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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到1001=7×11×13，可以被7整除。從而111111=111×1001也能被7整除，故此
888888和999999都能被7整除。若原數能被7整除，則它減去一些7的倍數，仍能被7整
除，因此可考慮在 x的左右方，一步一步消去 888888 和 999999，最後則只餘下
88x9900...0=88x99×1048{

48個
，而1048是不能被7整除的，因此只需考慮能否被7整除。由於

88x99=88×1001+x11，最後考慮x11=100x+11=7(14x+1)+2x+4，從而試出x=5時，
x11能被7整除，即原數亦能被7整除。

一個數 88...8x99...9{ {

50個 50個
之中，x是什麼數字，才能使得這個數被7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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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大家有否看過日本漫畫《鋼之鍊金術師》？故事中的許多角色，都曾收集水、碳、氨等原材料，期望藉由

鍊金術，將這些原材料轉化成生命，好讓他們能夠跟已失去的親人團聚。在故事中，這樣的「妄想」自然從未成

功過，其中更牽涉到「意識」這個難題：我們的意識是從何而來的？有可能將記憶從一個個體轉移至另一個嗎？

在現實生活中，合成生物學（Synthetic Biology）的科學家就正正是在研究如何運用各種原材料去「製造」生命。

不過我們沒有鍊金術的「協助」，因此必須從如何製造細胞開始；「意識」這個問題，幸運地我們暫時還不需要

擔憂。

科學講堂

想人造細胞 先學「包餃子」

數揭秘奧
小學時談起一個多位數能否被5整除，
人們都知道個位是0或5就可以了，這就
是5的整除法則。若要判斷一個數能否被
3整除，又會有別樣的法則。這些就是整
除性的問題了。一般來說，較常用的整除
法則，都是用來判斷一個數能否被2，3，
4，5，6，8，9或11整除的，至於7的整
除法則，就較少提及，因為比較複雜。這
些網上要找也不難，也就不仔細說明了。
整除性相關的知識，其中一個重要的
作用，在於找因數。找因數在運算上是
非常重要的步驟，比如分數加減時通分
母，就要找最小公倍數，也要找公因數
的。若是缺乏整除性相關的知識，往往
要花很多時間去嘗試各樣的數字，解題
速度是相差很遠。
整除法則在小學階段，大都只是知道
它們都是可行的，也多少懂得運用，但
相關的證明多數就不太知道了。若是到
了初中階段，代數上有相當的能力，就

會漸漸明白法則背後的原因是什麽。要
是在奧數之中明白同餘相關的知識，那
樣要自行找出各樣的整除法則，也就很
容易了。
關於整除法則，固然可以有很多，也
可以很複雜，但整除相關的技巧，有一
個理解起來很簡單，但又很實用的，這
次想分享一下。
例如一個多位數 78921，想判斷它能
否被 7整除，那麽可以把它減去一些 7
的倍數，也不會影響它除以 7之後的餘
數 。 比 如 說 ， 把 78921 減 70000， 減
8400，減 21，那麽餘下就只有 500，這
樣一下子就心算到餘 3了。留意到這些
之後，要心算也是極易的，就只是看着
原本那個數，各個位看來跟 7的什麼倍
數差不多，就減去那部分，用起來是很
快的，再配合其他整除性相關的知識，
又會再快一點。
這個技巧的好處是除了7以外，對於任

意的除數，要是對它的倍數多少有認識
的，用起來就會很快。若是覺得剛才的
78921除以7的效果未夠明顯，可以看看
以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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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除的技巧
象萬千氣

「藤原效應」解熱帶氣旋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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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出雞肉 不再殺生

隨着世界人口在本世紀末可能達到
110億，農民利用農業用地的壓力越來
越大，科學家們也將面臨更大的壓力，
以確保我們都能獲得足夠的營養。未來
的科幻食品可能會改變我們以後的飲食
方式，食品設計師和營銷人員會讓我們
體驗新的口味。

肉類不再靠畜牧
在美國的實驗室，科學家已開始「種
植」雞肉和鵝肝，也許有一天，他們也
會從培養室裡拿出一塊牛排。這就是
「養殖肉」，它的存在預示着肉類在很
大程度上與畜牧業和農業脫鈎的未來。
肉類可以在類似實驗室的環境中種植，
例如從產生肌肉組織的幹細胞中生長出
來。
目前，消費者只會對合成肉感興趣，

