = rank A 

 

D : diagonal matrix with nonnegative entries  (N ?N) 

 

Prove or disprove 

 

               det (I + AD) ≧ det(I + LD) 

內容二： 

本來寫好了解答，後來發現眼花看錯問題。晚一點再說了。看看其他人有沒有什麼建議。 



-----------------------------------------------------------------------

------------------------------------------ 

吃飽飯，精神來了。 

題目沒有講明，但我們假設 A 是對稱矩陣 (或 Hermitian 若為複數矩陣)。 

如果  是可逆矩陣，則 。因此行列式可以改寫為 

 

同樣也有 

 

 

如果能夠證出 

 

 

即證得原命題。利用行列式等於特徵值乘積， 

 

其中  代表由大到小排序  的第 j 個特徵值，同樣地， 

 

 

注意，若 A 有零特徵值，則 L=0，L 的特徵值全是 0。又若 A 不含零特徵值，則 L 的每個主對

角元都等於 。所以，不論何種情況 A 的特徵值都大於等於 L 的特徵值。 

 

接下來，事情就麻煩了。目前我只想到使用 Weyl 定理，參閱 

http://ccjou.twbbs.org/blog/?p=6648 

 

對於 

 

 

但是A 的特徵值都大於等於 L 的特徵值， 

 

 

上面右邊等號成立的原因是  為主對角矩陣。這樣就證出原命題為真。 

 

如果 D 是不可逆矩陣，我們可以將 D 替換為 ，然後再讓 ，不等關係式依然成立。 

 

內容三： 

我所想到的做法基本上跟您一樣，也是考慮 



det (D^-1   +  A)  \\"≧\\"  det (D^-1   +  L) 這個不等式，並用Weyl inequality

來證明 

 

不過我題目有點寫錯了 

 

δ  = smallest positive eigenvalue of A 

 

i.e.,   δ  = min_  λ _i(A) 

 

在A是正定的時候沒有問題。但是當A為singular時，\r\n\r\n 

 

λ _n(A) = 0  but   λ _k(L) =  &delta; ＞0  for k = 1,2,...,rankA 

如此您所寫的最後一個不等式就不會對了，抱歉題目我寫的不清楚。 

 

另外，我習慣考慮complex field，也就是正定是用   < Ax,x>  ＞0  for all x \\\\in C^n。 

故正定implies hermitian，所以題目上我就沒有另外說明。 

 

內容四： 

GSX 說: 

 

不過我題目有點寫錯了 

δ  = smallest positive eigenvalue of A 

 

i.e.,   δ  = min_  λ _i(A) 

 

在A是正定的時候沒有問題。但是當A為singular時， 

 

λ _n(A) = 0  but   λ _k(L) =  δ  ＞0  for k = 1,2,...,rankA 

如此您所寫的最後一個不等式就不會對了，抱歉題目我寫的不清楚。 

 

哈！我第一次看完這個問題時確實誤以為 

δ = smallest positive eigenvalue of A 

否則幹嘛還要囉唆 V 在 L 的主對角元出現 rank(A) 次呢？ 

不要緊，反正我也窩在家裡沒有 TGIF 活動。 

 



問題一旦改成這樣，原命題就是錯的了！舉一個簡單的反例。設 

A 有特徵值 0, 1，rank(A)=1，δ =1，故 

 

注意 A 和 L 的型態差異，這是不等式凸槌的原因。令 

 

 

所以， 

 

 

因為 a, b 可以隨意選擇，原命題不為真。 

 

內容五： 

您給得反例真好! 

這樣原問題就解決了，A必須是full rank才會對~ 

謝謝! 

 

內容六： 

不好意思，我想請教GSX，此題目的出處是哪？ 

覺得這個問題隱含的觀念性很棒呢! 

謝謝  

 

內容七： 

 

剛吃早餐一個想法閃過，好像用簡單的不等式子就可解決原問題喔：(假設其他前提同前面討論XD)  

 

 

內容八： 

levinc 說: 

 

剛吃早餐一個想法閃過，好像用簡單的不等式子就可解決原問題喔：(假設其他前提同前面討論XD)  

 

 

 

對任意 A, B, 不等式  未必成立，例如， 

 



 

內容九： 

但是題目是指\\"正(半)定\\"矩陣...不是嗎？  

其實這個不等式是可以証明的。它很有趣，與一般三角不等式關係方向剛好相反，我就記起來了  

 

內容十： 

levinc 說: 

但是題目是指\\"正(半)定\\"矩陣...不是嗎？ 

其實這個不等式是可以証明的。它很有趣，與一般三角不等式關係方向剛好相反，我就記起來了  

 

喔，你說的對，是的，我竟然忘記 A 和 B=D^ 是 positive semidefinite。確實有這個定理：  

 

若 n> 1 階方陣 A 和 B 是半正定，則 

det(A+B)> =detA+detB 

等號於 A+B 是不可逆，或 A=0 或 B=0 時成立。 

 

因為存在可逆矩陣 S 同時可使 S^AS 和 S^BS 為主對角矩陣（證明有點長，改日再貼文）。 因

此，A=SD_AS^，B=SD_BS^，D_A 和 D_B 為主對角矩陣，且各主對角元都不為負值。由於 

A+B=S(D_A+D_B)S^，所以， 

 

det(A+B)=(detS)det(D_A+D_B)(detS^) 

detA+detB=(detS)(detD_A+detD_B)(detS^) 

 

因為 det(D_A+D_B)=(dA_1+dB_1)*...*(dA_n+dB_n)> 

=(dA_1*...*dA_n)+(dB_1*...*dB_n)=detD_A+detD_B 

 

證得 det(A+B)> =det(A)+det(B) 

 

不過問題是：如果 A 是 full rank，又如何應用這個定理證明原命題為真呢？ 

 

內容十一： 

det(A+B)> =detA+detB 

這個不等式那時候我也有想過是否能用在這一題 

不過並沒有成功 

 



而levinc所寫不等式，我有點疑問:   

那樣並不能conclude原命題為假，只說明了我們沒辦法就那樣做出我們想要的不等式而已 

 

另外，此題出自Y. Jing and B. Hassibi, ``Distributed space-time coding in 

wireless relay networks,&#39;&#39; IEEE Trans.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vol. 5, pp. 3524-3536, Dec. 2006.  

 

Section VI 第二段的前面隨意一小段話 We upper bound ...  (題目我有修過，所以長得比

較單純)  

 

然後雖然是小細節，而且不影響他要討論的case，不過Paper上的確寫錯就是了(A必須是full 

rank才會對這件事)  

 

43. 

標題：Relation between AB and BA 

內容一： 

A, B nxn 

Theorem 1 

AB &  BA have same geom. multi. for all  nonzero eigenvalues 

 

proof: 

Let &lambda; &ne; 0 be eigenvalue of AB &  BA 

a)  AB( ker( AB - &lambda;I ) )    \\\\subseteq    A( ker(BA - λ I ) )   

subseteq  ker(AB - λ I ) 

 

b)  AB |  ker( AB - λ I )  :    ker( AB- λ I ) &rarr; ker( AB - λ I )     is 

1-1 and onto 

 

Hence,  

              AB( ker( AB - λ I )  )  =  ker( AB - λ I ) = A( ker( BA - λ I )  ) 

 

=>  dim ker( AB - λ I )  ≦  dim ker( BA - λ I ) 

 

Similar for "≧". 

 



要確認Jordan form更細的細節則需要下一個定理 

 

Theorem 2 

 

Let partial multi. of eigenvalue of AB be m_1 ≧ m        _2 ≧ ... ≧ 0 ≧ ... 

                       "        "                    BA be n_1  ≧ n_2 ≧ ... ≧ 0 

≧ ... 

Then 

          (1)  For  λ     0 :    m_j = n_j  for all j 

          (2)  For  λ   ＝ 0 :    |m_j - n_j| ≦ 1  for all j 

Conversely, if (1)(2) are satisfied for someλ  in C, then exist A, B nxn, 

such that 

 

AB has  λ and m_j’s 

 

BA has  λ  and n_j’s. 

 

這個定理就可以得知非0的Jordan Block皆相等，並且0的也有一定關係。 

至於證明我沒有去看他         

 

Ref. H. Flanders, \\"Elementary divisors of AB and BA,\\"  Proc. Amem Math. 

Soc, 2(1951) 

 

http://www.jstor.org/stable/20.....1700?seq=1 

周老師看了再來分享一下:p 

另外就是不知道有沒有辦法從那個分塊矩陣的相似來看AB和BA的Jordan form 

 

內容二： 

我總覺得還是應該回到相似關係：  

 

 相似於  

 

所以兩矩陣有相同的 Jordan form，我們知道 AB 和 BA 有相同的非零特徵值，但我們要證明對

於非零特徵值，AB 和 BA 有相同的 Jordan block。 

 



對取轉置，轉置仍保留相似性，且 AB 和 B^TA^T 有相同的特徵值，則 

 

 

這兩個式子其實就表明：對於非零特徵值， AB 和 BA 有相同的 Jordan block。 

 

這樣算是證明原命題了嗎？ 

 

內容三： 

?????  說:  

我總覺得還是應該回到相似關係：  

 

 相似於 

 

 

所以兩矩陣有相同的 Jordan form，我們知道 AB 和 BA 有相同的非零特徵值，但我們要證明對

於非零特徵值，AB 和 BA 有相同的 Jordan block。 

 

對取轉置，轉置仍保留相似性，且 AB 和 B^TA^T 有相同的特徵值，則 

 

 

 

這兩個式子其實就表明：對於非零特徵值， AB 和 BA 有相同的 Jordan block。 

這樣算是證明原命題了嗎？  

請問要怎麼從那兩個式子看呢@@?  

 

要確認Jordan block會一樣除了similar之外我只知道直接去算   \\"扣掉 &lambda; I 後k

次方\\"  的nullity\ 

 

我看了你的那兩個式子倒是想到可以用 

 

 

這個式子來得到 

 

 與   的nullity會相等 for all k \\\\in N for λ    0 (並可見λ  = 0那兩個的nullity

不見得一樣)  



即得到我在討論區所提到的 

 

  與 AB 的非0特徵值Jordan block會一樣 

 

And similar for 

 

  與 BA 

 

你的兩個式子是類似意思嗎? 

 

內容四： 

你的兩個式子是類似意思嗎?  

 

------------------------------------------------------------ 

呵呵，不只是類似的意思，完全就是你所補充的那樣！ 

那兩個式子已經說明對於非零特 AB 和 BA 有同樣的幾何重數，剩下來只要比較大小矩陣的 

rank(X-\\\\lambda I)^k。 

昨晚寫了那兩個式子後快睜不開眼，我想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因此也就沒將它全部寫完。謝謝你將

它完整的寫出。  

 

44. 

標題：一題基本列運算和線性組合 

內容一：  

周老師和各位前輩們好，我有兩個問題想要請教老師 

我看了周老師放在網路上的線性代數的試閱講義，對於基本列運算還是有些問題，例如：  

 

1. 使用基本列運算求出x1~x4的值，我是將第三列的先全部除以二\ 

然後第三列和第一列交換，但是之後怎麼分解都出不來...  

遇到這種題目 (第一行沒有任何為1的項)，那該要從哪一列同除呢，憑運氣嗎？  

是要選擇以下哪個呢：  

 

第一列除以四、第二列除以五、第三列除以-2、第四列除以11？  

還是說只能一個個慢慢式...那不就 Orz... 

 



    x1 x2 x3 x4 =╓                          ╖║  4   3  2  -1   4   ║                 

║  5   4  3  -4   4   ║                ║ -2  -2 -1   2  -3  ║║ 11  6  4   1 

11  ║╙                          ╜ 

 

2. In the vector 

 

╓      ╖   ║ 30 ║   ║ -1  ║   ║ 38 ║   ║ 56 ║   ║ 62 ║   ╙      ╜  

a linear combination of 

 

   ╓    ╖ ╓    ╖ ╓    ╖ ╓     ╖   ║ 1 ║ ║ 5 ║ ║ 9 ║ ║ -2 ║   ║ 7 ║ 

║ 6 ║ ║ 2 ║ ║ -5 ║   ║ 1 ║,║ 3 ║,║ 3 ║,║  4 ║ ？   ║ 9 ║ ║ 2 ║ ║ 

5 ║ ║  7 ║   ║ 4 ║ ║ 8 ║ ║ 2 ║ ║  9 ║   ╙    ╜ ╙    ╜ ╙    ╜ ╙     

╜ 

 

我將這些行向量寫成一個矩陣 

╓                                 ╖║ 1  5  9  -2  30  ║║ 7  6  2  -5  -1   ║

║ 1  3  3   4  38  ║║ 9  2  5   7  56  ║║ 4  8  2   9  62  ║╙                        

╜ 

 

但是這時候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真的要執行基本列運算嗎？  

這樣看起來非常的龐大，過程也看似會非常的複雜，另外如果真的要執行基本列運算 

那該從第一列還是第三列下手呢？還是說要從其他列開始？或者是說一定得從哪一列開始呢？ 

這種類型的基本列運算有什麼特殊的方法可以辨別嗎？還是說只能憑運氣來算呢？  

程度很差，請各位前輩們多多包含，再次感謝各位前輩 < (_ _)>  

 

 

 

 

內容二： 

進行消去法沒有什麼固定的套路，只能見機行事，例如，如果你想讓第一題軸元為1或-1，可將第1

行和第4行對調，這時未知數的次序變成 (x4,x2,x3,x1)。不過，這還是不能保證下一級的運算

仍維持整數矩陣。 

 

我推薦你使用一個不會產生分數的基本列運算方法：  

 



\\"利用行列式計算矩陣秩\\" 

 

http://ccjou.twbbs.org/blog/?p=5467 

 

第二題我看不出來有什麼撇步，你可以利用上面這個方法試試看。不過問題只要求知道方程式是否

有解，所以一旦你得到梯形矩陣後即可判斷，至少不必反向求解。 

若有其他疑問，歡迎提出來討論。 

 

45. 

標題：轉貼一個有關線性代數黑板教學的網站,很適合上完周老師的課,來順便複習 

內容一： 

http://www.khanacademy.org/?vi.....%20Algebra 

裡面還有其他的課程,真是佩服 

 

內容二： 

謝謝你提供的學習訊息，我會請管理員將 khan academy 加入首頁的友善連結，以方便網友閱聽。 

 

46. 

標題：有關DVD課程講義P218頁之論證 

內容一： 

今天在三人本(Friedberg Spence Insel) Elementary Linear Algebra:a matrix 

approach 

 

看到section 6.5 習題49題目,應該是原來DVD課程要論證的題目,題目有加註若有實數

eigenvalue的情況時 

 

習題題目是 

 

-----------------------------------------------------------------------

-----------------------------------------------------------\r\n 

 

Prove that if Q is an orthogonal matrix and lamda is a (real) eigenvalue 

of Q, then λ =+1 or -1 

 

-----------------------------------------------------------------------



----------------------------------------------------------- 

 

X’=transpose of x, Q’=transpose of Q, iQ=inverse of Q, eigenvalue λ = r 

 

assume x 是對應實數eigenvalue r 的 eigenvector ,並化成單位向量, 所以x’x=1 

 

Qx=rx 

 

X’Qx=x’rx=rx’x=r 

 

又x’Qx=(Q’x)’x 

 

而Q’x=iQx=1/r (x)  (x是 iQ的 eigenvector , 對應的eigenvalue=1/r) 

 

所以x’Qx=1/r x’x=1/r 

 

所以r=1/r , 所以 r=正負1 

 

在2D case , only Reflection Matrix 或identit         y Matrix可以滿足 

eigenvalue=-1 or +1 

 

在3D case, eigenvalue=1  for roation matirx or identity 

 

                  eigenvalue=-1 for reflection matrix 

 

內容二： 

 

(9) A is orthogonal matrix   

 

A inverse = A transpose ,  A 的 eigenvalue 是 lamda ,  A transpose 有相同的 

eigenvalue lamda 

 

A inverse的 eigenvalue 是 1 /λ  , 又 A inverse = A transpose , 所以  λ = 1 /λ  

 

故λ = 正負 1 ,  但書上看過,  類似旋轉變換這種正交矩陣 , 沒有實數的 eigenvalue  

感覺好像有點怪怪的. 



 

內容三： 

謝謝你的提問。 

下面先將原來的推論寫出： 

 

A 是正交矩陣 (orthogonal matrix)，，A 和  有相同的特徵值 ，正交矩陣是可逆的，而  的

特徵值為 ，於是有 ，亦即 ，所以 。然而，你指出旋轉矩陣也是正交矩陣，其特徵值滿足 ，也就

是 。 

 

為何兩者有相異的特徵值？到底哪一個才對？ 

 

設 ，當 A 是可逆時，，但是我們不能申論 ，理由是 A 和  的特徵向量未必相同，這就是出問題

的地方，既然如此，也就不存在關係式 。因此，原來的陳述應該說：若 A 是對稱正交矩陣，，才

能推得 。 

 

如果 A 只是正交矩陣，考慮任意向量 x, 

 

 

得知 ，換句話說，正交矩陣 A 的特徵值滿足 ，也就是你在旋轉矩陣觀察到的結果。 

 

DVD 影片經過我和助教三次校閱都沒有發現這個錯誤，多虧你細心將它點出，非常感謝。 

 

內容四： 

我就在講義上做這些註記, 謝謝老師的回答.^^ 

 

 

 

47. 

標題：國內其他有關線性代數教學講義資料網站 

內容一： 

這幾天亂逛有逛到幾個,大家參考看看 

http://www.cyut.edu.tw/~ckhung/b/la/ 

http://www.glophy.com/index.ph.....;Itemid=41 

長了見識多知道了octave 這種免費工具 

 



內容二： 

謝謝你提供的學習資訊。 

 

48. 

標題：有關DVD課程講義P79頁之(3)的推導 

 

內容一：  

由基底取代定理, 若 a, b 是1組基底, 則 a及 k*b+l*a (k必須不為0) 也會是1組基底 

所以,在最後1行的陳述,A的第四行似乎只要跟k*b+l*a (k必須不為0) 方向一樣就滿足條件 

這樣論證是否正確?  

 

內容二： 

你使用的講義本是舊版還是新版的？  

我在DVD使用的例子是錯誤的, (1,2,11)應為(1,2,8)，DVD無法更正，但講義本已經訂正了。 

 

你描述的方法是正確的, 只要讓 A 的第四行不和 (1,2,8) 共線, 又落在 (1,2,8) 和 

(2,5,12) 所張的平面即可, 但此題 A 的第四行恰為  (2,5,12)+a(0,0,1), 故我們必須令  

a=0. 

 

內容三： 

我的應該是新版的 

因為第四行可能不是剛好那麼漂亮,所以我是假定A的第4行 

必須為k*(2,5,12)+c*(1,2,8)=(2,5,12)+a(0,0,1) (K不能等於0) 

2K+C=2 

5K+2C=5 

12K+8C=12+a  

經過列運算, a還是必須=0 

 

謝謝老師的回答. 

 

49. 

標題：Eigenvalue of Householder matrix 

內容一： 

 



請教大俠~ 

 

我知道Householder矩陣的特徵值是(n-1)個1和-1 

 

目前遇到一個題目是： 

H1= I - 2*u1*u1^T 

H2= I - 2*u2*u2^T 

u1, u2沒有限制 

 

問H2*H1的n個特徵值? 

-------------------------------------------------不知道該如何下手 

 

我自己猜說都是1 XD 

 

H2*H1*x =λ *x 

=>  H2*H2*H1*x =H2*λ *x    

=>  H1*x = H2*λ *x 

=>  ||  H1*x || = || H2*λ *x || 

=>  ||  H1*x || =λ *|| H2* x || 

 

H1, H2 為reflection矩陣，不會改變x長度，故λ 為1 

且因為det(H2*H1)=det(H2)*det(H1)=(-1)*(-1)=1=所有H2*H1的特徵值相乘為1 

目前只能說明n個特徵值中必有1，無法解釋全部的特徵值均為1 

 

請大俠指教~ 謝謝!! 

 

內容二： 

 

jockey5566 說: 

 

H2*H1*x = λ *x 

 

=>  H2*H2*H1*x =H2* λ *x    

 

=>  H1*x = H2* λ *x 



 

=>  ||  H1*x || = || H2*λ *x || 

 

=>  ||  H1*x || =λ *|| H2* x || 

 

H1, H2 為reflection矩陣，不會改變x長度，故λ 為1 

 

且因為det(H2*H1)=det(H2)*det(H1)=(-1)*(-1)=1=所有H2*H1的特徵值相乘為1 

目前只能說明n個特徵值中必有1，無法解釋全部的特徵值均為1 

上面有個錯誤，最後一行應是 

 

=>  ||  H1*x || = |λ |*|| H2* x || 

 

絕對值符號要留著，所以 |λ |=1。另外，如你說的 H2*H1 的特徵值乘積為 1。所有的 n 個特徵

值由 u1 和 u2 決定，完整的推導過程很麻煩，我用了兩張 A4 紙才算完。因為在交流原地不方便

寫出數學符號，今日稍後我將它打印好再貼上。 

 

先簡單說明結果：類似找尋 H1 特徵值的方法，從特徵向量著手，u1 和 u2 共線時很簡單。當 u1 

和 u2 不共線時，有 n-2 個特徵向量 x 正交於 u1 和 u2，滿足 H2*H1*x=x，即 n-2 個重複

特徵值 1，另外的兩個特徵向量可寫為 u1 和 u2 的線性組合，特徵值由 u1 和 u2 的夾角決定，

是單位長度的共軛複數。 

 

內容三： 

謝謝大俠的指導  令我豁然開朗  感謝你的專欄~  我會用心研讀的  

 

 

 

50. 

