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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兒童減少災害風險憲
章》？這是保護兒童在災難中的安
全和救援的憲章。
2006年10月11日是第十七個國際

減災日，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當天
發表了國際減災日致辭。
他在致辭中說，當年國際減災日

的主題是「減災始於學校」，突出
了保護兒童安全的必要性，也突出
了讓兒童直接參與增強防災意識工
作的必要性。

國際減災日提出
到了2011年，國際減災日的主題

是「讓兒童和青年成為減少災害風
險的合作夥伴」。
10月13日，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
在發表致辭時提到，尼泊爾已開始
向學齡兒童普及家庭和建築安全的
基本知識；在古巴開展的兒童參與
減災和適應氣候變化活動也已漸漸
普及世界其他國家；最近，更有600
多名來自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
兒童編寫了《兒童減少災害風險憲
章》。
他說：「這些都傳達了一個信

息：減少災害風險，應人人有責、

天天關注。」
救助兒童會、聯合國兒童基金
會、國際計劃和世界宣明會共同發
起了「兒童與氣候變化」同盟，該
同盟在21個國家召開了協商會議，
包括孟加拉國、巴西、柬埔寨、中
國、多米尼加共和國、埃塞俄比
亞、加納、印度、印度尼西亞、肯
尼亞、老撾、黎巴嫩、萊索托、墨
西哥、莫桑比克、尼加拉瓜、菲律
賓、坦桑尼亞、東帝汶、瓦努阿圖
和越南。

兒童盼有安全場所玩耍學習
在研究中，兒童表示他們希望學
校能建在更為安全的地方，而在洪
水和海嘯高發地區，兒童則希望學
校能建在地勢較高的地方。
兒童還希望能保護重要的學習資

料，有安全的場所玩耍和學習，在
必要時學校能迅速地遷移和重建，
並且能有更牢靠的基礎設施，例如
社區的道路和橋樑更結實。
基於上述研究結果，該同盟還起

草了一份兒童憲章，並呈遞給5月9
日至13日在日內瓦召開的「聯合國
『國際減災戰略（UN/ISDR）』全

球減輕災害風險平台」會議，與會
的2,500名代表都收到了這份憲章。

「憲章」提5主題
「憲章」根據諮詢中兒童提出減

災工作的重點，按照不同領域歸納
為5個主題。
（1）學校必須安全，學生的教育

不能中斷。「當我看到學校被暴風
雨破壞時，我感到很傷心。由於學
校倒了，我無法上學。學校是在晚
上倒的，等早上我和朋友上學時，
發現學校已經沒有了。」（老撾的
一名兒童）
（2）兒童保護必須作為災難前、

災難中和災難後的重點工作。「我
們覺得在社區中得不到任何人的保
護。」（莫桑比克的一名兒童）
在印度，兒童建議開展生活技能

培訓，這樣他們可以「提高自我保
護和遠離風險困境的能力」，兒童

還希望他們在災難中受到創傷時能
獲得特別的照料。
（3）兒童有參與和獲取信息的權

利。「我是社區緊急救援委員會的
一名成員。我們的目標是通過落實
社區緊急救援計劃的各項措施，來
降低災害風險。」（多米尼加共和
國的一名兒童）
（4）社區基礎設施必須安全，救

援和重建工作必須有助於降低未來
的風險。「應該修建橋樑，每年雨
季孩子都無法到校學習，因為從家
裡到學校途中需要穿越水溝、河流
和水渠，這些都很容易把兒童淹
死。」（萊索托的一名兒童）
（5）減輕災害風險工作必須覆蓋

最脆弱的群體。「在我的家鄉，有3
個四五歲的孩子在河堤上想要避開
洪水，但最後滑倒跌進河裡淹死
了，因為他們不會游泳。」（菲律
賓的一名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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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問有答 減災始於學校 國際憲章護童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十萬個為甚麼（新視野版）災難與防護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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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機器的圖像辨識技術發展
得越來越成熟，背後的算法到底是
如何運作的？
2012年，有學者開始建立一個系
統，它可以分析過千張圖片，並
「自我訓練」去準確地識別常見的
物件，例如花、汽車……
在圖片辨識系統背後驅動其運作

的運算技術，稱為「神經網絡」，
它是一種在全球被廣泛使用的技
術。其中一個應用例子是無人駕駛
汽車，透過「神經網絡」，它可以
識別街道上的標誌和行人。

認知三維世界 勝舊有技術
不過這種技術仍有限制，譬如

說，神經網絡所認知的咖啡杯都是
直立的，假如有一張圖片顯示倒立
的咖啡杯，系統就辨認不到了。
因此，現時的研究學者正在發展

另一種運算技術，稱之為「膠囊網
絡」（Capsule Network）。設計這
個系統的意念是要仿效人類的思
維。如果說神經網絡的認知是二維
世界，那麼膠囊網絡便是三維世
界。
該科研團隊最近發表了一篇文

