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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高小生恐淪打機「癮君子」
14%人日玩逾3句鐘 學者憂暴力遊戲愈玩愈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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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當銀河中
的緻密星雲氣體密度提高，便會於自身
重力作用下不斷塌縮，透過核聚變釋放
龐大能量，成為能持續發光發熱的恒
星。不過，宇宙間大小及年齡相同的星
雲氣體，其恒星形成率卻相差甚遠，當
中玄機一直是天文學家的未解之謎。中
文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李華白與統計學
系副教授樊曉丹的跨學科團隊合作，就
有關磁場（magnetic fields）對恒星形成
的作用進行分析，成功以統計數據驗
證，磁場才是影響恒星形成率的主要因
素，顛覆以往主流的「湍流」理論，相
關成果已於6月 19日刊登於《自然天
文》（Nature Astronomy）。
天文學界主流理論一直認為，星雲氣
體流動時的湍流（turbulence）會左右重
力塌縮效果，是影響恒星形成率的主要
因素；然而亦有觀察發現，在湍流力量
沒有明顯不同的地方，恒星數量卻可以
大不相同，反映「湍流」理論仍有所不
足。

星雲磁場平行 較易誕恒星
而李華白團隊率先嘗試以銀河中無處

不在的磁場作為研究方向，發現星雲的
延伸方向，主要與磁場垂直或平行，而
與磁場平行的星雲，也普遍擁有更高的
恒星形成率。有關初步發現顛覆了傳統
恒星形成模型關於湍流的主流認知。
有鑑於此，其團隊遂與統計學者樊曉

丹和其博士生蔣杭進合作，針對性作專
業統計分析及驗證，進一步證實了磁場
是影響恒星形成率的主要因素。
就與磁場平行的星雲較易形成恒星的原

因，李華白解釋說，如以多束平行並拉緊
的橡筋比作磁場，磁場愈強即橡筋愈多，
垂直於「橡筋」的活動均會被其張力抵
抗，「而星雲就像一個圓柱體，被大量的
橡筋穿越。當圓柱體和橡筋垂直排列時會

接觸到最多的橡筋，也就是遇到最大的張
力；相反，平行於磁場的圓柱體內則有最
少的橡皮筋，代表愈少的張力去反抗重力
塌縮，故能形成愈多的恒星。」
研究團隊會繼續進行數值模擬，以進

一步計算恒星形成率。
此外，團隊正建構新的星雲磁場探測

儀，預計2019年裝置於智利Atacama沙
漠的日本製遠紅外線望遠鏡上。

中大顛覆主流 揭磁場「催生」恒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慶祝香港
特區成立20周年，以及鼓勵年輕一代運用
3D打印技術發揮創意，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獲創新科技署資助，教育局及多個教育團
體及工商協會支持舉辦「魅力維港耀全
城」中學生3D打印設計比賽，重新塑造維
港兩岸地標面貌。大會並將於下月選出20
個獲勝的3D打印地標，並連同過千件3D
打印成品，合組成面積超過35平方米的巨
型維港模型，爭取打破「單一場地展示最
多3D打印展品」的健力士世界紀錄。
是次中學生3D打印賽共收到來自121間
中學共236隊參賽隊伍的作品，他們均發揮
創意，3D打印技術重新設計及製作20個維
港兩岸地標建築模型。生產力局總裁麥鄧碧
儀指，希望透過比賽進一步向中學師生推廣
3D打印，培養學生對科學、技術、工程及
數學（STEM）學科的興趣，並提升其創作
力，為「再工業化」做好人才儲備。

大會過去數月為參賽師生舉行連串技術
培訓及知識分享活動，並於前日作評審選
出晉身決賽隊伍，而最終勝出的20個地
標，則會於7月16日的頒獎禮暨模型亮燈
儀式上公佈並向公眾展示。屆時有關得獎
地標模型，亦會連同逾1,000件3D打印製
品合組成巨型維港模型，挑戰世界紀錄。

香港人習慣忙碌，但忙碌
背後，是為了什麼呢？我們
會否喜愛現在的生活模式
呢？若然可以重新選擇，我
們又會否放棄舊有生活、探
索不同可能性呢？

阿怡，中三女生，校園生活非常忙碌，
在班內外均擔當不同的重要角色，例如班
會主席、社幹事、評議會成員、學會秘書
等。總之，我在學校不同場合，經常會見
到她的蹤影，因此與她交談起來。

校園生活忙碌 滿腹牢騷

我以為她一定是外向、進取、積極、健
談、對生活有目標及理想的女孩。誰知與她
熟絡後，幾乎每次聊天，都聽到她在埋怨。
她滿腹牢騷，不是投訴這個那個，便認為別
人做法不智，彷彿只有她的方法最正確、最
聰明。
我開始問及她對生活的感覺及體會，「你

