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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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 題 ??若a1,a2,a3,...是公差為1的等差數列，a1+
a2+a3+...+a98=137，求a2+a4+a6+...+a98。

小學的時候，大概每個人都遇過一些推理
題，提起1，4，7，10，然後問下一個數是
什麽，當然許多學生也能答到13，普遍都能
看出後一個數是前一個數加上3那樣。這樣
的數一直列舉出來，成為一個數列，任何相
鄰兩項的後一項減去前一項所得的結果都相
等，因此稱為等差數列，這個相鄰項的差，
就稱為公差。
除了猜數的時候會遇上這些問題，小學也
會遇上些挑戰題，比如問 1， 4， 7，
10，…，97，100當中，有多少個數？這個
當然不是逐個數的，是有點方法的，就是看
看究竟由1開始，每次加3的話，要加多少個
3，才可以到100。先看看1至100，總共相差
100-1=99，每3個一數，得知100比1多了
99÷3=33個3，再留意到由首項1本身，每
多一個3會多一項，得知共有33+1=34項。
這個有公式記的，就是「項數=(尾項-頭項)÷
公差+1」。
有時候也會再問起，那麽把那些數加起來
是多少？就是1+4+7+...+94+97+100是多
少？這個說穿了也不複雜，就是把算式倒過
來再看一次，就是100+97+94+...+7+4+1，
然後兩式加起來

1+4+7+...+94+97+100
+100+97+94+...+7+4+1
=101+101+101+...+101+101+101

34個
會留意到由第一行和第二行的左方起，上
下兩數加起來都是101，總共有34個101。
由於把原本的總和加了兩次，因此總和為
101×34÷2=1717。公式就是「總和=(尾項+
頭項)×項數÷2」。
小學時就會這樣學，到了中學，數列的表

達就用上了{a1,a2,a3,...}，首項通常稱為a，公
差就是d，項數的算式也改變了一點，表達
成an=a+(n-1)d，意思都是一樣的。而總和的

公式，就寫成Sn= 2
(a1+an)n，或者是把an的公

式 代 入 了 總 和 的 公 式 ， 變 成

Sn=na1+ 2
n(n-1)d。這些代數式就只是符號上

比較數學化，意思上跟上邊的想法沒什麽分
別的。
這次分享一道關於等差數列的問題，可以

嘗試想想除了套公式以外，有什麽比較快的
做法。

由小學推理到等差數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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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數揭秘

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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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講堂

量隕石輻射 計地球歲數
地球是我們賴以生存的星球，在人類發展過程中，對地球的疑問從未間
斷，當中地球的年齡一直為人關心。由宗教人士、地質學家、動物學家、
化學家，以至物理學家等，也曾深入探討地球的歲數，然而各派答案不
一，最終利用放射性測量法，以推算出地球的年齡，獲得大多數科學家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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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地球約6,000年歷史

要知道地球的確切年齡，最困難
在於如何找到可靠證據。與人類歷
史有關的，我們可以依賴文獻上的
記載，但亦不一定可靠，更何況要
找出未有人類出現前的地球，究竟
存在了多久，絕非一件容易的事。
在16世紀至17世紀，曾任全愛爾
蘭天主教會大主教的烏雪（James
Ussher），曾根據《聖經》中的記
載，推算「地球大約有6,000年歷
史」。
這個「地球有多老？」的問題，

在一眾地質學家間，掀起好些爭
論。18世紀至19世紀的地質學家萊
爾（Charles Lyell），觀察其身處時

代的地質變化，發現沙石沉積到河
床上、高山上的岩石被風化為沙
土，或是地球表面板塊移動等過
程，都是進度緩慢。
再者，萊爾認為數千年前的沙石

沉到河底的速度，不應該比現在快
很多或是慢很多，認為上述過程的
速度，在地球過往的歷史中沒有太
大的變化。我們見到的許多高山深
谷，每每都在告訴我們，地球表面
經歷了極大的變化。
試想像美國的大峽谷有多深？如

果改變地貌的過程是如斯緩慢，若
然沒有悠長歷史的地球，如何促成
這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呢？

