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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衰期

半衰期為重要的科學概念，一個元
素的半衰期，是指它放射性原子核衰
變至數目為原來一半所需要的時間。
這個概念也可應用於其他物質的濃度
上，例如咖啡因的半衰期為六個小
時，意思是需要6個小時，在人體內的
咖啡因才變成原來的一半濃度。

?
答 案 現實生活中，我們可以站在A點量度 CAB，至於人和船的距

離，當然不是用直尺量度，而是運用測距望遠鏡。把AC、AB
及 CAB代入公式便可：BC= AC2+AB2-2AC．ABcos CAB 。
得出：CB= 202+402-2×20×40cos80o≈41.5米。

右圖中，站在A點的小志看見
兩艘輪船分別在B點和C點。已知
AC=20米，AB=40米和 CAB=
80o，求兩艘輪船之間的距離。

問 題 ②

右圖中，陰影長方形是一幢大廈，小志
站在B點，A是他的眼睛位置。已知AB=
1.5米，AD=10米， CAD=60o，那麼大
廈的高度是多少米?

問 題 ①

答 案 在這個情景中，大廈的
高度CE是難以直接量度

的；相對來說，AB、AD和 CAD就
容易量度得到。然後運用三角比：
CE=AB+ADtan CAD，便可以計算
出CE。
得出：CE=1.5+ 10tan60o=1.5+ 10
3≈18.8米。

?

過量可致命 缺氟卻蛀牙 欠碘甲狀腺腫

有什麼比在現實世界裡出現zombie更吸引？找一個傳
銷員在街上派街招是如此枯燥乏味？
今日，你的目標客戶決定去獲取貴公司的資訊與否，

已經不是裡面的優惠有多大的折扣，而是取資訊的過程
是否夠趣味性。無論在遊戲還是在商業世界，用戶體驗
從來都是成功的關鍵。

AR將影響手藝技術行業
在芸芸競爭對手中想要突圍而出，很多人選用

augmented reality（AR）作為其中一個提升用戶體驗的
關鍵工具。玩過《Pokémon GO》的朋友都明白什麼是
AR。AR是在熒幕上把電腦虛擬出來的感觀（如影像、
聲音、臨場感）套在現實世界並與玩家進行互動。AR的
應用日趨廣泛，製作起來比virtual reality （VR）更簡
單，輕輕鬆鬆就讓玩家穿梭二次元世界和現實世界之
間，帶來新鮮的互動模式。
現在AR的應用包括了藝術、娛樂、軍事、教育及設

計等行業。經常閱讀到「未來10年將消失的職業」，手
藝及技術相關的職業一直被視為穩定的職業，但試想像
當AR發展到你看着食材，它能即場一步一步圖解教授

你製作美味的餸菜；當你的車子在公路上拋錨，你望住
你的車，它能即場指示你如何檢查、修理；當你身處外
地，言語不通，就像你平日看外國電影一樣，它在每份
餐單、每個路標下面顯示字幕，為你即時翻譯。

有利有弊 端看心態
它在恰當的時刻為我們帶來精確及高度相關的資訊。

你能不能想像世界將會如何先進？跟隨着人均工資上升
和科技的進一步發展，悲觀的人會想，這就是意味着技
術行業也將面臨被淘汰；樂觀的人則會看到這轉變的美
好，我們有機會反璞歸真，可以像古人一樣自己親手做
更多的事，而不是每每遇到問題，就付錢請別人幫忙解
決了！ ■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 趙穎詩

虛實之間 反璞歸真？三角學實際用
天氣炎熱的日子，有時會去便利店買支甜筒，拿

着甜筒，從側邊看看，那是一個等腰三角形。或者
買個飯糰，正面看看，也是一個三角形。原來平面
的三角形，許多時候都是一些立體圖形的某一面，

比如錐體。可以說，三角形滲透在生活的每個角落
中。究竟三角學在現實生活的實際應用是什麼？讓
我們透過以下兩個例子：如何找出一幢大廈的高度
和如何計算兩艘輪船之間的距離，來了解一下。

