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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用
「腕尺」
逾四千年 19 世紀首統一

科學講堂
逢星期三見報

「公尺」前世今生

古時人類若要量度物件長度，會借用人類身體的一部分，例如手指、手、腳、步伐、手臂之間的距離等等。這些量度單位並非固定，它們於每個
城鎮、每種職業均有不同的定義。

單位混淆阻商業科學發展 公制出現

「腕尺」
公元前 2,700 年開始用
早於公元前 2,700 年，古埃及皇家腕尺（royal cubit 或 meh
niswt）是最早被廣泛使用的長度標準。腕尺相當於一個人的
手臂從肘部到中指指尖的長度，範圍從 523.5 毫米到 529.2 毫
米不等。
自此，世上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均可找到腕尺這個單位，而
且長度不一。例如《聖經》就以腕尺量度挪亞方舟（Noah's
Ark），這船長300腕尺，闊50腕尺，高30腕尺。
時期

地區

定義長度

公元前2,700年

古埃及

523.5mm至529.2mm

公元前2,650年

蘇美爾

518.6mm

公元前5世紀

聖經

457.2mm

公元前5世紀

古希臘

462.4mm

公元前2世紀

中國

231mm

公元1世紀

古羅馬

443.8mm

公元17世紀

蘇格蘭

941.3mm

公元17世紀

法國

1,372mm

公元17世紀

波蘭

787mm

公元17世紀

丹麥

635mm

公元18世紀

日本

303mm

奧數揭秘
逢星期三見報

以上的全為腕尺的長度，手臂從肘部到
中指指尖的長度因人而異。直到 18 世紀，
仍然沒有統一的測量系統。在 1795 年，法
國已有七百多個不同的測量單位，因為這
些單位混淆不清，釀成商業交易中的錯誤
及欺詐的來源，同時亦阻礙科學的發展。

隨着工業和貿易的發展，在 19 世紀初，
法國政府以法律統一測量系統，這就是我
們今日使用的公制系統（metric system）。
以長度為例，當時某法國科學家提出以
一、簡單鐘擺於 45 度斜角時走一秒的長
度；
二、四分之一的赤道；或
三、從北極到赤道的距離，即四分之一
子午線的長度
制定公制的長度單位。最後科學家們認
同第三個方案，以法國敦刻爾克至西班牙
巴塞羅那的子午線段長度，以及三角測量
系統，推算地球子午線的四分之一長度，
將之分為一千萬等份，一份等於一公尺。

逢星期三見報

是太陽月亮的形狀，但總是說不
出確實的含意來。
圓形其實就是一個移動點與一
個固定點的距離固定時，那個移
動點的軌跡。
由於圓形本身是講兩點距離的
問題，所以圓的方程也就跟距離
公式幾乎一模一樣，也就是說，
若圓心坐標為(h,k)，半徑為r，那
麽圓形的方程為：
(x-h)2+(y-k)2=r2
通過代數的表達式，原先課室
裡看黑板這回事，原來隱約之間
也和代數有點關係。
再談談課室內看黑板的情景，
可以提出一個問題，就是：

若果有個學生，覺得看到的黑板不夠大，他想走前一點看黑板，但由
於秩序關係，老師只容許他移動1米，那麽他可以怎樣走，才可以有效令
到他的視角最大呢？

?

答案

在課室內上課，看不清黑板，然
後前後移動一下，想看清楚黑板這
回事，大概許多人都做過的，只是
想到這個跟圓形內的數學規律有關，可能就比較
少了。
生活中遇到的圓形，有明顯的，有隱藏的，數
量比想像中多得很。因此深入了解圓形的特性，
也就可以多一點工具去理解世界。課程內的各個

．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百搭通識

圖二

階段，由圓形的各部分，到周界面積，圓心角和
圓周角等等的關係，都在揭示了許多圓形的特
性。圓形相關的數學題，不管是初等幾何，或者
坐標幾何，都是千變萬化。
能夠綜合各方面的定理，在圓形相關的問題
中，找到深刻的洞見，是值得培養的能力，這個
方面各同學可以細心鑽研。
■張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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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治療是用正常基因去代替致病的等位基因，或糾
正有缺陷的等位基因，所以能「治本」。
一般疾病一旦診斷明確，醫師會開出吃藥打針的處
方或建議用手術等方法切除病灶，但對於一些經過基因
診斷確認的基因病，普通醫療手段往往很難徹底治癒。
基因病也稱遺傳病，都是由於基因出了問題而引發的
嚴重病變。以往醫生對於這些疾病束手無策，但在今
天，他們有了基因治療的選擇。

