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英和小明一起玩「拿石子遊戲」，
他們把石子排成兩行，第一行排了32顆
石子，第二行排了28顆。如果小英先
拿，小英有沒有方法令自己獲勝呢？如
果有，她要如何拿取石子呢？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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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今年財政預算案提出區
塊鏈，歐美國家許多大型金融機構都有投入研究這項
技術，例如IBM、摩根大通公司（JPMorgan）、倫
敦證券交易所（London Stock Exchange）及富國銀
行（Wells Fargo Bank）共同宣佈開放賬本計劃。金
融科技時代已經來襲，香港也要趕緊加快腳步，追上
這股新潮流。

去除中介人 革新保險業
區塊鏈是與互聯網近似的產物，當中的資訊科技

附帶分層次技術，亦有不同用途，包括資產登記、存
貨儲存、交易；同時又涉及金融財務、經濟和金錢範
疇，有形資產（物業、機器和設備）、無形資產（概
念、名譽、意圖和健康資訊）均可應用。
區塊鏈的好處就是公開驗證、永久不能更改、有

時間性、跨地域性和低匯款額。它的另一個好處是去
中間人化，我們可把現時不需要的中介人去除令成本
減低。保險業將會大大地革新。
而且，對我或資訊科技行業相關人士來說，區塊

鏈可以快速地將業務用例（business cases）寫成程

式。以前要寫一個將多個舊系統（legacy system）連
在一起的程式是很困難或根本是不可能的（技術或高
成本原因），若運用區塊鏈技術，則可以簡易地將業
務用例寫成程式。

「賣電」繳費合約一剔過
舉一個例子，現時外國開始流行再生能源，家家

戶戶都有自己的太陽能板或其他產生能源的方法。這
些產生能源的方法除了足夠自用之外，還有多出的部
分可以供給別人用。
但供電要如何收錢呢？利用blockchain區塊鏈，當

每家每戶產生電力的時候，同時將電力數據、收錢合
約及價錢自己發上去區塊鏈，使供電和用電雙方得以
交易完成。 ■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 洪文正

區塊鏈勢入百姓家「拿石子」學逆向思考
當思考問題的解決方法時，我們多數會從事件
的起源或常規路徑去思考，這是正向思考。有時
候，處理某些奧數課題或範疇時，卻需要運用逆
向思考（reverse thinking）來分析。
簡單地說，逆向思考就是從事件終結前的狀況
入手，以找出答案或解決方法。透過以下的「拿
石子遊戲」，讓我們來看看如何運用逆向思考來
解難題。

恒星不斷在燃燒，因為溫度不一，故此看起來有着不
同的顏色。恒星的光譜型一般分為7種，分別為O、B、
A、F、G、K及M。天文學家為了方便記着這7個類
型，創作了一句口訣「Oh Be A Fine Girl, Kiss Me」，
天文學家也不一定是書呆子呢！
獵戶座（Orion）（右圖）應為東西方最有名的星座，
因為冬天時抬頭，就可以望見它的蹤影。它容易辨認之
處，在於3顆排成直線的星星，稱為獵戶座腰帶。
紅橙色的參宿四，溫度約3,500度，標誌着獵人的右
肩，而藍白色的參宿七，溫度約11,000度，則標誌着獵
人的膝蓋。

太陽系以太陽為中心，太陽是一顆恒星，內裡不
斷燃燒氫氣，經過核熔反應轉成氦氣，是以太陽是
一個燃燒的火球，為太陽系發熱發光。八大行星包
括地球受着太陽重力的約束，圍繞着其公轉。
大多數恒星在其生命中，是不斷燃燒氫氣，製造

比氫更重的元素如氧、碳、氮、鐵等。而地球上甚
至宇宙中所有的元素均是從恒星內製造，也就是
說，恒星是孕育生命的地方。

對於浩瀚的宇宙，人類不過是
恒星死亡時掉落的塵埃，實在很

渺小。多觀賞星空，令人意識到日常生活的
小事，實不足掛齒。 ■吳俊熙博士

小 結

「7字訣」記恒星光譜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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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暢想