標題：關於Jordan form 

內容一： 

不好意思，問個簡單的問題。 

 

就是關於Jordan form的三個步驟裡是讓欲求的A矩陣不可逆，若遇到可逆時，也是先轉成不可逆

再運算。 



 

可是我在有ㄧ本書裡看到他遇到可逆的矩陣，仍然直接運算找特徵向量，再又用求得特徵向量去得

廣義特徵向量。 

 

請問這樣做是"合法"的嗎?謝謝 

 

內容二： 

你提到的 Jordan form 的三個步驟演算法是我寫的那篇 Jordan 典型形式(下)嗎？ 

http://ccjou.twbbs.org/blog/?p=2673\r\n 

 

此法確實只能針對不可逆矩陣執行。 

 

Jordan form 的演算法不止一種，我不很清楚你提到的是哪個方法，書本常見的一種方法是先判

斷出 Jordan 矩陣 J (解出特徵值 \\\\lambda 後，藉由計算 rank(A-\\\\lambda I)^k 得

到)，然後很容易找出所有的特徵向量和廣義特徵向量，這個方法不需要假設原矩陣是不可逆矩陣，

但此法的計算量比較大，改日我再貼文詳細說明。 

 

如果你能夠在網上找到參考資料，能否給我們連結，或者請你將演算過程說明更清楚一些，謝謝。 

 

51. 

標題：快速求eigenvector方法 

內容一： 

 

 求eigenvector可以利用特徵多項式計算，但是當矩陣很大時，使用特徵多項式計算非常複雜繁

瑣，在使用matlab時求eigenvector可以使用eig指令來達成，很且相當快速，是如何達到? 

 

內容二： 

MATLAB 的 eig 使用 LAPACK 程式庫計算，這是參考網站： 

 

http://www.netlib.org/lapack/l.....k_lug.html  

 

特徵值與特徵向量的計算區分為對稱矩陣和非對稱矩陣：  

 

http://www.netlib.org/lapack/l.....ode48.html 

http://www.netlib.org/lapack/l.....ode49.html 



 

非對稱矩陣的特徵值/特徵向量計算相對麻煩，裡面牽涉 Schur 分解，tridiagonal 和 

Hessenberg 矩陣形式的產生，Householder 變換，QR演算法等，恐怕不是三言兩語就能夠說

明白，這些演算法的詳細介紹請參閱 G. H. Golub, C. F. Van Loan 合寫的經典名著 Matrix 

computations, 2nd ed., 1989. 也許日後我再貼上一些基本的算法。 

 

52. 

標題：謝謝老師^^ 

內容一： 

感謝老師,真的非常謝謝,考上的心情很興奮也很激動,因為老師您是我難得能夠聽得懂上課在教些

什麼內容的老師,因為從豬寶寶以前上課的過程叫獸就是狂證明,叫獸就是會叫的猛獸,豬寶就是狂

背狂抄,也不知道自己再做什麼,總覺得線代好難,一堆符號定義,上課猛肚菇還是猛作筆記,但是下

課發現比較上是鬼畫符XDDDDD,豬寶寶這次能上榜考上研究所完全歸功於老師的教材,有機會能提

一點束脩去老師辦公室感謝老師嗎?(PS.PO蚊在此處不知道可不可以?不行還勞煩管理大哥幫忙移

到可以的區塊,感謝您)  

 

內容二： 

恭喜你考上研究所。我能做的很有限，主要還是你自己的努力，歡迎你來我辦公室分享學習心得(束

脩則免)。 

 

好奇問一下，那張女鞋照片是怎麼放上來的呀？我現在才知道討論區原來也可以放自己的照片。 

 

內容三： 

可以放大頭照的^^ ,只是老師您要把圖片尺寸縮成貴網站的限制50X50的SIZE(運用小畫家即可辦

到> .^~ ) 

如果沒有把圖片縮成50X50則會顯示錯誤,也就是一直無法上傳該照片檔^^ 

 因為考了好幾次才上榜,每次都差一點Q__Q ,每次都考到母親為我落淚,從台灣頭考到台灣尾 

 

,所以上榜真的很感動,這次考上之前有發過重誓,上榜的話要謝謝幫助過我的許多老師,(雖然現在

目前感謝率只完成1%多), 

 

even給我打擊給我"屎臉"看豬寶包不起的老師也是有,不過他們INSPIRE ME,讓我不至於在茫茫

人海中失去了我自我存在的價值, 尤其是那陣子每次落榜給予的打擊,真的是很難受~  靠著一本"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把豬寶包帶離了痛苦的蠻幹世界 ,"只要我真心渴望一件事,整個宇宙都會來



幫我完成它" 

 

大學時期對於教授的專業當然無庸置疑,也無法存疑(因為能力也不夠到達教授的專業知識水平) 

,但是有些許感嘆的是有些叫獸上課的題外話總是不外乎抱怨,負面情緒,負面思考...,etc. 

這是讓豬寶寶很感嘆的地方,很想送他們幾本"不抱怨的世界"給他們研讀一番 哈哈哈 

 

所以豬寶很喜歡老師的一句話,保持開放的態度;豬寶自己是覺得凡事換個角度想 

,多用正面思考,可能對於人生未來有個關進的不同結果也說不定^^ 

 

說多了真是抱歉耽誤老師您的時間^^||| 去找老師您要先約時間嗎@@?or 您有meeting 會客時

間 ? 感恩再三^__^ 

 

內容四： 

謝謝你提供的貼圖方法，我再找時間試試。 

 

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教授 Randy Pausch 在他人生最後的一場演講裡提到他在取得博士學位後申

請迪士尼工作遭拒的經驗，他說： 

 

那可是個不小的打擊，但請記住，阻擋你的障礙必有其原因！這道牆並不是為了阻止我們，這道牆

讓我們有機會展現自己有多想達到這目標，這道牆是為了阻止那些不夠渴望的人，它們是為了阻擋

那些不夠熱愛的人而存在的。 

 

我的 office hours 訂在每星期四下午 1:30-4:30，那整個時段我都在辦公室，聯絡方式張貼

在"關於"頁面內。 

 

內容五： 

感謝老師^^ 但您還能擠出其他會客時間嗎^^? 真是賈不妙XD 剛好星期四豬寶寶課是一條龍~從

上午直通晚上哩 呵呵~ 

勞煩您回覆了 感激不盡^___^  感謝老師的激勵 豬寶保會把這句話照相起來存檔 呵呵 ~THANK 

A LOT 

 

內容六： 

感謝老師 看到您PO的卡內基美隆大學教授 Randy Pausch 這段話豬寶包都快哭了 T___T 

順便再分享個不錯的連結給老師 TOPIC:台灣惠明學校─文貴的音樂夢(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_embedded 

 

內容七： 

可以直接寫email到我信箱，告訴我你方便的時段，總是有辦法擠出空檔的。 

謝謝你分享的連結。題外話，台灣惠明學校賴校長是我的小學同學，他是一位讓人非常尊敬的教育

家。 

 

內容八： 

 

http://www.facebook.com/note.p.....amp;ref=mf 

 

老師提供的那段話跟嚴長壽這篇文章有異曲同工之妙> _^ 

 

可惜豬寶包到了人生的1/4才體會到這番話的意義T.T  

 

內容九： 

謝謝分享！ 

 

53. 

標題：Yet Another good Linear_Algebra on_line course started from 

affine geomety 

內容一： 

WildLinAlg: A first course in Linear Algebra. 

The course is somewhat more geometric and conceptual than usual. 

It also emphasises application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eature=BF 

老師的筆記及講解都很不錯 

 

內容二： 

謝謝你提供的學習訊息，既可以學好線代，還能夠增進英語聽力。 

感覺這個網站越來越國際化，挺好的。 

 

54. 

標題：關於平面上Reflection矩陣Q=I-2uu\\''之推導 



 

內容一： 

感謝你提供的幾何解釋，這比我在特殊矩陣(四)：Householder 矩陣，

http://ccjou.twbbs.org/blog/?p=3272，採用的推導更清楚說明 I-2uu’ 的行為。 

 

我經常提醒自己盡量使用簡單例子或幾何直覺來解釋現象，不過可能是自小教育的影響，總會不知

不覺地快速\\"算出\\"答案。按你提供的想法，我們可以繼續延伸至更一般的情況如 I-kuv’，k 

是一純量，再搭配特徵向量就很容易解釋 I-kuv’ 到底在幹嘛。 

 

內容二： 

在老師的講義P127頁及strang教授的書有談到這個映射矩陣 Q=I-2uu’ 

不過,在教科書中,strange教授沒有說到,怎麼製造出這個矩陣出來.  

今天在聽老外的線上課程,有提到在單純affine geometry 上,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eature=BF 

對一通過原點的pi平面ax+by+cz=0,指定通過原點任1給定方向v=(l,m,n)  

 

對任一空間點w=(x,y,z), w在沿著v方向在pi平面之映射點之求法:  

 

w-1倍w沿著pi平面在v上的投影=w沿著v方向在pi平面上的投影   (此投影滿足平面方程式)  

w沿著v方向在pi平面上的投影-1倍w沿著pi平面在v上的投影=w沿著v方向對pi平面上的映射 

 

也就是說 

 

w-2倍w沿著pi平面在v上的投影=w沿著v方向對pi平面上的映射 

 

看到這個陳述,心中突然一跳,聯想到正交矩陣Q=I-2uu’,  norm(u)=1 

 

Uu’ 在教授的書裡,指的正好是對u的投影矩陣, 瞬間了解了-2uu’的幾何意義.  

 

55. 

標題：Test 

內容一： 

TEST for the very first !!! 

 



56. 

標題：如何證斜對稱的方陣是singular 

內容一： 

A是n*n的skew-symmetric matrix且n是奇數 

欲證A is singular 

我知道可以用det(A的轉置)=det(-A)來證 

但是否能從A是singular的定義找到x不等於0使得Ax=0的想法下去證呢 

謝謝 

 

內容二： 

可以證明 nxn 階斜對稱矩陣的特徵值為0或共軛純虛數，因此當 n 是奇數時，必定有特徵值 0，

故不可逆。詳細過程請見 

 

特殊矩陣(13):反對稱矩陣 

http://ccjou.twbbs.org/blog/?p=8494 

 

57. 

標題：量子力學數學工具常用的矩陣元素定義法 

 

內容一： 

在量子力學中,線性算子(linear operator)扮演重要角色 

 

而線性算子的矩陣表示,則主要是經由正交基底來表現 

其精神,則是所謂的矩陣元素抽出法 

設A=[aij],為n by n矩陣, 其係以n維歐式空間,標準完整正交基底來表示 

ek=[0 0 0...1 0 0]’  

則矩陣的element aij= ei’ A ej  ,在量子力學中,通常記為 < i/A/j>   (請把/當成直線)  

 

另一個常用的性質是正交基底完整性,也就是說 

I (identity matrix )=e1e1’+e2e2’+....+enen’;  (也就是由單位矩陣由n個完全集的單

位正交基底的個別正交投影矩陣加總而成)  

量子力學通常e1記為 /e1> (稱為ket vector),而e1’記為< e1/ (稱為bar vector) 

 

所以I=summation (i=1到n),  /e1> < e1/+ /e2> < e2/+ /e3> < e3/+..../en> < en/ 



 

而正交基底的性質就是 < ei/ej> =ei’ej=δ (ij)=1 (i=j), =0 (i 不等於j) 

  

所以像矩陣相乘的元素 (AB)ij可以很容易證明為 

 

因為AB=AIB 

 

(AB)ij=< ei/AB/ej> =< ei/AIB/ej> =< ei/A (/e1> < e1/+ /e2> < e2/+ /e3> < 

e3/+..../en> < en/) B/ej>  

 

=< ei/A /e1> < e1/B/ej> +< ei/A /e2> < e2/B/ej> +< ei/A /e3> < e3/B/ej> +....+&         

lt;ei/A /en> < e1/B/en>  

 

=sumation ((k=1到n), (Aik)(Bkj) 

 

內容二： 

for more detail  , 我找到這個網站的教授handout可供同學們看看 

linear algebra for quantum mechanics 

 

http://hep.ucsb.edu/courses/ph115a/ 

 

內容三： 

我大學時從來沒修過量子力學，大二時修了近代物理和古典力學，此後就跟物理說 byebye 了。你

提到的 ket vector 和 bra (應該不是 bar) vector 好像只出現在量子力學裡，這些符號都

是 Dirac 所創吧。 

 

看來我也該抽空研究一下 ket/bra 到底是怎麼計算的，如果繼續下去，是不是線性代數在統計，

管理數學，經濟學的理論應用都得拿來說一說呢？真的是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 

 

內容四： 

聽過老師的線性代數課程,再來看量子力學的網路課程,有如虎添翼之效哩\ 

bra vector 也就是row vector , ket vector就是column vector 

i> < i 就相當於課本上說的a*a transpose (1-d projection) 

 

不過這個<  bra ket > 的記號,有時候在公式推導還挺方便的, 



在不同的課程看到類似的應用,有種看到老朋友的感覺 

例如講義上教的bilinear form ,  x’Ax , 

 

在量子力學上就變成是operator A 的expectation value 

 

< A> =< Φ /A/Φ > \r\n 

 

I like linear algebra . ^^ 

 

感覺到若能擁有足夠的數學工具,就能進1步理解該門課的內容 

 

內容五： 

參考老師的這篇 Hermitian 矩陣特徵值的變化界定

http://ccjou.twbbs.org/blog/?p=6554 

 

瞬間認知 量子力學 的expectation value 就是 Rayleigh quotient 

這真是太巧了. 到處都是老朋友 

 

58. 

uA  

內容一： 

 

首先，由A的某些特征向量v1，v2...? !A v1，v2..

?! ?基底，?:  

 

?在? A 0和整: V?_: A的某些特

征向量构成的一?基底？  

 

? ?  

 

 

內容二： 

我不是百分百確定你提出的問題，並非A的任意不變子空間都可由特徵向量擴張而成（參見

http://ccjou.twbbs.org/blog/?p=7558的例子），所以我將你的問題解讀如下： 

 



A 的任意不變子空間（不含0及V）中必定包含至少一個A的特徵向量  滿足 。 

 

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說明，嚴格的證明可以由此推廣。 

 

設 ，，就有 

 

 

 

我們試圖在不變子空間  找出一特徵向量，因此考慮 ，就有 

 

 

將前面兩式代入上式左邊可得 

 

 

因為  和  線性無關，所以一定有 

 

 

改寫為矩陣形式： 

 

 

換句話說，即為對應特徵值  的特徵向量。 

 

由於任意矩陣至少存在一特徵向量（見http://ccjou.twbbs.org/blog/?p=7480），也就表

明肯定存在 滿足上式，而 即為屬於不變子空間  的一特徵向量，對應特徵值 。 

如果你問的非我所想的，請再詳述你的原始問題。 

 

內容三： 

 

 

 

? !A的任意一: 0 v !r，_我8能否找到

的某一?基{x1，x2...xr}，使得{x1，x2...xr}恰好!A的r:  

 

:例子：  

!A ?基底!{x1,x2}。\r\n 



 

?在的? ?基底{v1，v2}，使得v1，v2是A的_:

\r\n\r\n 

 

希望我能描述清楚。 

 

         http://ccjou.twbbs.org/blog/?p=7480）提到的定理一：

設  為  階方陣，為一不變子空間，，則  中必有一特徵向量   使得 。\r\n 

 

?: :想法。 

 

 

 

內容四： 

??  

 

內容五： 

不行，除非 A 是可對角化矩陣。可對角化矩陣的一個等價性質就是任意不變子空間都可以找到特徵

向量作為基底。當 A 是不可對角化時，例如， 

 

 

對應特徵值 2 的不變子空間由 x1=(1,0,0) 和 x2=(0,1,0) 所張， 

 

 

 

但此不變子空間僅存在一個特徵向量 x1=(1,0,0)，x2稱為廣義特徵向量。另一個說法是每個 

Jordan 分塊僅對應一個特徵向量，上例中 A 包含兩個 Jordan 分塊  和 [3]，詳見 

http://ccjou.twbbs.org/blog/?p=8914 

 

交流園地張貼數學式子有點麻煩，請參考

http://ccjou.twbbs.org/blog/wp.....ormula.pdf  

下回你可以試試。 

 

內容六： 

我?在知道了，A :由A的特征向量?成的基底，除非A  



 

估+ J老F ?  

ps：?:  

 

59. 

標題：2 × 2 矩陣的值域空間和映零空間問題 

內容一： 

書上看到一個題目： 

已知  為  ，問 R(T) 、 N(T) 

 

我是想先取： 

 

 

然後經過這樣的計算： 

 

 

之後在書上跑出了這一個步驟： 

 

「若將  視作為   ，則   可以使用矩陣  來表示，如下：  

            

 

  因此可以知道矩陣  有    因為 

  負的一個第一行 + 負的一個第二行 = 正的一個第三行 

   

和 

 

  負的一個第一行 = 正的一個第四行 

 

  故有： 

 

 

  」 

有一步我覺得很奇怪，為何         可把矩陣  從   變成  ？ 題目不是限定了  了嗎？ 

但是最後的結果卻可以用這樣奇怪的方式來得出，請問周老師，這樣的處理方法合理嗎？ 

如果合理，那為什麼可以把矩陣  從   變成  ？ 



 

  變成  ？ 

 

或者是說這是不正當的解法，是邪魔歪道？ 

程度很差，希望周老師能夠指點迷津，再次謝謝周老師和其他前輩們！ 

 

內容二： 

 

今天晚餐吃的太飽，沒辦法集中精神，先簡略回答你的問題。"有一步我覺得很奇怪，為何可把矩陣  

從   變成  ？ 題目不是限定了  了嗎？\\" 

矩陣  從   變成  的過程稱為座標映射，因為有人在  裡選擇了一組基底  

B：所以矩陣 可表示為此基底的線性組合 

將組合係數收集起來就構成了 A 參考該基底的座標向量\r\n\r\n這不是邪魔歪道，這是說任何 n 

維(此例即為 2x2=4)向量空間和 R^n (或 C^n) 同構。上面的 P 矩陣也就是線性變換  T 參考

基底 B 的表示矩陣也 

 

若還有疑問，明天再說吧！ 

 

內容三： 

將線性變換以矩陣表示的好處是很容易計算線性變換的子空間，例如 nullspace 和 range，另

外還可以產生內積空間以便計算最小平方解，譬如，試求 A 使得 

 

最小，又可以再問：找出一組有序基底使得 T 參考該基底的矩陣表達式是主對角矩陣，亦即對角化。

請參考昨日貼出的每週問題 Dec 6, 2010。 

 

http://ccjou.twbbs.org/blog/wp.....-6-101.pdf 

 

這些問題好像常出現在近年的研究所考題中，但我要鄭重聲明，這些考題都與本人無關，因為我已

經很久很久沒有出過考題了。 

 

內容四： 

 

十分感謝周老師的細心回答 

如果只看工程數學的矩陣代數實在是很不紮實，東缺西缺的 Orz 

我看我還是按部就班的從正式的線性代數開始起步好了。 



 

P.S.   請問周老師，如果當您在讀一門科目的時候，         忽然發現有問題，但是也沒有類似

像老師您這樣的教學平台可以發問的同時， 

請問老師您會怎麼做呢？         想不出來...繼續想？還是說上網找答案？ 

( 但是網路上面的資訊可信嗎？例如維基百科之類？ 

網友的討論我是不太敢採信，但周老師的我就十分肯定 )         或者看更多書，看不一樣的說法？         

如果還是找不到您想要的答案，那您會怎麼辦呢？ 

這樣的問題其實困擾著很多學生，可以請老師指點一下嗎？ 

 

內容五： 

 

忽然發現有問題該怎麼做呢？ 

 

在google尚未誕生的那個時代，像我們這些當老師的通常都會跑去圖書館查資料吧，縱使無所獲，

也可以胡亂逛逛，甚至樂得在沙發上小眠(試想，有誰會在這時吵醒你說：老師，不好意思，我想請

問你這題該怎麼做？)。自從十年前 google出現以後，我就直接先在網路上查找相關文獻，如果

真有需要還是會去圖書館的（幸好只要走三分鐘）。找到你要的資料並不表示問題就可以順利解決，

頂多只能說你蒐集到相關資訊，接著要抽時間閱讀，咀嚼和消化，或者處於一種哲學所稱的"懸置"

狀態，意思是掛在哪裡沒動靜。 

 

維基百科的資料可信嗎？ 

 

或許不是可信不可信的問題，百科全書的寫作目的是簡明揭露必要訊息，而非清楚地傳遞意義，所

以很可能我們看了幾遍還是不明瞭。這很正常。但多數人無法接受：為什麼看了維基百科還是不懂？

喔，真相是我們跟幾千年前的祖先們沒有什麼大差別。近十年來，資訊傳播的速度飛快，很多人誤

以為自身接收訊息或學習的速度也同樣加快，錯了，我們的生物結構幾千年來沒有改變，孔子或亞

里斯多得若活在今天大概也一樣上網打B，寫寫facebook，然後上課啃雞腿吃泡麵被老師罵，與眾

不同的是他們後來會找點別的事幹。 

 

 如果還是找不到您想要的答案，那您會怎麼辦呢？ 

 

如果真心想學好一樣事情，不要給自己幾天，幾星期或幾個月，應該給自己更長的時間，幾年吧。

人要能夠成為專家，必須經歷十年的時間，想快很難。學習過程中縱使沒有找到答案也很正常，像

我在部落格標題引用的那句話：i seek not to know only answers, but to understand 



the questions. 得到答案並不表示問題就解決了，一直沒有確定的答案反而能使我們有學習的

動機。答案跑出來那天，可能你正在搭捷運，講手機，上廁所，突然你會自言自語大叫：「XXX，

我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了...」我一直懷疑阿基米德從浴缸跳出來大喊 Eureka，其實是古希臘語的

一句髒話。         

 

內容六： 

謝謝周老師的回應， 

我也會有靈光一閃，就像是柯南後面閃過一道光線一樣， 

忽然把一年都沒搞懂的東西想懂了， 

那時候就想說「唉呀！原來周老師要說的就是這個！」 

我想學習是細水長流的， 

播種、耕耘、經過風吹雨打、有人偷菜、最後收割，都是一條非常長遠的路。 

但也因為這個教學平台可以讓我在這學習過程更有保障、更穩固自己的基礎，  

再次感謝周老師，謝謝！ 

 

60. 

