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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金屬見不得光？
銫對光線特別敏感，見不得光的，如在烈日下照射，它就會變成一灘稀泥。

原來，銫對光線特別敏感，極其微
弱的光照，以及從紅外到紫外區域的
各種波長的光照，都會使它發生能量
狀態的變化，放出電子，產生電流，
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光電效應」。
科學家利用銫的這一特性，把它噴

塗在鋁片上，就可以製成「光電
管」，實現光與電的轉換。照射的光
線越強，得到的電流就越大。正是有
了光電管的發明，電視才應運而生。
電視節目在拍攝製作過程中，光電

管把所攝物體的光線轉變成強弱不同
的電信號，然後經電視台以電磁波的
形式發射出去，送往千家萬戶的電視
機。電視機把接收到的電信號再經過
轉換，還原成圖像，成為我們看到的
電視節目。
光電管的應用相當廣泛，在自動化

裝置中可以製成開關、報警設備，還
可以製成將光能轉換成電能的光電
池。
銫所具有的優異光電性能，還可用

於製造軍事偵察、邊防巡邏、軍艦夜

航時用的紅外線望遠鏡。銫接收了目
的物反射來的紅外線，產生電子輻
射，電子衝擊熒光屏，即可產生出可
見圖像。
銫還有一個特性，它是最軟的金
屬。銫的莫氏硬度只有0.2，用小刀就
可以像削蘋果一樣把它削成任何形
狀。它的熔點也很低，只有28.4°C，
僅次於水銀。夏天，它就會像冰塊一
樣融化掉。難怪有人說它是金屬王國
裡的「嬌小姐」。
不過，你可別被這些性質所蒙蔽。

若是把它放置在空氣裡，它一會兒就
會自燃起來，這時可別用水來澆滅
火，因為遇到了水，它就更「淘氣」
了，會像炸藥一樣爆炸。所以，為了
讓銫「老實」點，人們只得把它「囚
禁」在煤油中，與世隔絕。
銫還有許多用武之地。它是一種很

好的催化劑，在很多有機和無機合成
過程中都有它的身影。銫原子受熱後
很容易電離，所形成的正離子會加速
到很高的速度，能為火箭提供強大的
推力，是航天動力系統理想的燃料。
銫的放射性同位素還可用於輻射育

種、食品輻照保藏、醫療器械的殺菌
等。

問有答有
隔星期三見報

《十萬個為甚麼
（新視野版）化學 I》

嚴格來說，烏賊並不是在「模仿」環
境，因為我們相信，烏賊一類軟體動物其
實是色盲的；更何況早在1930年，我們
已發現，眼睛被移除的烏賊還可以繼續因
應環境而改變自身的顏色。在2010年，
有研究在烏賊的皮膚發現能夠感光的視蛋
白，因此烏賊可能是利用全身去感應背景
的光線，然後再改變皮膚的顏色；只要烏
賊皮膚顏色的精細度超過獵食者眼睛所能
處理的程度，獵食者可能就無法察覺烏賊
的存在，被牠們蒙混過關了。
烏賊的皮膚上有不少偽裝法寶，其中
一種就是色素細胞（chromatophore）。
當控制這些色素細胞的肌肉放鬆，細胞中
的色素就不會在烏賊皮膚上顯示出來；反
之，當這些肌肉收縮，色素就會在皮膚上
被「拉開」，令那部分的皮膚變成另一種
顏色。
要觀察這些色素細胞的活動絕不容
易，因為烏賊移動迅速，而且身體柔軟，
經常改變身體的形狀。不過，科學家們發
現，每一顆色素細胞跟它鄰近色素細胞的

排列是固定的，因此已可以利用電腦去同
一時間「追蹤」數以萬計的色素細胞。
科學家們發現，色素細胞的顏色跟它

的「年齡」有關：剛生成的色素細胞呈黃
色，再隨着時間而慢慢變成紅色、棕色，
然後最終成為黑色。這些色素細胞變黑的
速度，跟新色素細胞生成的頻率更維持着
一個微妙的平衡，以確保烏賊黑色的細胞
跟有顏色細胞之間的比例不變。

誰說打八號風球就一定無法起飛？其實
飛機能不能起飛，最重要是看跑道的風向
和風速，和天文台掛什麼風球，不一定有
直接關係。
飛機起飛的時候，主要是借助逆風提升

浮升力，而香港國際機場的跑道走向，呈
東北偏東至西南偏西，當風向和跑道角度
平行時，就會有利於飛機起飛；但如果吹
東南或者西北風，風向就有機會和跑道垂
直，即是所謂的側風。
側風可能會影響飛機升降時的平衡，令

飛機偏離跑道中線。如果飛機其中一邊的
機翼太接近地面，更會增加事故的風險。
香港國際機場位於大嶼山北面，當氣流

橫過大嶼山高山時，可能受地形影響，造
成風切變。當氣流經過大嶼山的時候，高

速的氣流會在山峽形
成，而這些高速氣流之
間，又會有較低速的氣
流出現，所以逆風風速
有可能在短時間內改
變。
當逆風增強時，飛機

的浮升力會增加，當逆
風減弱時，又會令飛機
下沉，加上天氣惡劣，
地勤人員無法工作，甚
至能見度不足以讓飛機
升降，都會令航機延遲或取消。所以，
建議出發去機場之前，先上機管局網

