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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並不盡然：科學地研究一個現
象，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步驟，就是分辨
出哪些是重要因素，需要認真考慮；至於
不重要的因素，就要將它們束之高閣。如
果是這樣做，而把所有因素都詳細考慮，
那麼科學研究所需要的，也只不過是一部
運算功能極佳的超級電腦罷了—將所有
資訊全都輸入超級電腦中，然後靜靜地等
待它輸出結果。

水是連綿還是粒粒？
科學這種「不用考慮全部因素」的特
質，說起來，大家應該並不陌生。比方
說，流體力學（Fluid Mechanics）就是一
個很好的例子。工程師在設計河道、溝
渠、以至於大廈內的通風系統時，都要懂
得河水、空氣等等流體是如何流動的，要
不然他們不會懂得如何設計管道、如何控
制管道壁所承受的壓力；天文物理學家研
究星體的內部運作，物質如何在宇宙中流
動去形成各個星系，都大量地運用到流體
力學。
在流體力學中，所有流體都被視為一

種連綿不絕的介質：水管裡的水、通風槽
裡的空氣，不會無緣無故包含一個真空的
空間；一滴水珠，不論我們如何將它切
開，還只是會找到水滴。這樣的圖景看來
很合理，也很切合我們的日常經驗。
然而，當我們靜心細想，可能就會發

現不妥：不是說物質都是由原子、分子組
成，而原子分子之間有許多空隙嗎？那麼
空氣和水又怎麼會是連綿不絕的？把他們
看成是一點點的沙粒可能會比較正確吧！
從這個角度看來，用流體力學來描述

水和空氣的流動不一定是完全正確；然而
在近代的工程設計中，好像還沒有人因為
流體力學的這個錯誤圖景而引起軒然大
波。 ■張文彥博士

??圖一是一枚骰子的3個角度，問各種顏色對
面是什麽顏色。

問 題

答案 由左邊兩
個 角 度 看

來，與紅色相鄰的就是
綠、藍、橙和黃。而由最
右邊看來，綠和黃是相鄰
的，而青色不包括在與紅
色相鄰的四隻色中，因此
青色在紅色對面。另外由
最左和最右兩圖得知，綠
色與藍及黃相鄰，因此藍
色在黃色對面。最後得知
綠色對面是橙色。簡言之

是彼此在對面的分別是紅
青、黃藍及橙綠。
這道題來說，若是一步

一步地推理，固然也可以
解出來的，但若果用點空
間想像，會更容易得到答
案。比如把最左邊的扭轉
為圖二的樣子，紅色在右
方，綠色在下方，藍色在
後方，那就一下子就可以
和圖一中間的骰子結合起
來得到答案了。

互聯網的力量確實很強大，筆者記得
1995年前互聯網還沒有普及，不要說上
網，就算購置一部能有上網功能的電腦都
非常昂貴。一部台式電腦動輒過萬元，不
是所有人都能承擔，擁有一部電腦是很有
面子的事情。
隨着互聯網發展快速，已促使人類生活
的改變，以前有句古語說道：「秀才不出
門，能知天下事」。現在互聯網能讓人們
不用出門，能辦天下事，可以溝通、交
友、購買日用品、理財、訂餐、辦公……
基本能用到互聯網的，都用到啦！甚至有
個實例笑話說到：一家人周未在酒樓同桌
喝茶，都要通過手機WhatsApp交流，說明
網絡的發達已非常深入。

面向上班族 3單元治療
手機上的App發展可謂如火如荼。筆者

最近在一個學界的發明比賽中，認識到很
多學生的新發明，其中一個比較特別的，
是一個提供催眠服務的應用程式
「VOID」。VOID原本是電腦編程用語，

意指空白、無，亦是催眠界的概念。
研發者希望透過現今科技帶出空白、無

概念，達至心靈治療的作用，因而編寫了
此應用程式。他們相信人的潛能是無限
的，用者跟從程式中的指示，分階段聆聽
一系列的錄音，以達到自己最佳表現。
程式中有3個單元，分別是壓力釋放、專
注力提升和睡眠質素提升。通過聆聽這3個
單元之錄音，用者能夠幫助自己並發掘更
多潛能，繼而提升個人表現和效率。
香港是壓力之都，很多人都受着壓力困

擾而導致失眠，這類應用程式對香港的上
班族佷有幫助。
研發者目前仍然是學生，他們運用自己

的編程知識，為社會帶來貢獻，非常難
得。希望政府能夠投放更多資源，培育這
類人才，為香港帶來更高的競爭力。

催眠App紓港人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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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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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骰子顏色逢星期三見報

奧數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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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  科  啟  智

工程設計重流體力學 毋須考慮原子層面

筆者前陣子去了德國漢堡的Museum
für Völkerkunde（暫且將其譯作「民族
學館」，右圖）。館中的一部分，展現
了19世紀歐洲人到達南太平洋各小島的
一些情景，其中包括了不少當時歐洲人
替小島上的原居民拍攝的一些照片。
照片中的原居民赤身裸體，方方正正
地站在一把有刻度的長尺之前，頗有點
我們在中小學讀書時量度身高的意味。
照片旁還展示了一個碩大的表格，整整
齊齊地記錄了不同小島上原居民的各個
身體部分的尺碼。這是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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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講堂

星期二．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星期四．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星期三．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百科啟智

星期五．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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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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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於香港大
學理學院任職講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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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記得，當時是歐美工業革命以
後，科技在迅速發展的時代（下圖）。西
方大眾感受到了科技帶來的優勢和力量，
慢慢地震懾於科學的方法和思維，以至於
去到遠方的小島上，也希望用科學的方法
去詳細量度、記錄不同人種身體比例的差

