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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移變換 

姓名：           班別：   (   )   日期：    

開啟「互動數學教室」，並選擇 “中一級直角坐標變換平移變換” 開啟課件。 

勾選「顯示坐標」。移動畫面中的 P點至各題目的指定位置，並拖曳紅色箭咀來控制平移的方向

及距離。 

 
第一部分 

P點的坐標 P點平移方向及距離 P點平移後的坐標 (即 P’的坐標) 

例. (2,1) 向上平移 4單位 (2,5) 

1. (1,-1) 向上平移 4單位  

2. (-3,20) 向下平移 11單位  

3.  (4,-3) 向右平移 2單位  

4. (4,0) 向左平移 1單位  

   
第二部分 

P點的坐標 P點平移方向及距離 P點平移後的坐標 (即 P’的坐標) 

5. (7,2) 向右平移 3單位  

6. (-5,9) 向上平移 15單位  

7. (-24, 3) 向上平移 8單位  

8. (-15,-4) 向下平移 1單位  

9. (4, -10) 向右平移 2單位，再向上平移 4單位  

10. (0, -7) 向左平移 3單位，再向下平移 6單位  

11. (-30, 10) 向下平移 4單位，再向右平移 12單位  

12. (-2014, 2015) 向下平移 15單位，再向左平移 6單位  

13. (x, y) 向左平移 a單位  

14. (x, y) 向右平移 a單位  

15. (x, y) 向上平移 b單位  

16. (x, y) 向下平移 b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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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變換 

 

姓名：           班別：   (   )   日期：    

開啟「互動數學教室」，並選擇 “中一級直角坐標變換反射變換” 開啟課件。 

勾選「顯示坐標」。移動畫面中的 P點至各題目的指定位置，求 P點沿 x軸或 y軸反射後的坐標。 

 
第一部分（在「反射軸」中選「y軸」） 

P點的坐標 P點沿 y軸反射後的坐標 

例. (3, 2) (-3, 2) 

1. (7, 1)  

2. (-3, 2)  

 
第二部分（在「反射軸」中選「x軸」） 

P點的坐標 P點沿 x軸反射後的坐標 

3. (-2, -3)  

4. (0, -4)  

 
第三部分（以 x軸或 y軸為反射軸） 

在「反射軸」中選「x軸」或「y軸」。 

P點的坐標 沿何軸反射 影像 P’的坐標 觀察特性 

例. (4, 2) 沿 x軸反射 (4, -2)  x  /  y  坐標保持不變 

5. (8, -1) 沿 x軸反射   x  /  y  坐標保持不變 

6. (-6, 9) 沿 y軸反射   x  /  y  坐標保持不變 

7. (-4, 0) 沿 y軸反射   x  /  y  坐標保持不變 

8. (18, 6) 沿 x軸反射   x  /  y  坐標保持不變 

9. (-36, 50) 沿 x軸反射   x  /  y  坐標保持不變 

10. (2014, -2015) 沿 y軸反射   x  /  y  坐標保持不變 

11. (a, b) 沿 x軸反射   x  /  y  坐標保持不變 

12. (a, b) 沿 y軸反射   x  /  y  坐標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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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變換 

姓名：           班別：   (   )   日期：    

開啟「互動數學教室」，並選擇 “中一級直角坐標變換旋轉變換” 開啟課件。 

勾選「顯示坐標」。 

移動畫面中的 P點至各題目的指定位置，並將 P點繞 O點（原點）沿順時針或逆時針方向旋

轉特定角度。如有需要，可勾選「輔助長方形」。 

 
第一部分 

 
設定為「繞 O點順時針旋轉90」。改動 P的位置以完成下表。 
 

P點坐標 旋轉方向及旋轉角度 P點經旋轉後的坐標 (即 P’的坐標) 

1. (3, 5) 順時針旋轉90   

2. (–2, –4) 順時針旋轉90   

3. (–5, 3) 順時針旋轉90   

4. (5, 0) 順時針旋轉90   

 
設定為「繞 O點逆時針旋轉90」。改動 P的位置以完成下表。 

 

P點坐標 旋轉方向及旋轉角度 P點經旋轉後的坐標 (即 P’的坐標) 

5. (5, 3) 逆時針旋轉90   

6. (–6, 2) 逆時針旋轉90   

7. (–5, –3) 逆時針旋轉90   

8. (0, –4) 逆時針旋轉90   

 
 
 沿順時針／反時針方向旋轉90的法則： 

 若一點繞原點沿順時針／反時針方向旋轉90，其 x坐標及 y坐標的數值 

 需要 ( 保持不變 / 互相對調 )，正負號則由影像所在的象限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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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改動 P的位置、旋轉方向及旋轉角度以完成下表。 

 
P點坐標 旋轉方向及旋轉角度 P點經旋轉後的坐標 (即 P’的坐標) 

9. (2, 4) 沿順時針方向旋轉180   

10. (–3, 5) 沿順時針方向旋轉180   

11. (–6, –1) 沿逆時針方向旋轉180   

12. (5, –2) 沿逆時針方向旋轉180   

13. (5, –2) 沿順時針方向旋轉180   

14. (6, 3) 沿逆時針方向旋轉 270   

15. (–1, 4) 沿逆時針方向旋轉 270   

16. (–5, –2) 沿順時針方向旋轉 270   

17. (2, –4) 沿順時針方向旋轉 270   

18. (2, –4) 沿逆時針方向旋轉 270   

 
 
 沿順時針／逆時針方向旋轉180的法則： 

 若一點繞原點沿順時針／逆時針方向旋轉180，其 x坐標及 y坐標的數值 

 需要 ( 保持不變 / 互相對調 )，正負號則由影像所在的象限決定。 

 
 沿順時針／逆時針方向旋轉270的法則： 

 若一點繞原點沿順時針／逆時針方向旋轉270，其 x坐標及 y坐標的數值 

 需要 ( 保持不變 / 互相對調 )，正負號則由影像所在的象限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