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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態氮助儲存降溫 砷
「拔
『雞』
助長」
可致癌

科學講堂
逢星期三見報

「窒息」
族元素利害兼有
第十五族（舊制第五族）的元素稱為氮族元素
（pnictogen），當中包括氮（N）、磷（P）、砷（As）、銻
（Sb）及鉍（Bi）。Pnictogen 一詞來自希臘文，意謂「窒
息」，指氮氣令人窒息的感覺。

氮（Nitrogen）
：組成 DNA 氨基酸 18 世紀從空氣中分隔
大氣層中有 78%為氮氣， 對
維持地球上的生命十分重要。我
們體內的 DNA 及氨基酸均由氮
所組成，而植物亦需要氮維生。
氮的化學物早於古埃及已被發現
及使用，在中世紀時，煉金術士
亦很清楚它們的特性，但直至 18
世紀，科學家把氮從空氣中分隔
出來，才知道這是新的元素氮。
把氮氣降溫加壓變成液態氮，
可作幫助儲存或降溫之用。例如

■以鉍製的項鏈色彩
奪目 。
網上圖片

血液要在零下一百多度儲存，不
然會變壞；又或者把凍肉運送到
其他地方，為了保存肉類，就要
使用液態氮。
大型的機械器材，會因不斷摩
擦或電子活動而生熱，太過高溫
會使機器的功能下降，故此液態
氮冷卻系統在這些機器中扮演重
要的角色。有些巨型的天文望遠
鏡，就有液態氮不斷循環流動，
幫助降溫。

鉍（Bismuth）
：18 世紀證非鉛
鉍為銀白色金屬，於15世紀被煉金術士發現 ，及後
使用於印刷及首飾盒裝飾，位於南美洲的印加帝國亦
於 16 世紀使用鉍製作的刀。起初鉍被誤以為是鉛，直
至1753年，法國化學家證明兩者並非同一物質。
■現在許多餐廳提供以液態氮
即時製作的雪糕 。 網上圖片

磷（Phosphorus）
：製火柴手榴彈肥料

砷（Arsenic）
：古時製砒霜 今成速長劑

17 世紀時，當時的人一直希望尋找「賢者之石」，
普遍誤以為金黃色的物質內會找得到。某德國科學家
信以為真，他把尿液加熱，把當中水分蒸發後，得到
白色臘狀的物質，最後竟發現了新的元素磷。因為這
種物質可以在黑暗中發亮，故 phosphorus 意謂「傳遞
光明」。
磷為生命中重要的元素，存在於我們的 DNA，許多
食物如魚、雞及蛋中均可以找到磷。磷用於製作火柴
及燃燒手榴彈，亦大量用作肥料，以供植物生長。

砷為類金屬，名字來自波斯語，意
謂「金黃色」，後來輾轉傳到英語，
成為今日的arsenic。砷的化合物早於
五千年前已經被使用，古希臘及中國
時已發現及使用砷的化合物，包括雄
黃（四硫化四砷）及雌黃（三硫化二
砷），當時的人更懂得把雄黃加熱變
砒霜（三氧化二砷）。
砒霜為古時最常見的毒藥，有傳說

奧數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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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紙摺正四面體

於 2016/17 年度第二十三屆香港小學數學
奧林匹克比賽的頒獎禮上，一位主禮嘉賓
提出了一道問題：「給你一張 A4 紙，如何
摺出一個正四面體（regular tetrahedron）
來？」
大家頓時被考起了，究竟什麼是正四面

體？正四面體其實是一個三角錐體，它每
條邊的長度都一樣；它有四個面，而每一
個面都是等邊三角形。現場中，無論是家
長還是學生，都積極嘗試。
各位同學，你們知道如何用 A4 紙摺出正
四面體嗎？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吧。

如何用一張 A4 紙摺
出一個正四面體？

題解
運用逆向思維：將
一個正四面體割開，
就會發現它的紙樣是
一個等邊三角形。因
此，要摺一個正四面
體，首先要想法子摺
出一個等邊三角形。
A4 紙是一個長方形，首先將 A4 紙較短
的一邊對摺一次，然後將紙打開，就會得
到一條摺痕，如下所圖示。

