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地面上樓梯時，每次可以上一級或者兩級樓梯，那
麽上到第十級樓梯時，共有多少種上樓梯的方法？
（說明：比如上到第四級樓梯，可以是每次一級地上

4次，記為。又可以是一步兩級，兩步一級，記為2+1+
1。類似地，還有1+2+1，1+1+2和2+2，因此共有5種
上樓梯的方法。）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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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藉日照水沙 今用分子電子躍遷

曾幾何時，每個香港人都有自己的發達夢，但不知何時開始，只
需要買到一層市區樓就算是達到夢想了。我們的社會已扭曲到有一
層樓就算是發達了？
幸好這幾年startup（創業）的風氣活躍起來，年輕人和IT人又

可以開始擁有自己的發達夢了。
我身為老闆，當然希望自己的員工長期為公司服務，但身為創業

者，卻為他們鼓舞。可惜現在香港的創業者只要有一個比較好的想
法，就可以拿到資金，結果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新創企業的誕生，但
是當中有多少可以突圍而出，揚威本港及海外呢？

難突圍原因有三 先打工累積經驗
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第一，技術不成熟。很多新創公司

都低估了開發一套好的產品的難度。把介面做得漂亮然後就推出市
場，卻沒有優化用戶體驗或設定策略防止競爭對手抄襲；
第二，創業者對公司管理和發展的能力不強。一些新創企業的老

闆在原工作崗位上並沒有管理經驗，一些甚至是剛從學校畢業的學
生，以致發展到一個階段便遇上樽頸位；
第三，缺乏願投極高風險的投資者。本地的投資者投資金額較外

國的一般較低，而且有時會比較保守。結果，一些真正破格，但具
有高投資風險的企業就要向海外投資者埋手。
針對第一和第二點，我認為鼓勵員工或畢業生先在企業工作，打

好基礎，為公司創造價值後才出來創業，會更為可取。

獎項宜按員工參與程度計分
現在業界的獎項一般是頒給產品的，參與的員工一般沾不上榮

耀，放在個人履歷也不容易考證。我提議按照獲獎產品員工的參與
程度計分，譬如說拿金獎的項目經理可以拿到16分，團隊的骨幹
成員可以拿到12分，團隊裡面有參與的可以拿到4分，限定每一個
崗位級別最多可以包括多少人，分數平均攤分。不同級別的獎項所
得分數會有所調整，公司既可以考核員工的能力，得以善用人才；
員工也更有歸屬感。當有一天員工去創業，投資者也可參考積分作

為評估標準的一部分。
要是由原來的僱主投資的話，政府更可考慮提供稅務優惠或其他

鼓勵的方法。待新創公司規模做大，自然可以容納不同的收購、合
併或者發展新的業務，為多方創造財富及擴大香港的ICT市場。
最後，我寄語一些準備創業的同學，不要以為朱克伯格、比爾
蓋茨、喬布斯等都是輟學創業，便以為學業並不重要。要知這幾
位人物都曾在世界頂級學府學習，本身就有很強的實力。對他們而
言，輟學並不是一個身份，而是一種選擇。
隨香港人才競爭力提升以及政府對科技重視的政策，我期望幾

年後，就會誕生香港本土的科技巨擘。
■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 陳迪源

創業風盛 IT界從人及制度做起由數列到走樓梯
小時候學數學，人們大概都會被問過
一道題，就是1、4、7、10之後，下一個
數是什麽？不少人都會答是13的，這也
不錯。若是按這個規律下去，普遍來
說就是每次加3，這是一個等差數列，通
項為Tn=3n-2。
這些數列問題，好像很數學化的，令
人覺得有點陌生。其實數列是什麽呢？
數列就是一個數接一個數地排列起
來。有些數列，數與數之間有特定的
關係，例如上述所提及的等差數列，還
有等比數列，即好像1、2、4、8……那
樣每兩個相鄰項比例相等的數列，較常
見的情形就是細胞分裂時，一變二，二
變四那樣。
有些數列則不一定有有什麽關係
的，比如說，每天吃飯吃了多少錢，一
天一天的記，可以是一個數列；或者
是栽種花草，花草每天的高度，也可形
成一個數列；或者是一個地區有多少人
口，每年記錄起來，也可以形成一個數
列。每個能量度出來的數，在不同的時
間有所變化之後，也可以看成是一個數

