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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多年前已
十分重視環保教育，2018年更獲
得港燈「綠得開心學校」的優異
獎。在校內，我們特別委任了健
康主任擔當「環保經理」一職，
與小組成員負責統籌及推行全校
的環保教育，並不時引入新理念
及定期進行檢討改善。在課程方
面，本校亦會安排學生在全方位
學習周內進行節能及環保教學活
動，學習節能及環保知識，認識
可再生能源、碳排放等課題。
除了致力推行環保政策及課程

教學外，本校積極培養師生的環
保意識，例如於電掣開關上貼有
溫馨提示，提醒老師及學生離開
課室時關掉所有電器，校園內放
置分類回收箱回收各類廢紙、膠
樽，又會聯絡回收公司定期到校
收集回收物品。
我們更特別帶領環保大使到塑

膠資源再生中心認識廢塑膠的處
理過程，包括清潔、分拆、壓縮
及分類，讓他們明白處理廢棄塑
膠過程並不容易，日常生活應該
少用塑膠製品。
我校亦借助社區組織的資源讓

同學有更多學習體驗，慶幸香港
有不少組織及機構都關注環保問
題及積極推行環保教育，舉辦多
元化的環保活動讓學校參與，我
校成功參加了多個環保計劃，藉
着不同活動喚醒學生及家長對保
護環境的關注。
珍惜用水是課堂上學習的課

題，內容已涵蓋對環境及水資源

的保育概念。為了讓同學對水資
源污染和短缺問題有更深認識，
我校參加了由環保組織舉辦的
Water Saver School 節約用水活
動及A Plastic Ocean計劃，同學
們透過計劃了解微塑膠對海洋生
態和人類帶來的禍害，明白到減
少使用塑膠產品的重要性。
本校亦參與了「惜水學堂」節

約用水教育計劃，透過舉辦不同
類型的活動，例如課堂活動、學
生講座、外出參觀、以節約用水
為題進行創作等，培養同學節約
用水的習慣，並於學校及家中實
踐珍惜食水的理念。
同學們有機會跳出課室，參觀

「水資源教育中心」。參觀後，

同學們於校園內實踐所學，推行
用水考察活動，由健康大使擔任
考察員，量度及記錄學生在校內
的用水情況，考察其用水習慣。
其間，同學們有機會探討可行的
節約用水措施，向學校提供意
見。
本校能成功獲得港燈綠得開

心計劃「最傑出『綠得開心學
校』大獎」的優異獎實在不容
易，在此感謝校內各成員的配
合。氣候變化是全球面對的挑
戰，我們絕對不能鬆懈。
本校未來希望更進一步，在

學校設置太陽能光伏系統，善
用可再生能源，減少碳排放，
為保護環境作出努力。

運用社區資源 學習環保節約
得開心@校園綠

■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 港燈綠得開心計劃「綠得開心學校」之一，最傑出「綠得開心學
校」大獎2018小學組優異獎

港燈綠得開心計劃，致力教導年輕一代及公眾人士培養良好的用電習慣，目前已有四百多
間全港中小學校加入「綠得開心」學校網絡。如欲了解詳情，歡迎致電3143 3727或登入

www.hkelectric.com/happygreencampaign。

暑假之前，跟大家談過腦部神經細胞的網絡：腦中許許多多的神經元

（neuron）就有如電子電路中的各條電線一樣，將腦部的訊息向四處傳

遞；這些神經元又互相連接，組成複雜的網絡。不過，這些腦中的網絡

如何控制我們的行為、讓我們產生各種各樣的想法，卻是科學家們還未

能完全解答的問題，比如說我們能夠單憑察看一組神經元連接的方式，

就可以推斷出它的功用嗎？幸好我們對神經網絡也不是一無所知；今天

就和各位分享一個有趣的研究結果。

科學講堂

神經網絡似社交平台「朋友名單」？

數揭秘奧
新的學年，新的開始！願同學
們在新學年裡定下目標，不怕艱

辛地向着標杆昂首闊步前進，以
至能在知識領域裡奔馳、成長！
新學年的首個課題是「巧算」。
巧算題是奧數裡很常見的問題，
重點在於訓練學生觀察數字的能

力，與發展算術的巧思。題目裡
的數與數之間，往往有特殊關
係，若果學生能掌握規律的話，
就會找到一些線索，很快就計到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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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算題

題目原本直接計算的話，由於是多位數，加上數
字本身9字和8字都多，進位可以很複雜易錯，但觀
察到各個數字有類似的地方，也就有了一點線索。
當然，數字看來相像也未能解決，還需要了解數量
的關係。比如19991999，除了知道它是1999重複了
之外，還要知道它在數學上等於1999 × 10001，然
後再把類似的關係，應用在19981998上，那才會解
得到。
巧算題裡，有時難處是看着數與數之間，各位數
字很類似，但又不知道數理上怎樣連貫得好，或者
那個巧妙的方法是怎樣，這也是常見的。不過在練
習時無須太沮喪，因為這也是解難訓練的開始。比
如上方的題目，難處既然是數字大，那就找些數字
小一點，又類似的來想想也可以，比如 1919 ×
18 - 1818 × 19，1字那麼多，直接計算也挺容易，
也會計到是 0。或者改改數字，比如 119119 ×
118 - 118118 × 119，雖然是多位，但1字夠多，也
容易計出0。試了兩次就會開始覺得，答案好像是
0，當然之後還得要由數理的推論中確認。
解題時遇上障礙，試用自己能掌握的簡單又類似
的情況開始，就是解難的關鍵。雖然難免有個感
覺，即使自己做的題目能解得了，原本也未必解得
了，這也是真的，但至少令自己多了練習的機會，
即使未解到難的，也多了得着。