元素周期表中的第十七族，又或舊制中的第七族，稱為鹵素（halogens），它的成員包括
氟、氯、溴、碘及砹。19世紀時，科學家以希臘字根拼出halogen一詞，意謂生產鹽，因為氟、
氯、溴及碘與金屬產生化學反應時，會變成鹽。我們日常用的餐桌鹽，就是氯與鈉的化合物。在
常溫常壓下，鹵素是唯一一族化學元素包含固態、液態及氣態三相態。

大部分的鹵素均有毒，攝入
過多會使人致命，可是我們的
身體卻又需要它們：缺少碘我

們甲狀腺會腫大，缺少氟牙齒會變壞。這
就如所有事情一樣，適可而止而不過分沉
迷才最重要。 ■吳俊熙博士

小 結

元素第十七族 有毒又有用

按生理壽命計算，人的壽命為100歲至175歲；細胞
分裂極限推算則為120歲。

生理壽命：最長175年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中國人的平均壽命為35

歲，而進入21世紀，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已超過70歲。20
世紀初，曾把50歲作為老年人的標準。隨着生活水平的
提高和醫療條件的改善，「老年人」的年齡標準一再向
後推移：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規定，55歲至64歲是中
年，65歲至74歲是青年老年人，75歲至89歲才算老年
人，90歲至120歲是高齡老人。
那麼，人到底能活多少歲呢？在生物學上，對於哺乳

動物的「生理壽命」有一個計算標準：生理壽命的長度
應為生長期的5倍至7倍。例如狗，生長期是2年，壽命
就是10年至14年；牛的生長期是4年，壽命就是20年至
28年；馬的生長期是5年，壽命就是25年至35年。
人的生長期是用最後一顆牙齒長出來的時間計算的，

20歲至25歲是大多數人長最後一顆牙的年齡，因此理論
上人的壽命最短為100歲，最長為175歲。
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種計算方法。人體每天有許多

細胞在衰老、死亡，如一個體重70千克的成人，每天衰
老、死亡的細胞約為2×1011個，這些細胞就需要適時更
新。

細胞分裂：可活120年
在人體中，那些能分裂增殖的細胞分裂次數是有限

的，平均為50次。這一現象是由美國生物學家海夫利克
在1961年發現的，這種細胞分裂的極限現在已被稱為
「海夫利克極限」。

海夫利克認為，人體中能
分裂增殖的細胞數量很多，
這些能增殖的細胞平均每
2.4年分裂一次就足夠更新
死去的細胞了。因此，只要
人體中的細胞能不斷更新，
人就能活着。他根據人體中
增殖細胞的分裂次數和分裂
間隔時間推算，人的正常壽
命應該是50 × 2.4年=120
歲。

兩種方法算 人壽有差別？

■資料提供：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氟：有毒腐蝕性強 食水含微量氟化物防蛀牙

氟 的 名 字 來 自 拉 丁 文 字
fluere，意謂流動。氟存在於動物
的骨骼、牙齒、血液、尿液及頭
髮，我們的食水加入很微量的氟
化物以防止蛀牙。
氟極之活潑，與氫的化合物可
以腐蝕一些惰性物料如玻璃，甚
至與惰性氣體作化學反應。所
以，氟非常難以儲存，氟一般存
放於Teflon 或極之乾燥的玻璃
內，以避免產生化學作用。
Teflon就是我們家中用的易潔鑊
的物料，Teflon內有氟原子及碳原子的聚合物，但只建議於260℃以下使
用。另外，氟氣毒性與腐蝕性極強，吸入小量已可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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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可致窒息 泳池消毒常用

