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是否聽說過這樣的體驗：在悠揚動聽的音樂聲中看到
五光十色的條紋，在色彩斑斕的藝術品前嘴中泛出甜甜
的味道，或者發現在毫無生氣的、用白紙黑字寫就的字
母和數字間居然流露各種色澤……這樣的現象不是小說也
不是幻想，是真實存在的。這種現象叫作「聯覺」。
英文中的聯覺一詞由分別代表「聯合」和「感覺」的兩

個希臘字母組合而成。顧名思義，聯覺是指對某種感覺的
刺激能「自動」引發另外一種感覺（比如聽覺刺激讓人產
生視覺體驗），雖然對後一種感覺的客觀刺激並不存在。

天生無法改「專一」不「變心」
聯覺是天生的，可能還有遺傳性。具有聯覺的人大約佔

總人口的3%至4%。女性聯覺者大約是男性的5倍，所以
有人猜測導致聯覺的遺傳基因和「性染色體」有關。
聯覺有很多有趣的屬性。聯覺具有「先天性」—它是
天生的能力，無法通過後天努力而擁有。正常情況下，一
個天生沒有聯覺的人難以獲得聯覺，而有聯覺者也無法強
制阻止其發生。聯覺很「專一」，也就是對同一樣事物產
生的聯覺模式會持續下去，終身不會發生改變。

兩種原因：「誤中」及病理
例如，如果一個人看到字母A的時候能感受到紅色，那

麼對他或她來說，A就「專屬」於紅色，不會「朝三暮
四」地改為其他顏色。
另外，聯覺還有一定的「共通性」，也就是說不同的擁

有聯覺的人對同樣的事物產生的聯覺往往很類似。比如，
在大多數具聯覺者的腦海裡，A都是紅色的，S都是黃色
的，O都是黑白的。
那麼，是什麼造成有些人擁有聯覺能力的呢？神經科學

家通過實驗觀察推測出兩種可能的原因。
其一，感覺信息在毗鄰的、處理兩種不同感覺的腦區間

的「交叉」可能導致聯覺。比如說，分別負責處理「數
字」和「顏色」的兩個腦區相鄰，在大腦的發育過程中，
下級腦區在與這兩個腦區的神經細胞發生聯繫時就可能發
生「交叉」（就像是射擊場上兩個靶子距離很近，如果槍
手準頭欠佳，往往會瞄準1號靶，卻有不少子彈擊中了2
號靶）。
其結果是，部分最初由「數字」誘發的神經信號最終傳

遞到了「顏色」腦區，反之亦然。
其二，聯覺可能是對「信號反饋」的抑制不足所導致

的，這往往發生於病理的情況下。處理、加工感覺信息時
的大腦，不但會從下級腦區向高層腦區發送「上行」信
號，還會從高層腦區向下級腦區發出「反饋」信號；而
且，對這些反饋信號，大腦既有興奮性的處理，也有抑制
性的處理。一般情況下，興奮與抑制處於「完美」的平衡
狀態，我們的感覺功能就是正常的。
然而，某些因素，如腦部腫瘤、癲癇、中風等病理情

況，或吸食毒品等，會造成對反饋信號的抑制降低。於
是，來自高層腦區的反饋信號實際上變強了，而這些高層
腦區往往是在信號處理後期，負責對一種以上的感覺信號
進行加工的。來自處理多種感覺的高層腦區增強的反饋信
號，通過影響下級腦區的活動，就可能產生「錯誤的感
覺」，並導致在病理情況下產生聯覺。

??問 題

在圖四中，共有長
方形多少個？

今時今日，使用零碳排放、零污染
的電動私家車已是全球大勢所趨。在
香港，政府為減低戶外空氣污染，多
年前開始鼓勵使用電動車輛，其數目
由2011年的69輛，躍升至今年4月達
10,588輛，上升152倍。
然而，公共電動車充電設施數目只

由2011年的872個上升至2016年的
1,518個，增幅少於一倍。
申訴專員劉燕卿表示，電動車政策

為人詬病的是公共電動車充電器數目
遠低於電動車的增幅，這不但對電動
私家車的車主構成不便，更會阻礙電
動車在本港普及，與政府的政策原意
背道而馳。

削減免稅額 反世界趨勢
在稅務優惠方面，政府由1994年

起寬免電動車輛的首次登記稅，如今
卻削減免稅額，以97,500元為上限，
不再提供全數豁免。這做法對推廣電
動車有極大影響，亦有可能令過去十

多年的推動前功盡棄。
反觀其他國家及地區，汽車及汽車

配件的生產商，與當地政府攜手積極
合作，全力研發及推廣電動私家車。
美國的汽車業界巨頭之一「通用汽
車」，曾為測試電動車做過無數次實
驗，所投資的成本亦大得難以想像。
「通用」的高層表示，他們目標是