標題：子空間和向量空間的問題 

內容一： 

請問周老師： 

 

1. 

零向量也一定屬於向量空間 V 

 

那這樣只有「零向量」的向量空間，是否也可以形成子空間呢？ 

我是想說如果只有「零向量」所形成的向量空間， 

在裡面任取兩個向量，都是零向量，相加之後當然也還是零向量 → 滿足相加封閉性 

當然「零向量」乘上任何純量都還是零 &rarr; 滿足純量相乘封閉性 

所以我大膽假設：只有零向量所形成的向量空間，也一定是子空間。 

這樣的回答可以嗎？感覺有點鬆散 Orz... 

 

2. 是非題 

 

The set of all invertible  matrices forms a subspace of  

The set of all noninvertible  matrices forms a subspace of  



 

問題應該是問： 

所有可逆、不可逆的二階方陣的集合是否能夠構成  的一組子空間呢？ 

 

我的想法是說： 

 

如果矩陣為可逆的話，代表它的係數行列式一定不等於零， 

所以零空間的維度 = 0 ；映零空間只有零向量可以形成 

值域空間的維度就等同於方陣的階數 = 2   

 

第一題的時候我是想說：「只有「零向量」的向量空間，也可以形成子空間」， 

當然值域空間就不用說了，當然也一定可以。 

如果為不可逆的話，係數行列式一定等於零， 

這時候就要找個別的映零空間和值域空間了，所以不可逆的話當然可以形成子空間 

其實我回答這題的時候感覺有點心虛，是否能夠請老師指點迷津！ 

 

3. 子空間是向量空間內的最小向量空間嗎？  

4. 代數裡面的 Field 體是在講純量和純量之間的作用 

但是加入向量空間 V 之後，就可以把純量和向量一起拿來作用，達成相加封閉和純量相乘封閉性 

我想問老師的是，是Field 體 比較大，還是向量空間 V 比較大？ 

我是想說向量也是由各個分量組成的，而各個分量也是純量，所以Field比較大。 

 Field 體 和 向量空間 V 是獨立的空間嗎？還是都是同一個空間裡面？ 

(雖然這跟線代好像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我還是想問問看老師) 

 

問了很多問題，實在很不好意思，果然書看多了會讓人越想越多啊 

希望周老師可以指點迷津，再次感謝周老師的用心指導！ 

 

內容二：\ 

 

andy6829 說:\r\n\r\n 

 

請問周老師：\r\n 

 

1.\r\n 

 



零向量也一定屬於向量空間 V\r\n 

 

那這樣只有「零向量」的向量空間，是否也可以形成子空間呢？\r\n 

 

我是想說如果只有「零向量」所形成的向量空間，\r\n 

 

在裡面任取兩個向量，都是零向量，相加之後當然也還是零向量 &rarr; 滿足相加封閉性\r\n 

 

當然「零向量」乘上任何純量都還是零 →滿足純量相乘封閉性\r\n 

 

所以我大膽假設：只有零向量所形成的向量空間，也一定是子空間。\r\n 

 

這樣的回答可以嗎？感覺有點鬆散 Orz...\r\n\r\n 

 

答：是 V 的一個子空間，維度等於零，因為不需要任何基底構成，經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有點這個味道。 

 

2. 是非題 

The set of all invertible  matrices forms a subspace of   

The set of all noninvertible  matrices forms a subspace of 

 

問題應該是問：  

所有可逆、不可逆的二階方陣的集合是否能夠構成  的一組子空間呢？  

我的想法是說：  

如果矩陣為可逆的話，代表它的係數行列式一定不等於零， 

所以零空間的維度 = 0 ；映零空間只有零向量可以形成 

值域空間的維度就等同於方陣的階數 = 2   

 

第一題的時候我是想說：「只有「零向量」的向量空間，也可以形成子空間」，  

當然值域空間就不用說了，當然也一定可以。 

如果為不可逆的話，係數行列式一定等於零，  

這時候就要找個別的映零空間和值域空間了，所以不可逆的話當然可以形成子空間 

 

其實我回答這題的時候感覺有點心虛，是否能夠請老師指點迷津！  



 

答：這次是真的想太多了，你將不同的概念混淆在一起。矩陣自身既是向量，也是線性變換。此題

是將矩陣當成向量，而你則視之為線性變換，所以才會想到值域和映零空間。 

 

判斷子空間還是回到定義吧，設 A 為二階可逆矩陣，但 A+(-A)=0，零矩陣不是可逆矩陣，故不

滿足封閉性。另一個說法是二階可逆矩陣並不包含零矩陣，這違反子空間的要求，因為任意子空間

都必須含零向量。類似道理，不可逆矩陣的集合也不能形成子空間，因為兩不可逆矩陣之和可以成

為可逆矩陣，例如，二階實矩陣的子空間有對稱矩陣，主對角矩陣，上三角形矩陣等。 

3. 子空間是向量空間內的最小向量空間嗎？  

 

答：子空間也是向量空間，只是因為它屬於某向量空間，所以我們稱之為子空間。何謂大小呢？度

量子空間\\"大小\\"的方式是計算構造該子空間的基底向量個數，稱之為維度。因此，向量空間內

維度最小的子空間是 {0}。 

 

4. 代數裡面的 Field 體是在講純量和純量之間的作用 

但是加入向量空間 V 之後，就可以把純量和向量一起拿來作用，達成相加封閉和純量相乘封閉性 

我想問老師的是，是Field 體 比較大，還是向量空間 V 比較大？  

我是想說向量也是由各個分量組成的，而各個分量也是純量，所以Field比較大。 

Field 體 和 向量空間 V 是獨立的空間嗎？還是都是同一個空間裡面？  

(雖然這跟線代好像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我還是想問問看老師)  

 

答：我們平日使用的數域 R 或 C 就是體 field，當定義向量空間時，我們會說 V 定義於 R 或 C 

上，field 並非向量空間，兩者是不同的代數結構，沒有大小之分的問題。 改日我再詳細說明他

們的關係好了。 

 

內容三： 

謝謝周老師這麼快就回答了我的問題，實在非常感動 

對於第二題的回答我有些問題： 

 

老師您說: 

「矩陣自身既是向量，也是線性變換。此題是將矩陣當成向量...」 

之前我也看到有書上問說：「何以矩陣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歐氏向量？」 

 

當時我看了老師您寫的「線性映射與座標轉換」之後，對自己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  可以看成矩陣  的行向量之線性組合，所以矩陣也是一種向量。 

這和老師您說的「矩陣自身既是向量」和書上的 

「矩陣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歐氏向量」是不是一個正確的回答呢？ 

不過如果只因為矩陣可以寫成行向量形式，就可以把矩陣也稱為向量， 

那這樣看起來好像還挺好懂的。( 對矩陣失敬失敬 ) 

 

-- 

 

之後老師您回答了： 

 

「設 A 為二階可逆矩陣，但 A+(-A)=0，零矩陣不是可逆矩陣，故不滿足封閉性。」 

 

這句話的意思我不懂 Orz 老師的意思是說： 

我假設 

 

 

 

然後 

 

 

 

因為零矩陣不是可逆矩陣，故不滿足封閉性。 

這個封閉性是指相加封閉性；還是純量乘法封閉性呢？ 

 

老師又說： 

「另一個說法是二階可逆矩陣並不包含零矩陣， 

    這違反子空間的要求，因為任意子空間都必須含零向量。」 

任意子空間都必須含零向量，零矩陣不是零向量嗎？ 

那這樣和老師一開始說的「矩陣自身既是向量」不是有所衝突嗎？ 

( 當然，明白零矩陣不是可逆矩陣 ) 

 

-- 

老師最後說： 

不可逆矩陣的集合也不能形成子空間，因為兩不可逆矩陣之和可以成為可逆矩陣，例如， 

兩個不可逆的矩陣的相加之後，可以成為可逆矩陣，這樣會違反子空間的哪個定義？ 



包含零向量？相加封閉？純量相乘封閉？ 

我怎麼看就是零向量最有問題，但是還是想不出來哪裡錯了 Orz 對不起我真遜 

 

-- 

 

第四題的問題： 

老師可以不回應這個問題，只不過我對這些一開始的源頭一直分辨不清， 

看了老師寫的「線代入道要門論」的定義之後，有一點小小的感覺， 

老師回答說： 

「我們平日使用的數域 R 或 C 就是體 field，當定義向量空間時， 

我們會說 V 定義於 R 或 C 上，field 並非向量空間，兩者是不同的代數結構...」 

V 定義於 R 或 C，但是兩個是不同的代數結構，可以把 V 定義於 R 或 C嗎？ 

我總是會把 R 或 C (Field) 想成是大地板，然後V就是放在地板上的地毯， 

然後幾個小坐墊(子空間)放在地毯上面...(好爛的比喻) 

課本上只有說向量空間的定義是滿足相加封閉性和純量相乘封閉性，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說，向量相加封閉性裡面的向量是來自於向量空間V嗎？ 

向量裡面的各個分量是來自向量空間 V？還是來自於 R或 C (Field) 裡面？ 

那純量相乘封閉性裡面乘上向量的純量，是來自於 R或 C (Field) 裡面嗎？ 

 

但是老師又說兩者是不同的代數結構，這可就把我搞混了 Orz 

 

-- 

 

先在此謝謝周老師，好不容易有這麼厲害的老師可以問問題， 

就把自己積了好幾個月一開始的疑問就說出來了，沒有找碴的意思， 

如果有不適的地方請老師見諒，再次謝謝周老師的指點教學！ 

 

內容四： 

關於第二題。 

 

封閉性的意思是這樣的。設 W 為一向量集合，若  v1, v2 屬於 W，c 為一純量，則 v1+v2 和 cv1 

也屬於 W。 

 

矩陣就是廣義向量，線性代數所說的向量未必一定是幾何向量。請見 



 

http://ccjou.twbbs.org/blog/?p=6870\r\n\r\n 

 

重新想一次：二階可逆矩陣是子空間嗎？二階可逆矩陣只是表示了一個\\"向量集合\\"，然而向量

集合未必總是子空間。子空間必須滿足封閉性，就是說任何兩矩陣 A, B 之和 A+B 仍要屬於該子

空間，任何純量 c 和 A 之積 cA 也要屬於該子空間，但是 A+(-A)=0 並不屬於該子空間呀！因

為 0 不可逆。或者直接先看該集合是否包含零向量（即零矩陣），如果不包含，那肯定不是一個子

空間。如果包含零矩陣，我們仍要檢查封閉性是否成立。同樣道理，兩不可逆矩陣之和可以為可逆

矩陣，所以計算結果已經不屬於原來的向量集合了。 

 

關於第四個問題。從簡單的例子下手好了，譬如說，二維向量。如果你想告訴別人你所說的二維向

量是什麼東西，你一開始會怎麼說？也許你會先給出這些向量的一般數學形式，如果是幾何向量你

就說他們長的像是 ，他們可以相加，也可以和純量 c 相乘，然後有人問你：那麼 a 和 b 是什麼

數學物件？c 又是什麼物件？你又趕忙回答說：a, b, c 都是實數。這下聽者明白了，數學家於

是說你指的向量空間可以記為，大家約定好這是定義於實數域（或體）的二維幾何向量。當然了，

你可以說         一維向量就是數域嘛，也沒錯，可以這很平凡無趣。現在應該可以回答你的提問

了。 

 

課本上只有說向量空間的定義是滿足相加封閉性和純量相乘封閉性，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說，向量相加封閉性裡面的向量是來自於向量空間V嗎？ 

是的，你一心想要確定會不會計算結果跑掉了。 

 

向量裡面的各個分量是來自向量空間 V？還是來自於 R或 C (Field) 裡面？ 

裡面的元 a 和 b 來自實數域，a 和  b 並非向量呀！ 

那純量相乘封閉性裡面乘上向量的純量，是來自於 R或 C (Field) 裡面嗎？ 

 

 中的 c 也是來自實數欲。 

 

這樣簡單比喻希望你能明瞭其中的關係。 

內容五： 

謝謝周老師，我得大聲說出：Eureka! (不是罵老師您的意思啦XD)第二題的回應：我一直把自己

綁在零矩陣的地方走不出來，真是不應該老師您說了：「二階可逆矩陣只是表示了一個\\"向量集

合\\"，然而向量集合未必總是子空間。   子空間必須滿足封閉性，   就是說任何兩矩陣 A, B 之

和 A+B 仍要屬於該子空間，   任何純量 c 和 A 之積 cA 也要屬於該子空間，   但是 



A+(-A)=0 並不屬於該子空間呀！因為 0 不可逆。」老師的意思是說，一開始題目是說把「二階

可逆矩陣只是表示了一個"向量集合"」如果要形成子空間那就必須要滿足子空間的條件，於是舉了

個例子： 

 

 

由上面可以知道，以上這兩個可逆矩陣相加之後形成的矩陣，也就是零矩陣， 

這個「零矩陣不可逆」，因此這個零矩陣根本不存在在題目一開始所要求的 

「二階可逆矩陣形成的一個"向量集合"」內，因為這個「零矩陣不可逆」， 

這樣子說對不對呢？( 感覺繞了一大圈啊 ) 

 

老師之後說： 

「直接先看該集合是否包含零向量（即零矩陣），如果不包含， 

   那肯定不是一個子空間。如果包含零矩陣，我們仍要檢查封閉性是否成立。」 

如果是「二階可逆矩陣形成的一個"向量集合"」，那一定不包含「零矩陣」， 

因為「零矩陣不可逆」，根本不在這個集合裡面。 

 

但是「二階不可逆矩陣形成的一個"向量集合"」就有包含「零矩陣」了， 

這時後要檢查封閉性是否成立。因此舉個例子： 

 

 

兩個不可逆的矩陣相加之後，變成了「單位矩陣」(以上例來看) 

因為「單位矩陣是可逆的」，因此這個「單位矩陣」根本不存在在題目一開始所要求的 

「二階不可逆矩陣形成的一個"向量集合"」內，因為這個「單位矩陣是可逆的」， 

這樣子說對不對呢？( 感覺又繞了一大圈啊 )          

 

如果是「二階不可逆矩陣形成的一個"向量集合"」，那一定不包含「可逆矩陣」， 

因為「可逆矩陣可逆」，因此根本不在這個集合裡面。 

(兩不可逆矩陣之和可以成為可逆矩陣) 

 

第四題的回應： 

原來向量裡面的「元」都是在來自實數域(或複數域) (Field體) 

合在一起變成向量，進而形成向量空間。 

這樣感覺向量是一個框架，而框架裡面的元都來自實數域(或複數域) (Field體)。 

所以書上才會說  是佈於實數系下的「二維歐式向量」所形成的集合， 



而這個集合又剛好符合向量空間的要求。 

 

不知道上述的說法正不正確？ 

 

老師說： 

「...我們會說 V 定義於 R 或 C 上，field 並非向量空間，兩者是不同的代數結構...」 

我想了很久，「兩者是不同的代數結構」 

「向量空間 V 」和「體 Field」的代數結構 

最明顯的不同地方就是「交換律」， 

例如矩陣所形成的向量空間，矩陣的交換律不成立，但體的交換律成立。 

都快被搞糊塗了，原頭真是個基礎啊...Orz 

 

還是很謝謝周老師一直幫忙著我們，再次謝謝周老師！ 

 

內容六： 

我想你已經完全透徹瞭解了當初的疑問。 

表面上，我們提問的動機是要知道答案。但問與答的反覆過程會激發我們從多個角度審視問題，回

顧已知的有用訊息，澄清模糊的概念，最後逐漸建立鞏固的思想。 

 

糊塗表示我們正處於一種學習變化狀態，所以難得糊塗。 

 

繞一大圈也是正常的過程，因為繞了一大圈所以每個風景點都看過了，當你回到出發點時，已經不

是先前的同一個人了。可是這中間過程的心智變換，只有當事人你自己最清楚。 

 
61.  

標題:值域空間和基底 

內容一   :  

周老師好，近日回頭複習線代的題目，發現了一些小問題想要請教老師：  

 

 

，找出這個矩陣的值域空間和基底 

我先經過了基本列運算之後變成 

 

 



 

其實可以很明顯知道第2、4、5行線性相依，第1、3行線性獨立 

這時候我就可以決定矩陣的秩，一看就知道是2，但是這時候問題就來了 

我再寫值域空間的擴展空間時，應該要寫 

 

 或者是 

 

   哪個才對呢？ 

 

基本列運算的結果不會影響矩陣的秩，但是最後的擴展空間我卻不知道該選哪個才好， 

任何向量都可以經由這兩個向量加加減減得到，照理說兩個應該都可以 

那基底該選哪個呢？ 

 

左邊的好像可以，不過右邊的看起來更對？ 

 

( 我的課本基底是選上面的，但是基底的個數是固定的， 

  形成基底的向量是可以無限多的，所以我認為兩個都可以) 

-- 

P.S. 額外問題 

一個矩陣經過基本列運算之後 

 

 

 

書上就到這步而已，然後說右邊的矩陣稱作「列梯矩陣」 

但是我想說這矩陣好像還沒有到「最簡的地步」？ 

 

意思是說： 

 

 

 

其實最右邊看起來更簡，不過有必要這個樣子嗎？ 

還是說滿足列梯矩陣的定義就可以了？ 

或者是說一定要到「第一列最簡」? 再來「第二、三...列最簡」？ 

最近問題實在很多，希望周老師和各位前輩們多多包含，再次感謝周老師和各位前輩們！' 

 



內容二   : ' 

我再寫值域空間的擴展空間時，應該要寫 

 

 或者是 

 

   哪個才對呢？ 

 

雖然兩個子空間的維度都等於2，但上面的基底才是值域基底，當你執行列運算時，列向量的線性組

合會破壞行向量，這解釋為何下面的基底向量僅有前兩個元非零。但是為何原矩陣 A 的對應行會是

基底呢？而其他行與這些基底向量又有何關係呢？這個問題從前上課時有同學問過我。請見\\"由

最簡列梯形矩陣判斷行空間基底\\" 

http://ccjou.twbbs.org/blog/?p=1388 

 

一旦得到梯形矩陣就得知軸行與軸列，此時即可判定線性獨立的行向量，因此沒有必要繼續化簡至

最簡形式 rref，除非你要進一步得到 nullspace，那麼從 rref 可以立刻獲得答案。請見每週

問題 

http://ccjou.twbbs.org/blog/wp.....l-6-09.pdf  

 

內容三   :  

謝謝周老師，果然小細節大學問，這次真是錯的心服口服，  

下次不會把基本列運算的結果當作是值域基底了，  

(我想課本沒講，想必是作者認為那是很明顯的事 XD)  

 

那值域的擴展空間 

 

 或者是 

 

  都可以嗎？ 

還是說和基底一樣，只能選上面的呢？  

謝謝周老師的指點迷津，線代已成為我生活中的一部份了，實在是十分有趣！  

 

內容四   : 

其實周老師已經把答案講的很明顯了，我沒仔細想過糊裡糊塗亂問一通真是抱歉，  

老師的「由最簡列梯形矩陣判斷行空間基底」一文裡面提到了：  



經過基本列運算後，矩陣  的行空間結構已經被摧毀  

但是經過了    (所有執行過的基本矩陣乘積) 和 和 的聯繫， 

 

使得 還能保留住原矩陣  的「行向量線性組合關係」，  

 

但是「行空間(值域空間)的結構」卻已被打破。 

 

「關係」還在，但是「結構」已破壞。 

 

如同軀殼已壞，但精神還存在，自強不息~ (胡言亂語中)  

 

-----------------------------------------------------------------------

----------------------------------- 

Gilbert Strang - Introdcution to Linear Algebra - Third Edition 的 

 

3.6 Dimensions of the Four Subspaces - The Four Subspaces for  

 

裡面有提到老師證明的相關資訊 

 

Spence Insel Friedberg - Elementary Linear Algebra - A matrix Approach - 

Second Edition 的 

 

4.2 Basis and Dimension 的 Example 1 裡面有提到： 

 

「In fact, the column space of a matrix in reduced row echelon form always 

has a basis consisting of standard vectors, which is not usually the case 

for other matrices.」 

 

這時才發現原來「最簡列梯矩陣」經過把線性相依的向量踢除之後，  

最後剩下的都是線性獨立的「單位向量」，但這些單位向量卻不能形成題目矩陣的行向量。 

因為基本列運算已經破壞了行空間的結構，就如同老師所述的：  

「當你執行列運算時，列向量的線性組合會破壞行向量」 

因此只能判斷最簡列梯矩陣的「關係」，而不能使用最簡列梯矩陣的「結構」 

判斷關係完之後，結構由題目所給矩陣得出，這樣子講不知道可不可以呢？  

 



當然，基底也是一樣的道理，只不過值域空間所形成的「擴展空間」所需的線性獨立向量個數， 

正好和基底所需的向量個數相同，而基底所需的向量個數就是這個值域空間的維度。 

向量個數相同，但是值域空間是擴展空間，所以要註名 

 

，而基底便是 

 

這是我的想法和心得，不知道這樣子講可不可以呢？ 

 

P.S. 

Otto Bretscher - Linear Algebra with Applications - Fourth Edition 的例題

有一題是: 

 

3.1 - 44. 

 

Consider a matrix , and let  

 

a.  Is  necessarily equal to  ? Explain. 

 

b  Is  necessarily equal to  ? Explain. 

 

a. 

 

Yes  by construction of the echelon form, the systems  and  have the same 

solution 

 

( it is the whole point of Gaussian elimination not to change the solutions 

of a system ). 

 

b.  

 

No. as a counterexample, consider  , with  , 

 

                          but  , with  . 