基因治療就是用正常基因去替代致病的等位基因，或
糾正有缺陷的等位基因。當我們將壞基因換成好基因之
後，疾病也就迎刃而解了。
基因治療的想法緣起於 20 世紀 70 年代初。當時，法
國醫生特赫根在人工培養缺精氨酸酶的人體細胞時意外
發現，用乳頭瘤病毒（SPV）來感染培養的細胞後，缺
精氨酸酶的細胞竟奇跡般地變得能製造精氨酸酶了。
他認為，乳頭瘤病毒一定含有能夠製造精氨酸酶的基
因，當這病毒感染人體細胞後，就等於把精氨酸酶基因
送入人體。於是，這位醫生冒着「過失殺人」的危險，
進行了一次「基因治療」實驗：他把乳頭瘤病毒直接注
射到患精氨酸敗血症的一對姐妹體內，試圖達到為她們
輸送基因的目的。可惜這次嘗試沒有成功，但兩姐妹的
身體也沒有任何不良反應。

小女孩重獲新生掀「革命」
特赫根醫生的這次大膽行動，在醫學界引起了廣泛的
熱議，最終驚動了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該院立即組成
了一個重組 DNA 委員會，制定了一系列有關 DNA 重組
研究的守則。1989 年 5 月，美國政府正式批准了對人體
輸送基因的方案。作為先頭部隊，第一例向人體細胞輸
送的只是一個標記基因。這種標記基因進入細胞後，可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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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的提單號交空運貨站。貨站拿到確認的件數數
據後，透過系統經互聯網傳送給航空公司和向貨運公司
司機提供數據單據，貨運公司司機將相關資料交給操作
部，由操作人員在航空公司網站電子提單程式輸入完整
資料，航空公司就會按預先訂倉編排航班。

客戶已不用見面
另一方面，貨運公司操作人員繼續在海關網上電子報
關，以及將所有資料用電郵發到目的港代理，再由目的
港代理準備車輛、人員清關、收貨和與目的港客戶聯
繫。所有一切連成一條線，透過互聯網及電腦程式完
成。
現在貨運公司尋找客戶亦是透過互聯網，如外貿論
壇、阿里巴巴、Ebay、Amazon、Yahoo等平台，在十幾
年前專們去跑工廠掃樓還行，現在基本在網上平台聊，
聊的差不多基本就在網上下訂單、網上支付運費，很多
時客戶面都很難見上，這就是互聯網帶給貨運公司的改
變。
■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 黃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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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治療能
「治本」
？

首次實驗險「過失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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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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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在此之前，亦可以說二十多年前電子郵件已經常
用於商業實體運轉，只是沒有現時那麼多系統程式與互
聯網連接，現時只要想得到的基本都能實現。在航空運
輸業，以前是收完貨到倉庫後貼標籤，標籤上註明件
數、目的地、單號，基本用手工完成，近十年都被電子
標籤所取代。
工廠出貨時就貼上電子標籤，標籤上二維碼，收貨司
機電子槍一掃，所有數據（如件數、重量、目的地、商
品名、商品代碼）都有了，而收貨電子槍亦將所有數據
傳送回貨運公司操作部門，從而有關操作人員開始向航
空公司訂倉及進倉安排。
航空公司得到所有數據後，就會放艙位、提單號、航
空特製板和箱，我們就開始將收到的貨物裝板裝箱，按

有問有答

作者簡介：畢業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曾任
教於加州的州立大學及香港大學，現於洛杉磯 Pierce
College 化學系任助理教授。讀者可通過 www.facebook.
com/drbennyng聯繫作者。

物流科技化「一條線」完成

貨物運轉幾近全電子化

圖一

問題

小結

■公尺（米）的定義最早由子午線的長度來
統一釐定。
網上圖片

互聯網經濟近 20 年來改變了商業格局，基本每一個行
業的營運都涉及互聯網和電腦程式所帶來的變革。以我
個人所處的航空運輸業，從推廣報價、接單、制單、報
關、交倉、磅重、代理預報……都需要用電腦程式輸入
數據，再透過互聯網傳送給航空公司。航空公司亦在 10
年前開始推廣使用電子提單，進入航空公司網站程式輸
送資料和數據，以及在航空公司網站上查訂倉情況、飛
行情況，以及各項通知。