創造「全電動，零排放」的未來，
2018年會推出兩款電動車型號，2023
年最少有18個型號。去年，他們已售
出一千萬輛電動私家車。
至於法國、英國、荷蘭、挪威、中

國內地，甚至正在冒起的印度，亦正
在計劃禁止銷售汽油及柴油汽車。
全世界都在向前走，唯獨是特區政

府反其道而行。筆者就電動車的普及

化這個議題，分享一些意見。

可考慮加油站添充電設施
現時的充電站都設在停車場，而香

港其實有很多加油站，是否可考慮在
加油站內增設充電設施和服務，方便
車主呢？
政府有責任作為榜樣，帶頭將所有

政府的車輛電動化。在政策方面，筆
者希望政府推出補貼優惠，鼓勵車主
購入電動車，以取代傳統汽車。
其實電動車對環保相當重要，可將

路面上的懸浮粒子大幅減少，亦能解
決停車不熄匙的問題。希望特區政府
能夠跟隨世界的步伐，帶領香港繼續
進步。

■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 洪文正

港應跟上國際 全力推電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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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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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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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問有答 聽音樂見顏色屬「聯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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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波的偵測，很有點
承先啟後的意味。作為廣

義相對論預測的一個現象，重力波的確
存在，再一次印證了愛因斯坦的理論；
另一方面，重力波為我們開啟了認識宇
宙的更多門戶，為進一步推進我們的知
識領域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至於這些微弱的重力波是如何被我們

偵測到的？下星期再為大家闡述。
■張文彥博士

小 結

數數長方形
逢星期三見報

奧數揭秘

有時候在乘車去教奧數的時
候，看到建築物上一格格的窗
子，也會想起了中學時初學奧數
遇上的一道題目，那是一道關於
數長方形的問題。
先講講一個簡單的版本，然後

才說原本的題目。

看看圖一，那裡究竟有多少個
長方形呢？仔細看看，橫向來
說，1格長的有4個，2格長的有3
個，3格長的有2個，4格長的有1

個。那麽長方形共有4+3+2+1=
10個。

由上邊的結果來看，若是原本
長方形有6格長（圖二），那麽1
格長的有6個，2格長的有5個，
如此類推，得知長方形共有6+5+
4+3+2+1=21個。
普遍來說，若是n格長的大長

方形，就有長方形 n=(n-1) +

(n-2)+...+2+1=n(n+1)2 個。

以上的圖二是闊度為1格，長

度為6格的情況。若是如圖三那
樣，闊度為2格的，首先要考慮
上下兩層各有21個以外，還要考
慮闊度為2格的長方形。闊度為2
格的情況，跟闊度為1格時類
似，就是長度為1格的有6個，2
格長的有5個，如此類推，都是
有21個。因此共有(2+1)×(6+5+
4+3+2+1)=3×21=63個。

解一的想法比較直觀，小學生也容易明白。解二
的方法巧妙多了，也很快，只是要數學基礎比較好
的學生才易明白。兩種解法各有優劣。
就問題難度來說，這道問題多數都放在小學教，

因為小學生足夠明白得了，算是容易的。不過若是
第一次接觸這個問題，想得到解一或解二的想法，
都是有點困難的。
在學習過程中明白到規律之後，發現到原來有方
法一下子就算出來，成功感挺大的，比起初學數圖

形時一個一個慢慢數強得多了。
奧數問題有時候魅力就在這些地方，就是在表面

複雜的情景上，只需要有點巧思，就可以極快地看
到答案。
當然對於解難來說，普遍未必存在捷徑，但在一

些特殊情況看到了捷徑，也是令人很興奮的。數學
能力其中一個基礎就是興趣，而興趣有時就是靠這
些一點一滴的興奮和成功感累積出來的。

■張志基

巧思解複雜題目「捷徑」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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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證「物體質量或能量扭曲時空」理論逢星期三見報