 

課本寫的很簡潔，但是周老師卻花很大的篇幅來解釋，實在是很用心。 

謝謝周老師，雖然又繞了一大圈，不過是十分高興的，  

希望周老師不要覺得我很煩，再次感謝周老師。 



 

內容四   : 

關於這提到的這個問題，我也一直覺得很納悶：為什麼多數的課本都只是快速帶過呢？  

你的解釋是很恰當的：  

經過基本列運算後，矩陣  的行空間結構已經被摧毀，  

 

但是經過了    (所有執行過的基本矩陣乘積) 和 和 的聯繫，  

 

使得 還能保留住原矩陣  的「行向量線性組合關係」，  

但是「行空間(值域空間)的結構」卻已被打破。 

「關係」還在，但是「結構」已破壞。 

 

真正瞭解這其中關係的人才能夠寫下這些話。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繼續加油。' 

 

內容六   :  

因為列運算不改變解空間, 所以 A 與  R 的行關係沒有改變 

也可以參考交大工程數學開放課程線性代數部分講義第75頁的說明, 也很精闢 

http://ocw.nctu.edu.tw/course/.....I/ch02.pdf 

 

內容七   :  

vtriplev 說: 

因為列運算不改變解空間, 所以 A 與  R 的行關係沒有改變 

也可以參考交大工程數學開放課程線性代數部分講義第75頁的說明, 也很精闢 

http://ocw.nctu.edu.tw/course/.....I/ch02.pdf  

 

"因為列運算不改變解空間, 所以 A 與  R 的行關係沒有改變"，這正是兩年前有一天下課後，學

生過來問我的問題。初學者希望獲得的是對新概念的直覺理解。列運算改變了什麼？又沒有改變什

麼？  

 

設矩陣 A 列等價於梯形矩陣 U 或最簡列梯形矩陣 R，我們知道它們三者的零空間(nullspace)

相同，N(A)=N(U)=N(R)，因此列空間也相同 C(A^T)=C(U^T)=C(R^T)，但行空間則顯然不同

（因為被列運算給打爛了）。我知道的多數課本都採用類似白老師講義的解釋："Ax=0 即為 

x_1a_1+...+x_na_n=0 而 Ux=0 即為 x_1u_1+...+x_nu_n=0，因為解相同，所以 a_i 和 

u_i 有相同的線性獨立或相依關係"。那麼向量集合 和  又到底有怎麼樣的線性獨立或相依關係呢？



仔細想想，這整件事情其實並不是這麼明顯。 ' 

 

內容八   :  

所以,我常常感覺有些課程,後面讀,對前面講過的東西,可以有進一步的理解 

以2維的case來說, 求解2條線性聯立方程式的解, 經過高斯消去法, 本質上是對平面上的直線在

交點不變的情況下進行[轉換](旋轉及拉伸)  

ax+by=c 

dx+ey=f 

 

交大林教授有篇相關的文章,對高斯消去法之幾何意義有些說明 

http://www.math.sinica.edu.tw/...../28105.pdf 

 

對矩陣進行列運算, 本質上是對矩陣左乘1個列運算矩陣, 那把這個列運算矩陣視為1個

invertible 線性變換, 那麼A的行向量的線性相依關係, 經過可逆線性變換之後, 變換後的行

向量的相依關係仍然不變.老師的意思應該是這個意思. 

 

內容九   : ' 

我們一直把焦點放在基本列運算上面，因此困惑為何 A 的線性獨立行向量與 U (或 R) 的線性獨

立行向量具有完美的對應關係(或者說保留了結構)。從零空間解不改變，亦即 Ax=0 和 Ux=0 有

相同解並不能說清楚這件事。 

 

當初為了讓學生\\"很快地\\"認清這中間的關係，不想製造更多困擾，所以我使用(可逆)基本列

運算乘積矩陣 E 使得 EA=R 來解釋，見「由最簡列梯形矩陣判斷行空間基底」。但在上文中，我

還是沒有講出最重要的概念。問題根本不在什麼列運算，那是障眼法。 

 

設 A 的行向量為 a_1,...,a_n，經過一線性變換 E（不需要可逆），得到 

u_1=Ea_1,...,u_n=Ea_n，如果某些行向量集合  是線性獨立的，則  也是線性獨立的。見每週

問題 (b) 的證明 

http://ccjou.twbbs.org/blog/wp.....-16-09.pdf  

 

但這仍未找出\\"所有\\"A的線性獨立行向量，如果再加上一個條件：E 是可逆線性變換，那麼事

情就圓滿了，若  是線性獨立集，則  也是線性獨立集，見題 (a) 的證明。 

 

所以我說：整件事情並不是那麼明顯，如同村上春樹 1Q84 第一章的標題：不要被外表騙了。 

 



內容十   :  

今天把老師的線性代數基本定理 (一)複習了一下 

http://ccjou.twbbs.org/blog/?p=1327 

 

在文章下半部分,直接應用線性變換性質證明過程,正好就是老師在每週問題(a) (b) 的證明所表

達的事情 

http://ccjou.twbbs.org/blog/wp.....-16-09.pdf  

 

對於問題的瞭解,又進了1步 ̂ _^ 

 

內容十一 : 

便於同學學習,在交大開放課程相似內容的教學 

http://140.113.8.88/pub/pubdrm.....980422.wmv 

A 經過基本列運算之後到  B 

 

則\ 

 

1) RowSpace of A = RowSpece of B 

 

2) A的各行向量間的關係=B的各行向量間關係 (Dependency Relationship is preserved) 

 

內容十二 :  

從你寫出的註解可見就此問題來說，你已得其髓了。 

 

62. 

標題:老師,光碟課程的講義本,能否考慮弄出 1 個各章節,在本網路上相關章節延伸閱

讀的索引呢 

內容一 :  

本網站上的老師文章有時候比講義內容有更進一步的描述,或是有比較深入的範例,  

常常想要是針對講義本章節有個延伸閱讀索引就很方便.也許可以在後續的版本裡面考慮增加,或

是網路上增加 

 

內容二:  

謝謝你的提議，這構想不錯，是說類似 



http://ccjou.twbbs.org/blog/?p=8794 

那樣嗎？這不困難，應該可以在一個星期內完成。到時候看還需要補充或增加什麼再說了。 

 

內容三:  

對,是這個, 奇怪,我怎麼之前都沒找到 ̂ ^ 

 

63. 

標題: 矩陣乘法的解讀及記法 

內容一:  

有些東西後面讀的,再反過來看前面的內容,反而可以有更進一步的體會 

 

例如,在矩陣乘法的現代觀點中 

http://ccjou.twbbs.org/blog/?p=819 (常稱為 先右直切, 再左直切)  

http://ccjou.twbbs.org/blog/?p=863 (常稱為 先左橫切, 再右橫切) 

 

再參考 座標轉換的內容 

http://ccjou.twbbs.org/blog/?p=3677 

 

可以用1個看法來綜整, 也就是說, 先被切下來的向量, 本質是1個[座標] , 而後切(其實是分組

而已), 其實只是1個基底矩陣的分組方式 

 

矩陣  和向量  之乘積為  其行向量的線性組合，向量  的本質其實是座標(可以看成是

ket-vector的座標),  而矩陣A的本質 是基底矩陣 

 

以列來說,以列作為計算單元定義 AB 

 

視  的每一列為  其列之線性組合，矩陣  的對應列給出組合權重(可以看成是bra-vector座標)，

而B則是以列向量基底所形成的基底矩陣 

 

如下：  

也就是說若以座標的語言 

 

行向量 (ket-vector)=行基底矩陣 X 行向量座標 

列向量 (bra-vector)=列向量座標 X 列基底矩陣 



 

這是我理解的矩陣乘法的另一種看法,也比較方便記憶 (先切的,是座標, 後切的是向量基底矩陣, 

用座標來線性組合基底向量) 

 

內容二:  

矩陣乘法變化多樣，每一種都可以有它的解釋方式，端看從何種角度出發。說起來，這也是為什麼

在應用數學的廣大領域中，我個人特別喜愛線性代數的部分原因。除了線性代數真的很有用處，再

者就是這裡頭充滿了無限想像。同一件事情可以有很多觀點和解釋，真的很有趣。 

 

64. 

標題: log det X 的微分 

內容一: 

X  ≧ 0  is an n-by-n matrix 

Problem:  log detX 對X的微分 

 

我看他們用linearization計算: 

log( det(X + dX) ) 

 = log detX    +    log det ( I + X^(-1/2)  dX  X^(-1/2)  ) 

 = log detX    +    Σ   log( 1 + λ i )   ,  where λ i is eigenvalue of X^-1 dX 

 = log detX    +    Σ (λ i  +  o(λ i^2) ) 

 ~ log detX    +    Σ   λ i 

 = log detX    +    tr (X^-1  dX)   

 = log detX    +   <  X^-1 , dX >  

 

到這裡就說log detX的linearization是 < X^-1, dX>  = tr( X^-1 dX ) 

所以微分便是 X^-1 

 

這裡我的問題就是: 

 

若是 o(λ i^2) 裡面有 dX 的一次式，那那個近似就會失去dX的一些一次式，也就是最後的

linearization會受到影響 

我要怎麼知道o(λ i^2) 是否有 dX 的一次式呢? 

 

內容二:  



你寫的這個算法我不是完全瞭解，還要再仔細推敲裡面的計算過程。 

我先提供另一個簡單的做法，也許可以給你一些靈感： 

 

將 nxn 階矩陣 A 的行列式展開 

 

 

其中   是 cofactor，亦即  ， 是去除列 i 和行 j 的 (n-1) 階方陣。 

計算 det(A) 對任意元 a_ 的偏微分 

 

 

再將 detA 替換為 log(detA) 

 

 

 

所以如果 A 是對稱正定矩陣， 

 

 

 