站，或者致電航空公司，查詢最新航班
情況。

象萬千
星期三見報

氣
天氣不似預期 打風仍可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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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可瀏覽天文台YouTube專頁：https://www.youtube.com/user/hkweather。

在上世紀，我們的科技水平突飛猛進，不過，就算到了21世紀，我們對自己大腦的理解還是出奇地少。對

神經科學家來說，大腦研究面對的一大難題，就在於我們並不能輕易準確地觀測及記錄大腦的活動。不過，科

學家就在海洋中找到一種能幫助我們理解神經與行動關聯的動物：烏賊。烏賊是海洋中的偽裝高手，能夠根據

牠們感受到的周遭環境而改變自己的外貌，從而瞞過獵食者及獵食的對象。從這個角度來看，烏賊就是一種經

常將心中所想寫在「臉」上的動物，因此對於神經研究而言，是一個不錯的對象。

逢星期三見報科學講堂

海底百變高手 烏賊助研神經

■張文彥 香港大學理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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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揭秘奧
逢星期三見報

對於一個平
常的三角形，
若是想了解它
的各樣特徵，

最好就是知道它各邊的長度和各個內
角的大小。由三角形局部的資料，去
計算出各邊長度和各內角大小的過
程，稱為解三角形。
在解三角形的過程中，一般△ABC

會把三隻角分別記為A，B和C，而將
角的對邊分別記為a，b和c。以下就不

再重複了。
在三角形的資料來說，三邊三角的

大小，經常都用來表示其他數量的大

小，比如面積的公式（S=12 absinC），

外接圓半徑（ a
2sinA）或內接圓半徑

（ 2S
a+b+c）等。因此若果能夠了解三邊

三角的大小，對全面地了解各樣資
料，有關鍵的作用。以下分享一道關
於解三角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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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星期二 星期三 ．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STEM百科啟智 星期四 ．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 星期五 ．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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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三角形

剛才的問題，在奧數題裡算是很淺易
的，但這些解三角形的題目，意義並不只
在於那題目的難度。這是一種探索三角形
的方法，也是探索幾何圖形的方法。
解三角形的過程，有時並不是問題本
身的目的，而是其中一個思考的方向，令
自己增加對圖形的了解，從而找到其他相
關的資料。
許多時在解決幾何題目的時候，在未
找到解決方法前，學生往往不知道可以做
什麽，然後很快就放棄了。事實上，在一
些簡單的圖形，例如三角形上，其中一個
探索的方法，就是去找各邊各角的大小。
普遍來說，在未想到解決方法前，去探索
一下各式各樣的資料，或者去應用一下新
學的定理，是處理幾何問題的好方法。
這樣就是未能解決，也可以對新學習
的東西加深印象，也可以在探索之中，了
解自己比較熟練的定理是什麼，從而了解
自己忽略了什麼定理，再重點溫習。

這個解三角形的問題形式，在課程內
是較少見的。許多時關於一個三角形的問
題，就多數只會問起其中一兩個資料的問
題，而不會要求全面探索。奧數裡就有這
些較為非常規的問題。不過，這種問題的
形式，在奧數裡也有限制，因為奧數是不
用計算機的，於是角度多是特殊角度，這
樣的限制使得題目變得容易。不過，若是
學生能夠把這種解三角形的想法，應用在
日常解決幾何問題上，作為平常的一個思
考方向，那樣對學習是有效果的。
當然，這種探索是需要時間的，比較

適合平日做，若是考試的時候去探索，那
就要設個時限，知道探索多久就要停，否
則做得太久的話，做到了也沒時間做其他
的。
解決幾何問題沒什麼萬能的方法，但

較好的學習方法還是有的，比如解三角形
就是其中一個，值得體會一下。

■張志基

在△ABC之中，C=90o，a+c=6，tanA= 3。解此三角形。問
題

答
案

由tanA= 3，得知A=60o。因此B=180o-90o-60o=30o。

色盲但全身感應光線

色素細胞並不是烏賊偽裝唯一的法寶：烏
賊皮膚上還有許多乳突組織（papillae）。這
些乳突組織的形狀有些類似我們舌頭上的味

蕾，不過烏賊能夠自由改變牠們的形狀，從
而更改皮膚的質地，令牠們能夠更完美地融
入周圍的環境中。

乳突組織改皮膚質地

sin60o = ac

2
3 = 6-a

a

6 3- 3a = 2a

a = 2+ 3
36

= 12 3-18

∴c=24-12 3,b=
a
3
=12-6 3

小結
大自然中令我們歎為觀止的例子不勝枚

舉，烏賊自然也是其中之一。烏賊的皮膚不
僅能夠在不同部位顯現不同的顏色，更能夠

互相協調，製造出各種圖案。希望在未來的
日子裡，烏賊能讓我們更加理解神經與身體
之間的微妙關係。

■烏賊是海洋中的偽裝高手。 網上圖片

■烏賊偽裝成一塊樹葉，在太平洋中難以尋
找其位置。 網上圖片

■烏賊的皮膚上有不少偽裝法寶，其中一
種就是色素細胞（chromatophore）。

網上圖片

■風向和跑道垂直，就是所謂的側風。 視頻截圖

◀德國化學家本生
（左）和物理學家基
爾霍夫（右）發現了
銫。 作者供圖

▲銫對光線特別敏
感。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