列。數列就是這樣的生活化，不止是數
學題裡才出現，而是身邊四處都是。

斐波那契數列較出名
數列中有一個特別地出名的，就是斐

波那契數列（Fibonacci sequence），即
1、1、2、3、5、8、13……除了頭兩項
以外，每個數都是前兩項相加。數學化
一點地表達，就是 a1=a2=1，an=an-1 +
an-2，其中n⩾3。這個數列若是仔細講起
來，是很長篇的，網上有許多相關資
料，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找看，以下只
就一些比較有趣易懂的來說說。
斐 波 那 契 數 列 的 通 項 是

an=
1
2n 5
[(1+ 5)n-(1- 5)n]。單看這條式是

比較陌生的，既有根式，又有次方，跟
那個an=an-1+an-2的簡單模樣相差甚遠。用
計算機來驗算一下，就可以知道這算式
是很可信的。
這個數列在奧數範疇中，有什麽相關

的問題呢？以下正有一道挺有趣的題
目。

時計學為以科技精準量度時間的一門技術，古代包括設計日晷（sundial）、沙
漏（hourglass）、水鐘（water clock或 clepsydra），18世紀包括航海用的精密計
時器（marine chronometer），而上世紀則有上班「打卡」用的時計（time
recorders），到今天仍在使用的定時器（timer）、時鐘、手錶及原子鐘atomic
clock），當中還包括時計學中重要的一門：鐘錶機械（clockwork）。

上期的科學講堂討論
日期的量度，今期則討
論時間，下期為冬至，

我們將會探討二十四節氣。從討論
中，希望各位可以了解科學與生活是
分不開的重要一環。 ■吳俊熙博士

小 結

答 案

時計趨精密 計時更準確

很多人都問，今年冬天的天氣，會不
會好像今年1月那樣，還是更極端呢？
天文台有季度預報，首先要清楚，季

度預報是說每一季內3個月的平均狀
態，並不是每一天很細緻很精確的天氣
變化。事實上，以現在科技水平來說，
預報時間太長、很仔細的天氣變化，幾
乎沒有可能預測得準確的。那今年的冬
天會是偏冷或是偏暖呢？

預計平均16.6至17.4度
天文台預測2016年12月至2017年2

月，平均氣溫會接近正常，即是大約
16.6度至17.4度，和上一個冬天差不
多。不過要明白，正常氣溫這個範圍，
是由30年這麼長的氣候數據統計出來
的，如果我們抽出每個正常的冬天來
看，便會知道每一天，具體氣溫上落和
其他天氣要素的變化，其實年年都不一
樣。在雨量方面，我們預測今個冬季整
體來說，雨量是正常至偏少。印象中，
乾的冬天感覺未必會太凍，那今個冬天

會不會其實是偏暖呢？
做季度預報的過程並不簡單，要考慮

多個因素和不同來源的數據，有時這些
數據的結論甚至乎是相反的，因為全球
暖化及本地城市化的影響，其實香港冬
季的氣溫有明顯的長期上升趨勢，今年
大部分的氣候模式都預報華南氣溫會接
近正常或是偏暖。預計今年冬季會出一
個偏弱的拉尼娜情況，考慮到拉尼娜過
往多數為香港帶來正常至偏冷的冬季及
較多的寒冷日子，天文台也不排除這個
重要因素，是否即是說兩者互相抵消，
接近正常才是較大機會跑出呢？
沒錯！不過強調一次，就算整個冬季
的氣溫接近正常，都有可能間中出現一
些寒冷，甚至嚴寒的天氣，即是說仍然
有機會發出寒冷天氣警告。