我要出門了，先這樣，晚上回來再說。 

 

~~~ 幾個小時之後 ~~~ 

你給的演算方式應該沒錯，除了前兩個步驟有些怪，我將它該為 

 

 

 

既然  是  的特徵值， 就是  的特徵值，因此  裡面就不有所謂  的一次式。 

 

內容三:  

 

放假回來看到解答了~ 

您提供的方法真是直接明瞭! 

不過關於原來的問題，我還是有疑問 

 

首先澄清一下 O(λ i^2) 應是 O( λ i 的二次式 )，也就是包含了λ 1λ 2、λ 3λ 5 這些項次 

 



而關於這個疑問，是在於矩陣各元與特徵值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如果能寫成顯函數關係我就可以直

接看出是不是含有dX的一次式，但好像不能寫成顯函數?  

 

而  \\"λ i^2 為 (X^-1dX)^2 的特徵函數\\"  這句話，我只能夠推斷出λ i^2 與 dX 的平方

項有\\"特徵值與矩陣各元\\"這樣的關係。而那個關係我不太明瞭，所以我沒辦法推論出原本的命

題。(也還有λ 1λ 2、λ 3λ 5  這些項次我也不太知道要怎麼看~)  

 

另外，前兩個等號的確可改成你所寫的那樣比較好，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要刻意把X^-1/2 移到後

面，雖然等號都還是成立。 

 

內容四   :  

問題重述如下：設  為  的特徵值， 是否可能包含一次項 ？ 

試試簡單的情況： 

 

 

 

就有 

 

 

 

由此可以看出來  不含一次項 。 

更高階矩陣的情況也相同，n 階特徵多項式中 (t)^ 的係數包含  之和，而這個係數又等於二階主

子陣的行列式之和，所以沒有一次項 。 

http://ccjou.twbbs.org/blog/?p=5278 

 

內容五:  

我還是沒能完全了解 

借用你的符號: 

S_2(L) 的確只有矩陣各元的二次項 

 

如n=3時，可以保證 λ 1λ 2 + λ 2λ 3 + λ 1λ 3 只有各元的二次式 

但這要如何保證 λ 1λ 2 沒有一次項呢? 

 

而 λ 1^2 + λ 2^2 + λ 3^2 = tr(A^2) 我也可以知道他只含有二次式 

 



但單獨 λ 1^2 我就不知道了 

 

我是否可以去掉由 λ 1,...,λ n  所任意構成的二次以上所有項次呢? 

 

不過回到原問題，我發現好像 

 

 

 

所以其實 

 

 

 

這個例子的確可以去掉 "o(λ ^2)" 

 

但我還是不知道任意的λ 1,..., λ n 構成之二次以上的項次是否含有矩陣各元的一次式，似乎說

不定會有? 

 

內容六: 

對於任意 i, j,   是否會有  各元的一次項呢？甚至更高次項  是否會有  的一次項呢？

That’s the question.  

那就直接從特徵值  的表達式開始吧， 是  各元的函數，所以一定有 

 

 

 

 不含常數項，否則 ，零矩陣有非零特徵值，這與事實不合，因此 

 

 

 

也就得知  以及更高次項都不可能有  各元的一次項成分。 

 

內容七:  

f_k(.) 不含常數項這點的確沒錯 

但為何可以把f_k直接寫成多項式呢? 

或許  f_k = sqrt(a_pq)  之類，也就是在  f(.) 在 A=0 那一點未必可解析 

這樣要怎麼處理呢? 



  

內容八:  

f(.) 在 A=0 是否可解析? 這我也不是百分之百確定，我的分析學底子淺薄。不如這樣吧，我去

請教本系數學專業出身的同事們，請他們幫忙解決好了。 

 

內容九: 

多項式的根確實是多項式係數的解析函數，下文有此定理： 

The roots of an n-th degree complex polynomial are analytic functions of 

the coefficients in the region where p(z)=0, while p&#39;(z)=/=0 for some 

z, where p(z)=z^n+a_1z^+...+a_n. 

 

The Analyticity of the Roots of a Polynomial as Functions of the Coefficients 

Mathematics Magazine vol. 39, no. 3, 1966 

http://www.jstor.org/stable/2689304 

 

內容十: 

他說多項式係數在使其根之重根數不變的一塊區域內，根對係數是解析函數 

但是A=0這一點附近，\\"重根數\\"是否會有變化呢?  

若是以係數來看，在a_n=...=a_1=0那一點附近似乎重根數就會變，也就是在那一點未必是解析

函數 

要怎麼看A=0那一點是否會受 \\"重根數改變\\" 這件事情影響呢? 

 

內容十一 : 

重根發生時確實有點麻煩，以二階方陣為例，當 A 在 0 附近，設 ，特徵多項式為 

 

 

若發生重根，identifier ，此定理所指的重根數不變的區域即為四維空間的一曲線： 

 

 

 

我們失去了一個自由度，理論上，只要滿足這個條件，根對於多項式係數仍是可解析函數。不過，

這個結果好像也沒有多大的用處 

 

目前我對此問題的心得是如果將 matrix callculus 的推導建立在數學分析上，那麼最好避開解

多項式根，還是仰賴直接計算吧。 

http://www.jstor.org/stable/2689304


 

內容十二 :  

如果說重根數有變化就一定不是解析函數的話 

那在A=0那一點  C^4 ->  C^2 就並非解析函數 

 

不過他並沒有提到有變化就一定不是，所以就不太肯定。不過直覺上那一點有點\\"尖\\"，大概會

不能微分吧。 

 

另外回到前面一點的問題，其實我是覺得任意項次像是  單獨 λ 1^2   應該會有可能含有各元一

次式 

不過因為，例如說，  單獨λ 1^2  ，其實不是基本對稱函數，所以光是"到底指的是哪個根"，好

像就會有點問題了 

(如果是根的基本對稱函數照前面就可以直接寫成矩陣各元顯函數，就不須討論了) 

 

而若是不理這個，任意指定其中一個根(可以這樣嗎?  因為是複數好像也不能排序有點不知道怎麼

處理)，那用2x2的例子直接去算，兩個根是 

 

  (   δ a+δ d    +-    sqrt   )/2 

 

平方後，還是會有含有一次項。 

或是說，因為沒辦法指定到底是哪個(些)根，所以這個問題其實不make sense? 

 

內容十三 :  

平方後看不見一次項呀？ sqrt裡面都是二次項。 

你說的對，這個問題為何如此難應付的原因就在於不存在合理自然的排序！ 

 

內容十四 : ' 

阿..對耶，根號那一項雖然不可解析但也是O(一次式) 

 

這樣2x2的確特徵值平方項的確不會含有各元一次項 

唔~不可解析也不知道怎麼處理，沒想法了XD 

 

65. 

標題:test 



內容一:  

$$J = J_(\\\\lambda)\\\\oplus \\\\cdots \\\\oplus J_$$' 

 

內容二: 

$$J=J_(\\\\lambda_1)\\\\oplus \\\\cdots \\\\oplus J_(\\\\lambda_k)$$' 

 

內容三: 

[latex]$$J=J_(\\\\lambda_1)\\\\oplus \\\\cdots \\\\oplus 

J_(\\\\lambda_k)$$[/latex]' 

 

內容四: 

< a 

href=\\"http://www.codecogs.com/eqnedi.....tex=$$J=J_(\\\\lambda_1)\\\\

oplus \\\\cdots \\\\oplus J_(\\\\lambda_k)$$\\" target=\\"_blank\\"> < img 

src=\\"http://latex.codecogs.com/gif......tex?$$J=J_(\\\\lambda_1)\\\\o

plus \\\\cdots \\\\oplus J_(\\\\lambda_k)$$\\" 

title=\\"$$J=J_(\\\\lambda_1)\\\\oplus \\\\cdots \\\\oplus 

J_(\\\\lambda_k)$$\\" /> < /a> ' 

 

內容五: 

http://latex.codecogs.com/gif......tex?$$J=J_(\\\\lambda_1)\\\\oplus& 

space;\\\\cdots& space;\\\\oplus& space;J_(\\\\lambda_k)$$' 

 

內容六: 

http://latex.codecogs.com/gif......tex?$$J=J_(\\\\lambda_1)\\\\oplus& 

space;\\\\cdots& space;\\\\oplus& space;J_(\\\\lambda_k)$$' 

 

內容七: 

< a 

href=\\"http://www.codecogs.com/eqnedi.....php?latex=|D^@plus;A||D|\\\\

geq (|D^|@plus;|A|)|D| \\\\geq (|D^|@plus;|L|)|D| \\\\ngeq 

|D^@plus;L||D|\\" target=\\"_blank\\"> < img 

src=\\"http://latex.codecogs.com/gif.latex?|D^+A||D|\\\\geq 

(|D^|+|A|)|D| \\\\geq (|D^|+|L|)|D| \\\\ngeq |D^+L||D|\\" 

title=\\"|D^+A||D|\\\\geq (|D^|+|A|)|D| \\\\geq (|D^|+|L|)|D| \\\\ngeq 

|D^+L||D|\\" /> < /a>  

 



內容八:  

http://latex.codecogs.com/gif.latex?|D^& plus;A||D|\\\\geq& space;(|D^|& 

plus;|A|)|D|& space;\\\\geq& space;(|D^|& plus;|L|)|D|& space;\\\\ngeq& 

space;|D^& plus;L||D|' 

 

內容九: 

終於貼成功了....太感動 

 

66. 

標題: 請問教授有出市售書嗎? 

內容一 :  

教授好。 

各位好，請問教授是否有出版線代書籍呢? 

非視訊講義。 

 

因為有試閱，教授寫的非常詳細，不會像其它市售書籍有看沒懂，簡單幾句帶過... 

謝謝 

 

內容二: 

因為花了大部分的力氣在寫部落格貼文，寫書的計畫因此停擺了好一陣子，我估計大概明年春天復

工。到時候，就一邊寫一邊貼上來。 

 

內容三: 

那將會非常期待，但因準備2012年考研究所，似乎等不到明年暑假看到教授的書了 

 

內容四: 

雖然社會人士我應該不用再去考研究所,不過好書難見,期待期待.這是一定要珍藏的^^ 

若是能像Strang的中文書有出HardCover就更好了 

 

內容五:  

謝謝兩位的支持。 

兩年前因為交大出版社提議才有這個部落格的，那時我也懷疑：有誰會想看專門寫數學（線性代數）

的 blog 呢？中間因為種種原因曾幾度想暫時收筆，休息一下。又想起村上春樹說：「只要音樂還

響著的時候，總之就繼續跳舞啊。」好吧，既然這樣，那就繼續跳舞吧。不過，或許明年之後改跳



別種舞步，反正就是繼續跳舞。 

 

67. 

標題: test equation 

內容一: 

< a href=\\"http://www.codecogs.com/eqnedit.php?latex=\\\\100dpi 

\\\\inline (I-AB)^\\" target=\\"_blank\\"> < img 

src=\\"http://latex.codecogs.com/gif.latex?\\\\100dpi \\\\inline 

(I-AB)^\\" title=\\"\\\\100dpi \\\\inline (I-AB)^\\" /> < /a> ' 

 

內容二:  

 

內容三:  

 

內容四: 

http://www.sitmo.com/gg/latex/.....0& 

eq=Q^TQ%3DI\\\\sum\\\\sum_^\\\\int_^%20 

 

68. 

標題:幾何級數在求 Matrix inverse 之非 rigorous 之應用 

內容一: 

在交大林琦焜教授的開放課程第47分鐘有一些用等比級數思路的介紹 

http://140.113.8.88/pub/pubdrm.....970304.wmv 

 

利用 1/(1-x)=1+x+x*x+x*x*x+.....之等比級數求和公式 

來找矩陣(I-AB)的inverse為何? 

 

其中若將I 視為1, AB 視為 x , 則 inverse of (I-AB) 可以[大概看成] 1 /(I-AB)  

於是可以將 1/(I-AB) [大概看成] I+AB+ABAB+ABABAB+... 

在上式中,觀察 I 後面的AB+AB*AB+...可以發現可以前面提出A,尾巴提出B 

 

所以 

 

I+AB+AB*AB+AB*AB*AB+....=I+A(I+BA+BABA+BABABA+...)B 

http://140.113.8.88/pub/pubdrm.....970304.wmv


 

而I+BA+BA+BABABA 可以看成是 1/(I-BA)的展開, 也就是inverse of (I-BA) 

 

所以inverse of (I-AB)=I+A* inverse of (I-BA)*B 

 

內容二: 

所以在二矩陣之和的逆矩陣 

http://ccjou.twbbs.org/blog/?p=1149 

中,我們也來依樣畫葫蘆求 inverse of (A+UBV) 

 

 

 

接著我們來處理 

 

 

 

為便於打字方便,let inverse of A=A(-1) 或用iA 表示 

 

 inverse的記號,用(-1)來表示, 或前面加個i來表示 

 

所以i(I+A(-1)UBV)=(用幾何級數展

開)=I-A(-1)UBV+A(-1)UBV*A(-1)UBV-A(-1)UBV*A(-1)UBV*A(-1)UBV  

 

=I-A(-1)U(I-BV*A(-1)U+BV*A(-1)U 

BV*A(-1)U-..+..)BV=I-A(-1)U*i(I+BVA(-1)U)BV 

 

所以 

 

 

 

so 上式再右乘 A(-1) 就是答案,亦即 

 

 

 

非rigorous之推導 

 



內容三: 

1/(1-ab)=1+ab/(1-ab)=1+ab/(1-ba) 

 

感覺背 

 

i(I-AB)=I+A* i(I-BA)*B  

A跟B可以是兩個矩陣的乘積 

就可以推導了 

 

by the way 

實際把(I-AB) 乘上  I+A* i(I-BA)*B   

 

 I+A* i(I-BA)*B  乘上 (I-AB) 

確實可以得出 I 

 

(I-AB)(  I+A* i(I-BA)*B  )=I+A* i(I-BA)*B-AB-ABA* 

i(I-BA)*B=I+A[(I-BA)]i(I-BA)*B-AB=I+AB-AB=I' 

 

內容四:  

參考上面的推導方法,或是利用i(I-AB)=I+A* i(I-BA)*B  公式 

i(I+AB)=I-A* i(I+BA)*B 

則可以很快推導出在http://ccjou.twbbs.org/blog/?p=5673 

的另1個基本公式 

 

 

 

利用此基本公式,可以利用相同的推導方法很容易的求出 

 

 

 

在此式令u’=bA(-1)u 代入上面的基本公式,可以求得其= 

http://ccjou.twbbs.org/blog/?p=1149中之公式 

 

內容五   :  

先前我沒有仔細看，喔，你說的是這個。這個等比級數稱為 Neumann series，請參考 

http://ccjou.twbbs.org/blog/?p=7862 



 

(I-A)^=I+A+A^2+... 

 

成立的兩個要件是：I-A 可逆，這很明顯，還有就是 ||A||< 1，意思是你必須先保證 A^k 收斂，

當 k--> 無窮大，這個條件太強了。 

 

 

69. 

標題:陣列元素位置計算 

內容一: 

複習資料結構時讀到這個： 

 

A是一個array，宣告成[L1..U1, L2..U2] 

 

L0是起始位址 

 

d為元素大小\r\n則當以row-major儲存時 

A[i,j]=L0+[(i-L1)(U2-L2+1)]*d 

並舉一個例題：\r\nA[3,2]之location=1110，A[2,3]之location=1115，d=1， 

 

求A[5,4]之location 

我知道可用前面列的公式代值得出兩個二元一次方程式解出L0和d再用公式代入得解為1124 

不過我覺得算這種題目，好像在做二維到一維的linear transformation 

不曉得是否能用矩陣乘法之類的算法去解這種問題？ 

這兩者是否可連接起來？雖說感覺是個小問題無奈我頭腦差想不出個道理 

但又很想知道，便來此請教各位前輩多謝了 

 

內容二   :  

既然是 row-major，A[3,2] 的位址不是應該大於 A[2,3] 的位址嗎？ 

你寫的 A[i,j] 的位址計算公式裡面並沒有出現 j，公式是否該改為 

A[i,j] = L0+[(i-L1)(U2-L2)+j-L2]*d 

將 i 換為 x，j 換為 y，上式可以看成單純的一次方程式（不是線性轉換）： 

f(x,y)=ax+by+c 

a, b, c 還是要從已知條件解出。 



 

內容三:  

抱歉 

打錯得很嚴重                                                                     

課堂筆記抄的的確是A[i,j] = L0+[(i-L1)(U2-L2+1)+(j-L2)]*d              

而給的例題經判斷是column major 

故用column major的公式去算 

 

... 

 

所以這跟線性轉換扯不上關係囉 

看來是我把A[3,2] 和A[2,3]錯置到Ax的框架了 

那如果不加那個陣列起始位置L0是否就可以呢 

感覺自己連問題都問得很弱 

慚愧慚愧 

 

內容四:  

這裡 A[2,3] 並不代表矩陣元，而是位址，所以才和矩陣運算扯不上關係。犯錯是很正常的事，又

何必慚愧。 

 

你問的問題讓我想起夏宇《腹語術》裡的\\"在陣雨之間\\"：  

 

我正孤獨通過自己行星上的曠野我正 孤獨通過自己行星上的曠野我正孤獨 通過自己行星上的曠野

我正孤獨通過 自己行星上的曠野我正孤獨通過自己 行星上的曠野我正孤獨通過自己行星 上的曠

野 

 

曠野 正孤獨 我正孤獨通過 

 

我不明白這詩在說什麼，只覺得像循環矩陣 

 

70. 

標題: I+uvT 的幾何性 

內容一:  

似乎記得在這邊看過有篇文提到過 



關於有點像Householder的矩陣I+uvT的幾何性質 

但想重看一遍時卻又找不著了 

雖用搜尋功能仍徒呼負負 

不曉得是否能請哪位高人稍微提點一下 

感謝 

 

內容二:  

是這個嗎? 

http://ccjou.twbbs.org/blog/?p=5673 

 

內容三: 

關於 I+uvT 的練習題組請見 

http://ccjou.twbbs.org/blog/?p=4741 

 

 

71. 

標題:關於內積空間 

內容一 : 

Let  be an inner product space. Let  be an orthonormal subset of V, , then 

(a) show that    . 

 

(b)  be the subspace generated by , then show that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re equivalent: 

 

(1) , 

 

(2) , 

 

(3) 

 

   

內容二   :  

題 (a) 和 (b2) 請參考每週問題 August 23, 2010 

http://ccjou.twbbs.org/blog/wp.....-23-10.pdf 

 



欲完整的證明題 (b)，可以採取以下路徑： 

(1)=> (2)，(2)=> (3)，比較麻煩的 (3)=> (1)，你可以先假設 V 的完整正交正規基底為 ，

然後將 x, y 都寫成此基底的線性組合，利用 (3) 的條件應可推論出 

x=c1v1+...+cnvn+0u1+...+0um，也就證得 x in W。你先試試看，如果仍有困難再提出討論。 

 

內容三: 

喔，原來如此。謝謝老師，一開始我困住了的地方是不太理解題目....(羞) 

 

內容四   :  

這也不完全是你的問題，題目寫的很繞口，我自己也讀了兩遍才弄懂它在說什麼 

如果改為這樣，應該比較好懂： 

Let W be a subspace of V. W is spanned by an orthonormal set , where n< =dimV. 

Then, ... 

 

72. 

標題: 關於 行列式 的問題 

內容一:  

 

 

 

Then  

 

 

想問問有沒有非暴力的解法? : ) 

謝謝~!! 

 

內容二   : ' 

慢慢計算不好嗎？如果那麼討厭暴力，那要仔細觀察這個行列式型態。花個 30 秒能看出個什麼名

堂？ 

 

主對角元比同列各元都多出1，所以原矩陣可改寫為 

 

 

 

接下來有點麻煩，如果你正巧知道 matrix determinant lemma，那就太幸運了。 



http://ccjou.twbbs.org/blog/?p=4610 

 

它說 

 

 

所以我們的行列式等於 

 

 

 

但如果從沒聽過這個定理，不必氣餒，非暴力者總受到上蒼眷顧。因為行列式等於特徵值乘積，將   

的特徵值找出即可， 有特徵值 ,(特徵向量為 u) 0,0,0,0,0(另五個特徵向量和 v 正交)，故  

有特徵值 22, 1, 1, 1, 1, 1。 

 

內容三:  

老師對於行列式的分析非常漂亮! 

不過我對於  的特徵值部分，不是說很懂。 

是怎麼看出其他五個特徵值是零，以及其對應特徵向量和 v 正交?? 

  

內容四: 

剛剛研究了好一會兒，發現  是 Rank-One matrix，所以可以找到 5 個獨立向量對應到  ，也

就是  零空間的 5 個基底 

再看看  會發現，如果乘上和 v 正交的向量 x，會得到   。 (v 和 x 正交，內積為零。) 

因此，對應  的特徵向量和 v 正交。 

細節可以參考老師的文章 http://ccjou.twbbs.org/blog/?p=8655 

老師，我這樣說有對嗎? : ) 

內容五: 

原來是台灣 大學99年資工所考題 

^^ 

內容六:  

你寫出的做法是正確的，也說明的很清楚。看了你的標題，我以為你是問行列式怎麼算，原來是要

解線性方程，不過也沒差多少，方法很類似，總之就是設法將矩陣拆解開來再計算就是了。所以原

題可以寫為 (I+uvT)x=u，x+u(vTx)=u，x 和 u 同向，故設 x=ku，就有  

 

k+kvTu=1，解出 k=1/(1+vTu)=1/22，故 x1+...+x6=vTx=kvTu=1-k=21/22。代數總是勝



過數值計算。 

 

最近大家都在準備研究所考試嗎？加油吧！ 

 

內容七   :  

要不要貼上一些刺激的考題供大家演練一番？我的每週問題題庫快要消耗光了，太難的又不想貼上，

傷腦筋。 

 

內容八   : 

題目是給 "行列式" 沒有錯。 

請看第二題：http://www.lib.ntu.edu.tw/exam...../99406.pdf 

先解出行列式的值，就可以知道 x1,x2,...,x6 的值各是多少。 

然而，老師將之寫成"線性方程" ，解出來的答案居然一樣耶!!! : ) 

 

我有點不太懂，是因為要求的是 x1+x2+...+x6 ，所以答案剛好一樣嗎? 

還是說 線性方程 和 行列式 的關係我沒有搞清楚? 

 

內容九:  

確實很奇怪，怎麼會這麼巧？！ 

 

考慮兩個方程式 

 

 

 

將兩式合併為 

 

 

 

這下子就很明顯了，要出現這種神奇的效果必須滿足兩個條件，由第一和第二式可知 x 和 u 同方

向，又同是 A 的特徵向量。由最後一個式子看出對應特徵向量 x (即 u) 的特徵值等於 detA。

這個題目剛好有 detA=22，而對應特徵值 22 的特徵向量就是 u=(1,2,3,4,5,6)。 

 

台大挺喜歡考矩陣代數的問題（大陸考研好像也常出這類問題），關於第 9 和第 10 題，不知道

大家有什麼想法？ 

 



內容十: 

關於第10題，可以參考 vtriplev 之前回覆的連結 

http://mail.im.tku.edu.tw/~idl.....9IEntu.pdf  

是以遞迴式的方法處理。 

 

不過我想知道有沒有其他更妙的方法? 

 

因為題目給的是對稱矩陣，引述老師在DVD裡面的話 " 對稱矩陣有許多美好性質 !! " : ) 

 

雖然感覺跟課堂上說的兩個性質，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O.o?  

但我想應該有更富有藝術感的解法吧?  

 

內容十一:   

第 10 題是求 tridiagonal matrix 的特徵值，通常是解差分方程，可以參考以下做法 

http://ccjou.twbbs.org/blog/wp.....-15-10.pdf 

 

對稱矩陣雖有許多美好的性質，但在此都派不上用場，我不知還有什麼其他更優的方法。 

第 9 題確實有比直接數值計算 det(A-I) 更快的方法。因為 A 是不可逆矩陣，將它表示為 

 

 

 

因為 UV 和 VU 有相同的特徵值，可知 UV-I 和 VU-I 也有相同特徵值，故 

det(A-I)=det(VU-I)，剩下的工作是算出\r\n 

 

  

 

談不上有什麼藝術感，質感倒是有一點。 

內容十二: 

我想知道老師是怎麼將 A 矩陣分解成 UV的? 

有甚麼規則可循嗎? 

目前課堂上有教的是 LU分解 和 QR 分解 

是不是還存在其他種有用的分解矩陣的方法? 

感謝:) 

 

內容十三 : 



對於任意 mxn 階矩陣 A，若 rank(A)=r，則 A 可以分解為 A=UV，其中 U 為 mxr，V 為 rxn，

且 rank(U)=rank(V)=r，也就是說 U 有線性獨立行向量，V 有線性獨立列向量，且 A 和 U 有

相同的行空間，A 和 V 有相同的列空間，這個分解式沒有公定名稱，我自己稱之為 CR 分解，行

列分解。還有 CR 分解並不是唯一的，詳細請見 

http://ccjou.twbbs.org/blog/?p=7387 

 

