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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引發核裂變 後誘發核聚變

科學講堂
逢星期三見報

氫彈「兩變」足以毀世界
上次提到科學家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及西拉德（Leo Szilard）在 1939 年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美國總
統羅斯福，促成了曼克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 ），繼而開始了我們歷史中與核子武器糾葛的新一章。正
面來說，投到日本的原子彈迅速完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但自此以後，人類卻擁有了能夠在極短時間內毀滅
世界於無形的巨大力量。

即使避高溫輻射「核子冬季」
仍難熬過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整個世界迅
速進入冷戰時代；為了不落後於對
方，東西方兩大陣營皆致力於發展更
新型、威力更強大的核子武器。上次
提到，原子彈（atomic bomb）利用核
裂變（nuclear fission）在短時間內釋

放 大 量 能 量 。 核 聚 變 （nuclear
fusion）比核裂變的威力更大，因此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完結後不久，就被用
來製成另一代更厲害的核武—氫彈
（hydrogen bomb ）。
太陽能夠發熱發亮，就是因為核聚
變這種核子反應，因此其威力可想而
知。顧名思義，在核聚變中，較輕的
原子核（例如氫和它的其他同位素）
「聚」在一起變成更重的原子核，而
當中「不見」了的質量也是跟核裂變
一樣，依據愛因斯坦的方程式 E=mc2
轉化成為能量。

製作難 須先擁原子彈技術
核聚變有一個技術上的困難點：原
子核是帶正電荷的，因此平時它們會
互相排斥；非得用高壓或高溫將它們
「聚」在一起，核聚變才有機會發
生。在太陽的中心這個不是問題，因
■核聚變的一個例子，結果是放出一 為那裡真的是夠熱了。在地球表面我
枚中子n和大量能量。
網上圖片 們如何能做到這點？

奧數揭秘

極端原理

逢星期三見報

奧數在學習的過程中，會發現有些知識並不
止是一些數學上的技巧，亦不算是一些理論或
者公式，而是一些思想方法。這個在課內比較
少見，因為憑空說思想太抽象，總得要依着一
些基礎。

問題

氫彈的其中一個設計，是先引發核
裂變爆炸（就好比先引爆一個原子
彈），再藉由因此而產生的溫度及壓
力將氫原子核「逼迫」在一起，誘發
核聚變。所以製造氫彈的難度較高，
必須先擁有製成原子彈的技術。
核武威力強大，但令人更憂慮的地
方在於並不只是爆炸附近的地區才會
受到影響。包括美國著名天文學家及
科普作家薩根（Carl Sagan）在內的
很多科學家，都指出「核子冬季
（nuclear winter ）」的可能性。
核武威力強大的爆炸，足以將煙塵
帶到雲層之上；而且一旦使用，很容
易引發多處火頭，製造大量煙塵。
這些煙塵可以滯留在雲層之上很
久，阻隔陽光到達地面，令全球地面
長期寒冷，進入一個由核武誘發的嚴
冬。因此一旦核子戰爭爆發，即使我
們碰巧不在核爆的區域，能夠避過核
武爆炸時釋出的高溫和輻射，全人類
還需思考如何熬過「核子冬季」。

然而，在課程內的數學，大部分時候，普遍
學生能掌握基礎已經不錯，再提起思想方法之
類的，有點困難。
解難之中有些思想方法是有用的，其中一個
常用的就是極端原理。

在等邊三角形之中，任意取一點
P，證明：由P到三邊的垂直距離之
和為固定數值。

考慮極端情況，在等邊△
ABC 之中，P 與 A 點重合，亦
P 點到三邊距離之和，就是三角形的高 AD
（圖一）。
設△ABC 的邊長為 a，P 到三邊的垂直距

答案

?