這個套上了公式，總是會計得
到的，不過比較複雜。留意到
a1=a2-1,a3=a4-1,...，單數項總是之

後的雙數項減去1。由此得知
a1+a2+a3+...+a98=137

(a2-1)+a2+(a4-1)+a4+...+(a98-1)+a98=137
2(a2+a4+...+a98)-49=137

a2+a4+...+a98=93
這個方法可是快得多了，想法也容易理
解。
等差數列在課程內，中一談數列時會提
到，到了高中又會特別教通項與總和的東
西，多數連等比數列一起教。不過說到最
淺近處，小學生也明白得了的，背後的原理
畢竟也是簡單的。當然，也不代表等差數列
的問題是容易的，奧數裡也有一些等差數列

相關的問題。就不用別的題目，單看剛才分
享的，若是硬套公式起來，沒半點巧思的
話，也是複雜了不少的。
一直談等差數列，都是挺數學化的，其
實背後是很生活化的東西，比如小明今天有
1元，每天儲3元的話，之後幾天就是有4
元，7元，10元...，這就是等差數列了。生活
化的例子當然還是有很多的，不過有高中的
時候遇上了，已經太多符號，太數學化，即
使看應用題時也只想快點做完，也沒留意
到背後生活化的一面。
等差數列這課題，由小一到高中都見識過
一些部分，表達形式各有不同，但背後的原
理說到底都是差不多的，能看得通的話，就
不用學許多次了。 ■蔡欣榆

房屋在修建前都要進行選址，房屋的地基、結構的穩固，及環境
的安全性是最需要關注的內容。選擇堅固穩定的地基，避開地質災
害易發地段，尤其是避開地質災害來臨時首當其衝的位置，是建房
選址的重中之重。
由於中國人口密集，可用的土地資源稀缺。在山區，平地面積狹
小，許多房屋和工礦設施建在溝谷和坡地上，部分甚至直接建在泥
石流堆積物附近。當泥石流處於潛伏期時，人們可能意識不到這是
潛在的巨大危險，一旦暴發，則會遭遇毀滅性的災難。正因為如
此，山谷或溝底被列為危險系數極高的地方，不宜建造房屋。
不同的泥石流有不同的威力，決定其威力的因素包括：泥石流

的密度、流速、流量和泥位等。它們是預報和鑒定泥石流的主要依
據，也是防治泥石流不可缺少的資料。由於泥石流的暴發突然而危
險，對泥石流的測量往往在其發生後進行。
對於黏性泥石流，可以在現場直接測出堆積物的密度；但對稀性

泥石流，由於泥石流發生後，水分很快流失，密度和發生時不一
樣，這樣的泥石流密度就要用估計的方法來計算了。泥石流的泥
位，是指在一定位置泥石流的標高。泥位越高，泥石流的衝擊能力
越大，一旦達到或超過危險泥位，就會釀成災害。
2004年，中國國務院頒佈《地質災害防治條例》，要求在地質災

害易發區內進行工程建設時，應對地質災害危險性進行評估，對建
設工程遭受地質災害危害的可能性，和該工程建設中、建成後引發
地質災害的可能性做出評價，提出具體的預防治理措施。
對於農村自建房，也應避開泥石流的可能路徑，盡量選擇平坦開

闊、遠離沖溝及土質堅實的地基，防患於未然。

隔星期三見報

有問有答 為什麼不宜在山谷或溝底建房子？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十萬個為甚麼（新視野版）
災難與防護 I》

■特大暴雨容易引發泥石流，因此山腳位置不應建屋。
資料圖片

法動物學家：地球歷史僅數百萬年

另一派別的地質學家認為地球表面由一些相對短期，但
大規模的災難塑造而成，包括是大洪水及火山爆發等，每
次都為地面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時也可能令大量生物
滅絕。這些大災難可以在相對短時間內，大幅改變地球面
貌，因此相信這個理論的法國動物學家居維葉（Georges
Cuvier）估計「地球的歷史只有數百萬年」。
估算地球歲數的重要性，需要跟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進化論放在一起思考，因為進化論利用大自然
「物競天擇」的道理，去解釋各種不同形態生物的來源，
這個過程本身就十分緩慢。
居維葉估計的地球歷史只有數百萬年，看來沒有足夠時

