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3

■責任編輯：戚鈺峰

百  科  啟  智

■版面設計：邱少聰

科學講堂

2017年
2017
年 10
10月
月 4 日（星期三
星期三）
）

狹義相對論：動得越快時間流逝越慢

逢星期三見報

回到過去 須跑得比光快
看科幻電影的時候，你有否在想，假如能夠隨意在時間中遊走，將會是多麼的刺激？你也曾否希
冀，如果能夠回到從前，修正過往的錯誤，那人生將會變得多麼的美好？
「時間旅行」其實是否可行？今天就從科學的角度跟大家淺談這個耐人尋味的構想。

可靠蟲洞 超弦理論不排除存在
當我們在高聲疾呼「我很希望能夠在時間中旅
行」的時候，其實得仔細想一想，我們究竟是指
什麼。因為嚴格來說，要在時間中移動，其實不
費吹灰之力。即使我們坐在家中沙發上，什麼事
也不做，時間還是會一點一滴地向未來流動的。
雖然我們還不能完全理解為什麼時間會流動，但
是早已在無從抗拒的情況下作「旅行」。
那麼「走進未來」又如何？比方說我們沒有經
歷 30 年的時光，卻到達了 30 年後的世界？也就
是說我們掙脫了時間流逝的節奏，自身的時鐘比
世界的走得慢。
這種現象，其實早已被科學實驗證實了。愛因
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狹義相對論（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指出了時間流逝的快慢
與我們移動的速度有關：我們動得愈快，時間就
流逝得愈慢。

原子鐘坐飛機 證時間減速
為了測試這種現象是否屬實，在 1971 年科學
家 Joseph Hafele 及 Richard Keating 把 4 個準確
的原子鐘帶到飛機之上，環繞世界飛了兩圈；其
後發現這些高速移動過的鐘，的確比留在地面上
的時鐘走得慢了一點，而且緩慢的幅度跟狹義相

奧數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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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論預測的完全吻合。
因此，害怕衰老的人們可能要羨慕起光線來
了。對於以光速移動的光線來說，時間其實是靜
止了的。這樣看來，要「走進未來」並非不可
能：我們只需要努力地不停跑動就可以了。
可惜的是，跟光速相比，我們移動的速度（包
括飛機飛行的速度）實在是緩慢得可憐，以致時
間緩慢下來的幅度，也實在是微乎其微。
當然我們最有興趣的，可能還是「回到過
去」。從狹義相對論的角度來看，假若我們能夠
跑得比光快，就可以「回到過去」。然而，我們
還未找到跑得比光快的辦法。科幻小說及電影
中，經常提及「蟲洞」這個概念，甚至還經常有
人說，高深的超弦理論（Superstring Theory）
容許蟲洞（wormhole）的出現。

花園染色探組合數學

坐巴士的時候，看看街上的風景，也會看
到路旁不時都種着一些花草。當中有些是有
幾種花草放在一起種的，那樣看來就多點變
化。

也有些公園，中央是一個噴水池，4 邊都
是不同的花，各自分成一個個區域，相鄰的
都是不同的種類。這當中也可以提出一個組
合數學的問題。

?

公園的中央
的噴水池四周
分成 A、B、C 和 D 4 區，每一
區只可以種植一種顏色的花，而
且相鄰的區域不能種植相同顏色
的花。現在有紅花、藍花和黃花
3 種，問種植的方式有多少種
（圖一）？

問題

先把 A 和 C 看成一組，考
慮它們顏色相同和不同的情
況。
若兩者同為紅色，則B和D各自可選擇藍
黃兩種顏色，B 和 D 共有 2×2＝4 種選擇。
若 A 和 C 是藍色或黃色，情況一樣，因此 A

答案

和C同色的情況共有4×3＝12種。
若 A 和 C 不同色，假設是紅和藍，則 B 和
D 皆是黃色。而 A 和 C 除了紅和藍以外，還
有紅黃、藍黃、藍紅、黃紅和黃藍共 6 種情
況。
因此總數為12+6=18種。

用圖論解題 拓闊數學視野
這個問題中花的數目不多，區域數也
少，即使列舉出來數量也不多。若是區域多
一點，方法若是由 A 開始數，不斷分類的
話，也挺麻煩的。這裡把 A和C 看成一組，
按着同色與否來分類，就比較簡單，至少花
的顏色多幾種的話，計算的方法也差不多。
問題當中，噴水池在中央，四周都是
花，不過在解題的過程中，會知道其實中間
的噴水池是沒什麽重要性的，留空也可以。
不妨嘗試用另一些更簡單的圖，來表示這個
問題（圖二）。

圖中，原來的A區變成了一點，其他也類
似，也把與計算不相關的噴水池刪去了。
這個圖當中，A 和 D 由一條線連在一起，
這些線只代表相鄰的關係，線段長度多少，
在這情景中是不用考慮的。這種由點和線組

成的圖，在數學中是有個分支專門研究的，
叫圖論。而問題中把相鄰點染色的問題，是
圖論中的染色問題，也是一個專門。
染色的問題中，有一個非常知名的問
題，叫「四色問題」，就是把地圖上的不同
區域染色，並要求相鄰的區域不同色，那麽
只需要 4 種顏色就夠了。這個問題聽來易理
解，不過是近幾十年才解決得了的。
對數學史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網上找四
色定理相關的條目看看。
就着原本的問題看，化成了後來的圖
二，計算方法並沒什麽大分別，彷彿是多此
一舉的。只是圖論本身是數學的分支，若是
在問題的表達方式上，用上了圖論的方式，
那麽推廣起來時，既有的工具也多一點，作
深入探究時，也可以用已有的定理得到又深
遠的結果。
奧數有不少問題，其實是一些數學分支
的特殊例子，用意在於讓學生能見識一下部
分數學分支的問題和表達形式，擴闊學生的
視野，令到學生知道數學並不只有算式和幾
何圖形。學生眼界闊了，思想豐富了，就可
以有更大的興趣去作進一步的鑽研，在數學
上走得更遠。
■張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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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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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洞在時空嚴重扭曲的
狀態下，
狀態下
，連結未來和現在
（或過去
或過去）。
）。 網上圖片