離為r、s和t（圖二）。
考慮面積，得 12ar+21as+21at= 21a．AD
r+s+t=AD
因此P到三邊的垂直距離為固定數值。

科技暢想
隔星期三見報

■ 氫彈的其中一個設計，是先引發核裂
變爆炸（圖中近頂部的圓形部分），再藉
此誘發核聚變。
網上圖片

■1945年在日本長崎爆炸的原子彈的蘑菇雲。

過去一二百年，人類的科技發展特別急
速，轉瞬之間我們已經掌握了足以毀滅世界
的力量。希望大家謹記審慎利用這些力量，不要輕率地作出
無法回頭的決定。
■張文彥博士

小結

「共享」聚各行業 合作建智慧城

科技日新月異，我們追求更新的科技同
時，傳統的行業也需與時俱進。
香港是一個法治的社會，以科技給人們
便利同時，第一時間是想起「責任誰
屬」。近月開始發展智慧城巿的香港，不
斷有一些新的共享服務誕生：「單車共
享」、「載乘共享」、「汽車共享」……

亂泊違反單車法例
單車共享的運作模式主要是透過手機應
用程式開啟停泊在路邊的指定型號單車，
以距離或時數計算。與早年香港的租賃單
車公司不同，借用單車的用戶可隨時隨地
借用及歸還。
問題在於，單車停泊點未必是一個「合
法」的地點—筆者刻意用括號強調「合
法」，是因為香港的法例下單車停泊點是
必須在指定的地點停泊，而單車共享的理
念正正是違背了法例。

有問有答
隔星期三見報
圖一

圖二

可推廣命題 否定錯誤猜想
剛才這個證明中，第一步把 P 點當成了其
中一個極端的情況，就是它與三角形其中一
點重合的情況，這就是極端原理的使用。它
的作用是能夠在完成證明之前，已經能夠洞
察出這個固定的數值是什麼。
若果之前的證明看得仔細的，會發現其
實即使不用極端原理，單考慮面積，也能夠
證明到所需的結論。這固然是的，只是當考
慮了極端原理後，原本看來長度不同的三段
垂直距離，總和可以一下子在圖形的想像之
中就洞察出來，比起純粹用面積考慮，然後
一番運算才看出結果，快許多。
事實上，極端原理的使用，其中一方面
的威力，就是能在考慮特殊情況之中，洞察
出一些普遍情況的結果，然後進一步證明普
遍的情況。這樣做證明的時候，方向感就大
得多，不會因為情景太任意而變得不知所
措。
除此以外，極端原理還可以在嘗試推廣
命題的過程中，否定一些錯誤的猜想。比如
若果問題之中的等邊三角形，變成等腰三角
形，那麼命題是否成立？答案是否定的。
如圖三，用極端原理來考慮，若 P 點與 A

重合，則總和為
AD； 若 P 點 與 C
點重合，則總和
為 CE，兩者明顯
不同。
極端原理作為
一種思想方法，
用處可以很廣
泛，能滲透入各
式各樣的問題。
不過也由於它可
以四處都有，練
習起來，題目的
圖三
變化倒是挺大
的，一題習題和第二題之間，好像沒什麼關
係似的。奧數的問題，也不是說了「極端原
理」4 個字，就一定想得出來，所以練起來
有困難，真個化入日常解難的思想之中，亦
有不少難處。
不過由於用途普遍，雖然初學時覺得思
想這回事有點太抽象，亦有舉步維艱的感
覺，但學會了之後，效用卻是取之不盡，值
得好好學習。
■張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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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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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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巿民對合法騎單車的認知不足，也造成
很多不必要的小意外發生。
汽車共享正是近月開始在世界各地（包
括內地）誕生的「進化版」單車共享，而
涉及的問題更包括用戶使用後車廂內的清
潔責任；近年違例泊車的票控不斷上升，
如果香港引入汽車共享的話，違例泊車的
情況比現時勢必嚴重。
載乘共享則主要是指車輛擁有者分享自
己的載乘空間給予別人，排除收費的問題
外，這是一個環保及善用道路空間，但因
為收費模式正正是衝擊各種交通工具（特
別是的士）的運作，接着是法例與保險。
現時我們的法例下，有關保險是不容許私