異，愈詳細愈好，好用來作為日後對不同
人種的研究之用。在他們眼中，遠方小島
上的原居民儼然變成了如岩石、星體等大
自然事物一般，等待他們去探索、征服。
這種對科學的看法，有點兒不幸地，從

這個探索時代一直傳承到現代：在許多現
代人的心目中，科學就是冷眼看待身邊的
每一件物事，盡可能收集所有精準的數據
和資料，去進行盡量準確的計算。
科學家是否一定得用冷眼去看世界，還

有待商榷。不過研究科學，就一定不是無
的放矢地將所有有關係的數據資料，毫無
篩選地一一考慮進去。
對許多人來說，科學就是要將所有稀奇

古怪的現象通通考慮，以求達到極度準確
的計算結果。

科學求「準」也要「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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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眼看世界」觀點有待商榷

解題過程促高質素反思
這樣就指出了邏輯推理與空間想像兩方面
結合的解題方法。一步一步地推理，穩妥得
來又很細緻，在學習上有助了解自己的思
路。空間想像就提供了直觀的感覺，可以一
下子去到答案，但中間的思考過程就有比較
跳躍的部分，不易推廣。若果能兩方面都掌
握的話，無論由哪一個方法開始，都可以有
另一個方法去驗證，那樣求出答案時信心也
會大了不少。
這類立體圖形想像的推理題的好處，除了
是鍛煉邏輯推理和空間想像以外，就是所需
要的背景知識極少。即使是初小的學生，也
可以多少明白題目，若是能解出來也不足為
奇。
若果仔細再看看圖一的話，會發現若是題
目之中預先知道6種顏色是紅橙黃綠青藍之

後，其實只需要圖一左邊兩個圖，就會知道
答案，答案仍然是一樣的。若這樣把題目的
條件改一點點，會發覺原題目部分資料可以
刪去，從而對題目得到更深入的了解，這也
是奧數的重要學習方法之一。
奧數的學習，並不止在於耍弄算術技巧，

更重要的是在解題過程之中，有高質素的反
省。就是自覺解題方法為何，解題背後的思
路怎樣，是邏輯推理一步步來，還是跳躍式
的直觀。明白解題中什麽是重要的條件，什
麽是題目略加變動就可刪去的條件，當中有
很多可以進一步探索和學習的事情。
在解題中究竟是解出來就算完成，還是會

在反省解題過程中作更深入的探索，也是優
異生與其他學生的重要分別之一。

■張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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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問有答

我們平時使用的電能，都是由發電廠生
產，再通過各級電網、電纜線輸送到千家
萬戶的。有人曾經設想，如果每個家庭能
夠自己發電，那該多好啊！這樣既可以免
去架設長距離輸電線的投資，也不再有輸
電過程中的損耗，更不用擔憂家中會停
電。這個聽起來有點像天方夜譚般的夢
想，其實已經出現在現實生活中，它就是
一種能夠用來發電的燃料電池（右圖）。

日本地震後成搶手貨
2011年，日本發生特大地震，引發福島

核電站事故，造成日本的一些城市供電能
力大幅下降，許多家庭陷入供電不足或停
電的困境。短時間裡，價格不菲的家用燃
料電池成了市場上的「搶手貨」，人們紛
紛購買這種「能夠在自己家中發電」的燃
料電池裝置，以應對未曾預料的停電之
苦。
家用燃料電池是一種利用氫和氧化學反

應產生電力和熱量的裝置，它的外形大小
就像一個衣櫥，其重量不足100公斤，在
家中安裝和使用都十分方便。
燃料電池根據其內部組件材料的不同主

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採用塑料組件的固
體高分子型燃料電池（PEFC），它的優
點是使用運轉方式十分靈活，在不需要用
電時可以隨時關機，以節省能源。
另一種是採用陶瓷組件的固體氧化物型

燃料電池（SOFC），它與固體高分子型

燃料電池相比，結
構更簡單，體積更
小，且產生的熱量
和發電效率也更
高，不足之處是它
需要24小時連續
運轉，不能隨意關
機，否則會導致陶
瓷組件破裂損壞。
對於一些使用管

道煤氣或管道液化
石油氣的家庭而
言，如果需要用燃
料電池來供電時，
只要開啟燃料電池裝置中的燃料處理器，
就可直接把煤氣或液化石油氣變成發電所
需的燃料，與進入裝置的空氣中的氧氣發
生化學反應，產生電能。如果沒有煤氣或
液化石油氣，也只需購買一罐氫氣，將其
裝到燃料電池的處理器上，同樣可以方便
地使燃料電池獨立發電，為全家供電數
月，這樣家裡也成了「發電廠」。

商場有得買 似砌積木拼裝
如今，數百千瓦級的燃料電池已研製成

功並在市場銷售，可用於酒店、醫院、商
場和商業大廈等場所。這些燃料電池可以
像砌積木一樣拼裝成電池組，用戶可根據
所需的用電量靈活選擇。
容量高達兆瓦級的燃料電池發電站也已

面世，它不僅快捷高效，綠色環保，而且
可依據用戶荷載量隨時調節發電量大小，
相比傳統發電在用電低谷時白白浪費電能
的「死穴」，可謂更加節能而高效。
在21世紀裡，燃料電池發電的方式很可

能圓家庭「發電廠」的夢想。

綠色燃料電池 家中也能發電

小時候玩大富翁或者飛行棋的時候，都需
要擲骰子，大概人們對骰子都很熟悉了，平
常的骰子都有6個面，點數都是固定的。問

題是，若是同樣是6面的骰子，但各面的顏
色都不相同，那可否由兩三個角度作觀察，
就能了解到全枚骰子是怎樣的呢？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十萬個為甚麼
（新視野版）
能源與環境I》

須篩選出重要因素

■Void介面。 手機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