喜歡現在的生活嗎？」她肯定地回答：
「不！」我追問：「你對現在生活有何感

覺？」她毫不猶豫地說：「煩！」我好奇地
再問：「什麼東西令你感覺煩呢？」
她想一想，然後回答說：「我不喜歡她們

這樣那樣……總之就係煩啦！」
我明白她對於人際關係的抱怨，畢竟她已

經不是第一次分享這樣的感受，但我不想她
只停留在發牢騷階段，因此嘗試從她的人際
相處過程中帶領她反思自己的需要。我再
問：「你覺得煩……即係反映你背後有何需
要呢？」
她顯得有點茫然，停頓片刻，然後回答：

「不知道呀！總之係好煩！」
我嘗試描述她的需要說：「你好想得到尊
重！你認為他們這樣做並不尊重你！你亦十
分重視『尊重』這個課題呀！」她隨即點
頭，表示認同。

「尊重」被重視十分重要
為何「尊重」或受到別人重視這麼重要
呢？「尊重」令阿怡聯想到什麼童年或家庭
相處經驗呢？我當然想繼續追問下去，但這
些並非一朝一夕能解決的問題，畢竟她已開
始認真思考自身真正需要，我認為已經十分
難得了。
忙碌很多時候是我們逃避的借口。當我們

雜務繁忙時，便不用理會自己的需要、不用
處理自己的感受及過往經驗。除非我們能停
下來，再抽絲剝繭地檢視自己，否則便難以
從中反思成長。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撰文：

香港家庭福利會
註冊社工梁志光

查詢電話：2527 3171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反思自身需要 忙碌非逃避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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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集嘉賓是香港
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
系 教 授 費 樂 仁
（Lauren Pfister），
他談及《論語》中
「仁」和「樂」。
費 ： 我 的 （ 中

文）名字是我一位同學給我改的。讀書時他知道
我喜歡儒家思想，便向我說：「你記得《論語》
中提出『仁者樂山，知（智）者樂水』嗎？」就
是這樣我的中文名字便改了「樂仁」。孔子說
「知（智）者動，仁者靜」，從這方面來說，我
認為哲學不只是分析、思考，不只是批判性思
考，而且還是追求智慧。

港社會忙碌 未必人人喜樂
孔子說，「知（智）者」，「知之者」，是有

知識的，okay啦；但是不如「好之者」，「好之
者不如樂之者」。可是在忙忙碌碌的香港社會，
未必人人都有喜樂。他們很忙，跟家人像是沒有
關係似的，他們的生活全都是工作，工作等於生
命，生命等於工作。這是很愚昧的。我們很容易
變成很愚昧的人，沒有感覺。因為我們追求什
麼？只是追求自己！奇怪的是，現在的大學教
育，卻有很多人說，我們是追求知識。然而，孔
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不如樂之
者」。我相信這是很有智慧的。
背景資料：
《論語．雍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

靜。知者樂，仁者壽。」
《論語．雍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

者。」
「復興新生系列．世

說論語」專欄節錄自同名
電視特輯，特輯由超藝理
想文化學會製作、中外友
協和平發展基金會創會會
長陳復生監製及主持。本
欄旨在通過學者、名人的
訪談，暢說《論語》對他們為人處世的啟發。讀
者可在其facebook專頁瀏覽短片。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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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追求智慧
不限於批判思考

3D打印地標「砌」維港慶回歸

港大心理學系轄下的「社會及健康心
理學實驗室」今年3月至5月期間，

成功以問卷訪問8間學校的2,006名小四
至小六學生，調查他們的打機習慣，發
現香港學童打機成癮問題普遍。
調查顯示，受訪學童平均一周有3.6天
會打機，平均每周打機8小時18分鐘，當
中男生更是平均每周打機約11小時，其中
近14%人平均每周打機逾21小時，即平均
每天打機3小時以上。有前線教師表示，
常見學生因打機而影響睡眠、日常學習，
甚至行為表現等（見另稿）。
此外，約四分一受訪學童指，接觸的
電子遊戲經常、甚至多數時間含有暴力
畫面；男生更有逾四成人接觸的電子遊
戲多數或經常有暴力成分。
負責此次研究的港大心理學系教授鄭思
雅指，暴力遊戲有機會影響學童的性情，使
他們變得暴躁，或對暴力感麻木，因而變得
認同暴力，且較常接觸暴力遊戲的學童，成
癮程度亦較嚴重，但暴力遊戲與成癮之間的

深入關係，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學者：行為失調如賭癮
鄭思雅又指，打機成癮可能是繼賭博
失調後，第二個被醫學界納入行為失調
的成癮疾病。上述調查發現，香港有近
一成學童屬已經或可能成癮，這類學童
主要有3大特徵，包括連自己也感到花在
打機的時間過多、玩完電子遊戲後還想
繼續再玩、即使不在打機時也會想着玩
電子遊戲。
為免學生成為打機的「癮君子」，研