科學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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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香港大學土木及結構工
程學士。短暫任職見習土木工程師
後，決定追隨對科學的興趣，在加
拿大多倫多大學取得理學士及哲學
博士學位，修讀理論粒子物理。現
任香港大學理學院講師，教授基礎
科學及通識課程，不時參與科學普
及與知識交流活動。

首先，什麼是「波（wave）」？將石子投
進湖中，或是用手指輕輕在平靜的水面上點一
點，就會造成水波，向四面八方擴散開去；使
用電路令電子左右搖晃，就會造成電磁波
（electromagnetic wave）（ 例如用來傳遞訊
息的無線電波）。
那麼重力波又是如何造成的？我們須記得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20世紀初為了
解釋水星奇怪的軌跡，改良了牛頓（Isaac
Newton）萬有引力的理論，而提出了廣義相
對論（General Relativity）。在這個理論下，
物體的質量或能量會扭曲時空，因而影響其他
物件的移動。

我們可以將時空想像成一張有彈性的床
墊。假若將沉重的保齡球放在床墊上面，就會
令其扭曲。這個保齡球在床墊上左搖右擺，床
墊將會因應它的移動，扭曲成不同形狀。
保齡球剛開始搖晃的時候，床墊的這種活

動只會局限在球附近；慢慢地，這樣的扭動就
會好像「波」一樣擴散到床墊的其他部分。
這種因為沉重物體的移動而擴散出去的時

空扭曲，就是重力波。

藉其了解中子星黑洞狀況
那麼為什麼平時我們好像感受不到重力波

的存在？這是因為萬有引力並不是很強，平常
物件移動所引起的重力波，實在是太微弱了。
非得依賴中子星（neutron star）、黑洞等等
這些比太陽還要重的天體的移動，才能製造出
可供我們偵測的重力波。
反過來說，科學家們相信宇宙中存在很多

中子星及黑洞，如果有一對比較靠近，就會因
為萬有引力的影響而互相牽引，繞着對方團團
轉而產生重力波。因此偵測重力波，容許我們
認識宇宙的不同部分中，中子星或黑洞的狀
況，是另一個探索宇宙的重要工具。

諾獎證重力波研究貢獻
本月初，瑞典的諾貝爾獎委員會宣佈，
2017 年的物理學獎由 Rainer Weiss、Barry
C. Barish及Kip S. Thorne三位奪得，以表揚
他們對偵測重力波（gravitational wave）作出
的貢獻。

那麼，重力波是什麼？其實這個問題，在
去年年初重力波首次被偵測到的時候就已經有
過廣泛的討論；倘若各位讀者當時沒有留意，
或是現在忘記了，希望今天的介紹會對你有幫
助。

廣義相對論作框架「床墊」「保齡球」比喻助理解

解 一 若是考慮闊度為1格，長度為6格的長
方形數目，就是圖二的情況，得知是21
個。

在圖四中，闊度為1格的情況有4個，每個情況都有
長方形21個。對於闊度為2格的情況有3個，正如圖
三的討論，各有長方形21個。另外闊度為3格的情況
有2個，闊度為4格的情況有1個，各自都有長方形21
個。因此共有長方形(4+3+2+1)×(6+5+4+3+2+1)=
10×21=210個。
原來在這個6×4的方格上，就有210個長方形。上

邊的想法，一步一步地看來，也算不難理解的，但稍
嫌有點長。若是數學基礎比較好的話，對於圖四的問
題，又可以有另一種方法看。

解 二 每個長方形都是由一對
橫向的平行線和一對直向
的平行線組成。橫向的線

段有5條，選當中2條，共有5×42 =10

種選擇。直向的線段有7條，選當中2

條，共有7×62 =21種選擇，共有長方形

10×21=210個。
由解二的想法，還可以知道普遍來

說 ， m × n 的 大 長 方 形 上 有
m(m+1)
2

n(n+1)
2

mn(m+1)(n+1)
2× = 個長

方形。

■■位於美國加州漢福德位於美國加州漢福德（（HanfordHanford））的重力的重力
波偵測實驗室波偵測實驗室（（LIGOLIGO）。）。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在廣義相對論的框架下，人造衛星繞着地球
轉，是因為附近的時空被地球的能量扭曲。

網上圖片

■■中子星或黑洞因為萬有引力的影中子星或黑洞因為萬有引力的影
響而互相牽引響而互相牽引，，繞着對方團團轉而繞着對方團團轉而
產生重力波產生重力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STEM百科啟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