下圖中的三角形BCD就是我們想要的等
邊三角形。大家只需將右方多餘的部分摺
起來，或說收藏起來，使剩下三角形
BCD。

再如下圖所示，將 C 沿摺痕往 BD 摺下
去，再將其餘部分摺起來成為一個小的等
邊三角形便可。

銻（Antimony）
：有毒類金屬

指拿破崙就是被人用砒霜毒殺。砷亦
可作顏料，但因有劇毒，現已棄用。
縱然砷有毒，然而某些砷的有機
化合物卻可以使雞隻加速生長。
2015 年，美國食品及藥品管理局承
認 超 過 70% 的 雞 隻 均 有 可 致 癌 的
砷。一名 70 公斤重的成年人身體內
約有 7 毫克的砷，而服食 200 毫克的
砷可以致命。

科技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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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開3個電郵郵箱 安全至上
首先，盡量不要提供個人資料給我們的電郵服務供應商；定
期對電腦裡重要的資料作備份；啟用電郵服務商提供的垃圾郵
件分類及智慧郵件分類；別將公司電郵密碼、銀行密碼等直接
用作公共電郵的密碼；不要打開誘惑性並不明來歷的電郵；遇
到可疑而又想打開的電郵必需隻字不漏地核對對方整個電郵地
址，尤其是域名（domain name）部分是否準確。
認識不同的人，我們可以給予對方不同的電郵地址。建議可
以分 2 個至 3 個電郵郵箱，看個人習慣而定。第一個是個人重
要事務時使用，如：另謀高就、申請水電煤服務等需要跟對方
交換重要資料而已經確認了對方身份的情況；第二個是個人一
般情況下使用；第三個使用社交平台、網上交易時專用。
我們都明白社交平台及電子商務公司很多時候對我們的行
蹤、生活及消費習慣有着難以想像的興趣，而剛好相反，保護
自己就得將虛擬網絡的我們和現實的我們脫鈎。重要的電郵去
了一號及二號郵箱，我們就不會漏看了重要的電郵。
廣告及惡意電郵直接到了第三個郵箱，我們就不用冒着風險

有問有答

打開後得出下圖，只要
用指尖拿着頂端便可得到
一個很完美的正四面體
了！

這種摺法最重要的一步是由長方形摺出一個等邊三
角形來，其數學原理並不難懂。細心看看將AB這條邊
向內摺後的這幅圖，我們會得到上、中、下三個相同
的三角形，因此當AB這條邊向內摺，使得A位於該摺
痕之上時，就可得出這個關鍵的等邊三角形。
■蔡欣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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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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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畢業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曾任教於加州的州立大學及香港大
學，現於洛杉磯 Pierce College 化學系任助理教
授。讀者可通過 www.facebook.com/drbennyng
聯繫作者。

電郵保安別看漏眼
去打開。這個懶人分類法可以讓我們享受免費電郵服務，同時
得到更大的保障。時間比較充裕的人可以只用一個電郵郵箱達
到同樣效果，做法是按上述原則，利用通訊錄先將聯絡人分
類，再設定郵件規則便可。

網絡罪行愈發猖獗
打開電郵中一個有問題的附件、一個惡意旳網址都可以令用
戶的電腦中毒。用戶當然可以使用防毒軟件先作掃描，無問題
才 開 啟 ， 但 遇 上 最 新 的 病 毒 攻 擊 （ 零 時 差 攻 擊 zero day
attack）時，一般防毒軟件都沒法起太大的作用。現在的病毒
程式有一段時間的潛伏期，用戶即使中毒也不一定會馬上受影
響。
最基本，病毒可以修改受害用戶的作業系統，使黑客可以自
由操控受害用戶的電腦，繼而利用這電腦攻擊其他電腦；鎖起
受害用戶的資料加以勒索；或者在受害用戶不知情的情況下閱
讀受害用戶的資料，包括通訊錄、日程、網上交易資料等；甚
至盜用受害用戶的的身份。隨着這種網絡罪行愈來愈猖獗，警
訊為這種題材可以為市民開拍新劇集了。
■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 趙穎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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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日糧倉」
拯救世界？