究團隊早於2015年至2017年間，在全港
多間小學推行「愛．關機」小學生打機
成癮預防計劃，透過短期課程、設置網
站提供相關資訊及資源配套下載，幫助
200多名家長與子女協定打機時間及處理
超時打機行為。
結果發現，接受過培訓的家長，其子

女打機時間即時顯著減少30分鐘，亦有
超過九成家長認為課程有效減少孩子打

機時間、遠離暴力遊戲和增強親子溝通
效果。

損視力削社交 家長宜限時
鄭思雅認為，學童多數因為空虛感及
逃避現實而選擇打機減壓，惟一旦成癮
會損害視力、影響睡眠、削弱社交能
力、導致暴躁、引致抑鬱。
她建議政府應把預防打機成癮納入

「健康校園政策」，讓學童接受相關的
預防教育；家長宜多與子女作親子活
動，將學童每日面對屏幕的總時間減少
至兩小時以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打機可以減壓，但過度則會後患無窮。

香港大學一項大型調查發現，受訪高小學生一周平均打機3.6天、耗時

8小時，近一成人已出現打機成癮的病徵。整體而言，男生平均每周花

11小時打機，但當中有近14%人打機超過21小時，即平均每天3小時

以上；另逾四成男生經常接觸暴力電子遊戲，專家擔心，打機愈頻繁，

成癮問題愈嚴重，且有機會變得暴躁，甚或認同暴力。

打機對孩子而言，是很大的誘惑。於觀
塘區小學任教的方主任透露，目睹有學生
為打機不眠不休，每日沉迷逾10小時；有
學生晚上趁家長睡着後，偷偷用家長的手
機打機，影響睡眠，導致遲到、甚至缺
課，更有學生為了打機而偷錢。
方主任坦言，見過學生因打機出現暴

力、情緒失控等情況，「曾經有學生在課堂上
尖叫，因為腦海裡正在打機，還有學生不斷揮
拳，問他幹什麼，他說在模仿打機」，足見打
機對學生精神狀態的影響。方主任留意到，學

生打機時間愈長，學習成績愈差。

教師籲家長樹立好榜樣
除了學生不能自制外，部分家長亦其身不
正。方主任指，有學生曾公開表示，希望能令
媽媽的手機、電視、電腦消失，反映孩子認為
此類電子科技產品已成為家庭負擔，影響親子
關係。她認為，增強對家長關於打機成癮的教
育，減少家長打機時間，為子女樹立好榜樣，
對減少子女打機成癮十分重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為打機偷錢 尖叫揮拳失控

處理子女打機成癮方法
■加強對電子遊戲及打機成癮的認識

■培養良好親子關係

■協助孩子發展多元興趣，減少對電子遊戲的依賴

■與孩子共同協定打機時間

■當孩子打機超時，應先停止手頭上的事，再用恰
切聲線及身體語與孩子交流

■在協定打機時間下善用獎罰機制，例如孩子每天
打機少於一小時，獲得兩顆星，累計20顆星則一
家人踏單車，如超時打機15分鐘，則罰一顆星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
任期即將屆滿的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昨晚在 facebook 專頁以「兄弟同
心」為題發帖，分享與局長辦公室
同僚共進晚餐情況。他提到「說好
了的飯局呢？各位兄弟今晚終於可
以聚首一堂，閒話家常」。他形
容，5 年任期內嚐盡「甜酸苦
辣」，昨晚應景地品嚐了「甜酸」
魚、「苦」瓜、「辣」蟹等美食。
與吳克儉共進晚餐者，包括教育

局副局長楊潤雄、局長新聞秘書張
志明、局長政治助理施俊輝以及局
長政務助理余健強。
吳克儉指平日公務繁忙，其辦公

室同僚甚少一起吃飯，「天下無不
散之筵席，但我最回味的並不是任
何美食，而是兄弟同心，風雨同
路」，在「甜酸苦辣」中全面落實

5年前對教育的承諾，並形容這是
豐富的「盛宴」。
他特別感謝團隊內每名成員，包

括前同僚，與他一起為香港教育的
未來默默耕耘，祝賀他們未來更上
一層樓。

吳克儉與同僚同嚐「甜酸苦辣」

■圖中紅/黃色線段是磁
場方向。左邊星雲與磁場
垂直而右邊則接近平行。
Stéphane Guisard供圖

■研究團隊成員合
照。左起：樊曉丹、
李華白、蔣杭進。

校方供圖

■■港大調查發現港大調查發現，，高小學生打高小學生打
機成癮問題普遍機成癮問題普遍。。圖為方主任圖為方主任
（（左左）、）、鄭思雅鄭思雅（（中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攝

■吳克儉與同僚共進晚餐。
吳克儉fb圖片

■「魅力維港耀全城」全港中學生3D打印
設計比賽的參賽作品。 生產力局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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