家車司機分享自己的車輛作為搭乘空間。

法律保險須修例
總括而言，香港推動分享科技的同時，
也要考慮不同行業的角色。例如法律界應
該了解新科技的運作，從而商討一些適合
時宜的法例保障發展科技及使用科技的
人。基於新科技帶來的責任問題，保險業
也應該與時並進，從而訂定適合新科技的
保險條款。
因為各行各業在新科技的帶動下變成連
鎖關係，在新世界各行各業應該互相合
作，互相了解，建立一個各方共贏的智慧
城市。
■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 瞐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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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平面無情「度假天堂」
搬家

馬爾代夫是印度洋上一個由 1,200 多個
珊瑚島礁組成的群島國家，曾被喻為「度
假天堂」，現在卻面臨着「消失」的危
險。2008 年 11 月，總統穆罕默德．納希
德宣佈：馬爾代夫計劃舉國搬家，澳洲、
印度、斯里蘭卡以及一些南太平洋島國都
是「新家」的選擇之一。
為什麼整個國家要大搬家？原因很簡單
也很殘酷，因為不可阻擋的海平面上升，
將使馬爾代夫全國30多萬居民淪為無家可
歸的環境難民。

195島嶼164被海水侵蝕
對於馬爾代夫人來說，因為全球變暖，
海水已經成了最嚴重的威脅。許多島嶼正
受到海水的嚴重侵蝕，陸地越來越少。潔
白細軟的海灘正逐步被上升的海面所淹
沒，椰子樹由於海水侵蝕根基不穩而倒
掉，海灘上的度假屋也被迫棄用。
據該國政府的最新統計，在馬爾代夫有
人居住的 195 個島嶼中，竟然有 164 個正
遭到大海的嚴重侵蝕。
海平面為什麼會上升呢？簡單地說，是
因為全球變暖造成了冰川融化和海溫上升
所致。海溫上升融化南北極的冰川，使更
多的水進入海中，同時使海水的體積變
大，導致海平面上升。
科學家預測，由於溫室氣體的大量排
放，到 21 世紀末，氣溫將平均升高 2℃，
海平面將上升約 0.6 米至 1.4 米。如果格陵
蘭島和南極冰川加速融化，情況將更糟
糕。
全球變暖導致的海平面上升對島國產生
很大影響，其中馬爾代夫受到的威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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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代夫的平均海拔只有
馬爾代夫的平均海拔只有1
1.2 米，
隨着氣溫上升，海平面升高
隨着氣溫上升，
海平面升高，
，美麗
風光很可能被海水淹沒。
風光很可能被海水淹沒
。 教圖供圖

大。馬爾代夫群島由珊瑚礁、珊瑚沙組
成，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國家，平均海拔
只有 1.2 米，80%的國土高於海平面不到 1
米，最高處僅比海平面高2.44米。

最快50年內消失

在那次海嘯中，馬爾代夫 40%的地區遭
淹，約10萬人需緊急救援。一座珊瑚島底
座被毀，島上居民被迫轉移。馬爾代夫人
第一次強烈地感受到了海平面上升對生命
的威脅。
對於該國來說，海平面上升問題就像是
一顆定時炸彈，令人惶恐不安。如果海平
面繼續上升，最終只能舉國搬遷。

如果科學家對海平面上升速度的預測正
確，100 年內這些島嶼將被海水逐一吞
噬，甚至50年以後這些美麗的島嶼就會從
藍色的印度洋中消失。
《十萬個為甚麼
如果你以為 100 年還很遙遠，那就錯 （新視野版）災難與防護 I》
了。2004 年 12 月的印度洋大海嘯，使馬
爾代夫人認識到曾經垂青他們的大海已經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變臉」。海嘯襲來時，高達 4 米的浪潮
灌進首都馬累的大街小巷，所有人都在狂
奔和哭喊，就像世界末日來到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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