今冬未必太冷 間中或有寒警

古埃及人將日晷分12份

早於公元前1500年，埃及人以日晷量度
時間。太陽照射在晷針上，晷針的影子
投射在刻度面上，而得出當地時間。埃及
人把日間分成12份，而12取自一年中有
12次滿月之意。

逢星期三見報

科學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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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數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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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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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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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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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鐘夜間可運作

古代最準確的計
時工具為水鐘，以
固定的水流來計算
時間，其中一個水
鐘於埃及法老王的
陵墓找到。
相較於日晷，水
鐘可以在夜間運
作。因為古時人類
需要觀測天體，就
算於晚上亦要準確
計算時間。

航海家置沙漏計環球航行時間

沙漏（右）與水鐘
原理相近，以沙的流
量來計算時間。
1522年，有航海家

在船上放置了 18個
沙漏，以計算他環球
航行的時間。除了水
鐘、沙漏，香燭及蠟
燭亦為世界各地的廟
宇教堂之計時的方
式。

鐘源自修道院

中世紀時，英國修道院院長設計了機
械的太陽系儀器，及後伽利略及其他科
學家製作了鐘擺式的時鐘，還創造了分
針。英語中，鐘（clock）源自bell這個
字，因為中世紀時海上航行及修道院均
以鐘聲來報告時間。

手錶便攜 早期為航海用計時器

時鐘與手錶最大的分別，是手錶
擁有便於攜帶的性質。早期的「手
錶」為航海用的精密計時器
（下），航海時可以判斷經度，計
算當地時間。現代的手錶功能日新
月異，包括計時，甚至計算月相。

原子鐘超準 載於衛星同步全球時計

最準確的計時工具為原
子鐘（右下），準確度可
以達數百萬年的誤差少於
一秒。原子鐘以某些原子
的 分 子 電 子 躍 遷
（electronic transition）
的頻率來量度一秒，最常
被使用的是第一族的銫
（caesium，Cs）原子。
1967 年起，國際單位
制（SI）把一秒定義為
133Cs 9,192,631,770 次的
分子電子躍遷。今日全球

定 位 系 統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讓全球的時計同
步，當中的重點就是把原
子鐘放到衛星上。

設到第n級的上樓梯方法有bn種。
由第一級開始考慮，只可以一步上
去，因此b1=1。
第二級方面，可以兩步一級，或一
步兩級，因此b2=2。
之後對於普遍第n級來說，就是先到
第(n-1)級然後再上一級，或者先到(n-2)
級再上兩級的總數，即bn=bn-1+bn-2，其
中n⩾3。

這個除了首兩項外，跟斐波那契數
列完全一樣。由此可推出由一至十級
的上樓梯方法依次為1、2、3、5、8、
13、21、34、55、89，求得答案為
89。
另外，再由斐波那契數列的通項，

不難知道普遍的上n級樓梯的方法有多

少個，即bn=an+1=
1
2n+1 5

[(1+ 5)n+1-(1- 5)n+1]。

數列這個概念，很數學化
地說可以說得很深入的，若

是生活化一點看，也可以是挺親切的。
初學時在生活中多點留意到數列的存

在，多了意識，然後再讀一點更深入的
數學，也就多了具體例子，多了聯想，
那樣抽象的規律背後，也多了現實例
子，對學習也有益處。 ■張志基

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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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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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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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紫禁城北京紫禁城
內的日晷內的日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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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冬天不太冷？》

■■雅典博物館展示的
兩個水鐘，上為真
品，下為複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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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世紀初製世紀初製
作 的 太 陽 系作 的 太 陽 系
儀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Startup
（創業）
風 氣 活
躍，筆者
認為有志
者宜先工
作 再 創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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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整個冬季的氣溫接近
正常，都有可能間中出現一
些寒冷，甚至嚴寒的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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