圓形是什麼？
從上面兩個情景看來，原先
只是講黑板看來有多大，或者
是射球時什麽位置的角度會一
樣，突然也跟圓形內接四邊形
的性質有關的，這個還真有點
意想不到。
圓形的出現，在生活上是常常
不自覺的。比如平常手臂沿着肩
膀轉動，就是一個圓形，或者固
定手肘的位置，移動前臂，前臂
掃出來的軌跡，就是一個扇形，
即是圓形的一部分。身體上凡是
轉動關節，多少都會有個圓形或
扇形的軌跡。
圓形既然那麽常見，那究竟圓
形是什麽呢？這個問題問起來，
不少人會說一元硬幣的形狀，或

科學家們致力於不斷提高量度的精準度，他們
使 用 的 系 統 稱 國 際 單 位 制 （International
Systems of Units），通過與自然現象借鑒的標準
相比較，達成一個不變的測量單位並且滿足兩個要求：一，
它應該擁有精確一致的定義及數量；二，它應該是不變的，
並且容易在世界各地複製。下期我們將會探討科學書上使用
的國際單位制（S.I. Units）。
■吳俊熙博士

小結

科技暢想

的位置是射球的位置，那樣對射
球有什麽啟示呢？
由於影響射球成功率的其中
一個重要因素是射球的角度大
小，因此，由∠AEB=∠AFB 得
知，該兩點的射球角度是一樣
大的。

粗略來說，當然是走近一點黑板就可以了，
但還是可以看得仔細點的。在圖二中，若學生
在E點，而相鄰的座位剛好 1米，那樣學生要走近黑板，最遠
就可以去到以E點為圓心，半徑為1米的圓周上。
而他的視角大小，就要看他的位置 C 與黑板兩端形成的角
度大小，即∠ACB 的大小。若果要∠ACB 的角度最大，就要
找一個以 AB 為弦的圓形，而且半徑盡量小，剛好與圓心為 E
的圓形相切的位置。

■古埃及的巴勒莫石碑
記錄尼羅河洪水一年內
的高度，上面有使用皇
家腕尺的證據。
網上圖片

法科學家提3建議

從黑板到球場的圓

課室內，學生在不同位置坐
着，看着黑板時，因着不同位置
的關係，看到黑板字的大小也不
相同。除了知道越貼近黑板能看
得越清楚以外，還可以深入知道
什麽呢？
在圖一中，各點代表學生的位
置 ， 而 AB 則 是 黑 板 。 圖 中
∠AEB 就是在 E 點的同學看着黑
板時的視角範圍。角度越大，同
學看到的黑板就大一點，角度越
小，同學能看到的就小一點。
由圓形內接四邊形的定理得
知 ， ∠AEB=∠AFB， 因 此 在 E
點和 F 點的同學，能看到的黑板
大小是相同的。
這裡要留意的是，同學與黑板
距離遠了，能看到的黑板大小，
不一定就小。好像圖一中的 E 和
F點，E點是比F點近，但視角的
大小，是沒有分別的。這一點若
是不仔細用數學看，未必能看得
到這麽準確。
再看看圖一，若是考慮的地方
不是課室內，而是球場，AB 表
示的不是黑板，而是龍門，各點

因為戰爭和國際競爭，公制系統在世界
各地傳播。直到今天，並非所有國家都完
全採用公制系統。 例如英國只是把體重系
統改為公制，而美國日常生活中仍使用英
制單位，包括英尺和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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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道它對人體是否會造成傷害、傷害程度如何等有關
信息。儘管這還算不上正式的基因治療，但令人興奮的
是，這次實驗幾乎對人體沒有產生任何損害。
1990 年，美國國立健康研究院的愛德森團隊首次進行
了基因治療的臨床試驗。患者是一名 4 歲小姑娘阿尚
蒂，她得的是「重症聯合免疫缺陷症（SCID）」。她的
基因不能產生腺苷脫氨酶（ADA），因為缺少這種酶，
白血細胞就不能吞噬侵入人體的細菌、病毒等病原體。
因此，小姑娘幾乎失去了免疫能力。愛德森等人先從阿
尚蒂的血液中獲得 T 淋巴細胞，將正常的 ADA 基因輸送
到阿尚蒂的 T 淋巴細胞中，然後再把這種獲得正常 ADA
基因的T 淋巴細胞輸送到阿尚蒂體內。
治療取得了巨大成功。阿尚蒂在獲得含ADA 基因的T
淋巴細胞後，體內產生了充足的腺苷脫氨酶，從而全面
恢復了免疫功能。這次基因治療，不但成為人類醫學史
上的一次革命，而且標誌着「治本」獲得了成功。

■第一個接
受基因治療
的是美國女
孩阿尚蒂。
作者供圖
《十萬個為甚麼（新視野版）生命II》

．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

■資料提供：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星期五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