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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狼群出擊 聯手攻擊細菌
2020年11月25日（星期三）

科學講堂
大家可能已在紀錄片中，看過獅子、狼群一起群策群力、捕食獵物。這種
群體合作，自然有助為整個族群帶來更多利益，但也建基於個體之間有效的
溝通，以確保各司其職，完成任務。不知各位有否聽過，病毒也有類似的合
作行為？今天就和大家簡略分享一下這個有趣的現象。

成功感染發訊息 通知同類免爭食
今次要討論的主角，是一種叫做噬菌體
（bacteriophage）的病毒。這些病毒專門
感染細菌，利用它們來為自己繁殖。一些
會令我們病倒的細菌（例如大腸桿菌），
也會被噬菌體感染，真有點「螳螂捕蟬，
黃雀在後」的感覺。
其實早在 1940 年代，科學家們已經觀察
過兩枚病毒同時「攻擊」同一顆細胞，並
在這個過程中交換基因。不過當時這個現
象並沒有引起人們太大的興趣：當時的科
學家主要以這種現象來將不同的病毒基因
混和；至於當中發生的機制、對基礎生物
學的影響，那個時候大家不算是十分有興
趣。
早期的時候，大家也認為這些病毒是相
對被動的：它們靜靜地「蟄伏」在細菌的
身旁監察，等待適當的時候（比如說細菌
較弱的時間）再一舉攻擊細菌。近年的研
究卻發現，這些病毒其實進取很多：一枚
噬菌體成功感染了一顆細胞後，就會釋放
出一種只由五個氨基酸組成的細小蛋白
質，再由附近的同類接收；這些蛋白質原
來是一段訊息，告訴同類有細菌被感染
了！當受感染的細菌愈來愈多，這段由蛋

■噬菌體的構想圖（左）與被電子顯微鏡放大了一萬倍的大腸桿菌
被電子顯微鏡放大了一萬倍的大腸桿菌（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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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士開路削防衛 病毒分工更複雜
病毒之間的合作，其實還不止於
此：它們更會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不難想像，不少細菌都有一些機制去
保護自己，對抗病毒的入侵。
科學家們發現，一些病毒會聯合起
來一起攻擊細菌：首先由一群病毒作
「死士」，犧牲自己去削弱被攻擊的
對象，好讓其後的其他病毒能夠成
功。
由此看來，病毒的生態、行為要比
我們想像的複雜許多，而研究單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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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質傳遞的訊息也就愈來愈強烈，告知其
他病毒的同類，可以攻擊的對象可能是愈
發稀有了，不如暫時按兵不動，靜待時
機。由此看來，這些病毒跟狼群也是差不
多，都是有組織地互相協助，努力生存下
去。

毒的行為可能還不足夠：我們還應該
更多理解它們的群體活動。
病毒的這些「群策群力」，或許也
有相當的醫療價值。普林斯頓大學的
學者，就成功利用基因工程技術改變
病毒，令它們專門留意並攻擊特定的
細菌（例如大腸桿菌或沙門氏菌），
那麼我們就不怕受到這些細菌的感染
了。
再進一步設想，一些致病的病毒
（比如說愛滋病病毒）也會像噬菌體

一般潛伏於細胞之中；如果我們能夠
掌握病菌互相溝通的訊息，製造假象
暪騙病毒「按兵不動」，那麼帶菌者
就不會病發，如此一來，或許我們也
會多了一種治病的方法。
病毒互相溝通的機制，在這些年來
已被我們詳細地了解。有着如此顯著
的研究成果，近年也慢慢興起了「社
會病毒學」這個研究領域；一些有名
的科學會議，也慢慢開始舉辦以這個
為主題的工作坊呢。

■杜子航

整數部分的估算
奧數揭秘

這次分享一道關於根式的整數部分的問題，也談談這些關於講
整數部分的問題，可以有什麼變化。

問 題： 設6- 11的整數部分為x，小數部分為y，求P = xy - y2的值。
答 案： 由於 3 < 11 < 4，所以該數的小數部分為 4- 11，由 6 = 2 + (4 - 11)，得知 x = 2，y = 4 11。代入算式，得P = 2(4 - 11) - (4 - 11)2 = 8 - 2 11 - (16 - 8 11 + 11) = -19 + 6 11。

解題的過程中，先估算出 11的範圍，然後知道
它在哪兩個整數之間，就能得知它的小數部分，而
小數以外的部分就是整數了，答案也容易計出來
了。
除了這個數的整數部分和小數部分外，或者有時
會問它最接近哪個整數呢？那麼就要判斷，這個數
的小數部分，是否小於 1
2 。這個也可以探索一下
的，比如上題中的小數部分，就可以考慮
7
49
1
4 - 11 < 1
2 ⇔ 2 < 11 ⇔ 4 < 11 ⇔ 124 < 11
最後的算式發現，答案是否定的，4- 11不小
於1
2 ，因此 4- 11較接近 1，6- 11最接近的整數為
3，用計算機檢證一下，會計出 2.68 左右，答案一
致。
在數學裏有很多算術，在處理算術的過程中，普
遍的問題除了計出準確值，就是要做適當的估算。
希望計算過程足夠簡單之餘，又有相當的準確度，
又沒必要最精確的數值，比如要最接近的整數值，
有時要較大的一個，有時要較小，或者要四捨五
入，都有。
課程內的估算技巧，由於顧及學生水平和計算工
具的限制，即使教估算的時候，算式也相對簡單，
有時學生會問為什麼還要用紙筆計算？為什麼不直