因為非常接近他們習慣的產品，如果合
成雞胸肉與真正的雞胸肉基本無法分
辨，那麼它很可能會流行起來。
未來亦可能會開始將肉類元素納入其

他類型的食物中，例如與植物成分混
合，生產出一種全新的食品。所有肉類
可設定味道和蛋白質，脂肪含量和更多
種類的營養素。
合成食品也有可能按照所期望的規模

生產，試想想數百萬養殖雞塊從生產線
上滾下來，或是以後我們不用殺害鯊
魚，就可以有魚翅吃。
市場上已推出了可以打印食品的3D打

印機，打印機裝有可食用漿料的墨盒，
可使用紅菜頭糊來打印紅蘿蔔。配合了
3D打印技術，在可見的將來，幾乎所有
食物都可造出來。

推出前要驗清楚
但是這一切無限的可能，都要被監

管，這些未來食物可能會對人類健康及
地球環境有不良的影響，所以我們要把
這個科學研究弄清楚，才決定把它推出
市場。

技暢想科

■洪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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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藤原博士是日本一位氣象學家，亦是
他發現「藤原效應」。
「藤原效應」是指當北半球同時出現
兩個熱帶氣旋，距離足夠接近，就會互
相影響，開始圍繞中間一點作逆時針旋
轉，大的一個會主宰互動，令小的一個
圍繞它移動，甚至把小的一個吞噬。
基本上，如果熱帶氣旋越接近，或者

體積越大，相互作用就愈明顯，但如果
有其他天氣系統影響，或者其中一個熱
帶氣旋減弱，相互作用就會結束。
當「藤原效應」發生時，熱帶氣旋路
徑會互相影響而變得不規則，例如2012
年的「天秤」和「布拉萬」。「天秤」
形成初時，於8月20日採取偏北方向移
動，之後轉向西移動，再逆時針在南海
東北部轉了一個圈，轉向東北偏東，其
間天文台發出一號戒備信號。「天秤」
路徑如此曲折，就是受到「布拉萬」影
響，如果有3個熱帶氣旋，情況會更加複
雜。
前陣子熱帶氣旋「貝碧嘉」的路徑，

像蝴蝶結般有型，是否與「藤原效應」
有關？
熱帶氣旋路徑可以受不同因素影響，

路徑規則不一定只因為「藤原效應」，

「貝碧嘉」移動路徑如此不規則，主要
是因它沒有明顯的引導氣流，引導他的
移動方向，所以只可以在廣東西部沿岸
一帶徘徊。

■張文彥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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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寫答案出來，都已經一大段，但真
正做起來時，想着消去一大堆數之後，一兩
分鐘就做到答案了，背後的技巧還只有一個
而已。
奧數裡除了一些艱難的題目以外，久不

久還會有一些簡單而實用的想法。可能只是
其中一道習題，但把問題的技巧化入日常的
思想裡，卻是可以有很大的用處。這也是奧
數的趣味之一。

張志基

要人工合成細胞，就如包餃子
一樣，首先我們要懂得製成如細
胞膜一般的薄膜，然後再將各種
有關的有機物料包裹於其中。細
胞膜的一大主要功用，就是將細
胞自身的物質與外界分隔開來；
外界環境大多以水為媒介，而脂
肪跟水正好不是很「混得來」，
因此很適合作為細胞膜的主要成
分。現在科學家們已懂得利用脂
肪製成細小的容器（我們稱之為
「脂質體liposome」），再注入
多種蛋白質去嘗試製成人工細
胞。
比方說德國馬克思普蘭克生化

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of
Biochemistry） 的 Petra Schwille
和她的團隊，成功為她們的「人
工細胞」加進名為Min的蛋白

質。在真實的細菌細胞裡，這些
Min蛋白質在細胞分裂的過程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在Schwille的
研究中，加入這些蛋白質可以令
她們的人工細胞自行移動，甚至
在中央收縮，儼然將要進行細胞
分裂。
荷 蘭 代 爾 夫 特 理 工 大 學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
gy）的Cees Dekker和他的研究
人員，也一直在探索如何改變這
些人工細胞的形狀，以求更好地
模仿真正的細胞。今年他的團隊
藉由把人工細胞壓向尖銳的實驗
儀器，而成功令它們一分為二，
進行了一個原始版本的「細胞分
裂」。不過 Dekker 自己也承
認，這跟真正的細胞分裂還有點
兒距離。

脂肪製包皮 蛋白質作餡

有效地把不同的有機物質「收藏」於
細胞的不同位置之中，對成功製造人工
細胞極為重要。每一秒在細胞中發生的
生化反應，本來就不止數以千計，因此
細胞必須將不同的物料分隔開來；否則
眾多的生化反應在互相影響之下，不能
維持太久。比方說樹葉細胞中的葉綠
體，就是一個專門的「部門」，幫助植

物進行光合作用，利用陽光將二氧化碳
及水轉化為能量。
要成功製造人工細胞，困難當然不

止於此。例如我們還要想辦法為人工
細胞提供能量的來源，以及決定什麼
基因對人工細胞有用。科學家們在這
些方面的進展如何？下一次再跟大家
分享。

物質分部門 放於不同位

■科學家們已懂
得利用脂肪製成
細 小 的 脂 質 體
（liposome ），
再注入多種蛋白
質去嘗試製成人
工細胞。

網上圖片

■樹葉細胞中的葉綠體，就是一個專門的「部門」，幫助植物進行光合作用。
網上圖片

■科學家們希望人工細胞也能跟真正的細胞一樣進行細胞分裂。
網上圖片

■科學家正研究在實驗室培植雞肉，如果
成事，就不用再殺雞取肉。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