奧數題始終是課外題目，即使個別題目未解得
到，但在解難中找到空間去進步，也是一個學習過
程。難題並不是憑自信就做得到，許多時都要鼓起
勇氣去嘗試，學習承受未成功時的徬徨，在一點點
的迷惘中明白怎樣去探索，並從中得到進步的空
間。這點解難的心態，往往是未學奧數的學生中比
較缺乏的，因為課程內的問題，許多固定的做法，
練習多了，好像很多題目都有重複的感覺，人就容
易自信起來了，漸漸失去解決難題需要的謙卑。
其實只要心態改變了，當其他學生還是很快放棄

的時候，自己在解難時多走幾步，就已經有達成卓
越的條件。
有時候學生未必知道學得那麼難是為了什麽，答
案其實很簡單，學習上追求卓越，成功也就近了，
難的可以耐得住，淺的也就易學了，好像一個人多
走上斜的路，走平路時也就健步如飛，道理不難理
解。相反，老是做着容易的習題，不往深處走，人
好像很自信，但遇上難題就很快放棄了，長遠來說
能力也很有限制，而且心思軟弱了，長久積下來，
要改變也不易。
學生若能處理好課程內的數學，達到八九十分之

後，循序漸進地加入一點奧數訓練，改善解難的心
態，明白怎樣面對小小的挫折，長遠來說是好事，
不妨早些開始鍛煉。 ■張志基

原式 = 1999 × 10001 × 1998 - 1998 × 10001 × 1999 = 0

計算19991999 × 1998 - 19981998 × 1999。問題：

答案：

倫敦大學學院的研究員Lee Cossell
和他的研究夥伴突破了這個困難
點，將「整體角度」和「細胞、組
織角度」得到的結果融合起來，分
析了老鼠大腦的視覺皮層。他們的
發現，讓人覺得視覺皮層中的神經
元網絡，可能真的跟社交平台的網
絡很像：有些人在社交平台上有許
多「朋友」，但不見得每一個都是
同等重要的；可能是較親密的，和
我們的想法、背景、生活方式較相
似的，會對我們有更大的影響，更
能代表我們的個性。視覺皮層中的
神經元網絡，也是這樣：一條神經
元是真的連上了很多其他的神經
元，不過對相同「訊號」（如視
覺、聽覺）有反應的神經元，相互
之間的影響特別大；而其他眾多的
神經元，相對來說影響就比較少。
如此說來，在每一個神經元系統

中，只有少數的神經元是重要的；那
麼我們的身體又為什麼會將大量的神
經元連起來？科學家們推斷，這樣的
設計可能是為了讓我們的腦袋「靈活
變通」：我們的腦袋其實是有「彈
性」的，比如在學習的時候、腦部受
傷之後，腦袋可能需要改變一下神經
的組合來適應新的狀況、接受新的想
法和知識。一個預先就有大量神經元
連起來的系統，可以藉由修改神經元
之間的連接強弱來改變「設定」；假
如神經元本身沒有連起來，要為了新
的「設定」而長出新的神經元，那可
得花不少的時間了。

連接大量神經元
為了腦袋可變通

要理解神經網絡，其中一個難處在於其
龐大的數量：我們大腦皮層內的每一條神
經元，都跟其他的神經元有着成千上萬的
連接。這情況就和我們的社交平台有點類
似：在社交平台上，很多人都有數以百
（或千）計的朋友，從這些朋友的特徵、
他們所構成的網絡等等，是否就能把我們
一一分類，了解我們是怎樣的人？光是這
樣想，就覺得這是個高難度的任務。
對神經科學家來說，他們要面對的困難還
不止於此。腦部負責不同的功能，因此不同
的神經元也可能對不同的「訊號」有不同的
反應：例如有些神經元是負責傳送視覺訊息
的，有些則可能只對聽覺有反應。要分析神

經網絡，神經科學家除了要記錄下神經元是
如何連接起來之外，還需要知道網絡之中的
哪些神經元是負責什麽功能。
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實驗室中，科

學家們可以深入研究神經細胞、組織，從
而得知哪幾條神經元是連接起來的、它們
之間的訊號是有關聯的；不過這個方法將
神經細胞、組織獨立起來研究，不容易讓
我們知道神經元的功用。另一種方法是從
整體的角度出發，觀察神經元在身體內的
反應：這個方法可以讓科學家們確定各個
神經元的特別功能，但是要認清它們的連
接細節，卻不方便。這真的是魚與熊掌，
難以兼得。

不同神經元負責不同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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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難以從一個人在社交平台上的朋友去了解他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們難以從一個人在社交平台上的朋友去了解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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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平台各人的連社交平台各人的連
接接，，也形成了一個複也形成了一個複
雜的網絡雜的網絡。。圖為代表圖為代表
了互聯網上各人的連了互聯網上各人的連
接圖接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同學們正在測量流水量，看看本校水龍頭的流水量會否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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