間，讓生命在地球開展，然後再從簡單的單細胞生物，慢
慢演化至人類這種複雜的物種。假如地球的歷史不夠悠
長，同時是在暗示進化論可能在地球並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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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大峽谷每每告訴我們，地
球表面經歷了極大變化。

資料圖片

■■火山爆發流出的熔岩火山爆發流出的熔岩，，可以在相對短時間內大幅度地改變地球的面貌可以在相對短時間內大幅度地改變地球的面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居里先生和夫人為研
究輻射作出了重大貢
獻。 網上圖片

區塊鏈公開賬簿堵截貪污
隔星期三見報

科技暢想

大家認為區塊鏈應用會在哪些國家普
及？事實上，它在美國及日本等已發展
國家難有發展空間；它和移動支付的發
展一樣，將會在相對落後的地方才能做
到，因為其「分散式信任」及「去中介
化」的特性，在這些地方最容易產生價
值。加上其他科技應用如生物特徵識別
技術及低成本的手機網絡，這些地方就
不需要依賴中央銀行印刷貨幣，及投入
大量資源穩定金融系統，即能在區塊鏈
上建立信用體制，以記錄及有效分配資
源。
不少人關心生物特徵識別技術會侵犯

個人私隱，但凡事總有取捨，最重要是
由誰負責交易平台。如果該平台由負責
任的國際組織營運，其產生的正面效
益，肯定比當地軍政府、土豪、惡霸等
缺乏公信力的人來操控來得合理。

什麼是「分散式信任制度」？
長期以來，社會通過法制及技術等不

同方法來建立信任，但無論是民主或社
會主義政權的信任制度，仍有很多缺點

未能解決。傳統信任制度數據零散、身
份認證辦法落後導致個體角色不明朗，
難以判斷信息真假。區塊鏈技術正正能
解決這些問題。

「去中介化」只為節省成本？
由於不需要中介結構，區塊鏈技術不

但降低建立和維護中間結構的成本外，
還可以解決中介信用問題。社會經濟行
為如購物交易，可在不需要中介（如銀
行）擔保的情況下進行，盡量避免利益
持份者的「尋租」行為（註：賄賂及腐
化等非法手段來追求利潤，創造了少數
持有特權者透過不平等競爭方式，憑權
力取得超額收入的機會），妨礙社會正
常發展。

當智能合約遇上區塊鏈

智能合約與互聯網是同期技術，但一
直缺乏可靠的信任機制使其發揮力量。
區塊鏈的「分散式信任」和「去中介
化」特性正好提供一個有效環境。
智能合約不只可以自動執行程序，同

時是區塊鏈生態參與者和檢察者，它會
自動回應接收到的信息，交易自然能有
效在一個公開並透明的環境下被處理。
兩者只要運用得宜，將徹底改變社會未
來運作模式。
筆者沒法估計傳統社會在什麼時候才

會廣泛應用區塊鏈技術，但肯定其好處
很快在具迫切需要的地方開始，且急速
發展，正如很多企業的創新策略，也是
靠一招「以農村包圍城市」而成功，相
信區塊鏈技術的廣泛應用也將會一樣。

■■陳家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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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掙脫這個困境呢？二十世紀初，
化學家居禮夫婦大力推動了有關放射性
元素的研究，啟發其他科學家發現放射
性元素，其實普遍存在岩石之中，而且
這些元素的輻射固定地變得衰弱，可用
來推算地球年齡。
美國地質學家帕特森（Clair Patterson）

在上世紀50年代研究時，特意花費數年搜
集隕石，再以實驗測出地球年齡約為45.5
億年，而這數字至今仍沒被推翻。
1975年，中國科學家對吉林隕石雨的

同位素年齡測定，亦獲得一樣的結
果——地球年齡約為45.5億。

■張文彥

用隕石測地球年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