每年五六月左右，在華南地區都算是踏入梅雨的
季節，究竟什麼是梅雨呢？
梅雨是中國和東亞地區獨特的天氣現象，受影響

的地區會下大雨和天色比較陰暗，視乎不同緯度而
異。梅雨通常出現在每年大約5月到7月之間，由於
剛剛江南一帶是梅子的成熟期，因此叫梅雨。

「梅雨槽」受擾易打雷落雹
在華南地區，每年大約5月中下旬開始，東北季風
逐漸減弱，但同一時間，從熱帶海洋而來的西南季
風逐漸增強，兩股勢力在廣東沿岸和台灣一帶相
遇，形成一道類似低壓槽的天氣系統，通常叫做梅
雨槽。在低壓槽附近的天氣非常不穩定，有利對流
發展，只要大氣有一些擾動經過，便很容易形成雷
暴、冰雹等惡劣天氣。梅雨槽5月中下旬會在華南、
台灣附近徘徊，在6月中旬北移到長江流域，7月會
影響日本、華北和韓國一帶。
實際影響時間和強度，當然每年都會有一些差

別，在香港每年年雨量大約在2,400毫米左右，一年
中有兩個下雨的高峰期，一個在五六月，主要與梅
雨有關；另一個在八九月，主要與熱帶氣旋有關。
每一個高峰期都分別有超過700毫米的雨量，佔年

雨量約三成多，都算很厲害。

啟用以來共錄逾五百次暴雨警告
現在使用的暴雨警告系統是在1998年開始使用

的，直到今天為止，香港天文台總共發出超過500次

的暴雨警告，而五六月是發出暴雨警告比較多的月
份，大多是與梅雨有關—過去十多年五六月都分別
發出超過百次的暴雨警告。
直到現時為止，香港天文台尖沙咀總部創下最高

一小時雨量紀錄，是在2008年6月7日早上8時至9
時錄得的，這個時段的總雨量是145.5毫米，記得當
天在東涌道和出入機場的青嶼幹線，因為山洪暴
發、山泥傾瀉而引發嚴重水浸，這場雨也是和梅雨
槽有關的。

6月梅天灑梅雨
隔星期三見報

氣象萬千

簡介：本欄以天文台的網上氣象節目《氣象冷知
識》向讀者簡介有趣的天氣現象。詳請可瀏覽天
文台youtube專頁：https://www.youtube.com/
user/hkweather

作者簡介：畢業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曾在加州的州立大學教授
化學，現任教於香港大學。聯絡：www.
facebook.com/drbennyng。

簡介：本會培育科普人才，提高各界對科技創
意應用的認識，為香港青年人提供更多機會參

與國際性及大中華地區的
科技創意活動，詳情可瀏
覽www.hknetea.org。

簡介：香港首間提供奧數培訓之教育機構，每年舉辦
奧數比賽，並積極開辦不同類型的奧數培訓課程。學
員有機會獲選拔成為香港代表隊，參加海內外重要大
賽。詳情可瀏覽：www.hkmos.org。

恒星顏色與其溫度的關係
光譜型 溫度（℃） 恒星顏色

O 30,000 - 60,000 藍色

B 9,700 - 30,000 藍白色

A 7,200 - 9,700 白色

F 5,700 - 7,200 黃白色

G 4,700 - 5,700 黃色（如太陽）

K 3,200 - 4,700 橙黃色

M < 3,200 紅色

許多人以為超新星是指剛誕生的恒
星，但這其實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
顆星。
恒星爆炸的時候，恒星內蘊含的化

學元素，會化作星塵，散落宇宙中的每
一個角落，從而成為下一代恒星誕生的
原料，或是組成新的生命。地球上所有
物質，不論是有生命或是沒有生命的東

西，均是從這些星塵所組成。
而我們的恒星太陽，把核心的燃料

燃燒殆盡後，因為密度不夠高，不會
變成中子星或黑洞，而會塌縮成為緻
密的白矮星，它的大小會變成如現在
的地球一樣。太陽的壽命預計約為90
億年，它現在差不多46億歲，已經走
了「生命」的一半。

爆炸播星塵「化作春泥更護花」

天上的星星，有如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一樣，會出生
會死亡。當一顆恒星差不多燃燒殆盡它內裡的氫氣，
也就是它生命終結時。
恒星的命運取決於其密度及重量，恒星的殘骸主要

分3種：白矮星、中子星及黑洞。質量較小的恒星會
演化成為白矮星，而質量超過太陽8倍的恒星，在演
化成中子星或黑洞前，會經歷一次大爆炸，稱為超新
星（supernova）。
超新星的殘骸會成為密度高的中子星，中子星直徑

