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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需要水分 過多破壞細胞
科學講堂
新年伊始，特別適合談與起源有關的題目；在各種起源故事之中，生命的
起源和我們有直接及緊密的關係，大家應該會很有興趣！今天就和各位分享
一下這方面的一些新研究。

發展初步生命 具正面作用
結，其實極容易受到水分破壞。因此當生
一直以來，大家可能都有聽過這樣的說
命還在慢慢發展的時候，過多的水分其實
法：生物是源於海洋的。這種說法看來很
是一個壞影響。
合理：我們熟知的生物發展歷史，是生命
這樣的問題事實上也反映於我們細胞的
先在海洋中發展出不同的形態（例如各種
設計之中：細胞應該被看成是一袋啫喱狀
魚類、海藻），其後生物再慢慢從海洋遷
的物質，當中再藏有細胞核以及其他物
徙到陸地並進而發展，而兩棲類動物就是
料；細胞並不是一枚枚的水袋，因為倘若
這個過渡時期一個很好的例子。
蛋白質、DNA 長期浸泡在其中，可能早
水對生命的形成也有不少正面的作用：
已「分崩離析」，被水分破壞了。
水可以溶解許多不同的化學物質，容許它
們之間發生製造生命的化學作
用；而且在固體中各種化學物質
不容易移動，在氣體狀態中物質
的密度又太低、之間的距離太
遠，反而液態的水正好是合適的
形態，方便物質在其中流動，發
展出初步的生命。
正因如此，我們在探索生命
是否存在的時候，大多首先研究
有液態水的地方。
不過，愈來愈多科學家已在
近年指出，水同時也是初生生命
的敵人：對生命十分重要的蛋白
質、DNA 等等，都是由許多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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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濃度才有反應 乾濕交替更有利
那麼怎麽樣的環境，才可促成生命的
形成呢？英國分子生物學實驗室的 John
Sutherland 發現，利用紫外線可以將一些
高濃度、較為簡單的化學物質轉化為生
命必須的物料：RNA、蛋白質或是脂
肪。由於需要高濃度的「原材料」，相
關的化學過程看來不會在浩瀚的海洋之
中發生。
另外一些實驗也發現，交替出現的乾
燥與潮濕的環境，對生命的形成很有幫
助：研究人員首先用脂肪薄膜包裹着水
分，造成一枚枚的「水袋」，再將它們
與其他 DNA 物料置於同一缸水中；當這

缸水慢慢變乾，這些「水袋」也會失去
其中的水分；那些脂肪薄膜因而變得好
像班戟一樣一層層疊在一起，當中更會
夾藏了附近的 DNA 物料；當這些「水
袋」重新獲得水分，那些 DNA 材料也會
留在當中了。看來藉由這些潮濕、乾燥
的交替過程，我們可以製造出細胞的初
型。
正因如此，生命最初出現的地方可能
並不是海洋，而是陸地上的淺水窪：淺
的水窪容易被陽光照射到底部，因而當
中的紫外線可以協助各種形成生命的化
學反應。淺水窪的藏水量較少，部分水

■杜子航 教育工作者
早年學習理工科目，一直致力推動科學教育與科普工作，近年開始關注電腦發展對社會的影響。

時鐘上的數學

戴 5G+VR 頭盔 體驗做皇帝感覺

奧數揭秘

科技暢想

平日看着牆上掛着的時鐘，時針和分針轉起來，兩針形成的角度都有點分別，有時也會問起，究竟
兩針形成的角度是多少呢？這次分享一道關於鐘面的時針與分針的問題，也談談一些相關的問題。

隨着 5G 的規模化商用，極速寬頻走入家庭，虛擬
現實（Virtual Reality，VR）、增強現實（Augmented Reality,AR）以及混合現實（Mix Reality，MR）
迎來真正面向客戶端消費應用的機會。5G 的高帶寬
和低時延特點，能夠解決因帶寬不夠和時延長所帶來
的圖像渲染能力不足、終端移動性差和互動體驗不強
等問題。
北京故宮開創了虛擬旅遊，到故宮可以戴上 5G+
VR 頭盔，甚至能短時間親自體驗做皇帝的感覺︰通
過 5G+VR 頭盔，遊客可親自體驗召見大臣、鑑賞珍
玩和穿搭服飾等體驗。
重慶長江索道被譽為萬里長江第一條空中走廊，戴
上 5G+VR 眼鏡，可以獲得索道 VR 超感景區體驗，
比實地乘坐長江索道更驚險刺激。旅遊點戴上 5G+
VR 眼鏡，可以介紹你遊覽所處位置的歷史典故、風
土人情。
疫情期間很多人上網課，居家學習與在學校有老師
在課堂上講，可能感受不同。對於書上有些看上去比
較死板的圖，可以利用 5G 手機拍照上傳，馬上就可
以下載動畫來演示說明。實際上，VR 在教育領域的
作用不僅僅體現在青少年的學習上。
很多場景，比如說歷史的情況如何還原、如何去模
擬宇宙，還有生物裏的微觀世界，例如新冠病毒等，
這些都是現實世界裏不容易用肉眼看到的，但是可以
通過VR來給我們體驗。
一般一個外科醫生要上手術台，需要 10 年時間訓
練。現在利用 VR/AR 技術，會使模擬實驗更加真
實，醫療資源得到更好的應用。中國移動與華為合
作，幫助海南醫生通過 5G 網絡遠程操控電子機械
臂，對北京的帕金森病患者進行腦起搏器植入手術，
手術耗時三小時。
智慧交通方面很好的應用就是現在馬路上各種各樣
的攝像頭，利用交通攝像頭感知與手機定位數據可精