當然，倘若我們能夠回到過去，最大的問題可能是
因果關係的崩塌：假如我們在回到過去的時候，不小
心殺死了自己的祖先，那麼哪個才是「因」、哪個才是「果」？如
果我們的過去能夠輕易地被他人更改，我們的人生又會有什麼意
義？
■張文彥博士

小結

蟲洞理論上極不穩定
簡單來說，蟲洞就是在時空嚴重扭曲的狀態
下，將未來和現在（或過去）連結起來的捷徑。
縱使超弦理論並不排除蟲洞的存在，這些理論上
的蟲洞卻是極度不穩定，它們要麼一閃即逝，要
麼能被一顆小小的原子輕易毀滅。要「回到過
去」，絕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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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物理
學家霍金曾
經為能夠回
到過去的時
間旅行家舉
辦了一個派
對，邀請函
在派對結束
後才發出。
網上圖片

■Hafele 及 Keating 用來進行實驗的原子鐘。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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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atch 學簡易趣味編程

教育局曾發表的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報
告中提到，藉着促進學生善用科技及資
訊科技的能力，有望提升他們的自主學
習、解難、協作、計算思維的能力，加
強創意、創新，甚至創業精神。編程學
習便是其中一種有助提升計算思維的能
力的工具。
以 MIT 研發的 Scratch 為例，便配合了
21 世紀強調的學習技能發展，包括：創
造性思考、溝通清晰、系統分析、有效
協作、反覆設計、不斷學習(http://www.
p21.org)。
Scratch 的積木程式設計特色，尤其吸
引力兒童和青少年，有效提升他們學習
編程。Scratch 亦可用作為教學和學習課
程的工具之一，教師可以利用積木程式
設計與日常學習相關的活動，讓學生在
發揮創意的同時，亦能培養運算思維和
解難能力，以應付複雜多變的日常生
活。

作品分6類
參考 Scratch 的網頁，Scratch 創作者的
作品大致可以分為下列 6 項：
一、模擬：通過模仿完成的內容來演
示概念現實。例如，概率模擬，如硬幣

氣象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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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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atch操作畫面。
或骰子的概率實驗；
二、多媒體：創建互動謎題，當中包
括測驗，示範和課堂演示；
三、動畫音樂：創造樂器、音樂視頻
或提示的遊戲，學生可按照作品中正確
的次序來學習音樂；
四、藝術：創造具互動性的藝術作
品；
五、故事創作：製作互動故事或動畫
來幫助學生進行故事創作，提升寫作技
巧；
六、角色扮演：角色扮演現實世界的
職業，例如主角可以化身成為一個舞

作者供圖
者，在舞台上載歌載舞。
適逢中秋佳節，筆者鼓勵大家可以利用
下列網址或 QR Code，試把 Scratch 的生
日卡例子改成具有中秋特色的電子賀卡來
送給家長。祝中秋節快樂！
■張錦華博士
香 港 常 識 科 教 育 學 會 理 事 、 Google
Certified Educator、 Apple Teacher
(Swift Playgrounds)

https://goo.gl/HjpYw1

「力場」確係有：副熱帶高壓脊

颱風就兩個字，要麼「中」，要麼「不
中」，但近年香港的風球，一是擦邊球，
一是臨門急轉彎，江湖傳聞，是「李氏力
場」左右大局。
這些傳聞當是笑話好了，今年不是已經
有數個颱風正面來襲了嗎（天鴿、帕卡、
苗柏、洛克）？
不過，力場真是有的，它的真正名字，
其實叫副熱帶。「富二代」？不是，是副
熱帶高壓脊，又稱太平洋高壓脊，簡稱
「副高」。
7 月的時候，它通常會增強向西伸延，
令香港又熱又好天氣。「副高」不只影響
天氣，颱風都要聽它的話。

風向隨之變 減弱因呂宋島
颱風和「副高」相比，就像是小孩站在
「一代宗師」身旁，完全及不上，所以颱
風就會乖乖被「副高」牽着走，沿着它外
圍走；當它增強西伸或者東退的時候，颱
風移動路徑亦會隨之改變，這同「李先
生」完全沒有關係。

■颱風也乖乖被「副高」牽着走。
這只是路線的改變，但很多時颱風吹到
香港，又會減弱了，何解呢？這是因為在
我們東邊，台灣和呂宋島都幫我們擋了一
擋。那邊的山，有三四個大帽山高度，再
加上來到華南沿岸時，颱風的環流受陸地
影響，有時又有冷空氣或乾燥空氣入侵，
都會令其減弱。
但是很多人還是念念不忘，掛八號風球
的時間如何釐定呢？即是，平日放工後才

視頻截圖
掛八號風球，到早上上班前風球又落了。
其實這是一個數學問題，我們香港人一
星期工作四五十小時，餘下約有一百二十
多小時，是乘車吃飯
睡眠和放假，約有超
過七成時間不用上
班，所以不用上班的
時間碰巧掛風球，概
率自然高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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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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