只有20公里，比香港還要小（見上圖）。若超新星殘
骸的密度更高，則會演化成為黑洞。

密度重量決定命運 中子星比香港更小

2004年，天文學家於距離地球
50光年位處半人馬座發現了一顆核
心內全為碳晶體的白矮星。從中學
化學課程，我們知道碳主要分為石
墨及鑽石，而這顆星星內是一顆完
整的巨大鑽石。
故此，天文學家把它命名為

Lucy，取自 The Beatles 的歌曲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Lucy與地球的直徑

分別為4,000公里及6,000公里，所
以Lucy比地球小很多。
Lucy重約5×1029公斤，為1034（1
之後34個零）卡，是已知最大的鑽
石。相較之下，地球上最大的鑽石
之一「非洲之星」約為530卡。
可惜，Lucy的光度只是太陽的二

千分之一，故不能以肉眼觀測。若
有興趣，可於春天時分，在南半球
以望遠鏡觀察。

已知最大「鑽星」1034卡

星非永恒星非永恒 化塵育人化塵育人

「拿石子遊戲」的玩法：
．把60顆石子排成兩行，每行的石子數目不拘，
但必須最少有1顆。

．兩人輪流拿取石子，每次可任意選擇其中一行拿
石子，數量不限，但必須至少拿1顆。

．拿到最後1顆石子的便是勝利者。
換句話說，這個遊戲獲勝的關鍵在於拿到最後

的1顆石子，而不是拿得多。

答案

有些奧數課題涉及倒推法、逆算，其實都是
逆向思考的類別。希望同學們下次遇到這類題
種時，能知道如何入手解題。透過解決不同種

類的問題，正正能刺激我們多角度思考，有助
增強我們的分析能力。
（之一） ■蔡欣榆

結 語

太陽已成太陽已成「「中坑中坑」」「「壽終壽終」」變白矮星變白矮星

其實這是一個有關必勝策略（winning strategy）
的問題。就上述的情況而言，如果在小英第一次拿
取石子後，無論小明怎樣拿，小英都有方法保證自
己能夠獲勝的話，那就是說小英有必勝策略。只要
小英在開始時使出這個必勝策略，小明就必定會
輸。究竟這個必勝策略是否存在？如果存在，這個
必勝策略又是什麼呢？
如果從遊戲開始的狀況去分析事情會比較困難，
因為雙方拿取石子的數目變化多。於是，我們可以
運用逆向思考，從遊戲終結前的狀況入手。因為在
遊戲終結前，餘下的石子數目不會太多，若我們真
的需要考慮各種可能性，這時的變化必定會比遊戲
開始時的簡單得多。
若小英希望拿到最後1顆石子，那麼她必定是最
後一個拿石子的人。根據遊戲規則，由於每次只能
在其中一行拿取，所以輪到小英的時候其實只得一
行有石子，另一行是空的。現在細心回想，之前輪
到小明的時候，如果其中一行有多於1顆石子，小
明絕對不會讓該行變空的，否則小英必定獲勝。
因此，輪到小明的時候，其實兩行同時只剩下1

顆石子，他只好無可奈何地拿走1顆石子而把其中
一行變成空的。因此，小英要把兩行同時只得1顆
石子的情況留給小明。

小英從小明最後所面對的情況推
斷出，如果她每次都把兩行石子數
目相同的情況留給小明，那麼，無
論小明怎樣拿，兩行同時只得1顆
石子的情況最終亦會留給小明，這
樣小英就能保證必勝。
由此可知，這個遊戲的必勝策略是：一，先取者

會勝出；二，每次拿走石子後都要使兩行餘下的石
子數量相同。
因此，遊戲開始時，小英要在第一行拿取4顆石
子，使得兩行的石子數目相同，皆為28顆。之後她
要繼續使兩行的石子數目相同，這樣便可獲勝。

■■獵戶座可供我們學習恒星光譜獵戶座可供我們學習恒星光譜。。紅紅
框內為星座主體部分框內為星座主體部分。。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太陽已經度過「生命」的一
半。 網上圖片

■■中子星的中子星的
直徑只有約直徑只有約
2020公里公里，，即即
圖中紅圈範圖中紅圈範
圍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暴雨警告系統在暴雨警告系統在19981998
年開始使用年開始使用。。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恒星化作星塵恒星化作星塵，，成為新恒星的原料成為新恒星的原料，，
好比好比「「化作春泥更護花化作春泥更護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梅雨梅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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