產生 CR 分解的方式有二：上例中，不難判定 A 的列空間基底就是前面兩個列向量，將它們挑出

來擺在 V 的最上面兩列，V 的其餘列則設為0，再來將 A 的各列寫為 V 的列線性組合，即可得到 

U。再看下面的矩陣 

 

 

 

欲求 B=UV，此矩陣的行空間較容易判定，因此先設 U 為 

 

 

 

然後將 B 的各行以 U 的行向量組合表示，就得到  

 

 

使用 CR 分解計算行列式的動機請參見 

http://ccjou.twbbs.org/blog/?p=9254 

 

73. 

標題: 多項式問題 

內容一: 

周老師好，今天又要來向您請教問題了。 

台聯大99年工程數學C卷 

http://www.lib.nthu.edu.tw/lib.....C_5005.pdf 

第12題： 

 

Define the space  as the set of all polynomials of degree less than .  

 

Let  be the operator on  and  

 

 



 

(一) Find the matirx  representing  with respect to . 

 

(二) Find the matirx  representing  with respect to . 

 

(三) Find the condtion of  such that  and  are similar matrices. 

 

(四) If , calculate  given the condition of  in (三).  

 

(一)~(三)題之前就有問過老師、看過老師的文章，所以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我想問的是(四)，這題我真不知道該如何下手，而題目說需要使用到(三)的條件來進行運算， 

是否可以請老師替我指點迷津，指引我下一步該往哪裡想好呢？ 

 

朋友說直接套公式，好似是Sylvester...什麼的，但我還是想問問看老師，如果是周老師該會如

何下手？  

 

PS:另一個小問題 

假設  是一個三階方陣， 該如何算呢？如果三階方陣沒有給的話，並且不是上下三角。 

我以前有看過類似的題目，但是題目會給三階方陣， 

然後我就先取特徵值，之後看看是否能夠對角化， 

如果不能對角化的話，就用喬登正則來進行，是個十分麻煩的步驟。 

如果是周老師，會如何下手呢？一定要對角化才能夠進行嗎？還是說有特別的想法可以切入呢？ 

 

到了年末還要來麻煩周老師指點，實在是很不好意思，再次感謝周老師和各位前輩們！ 

(給周老師補上：聖誕快樂~新年快樂~) 

 

內容二: 

這個題目本身就大有問題。 

先說題一和題二。對於給出的算子 

 

 

 

若存在參考某基底的表示矩陣，則並定 ，否則以  代入，就有 。L 就不是線性變換了 (因為矩陣

是線性變換)，叫我們計算表示矩陣有點莫名其妙！  

 



題三也很驚奇詭異，參考不同基底的表示矩陣必然相似，怎麼會將  扯進來呢？ 是為了使 L 是線

性變換。 

 

題四，先設  為零，將 L 參考標準基底  的表示矩陣寫出： 

 

 

 

[L] 是上三角形矩陣，主對角元包含相異特徵值，0, 1, 2,  [L] 可對角化，亦即 ， 

 

 

 

所以， 

 

 

 

再將 S 代入即可算出答案。 

 

類似問題請見 

http://ccjou.twbbs.org/blog/wp.....-22-10.pdf  

 

矩陣對角化的一個主要作用就是計算  和 ，其他就像是你說的那樣了，沒有其他特別的想法。線性

代數的數值計算本來就很麻煩的。 

 

我也祝大家 新年快樂！ 

 

74. 

標題: 子空間問題 

內容一 : 

Let  be the field of p-elements, V be the n-dimensional vector space over . 

Let . Find the number of m-dimensional subspaces of V. 

(有點一頭霧水，也許觀念不清 > < ) 

 

內容二:  

V 裡面有幾個 m-維子空間？三度空間 R^3 裡面有幾個一維子空間（穿越原點直線）？不是有無窮

多個嗎！ 



 

內容三:  

所以我才一頭霧水  看不懂題意 @@  

 

內容四: 

應該是.. 

Ex:    F_2 =  

n=3, m=1 

(0,0,1) 

(0,1,0) 

(0,1,1) 

(1,0,0)  

(1,0,1) 

(1,1,0) 

(1,1,1) 

7個一維子空間 

這樣吧 

 

內容五: 

若 F_2=，如果 

 

0+0=0 

0+1=1+0=1 

1+1=0 

0*0=0 

1*0=0*1=0 

1*1=1 

這樣就有7個一維子空間了 

 

內容六: 

嗯阿，我猜題目意思應該就是這樣吧 

F_p 即為 GF(p),  p個element的 Galois field 

這樣就不會都是無限多個了 

 

75. 



標題: 對角化 

內容一: 

最近看到一個有趣的東西: 反對角矩陣 

 

不知這種matrix會有什麼性質喔？ 可不可以對角化？對角化條件？ 

我爬了老師的文章，好像沒看過此類矩陣的討論說 (或許可以演變成新的每週問題？ 哈) 

 

內容二:  

anti-diagonal matrix 沒有什麼特殊的性質，若 A 為 anti-diagonal matrix，則存在排

列矩陣 P 使得 A=PDPT，D 為主對角矩陣，所以 A 一定可以對角化。 

 

順便問大家一個問題，若 A  為 nxn 階，如下 

 

 

 

則 detA=(-1)^(a1*a2*...*an)，下面那一個是正確的 k 值？ 

 

(1) k=n 

(2) k=n-1 

(3) k=n(n-1)/2 

(4) k=n(n-)(n-2)/3 

我要去做點跨年活動了。 

 

內容三: 

(3)吧, 簡單的數學歸納法就試出來XD 

 

內容四:  

老師，我試了幾次都兜不出這個P....這個P實在不怎容易找到耶？ 真的存在這樣的P嗎... 

 

我貼上原始題目，能否請老師解答： 

 

A= adiag(a_1,...,a_n) in M_n(C)   (adiag 指的是反對角矩陣)Show that A is 

diagonalizable iff for all k=1,...,n, if a_k=0 then a_=0. 

謝謝 

 



內容五: 

真抱歉，我先前說 antidiagonal is alwlays diagonalizable 是錯的，如 

 就是不可對角化。 

一時我也不曉得該如何證明你給的命題，或許可以從循環子空間著手吧, 

我五點半要趕去吃飯, 先試試看好了, 不成就算了. 例如 

 

 

考慮 

 

 

 

得知 構成一不變子空間(循環子空間是不變子空間, 改日詳述)，所以 A 參考有序基底  的表示矩

陣為 

 

 

 

A 相似於 B, 所以若 B 可對角化則 A 也可對角化. 

 

若 B 可對角化則主對角分塊都必須可對角化, 亦即 必須可對角化, 喔 

 

出來了，它是可對角化的條件是 a 和 c 不得有一為零另一卻不為零, 否則即為二階 Jordan 

block. 

其他尺寸的矩陣情況亦同 

 

內容六: 

 問個小地方: 得知......, A 參考有序基底  的表示矩陣 B  

 

為什麼知道這樣找呀？ 

 

內容七:  

隨便找一個非零向量 x，計算 Ax，A^2x，...直到算出 A^kx 時，發現 A^kx 為 x, Ax,...,A^x 

的線性組合停止，也就是說 

S= 是線性獨立的，span 稱為 cyclic subspace，是一個不變子空間，意思是對於任意 y in 

span 有 Ay in span，設 

y=c0*x+c1*Ax+...+c_A^x，就有 



Ay=c0*Ax+c1*A^2x+c_A^kx，因為 A^kx in S，可知 Ay in S。 

 

上例中，span構成一不變子空間，span則是另一不變子空間，兩不變子空間無交集可作為R3基底，

則 A 參考  的表示矩陣為主對角分塊矩陣，見 

http://ccjou.twbbs.org/blog/?p=7558 

 

76. 

標題: 想請問 Ax=b 的 Xp 問題~ 

內容一   : '教授好，想請問關於DVD教學講義p71問題，如下 

矩陣[A| b]經列運算後得矩陣[R|c]1   2   3    4  |  2                       1   2   0   

10  |  52   4   7    6  |  3    經列運算   0   0   1   -2  | -13   6  10  10 |  5                       

0   0   0   0    |  0由R得知，basis of R(A)為[1  2  0  10]^T   與   [0  0  1  

-2]^T，且Xp落於R(A) 內。若以求Ax = b 的特殊解Xp的兩種方式:一. 將free variables

設為0，即得 Xp = [5  0  -1  0]^T  二. 利用列空間基底所產生的線性組合求得Xp ，即      

Xp = d1[1  2  0  10]^T  +  d2[0  0  1  -2]  R     Xp   =   c 1   2   0   10  0   

0   1   -2    ( d1[1  2  0  10]^T + d2[0  0  1  -2]) =  [5  -1  0]^T 0   0   0    

0  得d1 = 1/25 d2 = -1/25    ，故Xp = 1/25[1  2  -1  12]^T    我的疑問是...\r\n

那既然Xp = [5  0  -1  0]^T也在列空間內，即不就表示 [5  0  -1  0]^T可被列空間基底 [ 1  

2  0  10]^T   與   [0  0  1  -2]^T作線性組合嗎?可是我卻解不出t1[1  2  0  10]^T  

+  t2[0  0  1  -2]^T  =  [5  0  -1  0]^T 是我哪裡算錯還是觀念錯嗎?   

感謝指導 

 

內容二:  

上式的Xp = [5  0  -1  0]^T 是位於解空間啦, 不是位於列空間 (看一下71頁的圖) 

 

老師的講義倒數第三段是說,若是想找出剛好落在Row space of A的特解Xp的時候 (Here we 

look for \\"the\\" particular solution in the row space of A. 

 

內容三:  

補充一下 vtriplev 的回答： 

Ax=b 的特解 xp 就是任何滿足方程式的解，一般解 xg 則是所有解的表達式。最簡單算出特解 xp 

的方式就是令 xg 中的 free variable 為零，即得 xp=(5,0,-1,0)。列空間中必定也存在唯

一特解，理由見講義pp.113-114，該特解就是 xp=1/25(1,2,-1,12)。\r\n\r\n 

 



列空間中的這個特解是所有特解中長度最小的，因為此特解不包含零空間成分。你可以做一個實驗，

將 (5,0,-1,0) 分解成 1/25(1,2,-1,12)+y， Ay應為零，也就是說，任何特解都可以分解成 

(落在列空間的特解)+(落在零空間的齊次解)。列空間特殊解經常以內積空間形式出現，請參考DVD

所附研究所考題解答第四章Orthogonality第22, 24, 題。 

 

內容四: 

所以意思是說 

Xg = 落在列空間的特解 + 落在零空間的齊次解 

Xg = 將free variables設為0所得的特解 + 落在零空間的齊次解  p.57 

free variables設為0所得的特解,Xg = 1/25(1,2,-1,12) + y 

 

我的小結正確嗎，謝謝 

內容五: 

Xg = 任何特解 + 落在零空間的齊次解 

任何特解=落在列空間的唯一特解+任何落在零空間的某一解 

在Xg可以找到1個落在列空間的特解,其norm為最小 

 

內容六:  

就是這樣 

 

內容七: 

給樓主同學,在Xg可以找到1個落在列空間的特解,其norm為最小 

應該就是所謂的Least norm solution 

延伸閱讀可以參考這篇 

http://see.stanford.edu/materi.....n-norm.pdf 

 

另外,解空間這個名詞我用得不好, should be "solution set" , 表示由解所形成的集合,

實際上它不像列空間,零空間那樣是向量空間的subspace 

 

你PM問我的問題,可以參考上面這個PDF的8-6頁,以2維空間來看 

 

解集合是圖中的Ax=y的那條線 (沒有通過原點) (所有的向量,都請跟原點連線來看 

零空間是Ax=0的那條線,而列空間就是通過原點跟Ax=0垂直的那條線 (圖中沒畫出來) 

 



在老師後面的課程,會說到列空間跟零空間是正交互補空間 

落在列空間的特解向量與零空間是正交的, 

任何特解向量=列空間的特解向量+零空間的任一向量 (這裡就用畢氏定理想像1下) 

 

而直角三角形的斜邊1定永遠大於直角三角形的兩個股 

所以,位於列空間的特解向量,是Least norm solution 

 

內容八: 

清楚明瞭 

解惑了,非常謝謝教授的指導 

也謝謝同學的熱心幫忙 

謝謝謝謝謝謝~~ 

 

內容九: 

老師這裡也有延伸閱讀 

http://ccjou.twbbs.org/blog/?p=1298 

內容十: 

老師這裡也有延伸閱讀 

http://ccjou.twbbs.org/blog/?p=1298 

 

內容十一:  

關於列空間解即為 minimal norm solution 的證明請見每週問題 

http://ccjou.twbbs.org/blog/?p=1857 

 

改日再貼文詳細解說 

 

77. 

標題: 方程式題型 

內容一: 

周老師好，這次又來打擾您了，上次問您的問題我會盡快找時間回覆您的。 

今天要來問個高中數學，因為這裡面也是高斯消去法的入門，\ 

但是我看到一個題目之後就忽然愣到了：  

 

題目的超連結 



 

這是建中數學科的教材網站，這裡面有題是：第七頁例題六 

 

 

 

 

這題該要把每一項都看作一個新的變數嗎？我的意思是：(上面三個變成) 

 

 

 

 

然後再寫成矩陣形式： 

 

再經過基本列運算之後： 

 

這樣就知道：；； 

 

當然也就知道了： ； ； 

 

再把寫成矩陣形式(感覺好費工)： 

 

再經過基本列運算之後： 

 

最後得知：，看起來是應該沒錯的，但是檔案裡面的答案卻是：  

 

請問周老師，我的方法錯誤了嗎？為什麼錯了呢？過程的確很繁複，我自己也花了不少時間 

 

我也忘記當時是怎麼解這種題目的，如果是周老師會怎麼想呢？  

 

PS:另一個額外的問題，檔案裡面的P10、P11 

 

8. 解方程組 

 

 

9.   為實數，且，， 

 



     則  的值為何？ 

10.  解方程組 

 

 

周老師別誤會，我不是要請老師您幫我寫作業的，而是我剛好看到這三題都有相當的疑問 

如果分做三次問我可等不及，所以想說請周老師先看看， 

是否可以給我些方向，還是說只能硬算下去呢？ 

高中數學也有一番風味，再次感謝周老師的指點及教導，謝謝大俠老師！ 

 

內容二:  

題六：除了你寫出的方法，我也不知道是否還有其他更好的做法，有了 

 

 

 

之後，你的計算有錯．除非數字很難看，經常我們不需要使用消去法 

 

此題的x,y,z有對稱關係, 將三式相加得到 

 

 

 

於是三式變成 

 

 

 

答案就出來了! 

 

題八：分別考慮 x, y, y 其中之一為零，與全不為零的情況，前者有解 x=y=z=0，後者時將三

式通除 xyz，再用你先前使用方法即可 

 

題九：直接解三條方程式吧 

 

題十：利用對稱原則，(x1,x2,x3) 重排次序仍為解，考慮 x1, x2, x3相同與相異的情況，前

者很容易解出 x1=x2=x3=2 or -2 ，後者我猜不存在 x1, x2, x3 相異解 或許可以用不等式

證明吧？  

 



78. 

標題: 矩陣旋轉與 euler's formula 

內容一: 

習知矩陣旋轉表示式 

 

 

 

為方便打字起見,令c=cos(theta), s=sin(theta),及使用matlab 語法書寫 

 

R(theta)=[c -s ; s c ] 

把R分離成兩部分 

 

R=[c 0;0 c]+[0 -s; s 0] =c[1 0; 0 1]+s [0 -1; 1  0] 

上式的[1 0; 0 1]=I (identy matrix) 而 [0 -1;  1 0]先令其=J 

將J自乘兩次, J*J=[0 -1; 1 0] .*[0 -1; 1 0]=[-1 0 ; 0 -1 ] = - I 

亦即J的平方=-I , 在某種意義上把J 看成 -I 的開平方 (類比於虛數i=sqrt(-1)) 

所以R(theta)=cos(theta)*I +sin(theta) *J 和 著名的cos(theta)+i sin(theta) 十

分相似 

在複數平面 i 代表旋轉90度, 在此處 J 也是代表旋轉90度 

因此一般[ a  -b ;  b  a ] 可以表示成 a*I+b*J 代表的就是r*exp(i*theta) 

對矩陣的美的認識,又進了1步 

以上參考自天下文化,數學家是怎麼思考的(p149) 

 

延伸閱讀 

http://ccjou.twbbs.org/blog/?p=6382 

http://ccjou.twbbs.org/blog/?p=3421 

 

內容二: 

謝謝分享！ 

線性變換  確實和複數  同構： 

 

 

http://ccjou.twbbs.org/blog/?p=7619 

 



79. 

標題: 關於 rational canonical form 

內容一:  

老師我想請教幾個小問題 

今天我拿到一個矩陣Ａ，以及他的特徵多項式f(t)， 

 

由這個特徵多項式我們可以做出一個companion matrix 叫作Ｃ好了， 

 

那Ａ跟Ｃ會相似嗎 

 

另外，我得到Ａ＆Ｂ皆屬於Ｍn(R)，它們的minimal polynomial 相同， 

能夠得到它們相似嗎？ 

如果不能，是哪個條件不足呢？ 

 

內容二:  

第一個問題：A 相似於 C 的充要條件是 A 的特徵多項式即為其最小多項式，證明見 

http://ccjou.twbbs.org/blog/?p=9862 

最末一段 

 

第二個問題：若 A 相似於 B，則 A 和 B 有相同的最小多項式，但反過來說則不成立，因為最小

多項式各因式的次冪等於對應該特徵值的指標，亦即最大 Jordan 分塊的階數，見 

http://ccjou.twbbs.org/blog/?p=9507 

若 A 相似於 B，則兩者的 Jordan 形式必須完全一樣！但上述條件仍不足以確定 A 和 B 的 

Jordan 形式相同。 

 

內容三: 

搭一下順風車, 我想請教老師底下這個問題: 

Find a matrix , so that B is similar to A; where 

 

謝謝老師 

 

內容四:  

運用循環子空間即可，考慮標準基底向量 作為種子，計算  

 



 

所以 

 

 

 

A 參考基底 的表示矩陣為 

 

 

此即所求 

參見 http://ccjou.twbbs.org/blog/?p=9845 

 

另外，也可以直接算出 A 的特徵多項式，可得 ，此式的 companion matrix 即為上述 [A]  

見 http://ccjou.twbbs.org/blog/?p=9862 ' 

 

80. 

標題: 不變子空間 

內容一: 

看到大俠寫的不變子空間介紹，真是一招打遍天下，可惜以前工程系的線性代數根本不提不變子空

間。 

 

我有些基本的問題想問: 

1. 給定X是T的不變子空間，若v不屬於X，Tv是否可能屬於X呢? 

2. 給定X是T的循環子空間，若v不屬於X，Tv是否可能屬於X呢? 

 

內容二: 

這兩種情況都可能發生，考慮 T:V-> V，若 X=range(T)，X 是 T 的不變子空間，只要 X 不充

滿 V，對於 X 之外的任何向量 v，也都有 Tv 屬於 X。 

例如，T(x,y)=(x+y,0)，X=range(T)=span(1,0)，令 v=(1,1)，v 不屬於 X，但 Tv=(2,0) 

屬於 X。\r\n 

 

另考慮由 w=(1,0) 生成的循環子空間 W=span(w, Tw, T^2w,...)=span(w)=span(1,0)，

同樣地 v=(1,1) 不屬於 W，但 Tv=T(1,1)=(2,0) 屬於 W。 

 

工程科系的線性代數不講授不變子空間可能是因為多數課程內容不含 Jordan form, rational 



canonical form, 甚至上三角化，所以如果只為了解說對角化而引入不變子空間好像又有些不划

算。 

 
81. 

標題:為什麼實對稱矩陣一定可以對角化 

內容一: 

矩陣如果可以對角化，則必須滿足：代數重根數等於幾何重根數 

假設現在有一個n by n的實對稱矩陣A 

有k個特微重根值a 

如果A可以對角化 

則必定滿足 rank(A-aI)=n-k 

 

可以請問老師要如何證明上式 

我看了很多書，都是直接給結果，但是想不出中間的證明過程 

謝謝 

 

內容二: 

通常基礎線性代數課本都未給出完整的證明，但至少會說明以下事實:  

實對稱矩陣有實特徵值，對應相異特徵值的特徵向量必正交 

見 http://ccjou.twbbs.org/blog/?p=5016 

 

若要完整證明可能還必須從正規矩陣normal matrix著手，詳細請參考 

http://ccjou.twbbs.org/blog/?p=2923\r\n 

 

證明過程運用 Schur 定理：任意方陣A都可被三角化為 T=U*AU，T 是上三角形矩陣，U滿足 

U*=U^，稱作 unitary matrix。接著再證明若 T 是對稱的上三角形矩陣，則 T 就是主對角矩

陣。 

 

內容三: 

謝謝 老師的指導 

原來用rank 的方式想 會進入死胡同呀 

 

內容四: 

用 rank(A-aI)=n-k 來證明實對稱矩陣可被對角化並不會走入死胡同，但要鑽進只有少數人走過



的巷弄，證明過程改日再貼文詳述。 

 

 

82. 

標題:兩題是非題 

內容一: 

If a vector space is spanned by a set of n vectors, then every set of more 

than n vectors must be linearly dependent. 

答案是true\r\n但後面說  "超過n個向量 "的向量未必要屬於前面span的向量吧...？  

A is symmetric positive definite\r\ne-A is symmetric positive definite \r\n

請問這個要怎麼證？謝謝 

 

內容二: 

(1) 可以藉助三維空間思考，三維空間容不下四個獨立向量v1,v2,v3,v4，設v1,v2,v3 落在XY

平面，v4 可以不在XY平面上。 

 

(2) 不難證明 e^ 是對稱矩陣。正定矩陣 A 有特徵值 k> 0，則 e^  有特徵值 e^> 0，故 e^ 亦

為正定，請見 

http://ccjou.twbbs.org/blog/?p=4807 

 

內容三: 

我的意思是If a vector space is spanned by a set of n vectors, 

這裡的vectors也許可以屬於R3 

then every set of more than n vectors 

這裡more than n vectors的vector也許會屬於R4 

 

呃...這樣算是對題目的錯誤解讀嗎？  

 

關於第二題 

原來是要先證對稱再證特徵值> 0 

我本以為要用定義證 

多謝 

 

內容四: 

If a vector space is spanned by a set of n vectors, then every set of more 



than n vectors must be linearly dependent.  

 

第一句話可以寫成 V=span，意指 dim V< =n，第二句話說：若 w1,w2,...,wm 屬於 V，且 m> 

n，則 w1,w2,...,wm 必為線性相關，因為 V 中至多有 dim V 個獨立向量。所謂 every set 

of more than n vectors 必須還是在同一個向量空間 V 中， 

 

83. 

標題:關於講義174頁有關solution圖的sketching 

內容一: 

今天在MIT的開放課程,剛好有看到Prof. Arthur Mattuck有詳細介紹,分享給同學們 

 

Sketching Solutions of 2x2 Homogeneous Linear System with Constant 

Coefficients 

http://ocw.mit.edu/courses/mat.....fficients/ 

 

相關handouts可以看這邊,  

http://ocw.mit.edu/courses/mat.....ngs/gs.pdf  

 

84. 

標題:行列式的計算 

內容一: 

1/2   1/3   1/4   ...   1/n 

1/3   1/4   1/5   ...   1/(n+1)  

 .  

 . 

 .  

1/n   1/(n+1)      ...   1/2n 

100年台大資工第9題，令其行列式為Pn 

求Pn+1/Pn 

雖試著用小例子推導 

但光是3*3就很不好計算 

也嘗試過找特徵向量，無奈當時未於時限內想出 

故想來此求教 

猜過答案可能有(-1)^(n+1)跟階乘在裏頭 

不知猜得對否 



謝謝 

 

內容二: 

不好意思題目有點打錯 

但不曉得怎麼修改前面的文章 

Pn應該是 

1/2      1/3   1/4   ...   1/(n+1)  

1/3      1/4   1/5   ...   1/n 

 .  

 . 

 . 

1/(n+1)  1/n         ...   1/2n 

a11=1/2 

a12=a21=1/3 

a31=a22=a13=1/4 

依此類推的矩陣 

找到規則了... 

2*2 的行列式是1/72=2/3!4! 

3*3的行列式是2/5!6! 

應可猜得Pn=2/(2n-1)!(2n)! 

不知對否 

又是否有較正式的解法 

 

內容三: 

1. 此矩陣不是我知道的特殊矩陣形式之一； 

2. 除了以高斯消去法化簡，我看不出其他可能的便捷計算方式。 

 

我必須承認我的算術挺爛的，另一方面我不想在陰雨的假日被憂傷情緒包圍，所以很快就決定放棄

計算。 

現在就等待哪位對數字敏感的年輕讀者提供創意做法。 