獻，當中說明他們所研發的膠囊網
絡技術，可以讓機器在新的角度辨
別出不同物件，準確率比之前的技
術更高。
利用膠囊網絡技術，研發團隊希

望可以建立像人類一樣擁有三維觀
點的機器，只要在一個角度認識了
指定的物件後，日後從任何角度也
可以識別到該物件。這是神經網絡
不能做得到的。
膠囊方法的另一個好處是它能夠

通過一小部分數據來學習，獲得最
先進的性能。從這個意義上說，膠
囊理論更接近人腦在實踐中所做的
事情。

真正自動化路仍遠
人類的腦部散佈着神經元網絡，

而神經網絡是一種算法，透過識別
大量的數據模式，它可以學習不同
的事物，即是說，透過分析數千張
汽車的相片，神經網絡就能馬上辨
認到汽車。
這種算法的意念可追溯至1950年

代，但直至到近數年才真正應用到
現實世界，主要原因是互聯網所產
生的數據越來越多，而且處理得越

來越好。在最近5年，神經網絡加速
了電子產品的運算速度，例如智能
手機、翻譯系統等等。
雖然近年的機器深度學習不斷進

步，現時距離讓機器擁有真正智慧
的目標仍然很遠，有必要再展開新
的研究，很多著名的科技公司亦正
在推出更優秀的自動化機器，例如
能夠與人對話的電腦、無人駕駛汽
車等。

研發膠囊網絡技術的團隊相信，
他們的技術應用可以擴展到不同的
狀況和層面，以加速電腦的運算速
度及認知範圍，亦希望製作出可以
與人對話的電腦。
膠囊網絡更深入和細緻地模擬人

類腦部的神經元網絡，這項技術也
能夠協助其他形式的人工智能「成
長」。
■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 洪文正

「膠囊網絡」小數據識大世界
隔星期三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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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項式係數
逢星期三見報

奧數揭秘

初中的時候，大概是中二左右，就會學恒等式的一課，比如(a+b)2≡
a2+2ab+b2，這一道算式，總會背過的。學完之後，總是仍然有無數次，
在展開的時候，寫少了中間的2ab，把展開式寫成了a2+b2，這大概誰
都經歷過。
到了之後學的數學多一點，開始會想起，若是3次方又怎樣，於是

查一查，或者自己算一算，也會得出(a+b)3≡a3+3a2b+3ab2+b3。如
是者再問4次方5次方又怎樣，那漸漸就會找到二項式定理，也就是
(a + b)n≡Cn0an + Cn1an-1b1 + Cn2an-2b2 + Cn3an-3b3 + ... + Cnnbn， 其 中

Cnr=
n(n-1)(n-2)...(n-r+1)

r! ，r=0,1,2,...,n。這個看來還真是挺複雜的，

那麽試着找個數字小一點的情況說明一下。
試考慮n=5的情況，算式就成了(a+b)5≡a5+5a4b+10a3b2+10a2b3+
5ab4+b5，當中算式的係數還真夠奇特的，那是怎麽來的呢？試着去
了解一下a3b2的項，為什麽展開之後有10個這樣的項呢？可以把左
邊的括號寫開來看看，就是(a+b)(a+b)(a+b)(a+b)(a+b)
留意到a3b2的項，總是由5個括號當中，選出2個b與其餘3個a相
乘而得，那麽由 5 件事物中選出 2 件而不分次序，就是

C52=
5×2
1×2=10。普遍來說，在(a+b)

n的情況裡，an-rbr的係數，就是組

合數Cnr。

這些組合數，單單看表達式Cnr=
n(n-1)(n-2)...(n-r+1)

r! ，已經挺嚇人

了。不過原來有些關於這些組合數的和，是可以有個簡單方法得出
的。為了討論方便，先簡化之前的二項式定理，設a=x和b=1，得
(x+1)n≡Cn0xn+Cn1xn-1+Cn2xn-2+...+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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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礦石提取便宜卻耗時 互有長短逢星期三見報

科學講堂

星期二．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星期四．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星期三．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STEM百科啟智