接用計算機或電腦？奧數裏也要求學生不用計算
機，也有學生有這點疑惑，覺得為什麼不可以先進
一點。
事實上，計算機或者電腦，計算複雜數學的時間
可以很長。當學生接觸的數學和科學知識愈來愈
多，數字多起來的時候，把問題交給電腦或計算機
去做，所需時間是自己很難耐心去等待的。
真正快的方法是多用一些數學知識，增加思考的
角度，在一定範圍內找到化簡的方法，然後才交給
計算機或電腦去做。純粹依賴計算機並不是可取的
方法，只有人的知識和技巧，再配合計算機和電
腦，才可以發揮整體的速度。
奧數裏主要是訓練人的質素，比如解難的毅力，
以及解題過程中，各樣知識巧妙的綜合和分析。在
較豐富的知識基礎上，訓練學生解難中的創意和提
出問題的技巧。至於電腦的和計算機方面的技術，
奧數就很難再包含。因為若果範圍再大一點，競賽
的內容上和形式上，規模也大了很多，要舉辦相關
競賽，也困難很多。
坊間還是有電腦相關的競賽的，但那不是奧數的
範圍內，不過奧數裏學得好的學生，有些也有參與
電腦競賽。學生參與各樣競賽，學到的東西，最後
還是連結在一起的。
■張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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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解海水 儲存電力
綠得開心@校園
近年來香港致力推動再生能源發
電，各大企業、社區、學校紛紛投
入環保戰線，港大同學會書院也不
例外。學校天台加設了太陽能板，
不但為學校提供電力，更藉此推行
學校的環保風氣，加強校內的環保
意識。
我們這群學生亦組成了「綠色戰
隊」參加由港燈舉辦的「綠色能源
夢成真」比賽。我們在研習太陽能
電池時發現了太陽能電池的其中一
個弊端，就是以太陽能產生出來的
電力難以儲存，必須在短時間內消
耗掉。這弊端令我們想到浪費電
力、減低效率，而傳統電池雖能儲
存電力，但其壽命有限，棄置時也

產生不少廢物。於是我們突發奇
想，希望能以太陽能產生出來的過
量電力電解海水，以氫燃料儲存電
力，同時達至零電池廢料。
在電解海水的過程中，我們能獲
得氫氣、氯氣和氧氣，其中氯氣有
毒，而氧氣是沒有毒的。因此，在
比賽中我們希望從不同實驗中找出
最有效產生氧氣而非氯氣的電極
棒，我們也期望這次研究有助於日
後發展大規模電解海水。
雖然研究期間曾試過實驗失敗或
得不到預期結果，但我們幾經努力
堅持，終於找到最適合的電極——
以鈦鉭銥合金金屬作為電極棒，其
電解時能產生出高於六成氧氣含
量。找出最佳電極之後，我們更發
揮我們的想像力，嘗試再向夢想踏
進一步。我們以 3D 模型製成一個
海上大型電解海水製氫場，向大眾

展示我們綠色能源夢更遠大的目
標。我們更從虛擬實境中展示 3D
模型，讓其他人「親眼」觀賞到模
型成品，幫助別人對綠色能源有更
深入的了解。
當然，我們不單着重實驗性、概
念性的部分，我們亦積極在學校推
廣環保，在不同課室實施不同省電
措施，例如以便條紙提醒同學關電
器，加入隔熱板維持恒溫減少冷氣
用電量等。這些省電措施均有理想
的成果，減少了許多用電量。然而
來日方長，我們仍會繼續努力減少
用電，才能達至源頭減廢。
雖然比賽已經告一段落，我們依
然希望能為這個世界出一分力。我
們希望將來能在校內和社區之間多
作宣傳，憑着我們對綠色未來的無
限憧憬，繼續探討綠色能源。我們
將會繼續努力，向夢想繼續邁進。

■港大同學會書院
（港燈「綠得開心計劃」「綠得開心學校」之一，2019「綠色能源夢成真」比賽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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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介：奧校於1995年成立，為香港首間提供奧數培訓之註冊
慈善機構(編號：91/4924)，每年均舉辦「香港小學數學奧林
匹克比賽」，旨在發掘在數學方面有潛質的學生。學員有機
會選拔成為香港代表隊，獲免費培訓並參加海內外重要大
賽。詳情可瀏覽：www.hkmo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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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同學會書院榮獲季軍
港大同學會書院榮獲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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