用前n-1列減掉最後一列把分數相減變成相乘 

可以對行列分別提出一些分數 

再做一次同樣的工作 

好像就可以降階得遞迴式了 

 



似乎是苦工題...？  

它的對稱性質不曉得能否派上用場 

週末時我曾經嘗試用 Dodgson condensation 來計算 

http://en.wikipedia.org/wiki/D.....ndensation  

你可以試試這個方法，正如你?分數相減因此可寫為相乘(不過我沒能看出規律)。 

 

內容四: 

唉。。。呀。。。呀。。。。 

我沒注意這個矩陣  的各元是 ，也就是說。。。。 

這是一個 Cauchy 矩陣！！！  

 

Cauchy 矩陣各元有形式如下：  

 

 

此題即為 

 

 

這是 Cauchy 矩陣的行列式公式： 

 

 

將  代入可得 

 

 

上式可以繼續化簡，請參考下面的 Hilbert 矩陣。 

 

關於 Cauchy 矩陣介紹請見維基 

http://en.wikipedia.org/wiki/C.....chy_matrix 

 

此題給出的矩陣和 Hilbert 矩陣很類似 

http://en.wikipedia.org/wiki/H.....ert_matrix 

 

內容五: 

我將題目用成LaTeX形式～ 

 

其中： 



 

Let ，Find  

 

不過這Cauchy矩陣真的在考試中可以想出來嗎？ 

(那公式真是長：，是觀察整理出來的嗎？好像沒有證明...)  

感覺只能用歸納的方法找出規則...Orz  

 

內容六: 

Cauchy 矩陣的行列式公式可以用歸納法導出，類似前面回覆的做法，改日我再詳述好了。考試時

要能冷靜地算出 Pn 真的很難，另外，縱使得到 Pn 公式，我也看不出如何化簡 (Pn+1)/Pn。  

 

內容七: 

喔  我剛剛看到原試題 

http://exam.lib.ntu.edu.tw/sit.....100419.pdf  

原題是求問 ，而非 。 

 

根據前面討論結果，  

 

 

注意上式分母其實就是  所有元的乘積，分子則為 ，所以 

 

 

這題只有 5 分，按照比例原則，我們應該直接找出  的遞迴式，而非硬求 ，這可能會讓日子好過

些。 

 

85. 

標題:行列式求解ｎ元一次方程組 

內容一: 

周老師好～今日又要來請教周老師和各位前輩了。 

 

如果有一組聯立方程組如下：  

 

 

我們可以把它表示成這個樣子：  

 



之後使用行列式的方法可以把  給解出來 

 

但如果要延伸成任意個未知數的情況，例如ｎ元一次方程組的情況：  

，(最右邊寫成「行向量」的形式)  

 

那這樣該如何求解 呢？  

 

我在書上看到一種寫法，但是我看不懂某段過程，我先把全部過程打下再來提問：  

 

考慮  ，其中   「行向量」的形式；並且 

 

由於有：  

 

 

而有： 

 

 

這裡它把  給抽起來了，想必是要求解 。 

 

 

這一步我就看不懂了， 

 

書本上面是說：應用「將某一行乘上純量ｋ倍，則行列式將放大ｋ倍」的性質。 

 

Why? 為什麼要特別弄出  這一項呢？  

而且如果  是未知變數，可以這樣移進移出嗎？ 

行列式「將某一行乘上純量ｋ倍，則行列式將放大ｋ倍」的性質，  

那個ｋ倍也可以是未知欲求變數  嗎？  

 

書上寫說：應用「將一行加到另一行不影響行列式值」的性質，  

如果回到剛才的    ，這是從ｊ＝１開始寫起的，  

 

如果是ｊ＝２的話便是      

 

照他這樣子寫，是否加入都不會對行列式值造成影響，所以將他移出沒有關係，  



但是又回到上面的問題，「為什麼要特別弄出  這一項呢？」感覺好像多此一舉？  

 

 

書本是說：應用「將某一行乘上純量ｋ倍，則行列式將放大ｋ倍」的性質。 

這樣看起來他又把  收回去，換成一開始的 了，這到底是為什麼呢？Orz Orz Orz 

最後書上寫說：「重複以上過程」，最後得到 

 

 

。 

忽然就得到  解了，真是令人不知所措 Orz。 

 

這方法和周老師所寫的：「克拉瑪公式的證明 」是否有異曲同工之妙？  

不知道這樣子打周老師和各位前輩們看不看的懂，這問題卡了我好久了 Orz  

希望周老師和各位前輩們可以替我指點迷津，再次感謝周老師和各位前輩們！  

 

內容二: 

～周老師真不好意思，昨晚想了一想，感覺自己想的應該沒錯 

 

以下打出我所想的過程：  

ｎ元一次方程組的情況：  

 

，(最右邊寫成「行向量」的形式)  

那這樣該如何求解 呢？  

 

考慮  ，其中   「行向量」的形式；並且 

 

由於有：  

 

 

而有： 

 

 

這裡它把  給抽起來了，想必是要求解 。 

 

 



書上說：應用「將某一行乘上純量ｋ倍，則行列式將放大ｋ倍」的性質。 

 

特別弄出  這一項的原因是為了下一步而鋪路！再看下去！  

書上說：應用「將一行加到另一行不影響行列式值」的性質 

 

這個地方跳過中間的步驟了： 

  

＝＝＝＝＝＝＝＝＝中間隱藏步驟如下＝＝＝＝＝＝＝＝＝ 

 

，如果要展開的話就會寫成 

 

 

這個時候再應用「將一行加到另一行不影響行列式值」的性質，變成：  

 

 

 

因為「將一行加到另一行不影響行列式值」，所以上面兩式都是相同的意思， 

 

至於為什麼要弄出這一項的原因 

 

是為了要和 

 

這一項裡面的 給消掉！  

 

因為我們最後是要把  給拉出來，所以必須要先把其他項先給消除！  

＝＝＝＝＝＝＝＝＝中間隱藏步驟結束＝＝＝＝＝＝＝＝＝ 

 

因此變成了下面這項：  

 

 

 

書本說：應用「將某一行乘上純量ｋ倍，則行列式將放大ｋ倍」的性質。 

 

沒有錯，因為 

 



  這一項裡面的 已經消掉了，  

 

所以特別弄出的這項已經功成身退，自然要將他回復原狀。 

 

之後持續第二次：  

 

 

應用「將某一行乘上純量ｋ倍，則行列式將放大ｋ倍」的性質。 

因為我們要找的  還沒有出現，所以這次也是要將 

 

 這一項裡面的  給消去！ 

 

所以要先把消去的武器「」先製造出來！變成了 

 

 

 

由於「將一行加到另一行不影響行列式值」， 

所以上面兩式都是相同的意思，我們離  又靠近了一步了。 

之後當然要回復原狀：  

 

 

持續上面的動作，最後會找到 ！  

 

 

 

 

雖然已經找到我們要的 ，但是後面的  這一串並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只是要把  找到，並且把  求出來！  

 

所以之後要先跳過  ，把後面的消去：  

 

 

應用「將某一行乘上純量ｋ倍，則行列式將放大ｋ倍」的性質。 

 

 

 



由於「將一行加到另一行不影響行列式值」，上面兩式都是相同的意思， 

 

 

把  後面的一個個消去！ 

 

 

之後把  後面的一個個消去，最後就會變成：  

 

，我們已經看到山峰了 

 

 

應用「將某一行乘上純量ｋ倍，則行列式將放大ｋ倍」的性質。 

 

 

 

由於「將一行加到另一行不影響行列式值」，上面兩式都是相同的意思 

 

 

應用「將某一行乘上純量ｋ倍，則行列式將放大ｋ倍」的性質。最後當然要回復原狀！  

 

最後變成： 

 

 

 

 

多麼令人感動的結果！  

 

想請問周老師，我這樣的想法對不對呢？還是說有哪裡不合理呢？ 

昨晚就很想趕緊來回應了，因為實在太高興了～ 

再次感謝周老師和各位前輩～ 

 

內容三: 

這兩三天我出外遠遊，快被太陽烤乾了。等我頭腦清楚時，仔細看完後再回覆囉。 

==========================優雅的分割線============================== 

話說經過充分休息後，閱畢精采攀登高山記，有好消息也有壞消息要跟大家報告。 



先說壞消息吧。整個推論程序引用的定理無誤，除了一個地方：我們必須假設方程解  不為零！但

是這。這。太暴力了。。。不必懷憂喪志。。。還有好消息咧，請繼續高興中。 

將推論稍微修改一下就行了，根據《行列式憲章》第三條 

http://ccjou.twbbs.org/blog/?p=9396 

行列式是列或行的線性函數 

於是有 

 

 

再根據第二條 

 

若兩列或兩行相同，則行列式等於零 

 

 

也就得到我們一心所求。。。 

 

你提出的這個證明方法與 「克拉瑪公式的證明 」既非異曲，亦不同工，我認為此法更具數學美感，

原因是它很簡單，不需牽扯矩陣乘積的行列式可乘公式，只用兩個行列式基本性質即可。 

 

這確實是令人感動的結果。謝謝分享。 

 

內容四: 

謝謝周老師～不過周老師的破劍式輕輕一點，我生命值已要歸零了 

不過我還是有些問題，因為周老師您說 

「除了一個地方：我們必須假設方程解  不為零！  

 

   但是這。這。太暴力了。。。不必懷憂喪志。。。」 

 

這句話是因為當我們到  的時候要跳過去，實在是很「不對稱」？  

 

還要多加上條件  (因為如果只要任一行或任一列是零向量，行列式值變會等於零)  

 

並且  (要跳過  )，實在麻煩？  

 

因為我看的書目中是先講解行列式的起源是解「解ｎ元一次聯立方程組」 

之後定義了行列式是若且為若滿足以下三個性質：  



(1) 「將某一行乘上純量ｋ倍，則行列式將放大ｋ倍」 

(2)  「將一行  加到另一行  不影響行列式值，但  」 

(3)  ，其中  為「階單位矩陣」 

之後利用這三個性質，打下了我一開始發的兩篇 

但是如果再多加上周老師的 

「行列式是列或行的線性函數」和 

「若兩列或兩行相同，則行列式等於零」兩項性質，那又更四平八穩了。 

書上是在講解「解ｎ元一次聯立方程組」的方法(我發的兩篇)之後 

再來將「若兩列或兩行相同，則行列式等於零」當作定理來講解 

這和周老師的「行列式的運算公式與性質」不同，老師您是先將把行列式的十個性質先說明 

那這樣行列式的定義到底是什麼呢？  

是否要滿足周老師那行列式的十項性質，行列式才成立嗎？  

或者是說這十項性質中，有某些性質可以當作是定理來證明？  

 

我把書上內容和周老師的推論修改結合，來做個整理：  

 

ｎ元一次方程組的情況：  

 

，(最右邊寫成「行向量」的形式)  

 

那這樣該如何求解 呢？ 

 

考慮  ，其中   「行向量」的形式；並且 

 

由於有: 

  

 

 

而有： 

  

 

由於「行列式是列或行的線性函數」，因此 

 

 

， 



 

可以先把單一個含有  的行列式各別算出來，最後在全部加起來！  

 

，  

 

這一步用了「將某一行乘上純量ｋ倍，則行列式將放大ｋ倍」的性質。 

 

由於「若兩列或兩行相同，則行列式等於零」的性質 

我們發現了如果從  開始看起的話：  

竟然會發現有兩行竟然相同！行列式值當然等於零！  

 

，換到第二個 ，也會有相同的結果！ 

 

‧ 

 

‧ 

 

‧ 

 

一直下去的話，最後到了  

 

，因為  一開始被我們抽走了，所以沒有另一行 和相同！  

 

但因為我們把 

 

 

放了進去，經過了一連串的計算又把  給喚回來了！  

 

‧ 

 

‧ 

 

‧ 

 

一直下去的話，最後到了 



 

 

除了  那次，其餘的全部因為「若兩列或兩行相同，則行列式等於零」的性質 

所有的行列式都等於零了！  

最後全部加起來，當然也只剩下 

 

 

 

 

想必我們都看到了那美麗的煙火。 

 

謝謝周老師回應我的問題，雖然打了很久，但學到了學問還是很高興～ 

十分感謝大俠～～！ 

(參考書目資料：周老師線代啟示錄、周大俠老師、程雋 應用線性代數 文笙書局)  

 

內容五: 

Q:  

這句話是因為當我們到  的時候要跳過去，實在是很「不對稱」？ 

 

還要多加上條件  (因為如果只要任一行或任一列是零向量，行列式值變會等於零)  

 

並且  (要跳過  )，實在麻煩？  

 

A:  

我可能沒說清楚，因為你原來的推導方式是將  從行列式中提出，所以就必須假設 ，倒不是因為不

對稱或很麻煩，而是這個假設其實沒必要。在數學的世界中，多餘=醜，簡單=美，是吧？  

----------------------------------------------------------由此剪開

-------------------------------------------------------- 

Q:  

因為我看的書目中是先講解行列式的起源是解「解ｎ元一次聯立方程組」 

 

之後定義了行列式是若且為若滿足以下三個性質：  

(1) 「將某一行乘上純量ｋ倍，則行列式將放大ｋ倍」 

(2)  「將一行  加到另一行  不影響行列式值，但  」 

(3)  ，其中  為「階單位矩陣」 



 

..... 

這和周老師的「行列式的運算公式與性質」不同，老師您是先將把行列式的十個性質先說明 

那這樣行列式的定義到底是什麼呢？  

是否要滿足周老師那行列式的十項性質，行列式才成立嗎？  

或者是說這十項性質中，有某些性質可以當作是定理來證明？  

 

A:  

「行列式的運算公式與性質」刊載的前三個定理即足以唯一定義出行列式，也就是說，其餘的定理

四至定理十都是衍生結果。至於你寫出的這三個性質是否真可導出行列式公式或其他定理？這我就

不敢打包票了。譬如說，由你給的第二個性質 

 

 

如何證明行列式是行的線性函數呢？  

 

但反過來就很容易  

 

 

 

內容六: 

(2011/03/03 晚上 08:32 修改，麻煩請周老師再看看，謝謝周老師！) 

謝謝周老師，周老師說的有理，不過我還有一些小問題：  

 

老師您說「如何證明行列式是行的線性函數呢？」 

(1) 「將某一行乘上純量ｋ倍，則行列式將放大ｋ倍」 

 

， 1~n，\r\n 

 

 這段的意思不就是「行列式是行的線性函數」嗎？  

 

================================= 

 

 

 

我們將上述線性關係合併為一個性質。 



 

性質三：考慮  的任一列，當其他列都固定時， 為該列的線性函數。 

 

================================= 

 

周老師的「行列式的運算公式與性質」 

 

性質六(定理)：任一列乘以常數  再加至另一列，行列式不改變。 

 

，此處  取1。 

 

因為在性質二(定義出行列式的定理之一)：若  有相同的兩列，則 。所以後面  

 

周老師說的沒錯啊～快要被搞混了~Orz 

 

會不會因為哪個先寫在等號前面，而導致最後無法處理呢？  

 

例如：  

 

 和  是兩個不一樣的性質？ 

 

後者是「證明行列式是行的線性函數」的其中一項 

前者是否無法證明行列式是行的線性函數？  

如果這樣算是證明嗎？  

 

取  為一純量，且 ，則有：性質(1)、性質(2)在最下面 

 

               由性質(1)  

 

                                                           由性質(2) 

 

                                                                     由性質(1)     

 

謝謝周老師回答我問題～ 

不過發現我真會把問題給搞大Orz，好險周老師沒有因此覺得煩，十分感謝您。 



 

PS : 隨文附上書上的證明：  

(1) 對任何方陣 ，若有任兩行相同或成比例，則        (在此書上為定理) 

  

(2) 若互換其中任何兩行的位置而得到 ，則   (在此書上為定理)  

 

性質(1)  

(1) 「將某一行乘上純量ｋ倍，則行列式將放大ｋ倍」 

 

， 1~n， 

 

性質(2)  

 

(2) 「將一行  加到另一行  不影響行列式值，但  」 

 

， 1~n，  

 

證明： 

 

首先證明  ，如下：  

 

         由性質(1)可得 

 

                                                          由性質(2)可得 

 

                                                              由性質(1)可得 

 

                                                          ( j 行加到 i 行) 

 

                                                        

 

                                                              由性質(1)可得 

 

                                                         

 



                                                                     得證 。 

 

證明「若任兩行相同」，則  

 

若在  中有 ，則：(某兩行相同) 

 

          (因為)  

 

     (由  的結果)  

故 

 

  

 

由於在體  中，只有加法單位元素其為自己之加法反元素，所以此時恆有 。 

證明「若任兩行成比例」，則 

 

若在 中有 ，則：(某兩行成比例)  

 

 

                                                          

 

                                                            ( 由「若任兩行相同」，則  )  

 

內容七: 

andy6829 說: 

(2011/03/03 晚上 08:32 修改，麻煩請周老師再看看，謝謝周老師！) 

謝謝周老師，周老師說的有理，不過我還有一些小問題： 

 

老師您說「如何證明行列式是行的線性函數呢？」 

 

(1) 「將某一行乘上純量ｋ倍，則行列式將放大ｋ倍」 

， 1~n，  

 

 這段的意思不就是「行列式是行的線性函數」嗎？ 

 



....  

 

會不會因為哪個先寫在等號前面，而導致最後無法處理呢？ 

 

例如：  

 

 和  是兩個不一樣的性質？  

 

後者是「證明行列式是行的線性函數」的其中一項 

前者是否無法證明行列式是行的線性函數？  

如果這樣算是證明嗎？  

 

取  為一純量，且 ，則有：性質(1)、性質(2)在最下面 

 

               由性質(1)  

 

                                                           由性質(2) 

 

                                                                     由性質(1)     

 

線性函數 f 必須滿足兩個條件： 

 

 

行列式對任一行是線性函數，所以也要滿足第二個式子 (第一個式子即性質(1))  

 

 

因為 a 和 c 是任意的，他們與 b, d 未必相同，因此很遺憾，從 

 

 

無法證得行列式是任一行的線性函數。你給出的算式證明的是另一件事：  

 

將一行乘以某數加上另一行，行列式不改變。 

 

內容八: 

謝謝周老師，好的 



線性函數  必須滿足滿足兩個條件：  

 

 

 

行列式對任一行(或列)是線性函數，那就得滿足兩個式子：  

 

性質(1)  

(1) 「將某一行乘上純量ｋ倍，則行列式將放大ｋ倍」 

 

， 1~n，  

 

和 

 

 

但是如果就我一開始給的性質(2)  

 

 

 

如何證明行列式是行的線性函數呢？  

 

 

那我試著證明，麻煩周老師看看這樣是否成立 

 

我要讓下式成立，便可以證明行列式是行的線性函數的第二個式子，並使用性質(2) 證明：  

 

 

首先 

 

如果 ~為「線性獨立」的話，可以知道上式三個行列式會等於零 

如果 ~為「線性相依」的話，則必然存在一個向量 ，使得  為「線性獨立」 

這個時候必定存在係數  及 ，而有：  

 

 

 

因此可得知：  

 



 

 

使用性質(1)和性質(2)  

 

                         使用性質(1)  

 

                                     使用性質(2) 

 

                                                                         使用性質(1) 

 

和第一篇發的方法一樣，重複以上步驟最後可以得到： 

 

 

 

之後把 

 

 

 放入一開始的左式可得： 

 

 

                                                    

 

                                                    

 

                                                              得證。 

 

請問周老師這樣的證明可以嗎？  

老是麻煩您真不好意思，不過學習的感覺讓我很快樂，再次謝謝周老師！  

 

參考書目及資料：  

周老師線代啟示錄 

「行列式的運算公式與性質」「線性獨立俱樂部」「利用行列式判斷線性獨立函數」 

程雋 應用線性代數 文笙書局 (證明出處)  

Spence Insel Friedberg - Elementary Linear Algebra - A matrix Approach - 

Second Edition 

Otto Bretscher - Linear Algebra with Applications - Fourth Edition 



 

 

內容九: 

哈哈！恭喜你證出來了！我原先的猜測是錯的。 

能想到運用一組基底來證明代表你的線代能量指數迅速攀升中。 

有一個小筆誤，一開始的「線性獨立」和「線性相依」寫反了。 

內容十: 

謝謝周老師，更正如下：  

 

如果 ~為「線性相依」的話，可以知道上式三個行列式會等於零 

如果 ~為「線性獨立」的話，則必然存在一個向量 ，使得  為「線性獨立」 

這個時候必定存在係數  及 ，而有：  

 

 

 

=================================== 

哈哈，實在高興，十分感謝周老師不厭其煩地指點引導 

證明我只是看著書目跟著打下來而已，多加上了一兩行讓整個證明看起來更舒服更好懂 

經過這一周的密集討論，我和行列式的感情又更加增溫了 

「超迷你克拉瑪公式的證明」這方法被周老師改造成易懂且簡潔 

實在是居家旅行，證明推導，必備良藥！  

再次謝謝周老師～ 

參考書目及資料： 

周老師線代啟示錄 

「行列式的運算公式與性質」 

「線性獨立俱樂部」 

「利用行列式判斷線性獨立函數」 

「克拉瑪公式的證明」 

「再談克拉瑪公式的證明」 

「克拉瑪公式的簡易幾何證明」 

(證明出處) 程雋 應用線性代數 文笙書局 

Spence Insel Friedberg - Elementary Linear Algebra - A matrix Approach - 

Second Edition 

Otto Bretscher - Linear Algebra with Applications - Fourth Edition 



 

86. 

標題:先在這邊謝謝老師 

內容一: 

老師您好， 

我從發現這個網站 

進而在這裡學習一些線代大概半年的時間 

真的學到了很多不同於上課教的東西。 

也都天天上來看看有沒有新文章XD 

學生今年考上了交大應數所 

真得很謝謝老師架了一個這麼好的網站，  

也謝謝老師分享這麼多的線代知識。 

希望日後有機會能跟老師喝杯咖啡聊聊天之類的:D  

再次謝謝老師。 

 

內容二: 

恭喜！！很高興分享你的喜悅。 

的確，在沒有課的下午，和學生或朋友們一起喝咖啡吃糕點，聽聽他們的想法也是我教學研究生活

的一部份。 

我的聯絡方式貼在「關於」頁面。 

 

87. 

標題:三月十四「圓周率日」 

內容一: 

http://zh.wikipedia.org/zh-tw/.....7%E6%97%A5\r\n\r\n 

圓周率日（Pi Day，又譯&pi;節） 

 

3月14日是圓周率日的正式日子，從圓周率常用的近似值3.14而來。通常是在下午1時59分慶祝，

以象徵圓周率的六位近似值3.14159。一些用24小時記時的人會改在凌晨1時59分或下午3時9分

（15時9分）。全球各地的一些大學數學系在這天開派對慶祝。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首先倡議將3日14日（寓意3.14）定為國家圓周率日（National Pi Day）。 

2009年美國眾議院正式通過將每年的3月14號設定為「圓周率日」（Pi day）（HRES 224）[1][2]  



 

美國人比較有「閒情逸致」，慶祝「圓周率」的「節日」。 

台灣這種功利社會，注重考試、升學，讀書可能只為應付考試，求高分。 

有人在台灣慶祝「圓周率」嗎？  

 

如果有，我可能會儘量抽時間去參加慶祝活動。 

今年來不及，也許明年、後年，或將來的某一年，去參加這項趣味而有意義的活動。 

內容二: 

謝謝分享。 

 

很難想像祖沖之在西元 500 年之前就給出這麼精確的近似值。或許今年12月21日下午1時13分我

們可以號召一個聚會，吃吃披薩，喝喝湯圓什麼的，總之和圓有關的食物都好。 

 

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曾經看過一本謎語書裡頭的問題：  

有一數列 3,1,4,1,5,...問下一個數字為何？  

 

答案當然是 ’’囉。 

 

內容三: 

http://watt.tw/learn/overview/pi.html 

這篇文章，也與老師分享。 

如果您有空，可再看看其他文章 http://watt.tw 

 

內容四: 

假如老師您很忙，沒時間看多篇文章，以下這一篇可以先看：「植樹節」談「質數」 

http://watt.tw/character/prime.html 

 

內容五: 

http://blog.wolframalpha.com/2.....more-11508 

 

三月14日，在 WolframAlpha 的 Blog 

 

列出不少與圓周率有關聯，巧妙的式子，以及其他有趣的事。 

值得大家欣賞！ 

 

http://blog.wolframalpha.com/2.....more-11508


內容六: 

http://www.piday.org/ 

Pi Day 有個專屬網站！ 

 

內容七: 

謝謝！上去逛了，Watt 真是一位 Pi 專家 

 

內容八: 