星期五．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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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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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鋰 輝 石 （spodumene） 與 透 鋰 長 石
（petalite）由鋰、鋁、矽及氧幾種元素組
成，是鋰金屬的重要來源；鋰雲母
（lepidolite）含有多種金屬，除了鋰以
外，還是提供銣（rubidium）等等稀有金
屬的原材料。
從這些礦石中提取鋰需要多重步驟，大
致上有4種不同的過程。
第一，就是將礦石碾磨壓碎，以加速其
他的化學過程；第二，是在提取過程的不
同步驟中為材料加熱，這樣不但可以加快
化學反應的速度，熱力本身還可以改變礦
石的分子結構，令鋰更容易被提取；第
三，在不同階段加入硫酸、蘇打，以化學
反應最終製成碳酸鋰；第四，以不同方法

將不必要的雜質去除。

南美「鋰金三角」水 加蘇打轉化
除了礦石以外，鋰還存在於一些含礦量

高的泉水中。南美國家阿根廷、智利和玻
利維亞有許多這樣的泉水，因此被稱為
「鋰金三角」。
從這些泉水提煉鋰的方法，跟我們從海

水提取食鹽有點兒相似：把這些泉水泵到
地面的蓄水池中，然後等待陽光和乾燥的
天氣讓水分慢慢蒸發掉；直至鋰的濃度達
到一定程度再加入蘇打，泉水中的氯化鋰
就會轉化成為碳酸鋰供我們收集。
和上述的「礦石方法」相比，這個方法

便宜得多：大約只需要一半的成本。不過

由於泉水蒸發的速度不會很高，這個「泉
水方法」可能需要一年半到三年去提取碳
酸鋰；反過來說，從礦石中提煉，只需幾
天就足夠了。因此是「速度」與「成本」
之間的取捨。
我們需要為鋰的供應而擔心嗎？美國麻

省理工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的助理教授
Elsa A. Olivetti和她的伴侶於今年10月發
表了一份研究文章，指出由 2010年至2014

年間，我們對鋰的需求增加了73%，而供
應只上升了28%，碳酸鋰的價格也在2015
年急劇飆升。
不過，鋰在地球的含量，應該足夠滿足
我們的需要。只不過「從泉水取鋰」的方
法需時，不能馬上適應我們需求的急速改
變。幸而有跡象顯示，供應商們正在努力
提升產量，因此對鋰未來的狀況還不需悲
觀。 ■張文彥博士

泉水「煉」鋰 用之不竭
近年，手提電腦、電話、照相機等等大行其道，除了各種儀器功能高度發
展，吸引大眾爭相使用功不可沒外，耐用的電池也是不可或缺。現今流行的電
子產品使用的電池，大都是鋰離子電池（lithium ion battery） 。
顧名思義，鋰離子電池當中自然含有鋰（lithium）這種金屬。近年推出的電

動汽車，更加需要大量的鋰去製造更大的電池。金融公司高盛（Goldman
Sachs）估計，特斯拉（Tesla ）的 S 型號電動汽車，其70kWh電池所需的鋰，
比一萬部手機所需的鋰還要多。
大家可有想過，這些電池中的鋰，是從哪裡來的？要從大自然中提取鋰，礦石

是現今一個主要的來源。

礦石提取4步驟 只需幾天完成

答 案

STEM 百 科 啟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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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到恒等式的x可以任意代入任何數字後，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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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一開始不知道二項式定理，單單看着要求組合數的和，還真
夠難的，還要每個組合數都乘上了2的許多次方，看來就不太像解
得了似的。組合數配合二項式定理，可以有許多組合恒等式能夠推
論出來，結論經常都是不明顯的，單看剛才的問題，就已經多少看
到威力。
初學展開(x+1)n，就是次方比較小的，也覺得挺困難的，就是有

公式，係數也很複雜。不過原來這些複雜的係數之間，經過代入不
同的x值，會令到看來複雜的組合數的和，能夠有個簡單的表達方
式。這點峰迴路轉的變化之中，令人感受到數學的趣味。數理有時
是挺繁複的，但就是在繁複的算式中，看到一點簡單的結果，更能
突顯那簡潔的美感。
奧數的題目有時會在一些複雜的計算之間，隱藏了一些簡化運算
的捷徑。這並不止在於為了考驗人們的智巧，更是為了令學生避開
一些繁複的計算，直下感受到解難的樂趣。 ■張志基

■■位於玻利維亞的烏尤尼鹽沼位於玻利維亞的烏尤尼鹽沼（（Salar de UyuniSalar de Uyuni），），含鋰量也很高含鋰量也很高。。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保存於油中的鋰保存於油中的鋰
金屬金屬。。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膠囊網絡運作示意圖膠囊網絡運作示意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