20 世紀 20 年代，俄羅斯科學家尼科萊．瓦維洛夫率先提出
了建立「種子銀行」的設想。建立「種子銀行」是為了保存世
界各地珍稀瀕危和對人類有重要作用的植物種子。

結語

星期一

銻為類金屬，古時已經被人
使用。現時在羅浮宮存有一個
有五千年歷史純銻製成的花
瓶，巴比倫時期銻的化合物已
被用作為染料。
上世紀30年代，中國某些地
方以銻作錢幣，但因其質軟及
有毒而棄用。今日，銻與鉛的
合金可製作子彈。

早前發生了一宗全球最大的搶劫案，電子郵件搶劫案是也。
Yahoo!上月 （9 月 22 日）表示有 5 億個用戶賬號和用戶資料
被黑客盜取，首 200 份資料正在網絡上任人購買。最近有些企
業討論起電郵保安方案，目前電郵保安包括病毒過濾、垃圾郵
件過濾、防惡意軟件保護、機密資料保護、加密技術、防網絡
誘惑保護等。有關這些技術，以後跟大家交流。
企業方案林林總總，而我們一般個人用戶，在使用自己建立
的電郵伺服器或者用公共電郵服務時，應該如何保護自己呢？

隔星期三見報

將 AB 這條邊向內摺，使得 A 位於該摺
痕之上，如下圖所示。

過去數期科學講堂均討論周期表內不
同族的元素，有趣的是，縱然是同族的
元素，它們卻有着不同的外表，亦有着不同的物理性
質。元素是組成生命的重要物質，人類的日常生活亦
靠着不同的元素。下期開始，我們將討論不同形態的
元素，它們的改變及循環會對地球產生的影響。
■吳俊熙博士

小結

種子銀行保存瀕危物種
靠近北極、瀕臨北冰洋的挪威冷岸群島上，有個冰雪覆蓋的
岩石山洞，裡面藏着一批特殊的寶藏。這些寶藏埋藏在一千多
米深的地下儲藏室。要進入其中，必須在極其嚴密的視頻監視
下，走過 120 米長的隧道，穿過一道又一道的鋼鐵大門，其戒
備森嚴的程度絕不亞於世界銀行的金庫。這就是保存世界種子
的「挪亞方舟」，號稱「末日糧倉」的全球種子銀行。450 萬
份來自地球各地的形形色色的農作物種子，經過特殊的處理和
包裝，正安靜地躺在這深埋於地下的「糧倉」中。
建立種子銀行的原因是，自然界的物種正以每年約 1,000 種
的速度滅絕，由於不能自由地遷移，植物受到的威脅比動物更
為嚴重。到 21 世紀末，也就是再過 100 年不到的時間，將有
2/3 的植物種類從地球上徹底消失。為了保存這些物種，科學
家想出了建立「種子銀行」的辦法，盡可能地收集世界各地珍
稀瀕危、對人類有重要作用的植物種子，小心翼翼地保存起
來。一旦某種植物滅絕，就可隨時啟用種子銀行中的種子，使
物種得以恢復。

學家認為，目前地球上有記錄的植物大約有 30 餘萬種，要將
所有的植物種子都完好地保存下來，難度相當大，建立種子銀
行只是不得已的應對措施。其實自然界的原始森林、草原、濕
地、荒漠和海洋，才是植物種子最好的「銀行」，只有保護我
們的環境才是保護物種最有效的辦法。

■種子銀行位
於挪威冷岸群
島。
作者供圖
《十萬個為甚麼（新視野版）生命I》
■資料提供：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植物約30萬種 保護大自然最有效
但是，是不是有了種子銀行，就可以避免植物的滅絕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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