http://watt.tw/learn/overview/.....esson.html 

真誠感謝周老師的教導，我由DVD課程學到很多，也偶爾來「線代啟示錄」逛逛。 

在工作繁忙之餘，我找到了一些興趣！ 

 

內容九: 

也感謝  Watt 的支持！你提到「分段聯想」提醒我一件事：每一個定義，每一條式子裡面都有些

「故事」，瞭解這些故事可以幫助我們釐清抽象概念，擴展應用領域。日後我可以試試多談些這類

故事。 

 

 

內容十: 

期待老師再寫一些故事，這樣的學習，更有趣，也懂得「定義」的目的。 

之前看過「打桌球」的文章， 

http://ccjou.twbbs.org/blog/?p=9166 

這大概是我最喜歡的一篇。 

 

  線代入道要門論 

 

也讓我感到很有趣！ 

 

88. 

標題:正交矩陣的問題 

內容一: 

若A的轉置為A的反矩陣，那A為正交矩陣嗎?  

如果是的話，我想問一下，難道沒有可能存在一個A矩陣符合條件--A的轉置為A的反矩陣，而且A

不為實數矩陣嗎?  



若真的A不可能不為實數矩陣的話，可否證明? 

 

 

內容二: 

若A的轉置為A的反矩陣，那A為正交矩陣嗎?  

若 ，我們就稱 A 是正交（orthogonal）矩陣，嚴格來說，A 又可區分為複正交矩陣和實正交矩

陣。在實際應用中，複正交矩陣沒有什麼用途，所以實正交矩陣常被人簡稱為正交矩陣。若複矩陣 A 

滿足 ，稱為么正矩陣或酉矩陣（unitary），見http://ccjou.twbbs.org/blog/?p=3468 

 

至於?何我們對么正矩陣的興趣遠大於複正交矩陣，這和向量內積有關，請參考 

http://ccjou.twbbs.org/blog/?p=5638 

 

如果是的話，我想問一下，難道沒有可能存在一個A矩陣符合條件--A的轉置為A的反矩陣，而且A

不為實數矩陣嗎?  

 

下面是一個例子：設 a, b 為實數，且  

 

 

可以確認 ，但是 ，故 A 為複正交矩陣，A 不為么正矩陣。 

 

 

內容三: 

謝謝老師的解析，最後想再確認一次，一般題目所說的正交矩陣都是指實數矩陣吧? 

 

內容四: 

不客氣。通常課本或考題所稱的正交矩陣確實是指實正交矩陣。不過如果出現於是非題中，我們可

能要小心出題者是否別有居心。 

 

89. 

標題:高斯消去法為何可以消除相關向量 

內容一: 

假設一集合S有n個m維向量空間的向量，且S為線性相關，若把這些向量以列向量來排列，然後執行

高斯消去，為什線性相關向量會不見?且留下來的向量展延會和S的展延一樣? 

 



內容二: 

假設S集合有三個5維向量，排成列向量如下： 

 

 

你可以對他們進行任何線性組合：  

 

 

 

結果仍在span中，對吧？但一次要控制三個係數a,b,c有些麻煩，我們暫時令其中之一為零，例如，

c=0，於是有 

 

 

我們考慮特殊的係數：a=1,b=k, 

 

 

若k不為零，令上式結果為 

 

 

那麼第二個向量可以寫成 

 

 

換句話說，上面兩個向量可以互相表示(藉由的幫助)，你若將第二個向量 取代為，令 

 

 

顯然，span=span。 

 

接下來問如何選擇k值？高斯消去法在不破壞span的前提下提供了一個選擇k值的有效方法，最後化

簡結果具有梯形，所有非零列向量彼此獨立，多餘的線性相關向量全都被消滅成零向量，看過程：  

 

 

這個步驟結束時，保證第一列與第二列獨立，第一列也與第三列獨立，因為第一列有軸元(pivot)1，

但二三列對應軸元所在的第一行位置皆為零元，不過這還不能保證第二列與第三列獨立，所以繼續

做下去，  

 

 

其實你只需要關心底下兩列，即 



 

 

線性相關的第三列被消滅了，這是必然結果。 

 

高斯消去法是一種歸納法，除非進行列交換，否則它保證最先得到的列向量一定與它下面的獨立。 

 

列1 獨立於 列2,3,...,n  

 

列2 獨立於 列3,...,n  

 

...  

列(k-1) 獨立於 列k 

列(k+1),...,n等於零 

 

最後所有列1,2,...,k彼此相互獨立，等於就消滅相關的向量了。 

 

內容三: 

我大致上都已經了解了，我也有去看老師網站裡的一篇文章\\"由最簡列梯形矩陣判斷行空間基底

\\"，感覺收益良多，這個網站的的很棒!!謝謝老師~ 

另外想問一下，線性代數在電機領域裡應用很多嗎?還是只是稍微應用一下而已? 

 

 

內容四: 

越是基本的數學工具越不容易看見固定的應用。電機工程領域多數僅處理線性問題（非線性問題也

可以線性化），因此若分析模型包含多變量的線性轉換便免不了會使用線性代數，動態系統亦然，

從微分方程與線性代數的關係可見。 

http://ccjou.twbbs.org/blog/?p= 

 

90. 

標題:von Neumann trace inequality 

內容一: 

這是 von Neumann 提出的跡數(trace)不等式： 

 

設 A, B 為 nxn 階複矩陣， 

 



 

 

其中矩陣 A, B 的奇異值按遞減排序  ，。 

 

此不等式的證明請參考 

http://www.math.tu-berlin.de/~....._trace.pdf (Rolf Dieter Grigorie 

ff) 

 

http://www.drhea.net/wp-conten.....eumann.pdf (Leon Mirsky& Rolf Dieter 

Grigorie 

ff) 

問題是這樣，我們想找出一個（或多個）正統的證明，正統的意思是 

 

遵循某些一般的技巧，哪怕很繁?，但是并不?得太?跳?，?人?得是神?之?的感?。 

 

如果大家對 trace 與 svd 不很清楚，請先閱讀 

http://ccjou.twbbs.org/blog/?p=8433 

http://ccjou.twbbs.org/blog/?p=3326 

 

開始了。我先假設 A, B 的奇異值分解為 

 

， 

 

， 

 

，U 和  V 為 unitary 矩陣， 

 

，X 和 Y 為 unitary 矩陣，  

將 svd 代入，  ，然後利用 trace 性質 ，就有 

 

 

 

令 ，則 ，因為  是主對角矩陣，， 為 K 的第 (i,i) 元。 

 

令 ，二個 unitary 矩陣乘積仍為 unitary 矩陣，故 P 和 Q 皆為 unitary 矩陣，是 K 的

奇異值分解。 



 

我想到的正統作法就到此停止，接下來如何證明對於任何 unitary 矩陣 P, Q, 下面不等式成

立？  

 

 

 

請注意  可以是複數。 

 

--------------------------------------- 還有一個想法從這裡開始 

----------------------------------- 

如果一開始我就換個寫法，將 SVD 的第二種形式代入 AB，便有 

 

，因為 trace 是線性函數， 

 

，因為 tr(PQ)=tr(QP), 

 

，因為  是純量， 

 

，利用 Cauchy-Schwarz 不等式， 

 

，因為 ，就有 

 

 

 

因為 unitary transformation 不改變向量長度，  

 

 

 

上面令 ，接下來如何證明下面不等式成立？ 

 

 

 

其中  構成 unitary 集，也就是  

 

感覺上這個式子似乎比前一個容易證明。 

 



-----------------------------------------------------------------------

------------------------------------- 

 

式子有點亂，希望沒打錯。我差不多就走到這裡，剩下來看讀者朋友能否想出妙招繼續下去。 

 

內容二: 

周老師，我是這樣想的，我給不等式左右兩邊搭座橋，此橋就是 summation of the singular 

values of AB。 

 

這樣就是證兩個不等式了。前一個不等式證起來不難，就是證trace(C) < = summation of the 

singular values of C ，用下C的svd分解和trace的迴圈位移不變性質，還有unitary matrix

的對角線元素絕對值小於等於1，singular value不小於零即可。 

 

後一個不等式是已經被證明了的，比如這裡

http://www.springerlink.com/co.....lltext.pdf ，其中式(2.0.6)。 

 

內容三: 

感覺跟您的第二個思路有些許類似。 

 

內容四: 

我將你提供的做法打出來，看是不是這樣。我們將證明以下兩個不等式： 

 

 

 

(1) 左邊的不等式就是說任意 n 階方陣 C 有 

 

 

其中 。 

 

證明於下：令 C 的奇異值分解為 ，代入計算 

 

 

 

上面  為 unitary 矩陣，故 。這個證明確實是正統且基本的。 

 

(2) 你給的連結並沒有詳細說明右邊的不等式 



 

 

 

或者  

 

的證明過程，這可有正統的證明方法嗎？ 

 

目前我的感覺是＞＞＞不論是這個做法還是我先前未完成的那兩個做法，最後好像都免不了要扯上 

majorization。 

 

 

內容五: 

剛才在網上看見一篇 2000 年 IEEE Trans. Automatic Control 論文： 

A trace bound for a general square matrix product 

http://ieeexplore.ieee.org/sta.....ber=871773 

 

論文最末給出 

 

 

 

作者說 However, [this inequality] is rough in general. 

看來 authors 與 reviewers 似乎並不曉得 von Neumann’s trace inequality。 

 

內容六: 

周老師，關於第二部分不等式的證明，我想那個連乘的不等式是否可以這樣去考慮。 

1）因為奇異值皆非負，所以可以將不等式兩邊平方，平方後不等式等價。 

2平方後的不等式其實等於證明det(ABB&#39;A&#39;) < = det(AA’)*det(BB’) 。因為A,B

都是方陣，所以兩邊都等於det(A)^2 * det(B)^2</p> 

3）上面肯定有某部有漏洞了，臭蟲在那裡？ 

 

內容七: 

喔，抱歉我將公式抄錯了，原來的不等式應該是對於所有 1< =L< =n 計算的，因此並沒有漏洞。 

？？？這好像也不對，可是 L=n 時確實公式應該成立的，到底是怎麼回事？ 

嗯，看來要靜下來好好想想….. 

 



內容八: 

喔，抱歉我將公式抄錯了，原來的不等式應該是對於所有 1< =L< =n 計算的，因此並沒有漏洞。 

？？？這好像也不對，可是 L=n 時確實公式應該成立的，到底是怎麼回事？ 

 

嗯，看來要靜下來好好想想…. 

 

是啊，您沒有把公式寫錯。可感覺那個思路也是沒有問題。 

您提及的majorization，好像有專門的書籍。不過majorization在這裡如何能用上呢？是不是

用在論證連和與連乘的兩個不等式等價？ 

 

內容九: 

majorization 是常用於證明矩陣不等式的工具，由此應可以論證出那兩條不等式等價，但細節

我不清楚。 

我查了 Fuzhen Zhang, Matrix Theory, pp 232, 確實有 

 

 

 

意思就是說遞減數列  is weakly majorized by Hadamard product ， 

 

也就是說對於k< =n 

 

 

 

Zhang 說這個證明很冗長，建議參考(我還沒找到) 

 

R. A. Horn, The Hadamard product, Proc. of Symposia in Applied Mathematics, 

vol. 40, American Math. Society, pp. 87-169, 1990. 

週末我外出，等回來再研究了 

 

內容十: 

嗯，多謝周老師。可是我那個證明是哪一步出了問題呢？怎麼最後變成了等式？ 

 

內容十一: 

你的證明並沒有錯，確實當 k=n 時，不等式 

 

 



 

變成恆等式。但是 

 

 

 

則未必。所以看起來，兩式也不盡然等價。 

 

 

內容十二: 

回到前面我提出第一個未完成的做法。 

我先假設 A, B 的奇異值分解為 

 

， 

 

， 

 

，U 和  V 為 unitary 矩陣， 

 

，X 和 Y 為 unitary 矩陣， 

 

將 svd 代入，  ，然後利用 trace 性質 ，就有 

 

 

令 ，則 ，因為  是主對角矩陣，， 為 K 的第 (i,i) 元。 

 

令 ，二個 unitary 矩陣乘積仍為 unitary 矩陣，故 P 和 Q 皆為 unitary 矩陣，是 K 的

奇異值分解。 

 

我想到的正統作法就到此停止，接下來如何證明對於任何 unitary 矩陣 P, Q, 下面不等式成

立？ 

 

 

 

-----------------------------------------------------------------------

----------------------------- 

 



因為 ，上式可繼續推得 

 

 

接下來我要引用一個性質(稍後證明)：任一 n 階方陣 K，令奇異值遞減排序，並令主對角元絕對

值也按遞減排序 ，這很容易實現，只要再 K 矩陣左右乘以排列矩陣即可，則對於每一 k< =n, 

 

 

 

上式就是 K 的主對角絕對值 is weakly majorized by 奇異值 

因為 ，K 的奇異值即為 ，也就有 

 

 

 

因為 ，由歸納法很容易證明對於 1< =k< =n， 

 

 

 

故得證。 

-----------------------------------------------------------------------

--------------------------------- 

下面證明對於每一 k< =n, 

 

 

 

令 ，，， 

 

那麼 ，這指出 。 

 

令  為 M 的 kxk 階領先主子陣，存在性質(可以由 Hermitian matrix 的 interlacing 

eigenvalues 

 

http://ccjou.twbbs.org/blog/?p=6648 證得) 

 

 

 

注意奇異值皆按遞減排序。 



 

利用 trace 的基本不等式 

 

 

 

再利用上述這些已知和性質，就有 

 

 

 

即得證。 

 

問題是：這算是個正統的證明嗎？ 

自評如下(滿分五顆星)： 

遵循某些一般的技巧 ★★★★ 

(除了 majorization 不能算是很一般的證明技巧)\r\n 

哪怕很繁?，但是並不?得太?跳? ★★★★★ 

 

(確實有點繁瑣，但整個程序一直圍繞 trace，主對角元，奇異值打轉，所以不算太過跳躍) 

?人?得是神?之?的感? ★★★ 

(沒這種感覺) 

 

內容十三: 

1）謝謝周老師。這個mojorization的性質主要就是由<span>interlacing性質決定的，看來

奇異值的</span>interlacing性質也是證明矩陣不等式的一個出發點。我後來翻閱了一本關於

不等式的書，上面的確就有一章是專門講majorization技術的。 

 

2）您提到的Fuzheng Zhang的主頁，我感覺裡頭有幾篇文章還是讓我蠻收益的。這個zhang老師

好像就是專門研究矩陣不等式之類的。 

 

內容十四: 

不客氣。你說的 Zhang 的主頁是指上回你給的連結 The Schur Complement and its 

Applications 書裡的 Chapter 3 block matrix techniques 嗎？ 

 

http://www.springerlink.com/co.....lltext.pdf 

 



Zhang 的文字簡明易懂，不會使用非數學系出身的人(是說我自己)看不太懂的符號。下次我從裡

面挑些實用又不很艱澀的主題跟大家報告。 

 

內容十五: 

後來我在一本書上看到第一不等式的簡潔優美的證明，利用AB矩陣的k-compound matrix證明 

 

內容十六: 

不客氣。你說的 Zhang 的主頁是指上回你給的連結 The Schur Complement and its 

Applications 書裡的 Chapter 3 block matrix techniques 嗎? 

嗯，是的。 

 

內容十七: 

後來我在一本書上看到第一不等式的簡潔優美的證明，利用AB矩陣的k-compound matrix證明。 

你知道第二個不等式如何證明嗎？我還沒找到文獻。 

 

內容十八: 

關於奇異值不等式的素材甚多，很多證明過程都牽涉某些特殊技巧，等消化的差不多了再以我所能

想得到的最簡單的做法貼文介紹這些不等式的推理思路。 

 

91. 

標題:Latex 

 

92.商空間 

內容一: 

在讀了老師最新寫的商空間介紹之後，提供一題練習題玩玩(出處已忘，我也不曉得答案) 

V be the real vector space spanned by . W be the subspace spanned by 

 

 , and let D be the derivative, then find the linear map G  induced by D on 

the quotient space 

 

 V/ W.   

 

內容二: 

商空間  並非  的不變子空間，所以 induced map 不是 ，而是 。考慮下圖 

 



 

 

接下來我想問的是： 成立嗎？ 

 

內容三: 

啊，我看錯問題了！W 確實是 D 的一個不變子空間呀！所以也就有 ，如下 

 

 

接下來寫出 G 的矩陣表示工作有誰來完成嗎？ 

 

內容四: 

如果還是沒人提供解答，我就將此題當作下週的每週問題好了。 

 

93. 

標題:test 

test 

 

94. 

標題:canonical form 

內容一: 

這兒有題問題想請教周老師: 

Suppose A is a real 4x4 matrix satisfying . Find ALL possible Jordan canonical 

forms of A? 

謝謝~~ 

 

內容二: 

我們可以從基本性質開始推理 

已知條件   是實矩陣和  說明兩件事： 

 

(1)  的 Jordan form 即為 。 

 

(2)  的特徵值為 ，因為實矩陣的特徵值為實數或共軛複數。 

 

令  為  的 Jordan form，則存在可逆矩陣   使得 ，故 

 



  

 

意思是  相似於 ，所以   的 Jordan form 即為  的 Jordan form，更進一步 

 

 

由 (2) 可知  有以下四種可能： 

 

 

 

計算  如下： 

 

 

若不考慮特徵值排序，以上結果確認  只有一種可能： 

 

 

 

95. 

標題:已知Ax=b的解求A的最簡列梯 

內容一: 

有一個題目如下A是一個3X4的矩陣，Ax=b的解是常數c乘上(2 ,3 ,1 ,0)的轉置，可求出A最簡

列梯為 

 

[1,0,-2,0 

 0,1,-3, 

 0,0,0,1 ] 

 

我想問的是，符合此題目的A應該不只一種，但是最簡列梯似乎一定只有一種吧?不過到底為什麼會

這樣?怎麼證明? 

而在其他情況下(A為任意大小的矩陣且解有可能為唯一解、無限多解或無解)，何時A的最簡列梯也

一定相同?何時擴增矩陣的最簡列梯也會相同? 

 

 

內容二: 

從已知條件可知 A 是一 3x4 階矩陣，且 Ax=0 的解空間，也就是 A 的零空間由 (2,3,1,0) 擴

張而成。若 E 為任意 3x3 階可逆矩陣，則 EAx=0 有相同解空間，亦即 EA 和 A 的零空間相同，



我們說 EA 列等價於 A。根據這個道理，A 的最簡列梯形式 R 列等價於 A，見 

http://ccjou.twbbs.org/blog/?p=10992。任何矩陣都有唯一的最簡列梯形式，證明見 

http://ccjou.twbbs.org/blog/?p=5893。 

 

若 A, B 為同尺寸矩陣，若 A 和 B 有相同的列空間，則 A 和 B 也有相同的零空間，因為零空

間是列空間的正交補集。反過來說，若 A 和 B 有相同的零空間，則兩者也有相同的列空間。所以

若 A 和 B 有相同的零空間（列空間），A 和 B 都屬於同一個列等價矩陣家族，此家族的代表就

是最簡列梯形式，此時 A 和 B 有相同的最簡列梯形式。 

考慮擴增矩陣 [A|b] 和 [B|c]，若存在一可逆矩陣 E 使得 E[A|b]=[EA|Eb]=[B|c]，也就是

說，[A|b] 列等價於 [B|c]，則 [A|b] 和 [B|c] 有相同的最簡列梯形式。[A|b] 列等價於 

[B|c] 的意思是 Ax=b 和 By=c 同義，兩者有相同的解集合。 

 

內容三: 

謝謝，我大概都懂了，不過\\"唯一的最簡列梯形式\\"這整個證明雖然看的懂，但是要想到這樣證

明還真的不容易。 

 

96. 

標題:函數f(x)，A為方陣，λ為其特徵值，則f(A)的特徵值為f(λ)? 

內容一: 

我的問題如下 

 

首先，我有看到一個證明大概是這樣的 

A為一個方陣，若有一個矩陣函數 

 

 

λ 為方陣A的特徵值，且X為相應的特徵向量，同乘X則有 

 

 

 

 

 

 

所以由此可知   必為  的特徵值且X為其特徵向量 

 



問題一：這個證明只能說明，若有λ 為方陣A的特徵值，且X為相應的特徵向量，則f(A)的特徵值必

有f(λ )且相應特徵向量為X吧? 

 

那我想問的是，若λ 為方陣A的特徵多項式的k次重根，則f(λ )必為f(A)的特徵多項式的k次重根

嗎? 

這似乎是對的，但怎麼來的，λ 為A特徵多項式的根，根據上面我們只能推出f(&lambda;)為f(A)

特徵多項式的根，並不能推出同為k次重根阿? 

 

問題二：除了多項式形式的矩陣函數有這樣的特性外其他矩陣函數也如此嗎? 

內容二: 

問題一請參閱 http://ccjou.twbbs.org/blog/?p=2839 

至於問題二請參閱 http://ccjou.twbbs.org/blog/?p=9833 

以上文章應可找到答案。 

 

97. 

標題:想請問列空間 

內容一: 

V是A的列空間，請問列空間的物理意義是?? 

以及V* V 又是代表什麼??  (*代表hermitian) 

投影矩陣P=I-V* V ，為何投影矩陣可以以這種形式出現?? 

煩請解惑，謝謝!! 

 

內容二: 

你提的問題都沒有簡明的解答，我從舊貼子找出相應的文章，請你先看看。若有其他問題，請再提

出來。 

 

V是A的列空間，請問列空間的物理意義是??  

有兩個觀點：A 的列空間就是 A^T 的行空間，那麼 A 和 A^T 有什麼關係？下文有解釋： 

http://ccjou.twbbs.org/blog/?p=7416 

 

另一個解釋稱為線性泛函， 

http://ccjou.twbbs.org/blog/?p=11679 

http://ccjou.twbbs.org/blog/?p=11886 

 



以及V* V 又是代表什麼??  (*代表hermitian) 

 

這個矩陣乘積稱為 Gramian 矩陣，有一些特殊性質： 

http://ccjou.twbbs.org/blog/?p=10318 

它的來由可以從方程解的觀點來看： 

http://ccjou.twbbs.org/blog/?p=9166 

 

投影矩陣P=I-V* V ，為何投影矩陣可以以這種形式出現?? 

這裡 V 應該包含 orthonormal 列向量，推導過程請見： 

http://ccjou.twbbs.org/blog/?p=6961\r\n\r\n若 P 是正交投影矩陣，則 I-P 也是正

交投影矩陣。 

 

98. 

標題:關於對稱矩陣 

Hi 老師您好~ 

這是94年台大資工所的題目: 

Define 

 

 

 

and  

 

 

What is  

 

 

 

我把它乘開來慢慢算，計算量蠻大的。 

然而，補習班解答僅僅兩行寫說:   

因為 A 是對稱矩陣 (A是指 f(x) 的那個5x5矩陣)，故    

 

所以 

 

 

這是為什麼呢?? 



跟對稱矩陣有什麼關連性呢?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有請老師解惑 :) 

 

內容二: 

我在二次型與正定矩陣曾經引用此結果，見 http://ccjou.twbbs.org/blog/?p=3957 下面

我解釋詳細運算步驟。 

 

設 f 是一個從 R^n 映至 R 的函數，，我們定義在點 x 的梯度 (gradient) 為一 n 維向量：  

 

 

舉一個例子，設 

 

 

 

根據上面定義， 

 

 

 

也就有以下公式： 

 

 

再看較為複雜的例子，設 

 

 

將上式帶入計算，可得 

 

 

當 A 是對稱矩陣時，就有 

 

 

99. 

標題:矩陣的秩與特徵值代數重數一問 

內容一: 

近來讀Strang的\\"Linear Algebra and its Applications\\"，我在Ch5 sec.1的例二



遇到點問題，所以PO在這請求大家幫忙。 

 

課文寫著： 

The eigenvalues of a projection matrix are 1 or 0! 

P =[1/2  1/2 ; 1/2  1/2] 

 

We have \\\\λ  = 1 when x projects to itself, and \\\\λ  = 0 when x projects 

to the zero vector.The column space of P is filled with eigenvectors, and 

so is the nullspace. If those spaceshave dimension r and n?r, then \\\\λ  

= 1 is repeated r times and \\\\λ  = 0 is repeated n?rtimes (always n \\\\λ  

&rsquo;s): 

我不懂的地方在於為什麼 0 會重複出現n-r次? 而 1 會出現r次? 

因為這裡搞不懂，所以習題5.1.14與5.1.15就不會做了 

(5.1.14勉強可以做，但5.1.15就真的沒法度了) 

 

麻煩老師與大家幫個忙，謝謝。 

 

內容二: 

關於此問題的詳細討論請見「特殊矩陣(五)：冪等矩陣」 

http://ccjou.twbbs.org/blog/?p=3667 

關鍵在於 rankP+rank(I-P)=n，如果還有疑問，歡迎再提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