問 題： 鐘面上6時45分，時針和分針之間的角度是多少？
答 案： 先留意分針每分鐘是 360o ÷ 60 = 6o，時針每分鐘是 360o ÷ 12 ÷ 60 = 0.5o，鐘面上連續兩個
數字之間是 360o ÷ 12 = 30o。分針由 12 字的位置，走了 45 × 6o = 270o。時針則由 6 字的位
置，走了 0.5o × 45 = 22.5o，而由 12 字到 6 字是 6 × 30o = 180o。故此兩針之間是 270o - 180o 22.5o = 67.5o。

解題過程中，算出了每分鐘分針和時針分別走
了 6o 和 0.5o，連續兩數字之間相差 30o，這些基本
的知識，在鐘面上時針分針的問題常常出現。撇
開做數學題，這些也可以視為一些基本常識。
解題講到兩針相差 67.5o，進一步也可以問，那
麼兩針形成 67.5o 的時間，是不是就只有這個時間
呢？不難發現，每個小時裏，大部分情況下，都
會有兩次這樣的機會。比如 6 時裏，除了 6 時 45
分外，另外一個時間，就是分針未到 6 字前的情
況，例如 6 時後過了 x 分鐘的話，那樣兩針之間是
67.5o，就可列出方程 180o + 0.5ox - 6ox = 67.5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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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得x = 20 ，即該時間是6時20 分。
11
11
是不是每小時，都有兩次兩針之間形成 67.5o
呢？也不是的，比如 2 時多的時候，固然在分針
剛掃過時針後不久，就會有一次兩針形成 67.5o 的
情況，這個是易知的，只是到了差不多 3 時的時
候，分針也要過了 3 時，才有另一次形成相關度
數的情況。這個也可以算一算的，就是 2 時後過
了 t 分鐘，那樣即將到 3 時的時候，兩針之間的角
度，就可以列出 360o -6ot + 60o + 0.5ot = 67.5o，

1
可解得 t = 64 ，但 t 只能小於 60，因此 2 時裏只
11
有一次兩針之間是67.5o 的情況。
提到 2 時只有一次這樣的情況，也自然會想
起，哪幾個小時是一次，哪幾個小時是兩次呢？
這個要分析下去也是可以的，有興趣的讀者可以
試試，大致上來說，在數字 12 左右的小時，比如
9 時、10 時、11 時、12 時、1 時、2 時左右，就單
獨抽出來想想看，其餘的都可以。
剛才提到的角度是，若是改成其他角度，也可
以問起，哪幾小時只有一次兩針形成該角度的問
題。其實也未必要時刻去解方程，比如剛才 9 時
的情況，9 時 0 分時，兩針之間是 90o，這是易知
的，在分針與時針重疊前，自是有一次 67.5o 的情
況，只是分針過了時針之後，兩針之間角度增
加，即使到了 10 時，兩針之間還只是 60o 而已，
未到67.5o。由此可知，9時之內也只是有一次。
大概是因為時鐘太常見，時鐘相關的奧數題也
挺多的，這樣也許可以令同學在平常的生活裏找
到多些數學的趣味。在新的一年裏，願時鐘也時
刻提醒同學們要珍惜光陰，努力學習！ ■張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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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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被蒸發掉後容易造成高濃度的化學物
品，促使相關的化學作用進行。
這些淺水窪中的水分可能被完全蒸發
掉，然後再因下雨而受到「重新滋
潤」，因此造成了之前提及的乾燥與潮
濕的交替環境。凡此種種，都可能造就
了簡單生命的形成。
生命的起源，一直是我們探索的問
題。如今看來，陸上的水窪可能就是這
些原始生命的溫床。預計 2021 年 2 月登
陸火星的毅力號火星探測器，在選擇探
索位置的時候也考慮了以上的討論。希
望屆時我們有更多的發現。

● 戴上 5G+VR 眼鏡就可以獲得索道 VR 超感景區體
驗。
作者供圖
確獲得城市交通實時狀況，利用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
術深度挖掘，可得出可視化的全局視圖。對擁堵路段
可以實施智能疏導，這實際上也是 5G 很好的應用。
5G 在智慧交通方面更大的應用是車聯網。我們希望
通過 5G 實現車到人、到停車場、到紅綠燈等全方位
的連接。全球產業願景預測，到 2025 年這種 5G 車聯
網的技術會應用在全球15%的車輛。
到 2025 年車聯網將每年挽救 3 萬到 15 萬人的生
命，減少廢氣排放90%。
5G 通過與其他新一代信息技術結合，不僅賦能了
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而且助力了社會治理現代
化，推進了智慧城市的發展。希望香港政府可考慮把
這些重要場境放在智慧城市藍圖2.0裏。

■洪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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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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