氯在 1807 年被
發現，它的名字來
自 希 臘 文 字
chloros，意謂「黃
綠色的」。氯的用
途廣泛，包括塑
膠、清潔劑、皮具
加工及食物添加
劑。它也可為游泳
池消毒，當池水刺
眼時，我們都會投
訴「氯氣太多」。
然而，真正刺眼的
原因是氯的化合物與水中的阿摩尼亞產生的化學作用，為什麼水中會有
阿摩尼亞？這其實來自人類的汗水或尿液。
與氟氣一樣，氯氣亦有劇毒。吸入小量會十分痛苦，而且可致命。第
一次世界大戰時，德軍以氯氣攻擊法國及俄羅斯的軍隊，最少5,000士兵
因窒息致死。

溴：室溫下液體 助曬相殺蟲

溴於 1920 年代被發現，它的名字來自希臘文字
bromos，意謂「臭氣」。溴是唯一一種非金屬於室溫下
是液體，用途廣泛，可阻燃、殺蟲及消毒，還可以幫助
沖曬照片。

碘：人體必需 內陸居民碘鹽代海產

碘於1811年被發現，在常溫常壓下，碘是黑色的晶
體，昇華（sublimation）時會變成紫色的煙霧。它的名
字來自希臘文字iodes，意謂「紫色」。碘存在於人類的
甲狀腺、胃部、表皮及免疫系統，成人每天需要150微
克的碘，缺少碘可導致智力障礙，甚至甲狀腺腫大。
許多海產如鱈魚、生蠔、龍蝦、海藻均帶碘，植物如

葵花子及蘑菇亦有碘。如非居於沿海地帶，日常膳食缺
乏海產，當地居民會吃一種碘鹽，以補充碘的不足。
然而，醃製食物卻不宜使用碘鹽，因為碘會使食物顏

色加深，影響食物外觀。

元素 符號 顏色 熔點 沸點 常溫常壓下形態
（element） （symbol） （color） （melting point） （boiling point）（standard condition）

氟 F 淡黃色 -220℃ -188℃ 氣體
（Fluorine） （pale yellow）

氯 Cl 黃綠色 -101℃ -35℃ 氣體
（Chlorine） （yellow-green）

溴 Br 棕紅色 -7.2℃ 58.8℃ 液體
（Bromine） （red-brown）

碘 I 紫黑色 114℃ 184℃ 固體
（Iodine） （violet-black）

砹 At 黑色 302℃ 337℃ 固體
（Astatine） （black）

砹：名副其實不穩定 具放射性

1940年，科學家於實驗室以元素鉍製造
砹。砹的名字來自希臘文字astatos，意謂
「不穩定」。砹為地球上其中一個最罕見
的元素，地殼表面一公里的深度，只有少
於44微克的砹。砹沒有實際應用，因為它
的所有同位素均為放射性，而且半衰期
（half-life）短至8.3小時。

香港放大鏡
政府統計處公佈《香港的女性及

男性—主要統計數字（2013 年
版）》指出男女壽命分別是80.3歲
及86.6歲。

■氟與氫的化合物所繪的蝕刻畫。
網上圖片

■1915年，德軍以氯氣攻擊法國軍隊；一個世紀
後，極端組織ISIS仍計劃使用氯氣襲擊伊拉克及敘
利亞。 網上圖片

■碘昇華時會變成紫色的煙霧。
網上圖片

《十萬個為甚麼（新視野版）生命I》

以上兩個例子，讓我們看到三角學
的實際應用。可以留意的是，在解題

過程中，那些三角形的線是虛構出來的，現實中
並沒有那些直線，但虛構出來的線卻有實在的用
處。原來三角學不單可以在看得見的甜筒和飯糰

中發現，也在看不見的地方發揮了功用。無怪乎
中學階段其中一個主要的幾何圖形就是三角形：
三角形內角和、全等與相似、三角比、三角形裡
的各個中心等等的課題，都在幫助同學們更多的
了解三角形的奧秘。 ■張志基

結 語

■人的壽命有兩種計算方
法。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