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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你的名字叫做男性！
「性比例」指每一百個女性相對的男性人口。一般
而言，人類新生兒的性比例介於 104 ∼ 106 之間。我國目

前是 108，由重男輕女的文化因素造成。

針對新生兒男多女少的事實，流行的解釋是指出另
一個事實：男人的死亡風險、死亡率在人生各階段都比女
人高，特別是在 20 歲前後。因此新生兒中男孩的比率高，
可能只是因為男孩長大成人的機會比較小而已。進入適婚
年齡的人，性比例便接近 1：1。

但是，兩性的死亡風險早在胚胎時期就有差異了：男胎的流產率高出女胎 9 ∼ 20％。另

一方面，新生兒的性比例還會隨天災（如寒冬、地震）人禍（如 911 事件）而變化：變得更低。
更有趣的發現是，在艱困時期出生的男孩，平安度過嬰兒期的比率比較高，平均壽命比較長。
於是有些學者認為，母親的身體可能有一種機制，專門偵測男胎的體質狀況，然後根據
客觀條件剔除不適者。因為男孩長大成人後，面臨的生殖競爭壓力比女性強大，成王敗寇的
下場非常明顯，因而母親對男孩「下注」的風險比較高。早點讓體質孱弱的男胎流產，是降
低機會成本的策略。
這個看法源自生物演化論。而任何演化假說的終極測驗，是生物個體的終生生殖成就；
生存與壽命只是生殖的機會，不見得與生殖成就有直接的關係。要證明艱困時期出生的男嬰
經歷過更為嚴苛的適應篩檢，就必須盤點他們的終生生殖成就，與常態時期出生的男嬰比較。
可是盤點人的終生生殖成就有許多困難。現代社會複雜、流動性高，戶籍制度又建立
得晚，於是學者利用歷史資料。英國雪菲德大學的生物學家呂馬阿（Virpi Lummaa）蒐集了
十八、十九世紀芬蘭的新教（路德派）教堂紀錄，內容類似我們的戶籍資料。研究人員在其
中 5 個教區找到了 7, 824 個男人，分別出生於 1790 年至 1870 年之間。結果，性比例較低的

年分出生的男性，嬰兒期死亡率較低，他們的子女能夠活到 15 歲的人數也稍微多一些。

參考資料：Bruckner, T.A., et al. (2015) Culled males, infant mortality and reproductive success

in a pre-industrial Finnish population. Proc. R. Soc. B, 282, 20140835，http://dx.doi.org/10.1098/

rspb.2014.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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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損傷
整個肋籠（肋骨與肋間肌）與橫膈膜
都是呼吸機制的一部分，因脊髓受傷而無
法控制肋籠與橫膈膜的病人，必須靠呼吸
器維持生命，病人甚至無法咳嗽或清理喉
嚨。研究人員使用大鼠做實驗，發現疤組
織是阻礙神經纖維（軸突）再生的主要障
礙。不過，要是在大鼠脊髓受傷之後幾個
星期內就進行治療，便可能使牠們恢復部
分運動能力。
最近美國凱斯西儲大學的團隊做了同
樣的脊髓損傷實驗，與眾不同的是：研究
人員在大鼠脊髓受傷後一年半，以源自細
菌的軟骨素 ChABC 清理傷口的疤組織，再
把牠們置在低氧箱中，一天 10 次，每次 5

分鐘，迫使牠們深呼吸、加速呼吸，以鍛

研究人員以大鼠做實驗，發現疤組織是阻礙神經纖
維（軸突）再生的主要障礙。（圖片來源：種子發）

鍊呼吸機制。3 星期後，2∕3 實驗組的大鼠
都能正常呼吸了。
參考資料：Rosen, M. (2014) Breathing returns to paralyzed rats. Science News, 186 (12), 12.

瘧疾
從去年暑假起，伊波拉疫情成為媒體的焦點。主要疫區在西非的獅子山、賴比瑞亞、幾
內亞 3 國，死亡人數超過 6, 300，一半以上在賴比瑞亞。幸好賴比瑞亞的疫情已開始降溫，
而且趨勢明顯。不過，非洲仍有其他疾病肆虐，例如瘧疾。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去年
12 月初發布的年度報告，2013 年全世界的瘧疾病患約有兩億，50 萬人死亡，其中 9 成分布
在非洲薩哈拉以南地區。不過，好消息是：那裡的人口雖然自兩千年起增長了 43％，瘧疾新
病例數卻下降了 4 成，2013 年有 1 億 280 萬。

WHO 祕書長陳馮富珍說，那是因為防疫人員使用了新的工具：以殺蟲劑處理過的蚊帳、快

速篩檢法、青蒿素。她也提出警告：若想保持戰果、乘勝追擊，防疫人員還得多加點勁，例如勸
導更多的人家使用蚊帳。而在中南半島，瘧原蟲對青蒿素已演化出抗藥性，防疫人員擔心非洲遲
早會出現同樣的情形。研發疫苗或其他類型的治療藥物，刻不容緩，可是這些都是非錢莫辦的事。
WHO 估計，2013 年全球花在控制與根絕瘧疾的經費，合計 27 億美元，而預估經費是 51 億美元。
參考資料：Key Points, World malaria report 2014, 世界衛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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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兒如何建立傳統？
近一世紀前，英國的白頰山雀（Parus
major）發現戳穿牛奶瓶口的蓋子就能喝到
牛奶。這種採食技倆逐漸散布開來，終於
引起動物行為學者的注意，已成為教科書
上關於「動物傳統」的範例。可是學者對
於白頰山雀的「傳統」究竟怎麼形成的，
所知不多。傳統一詞只是對於結果的肯定，
過程仍不清楚。於是英國牛津大學的研究
團隊在學校附近的森林裡，以實驗研究生
活在那裡的白頰山雀。
那裡的白頰山雀分為 8 群，各有自己
的地盤，研究人員從每一群捉兩隻雄鳥回
實驗室。實驗室裡，研究人員準備了一個

白頰山雀（圖片來源：Luc Viatour/www.Lucnix.be）

食物箱子，箱子門上有門閂，左藍右紅，
向左推或向右推都能開啟，然後會有可口
的食物掉出。每隻在野外抓回的鳥，都會先觀看一隻事先調教過的「老鳥」表演開門取食的技巧。
有的「老鳥」把門閂推向左邊取食，有的推向右邊。其中 3 群鳥當控制組，沒有「老鳥」為捉
回的代表表演取食，研究人員也不教牠們什麼。
然後，研究人員在林子裡布置了同樣的食物箱子，把捉回的鳥原地釋放。食物箱子可以記
錄一切：前來玩耍箱子的鳥是哪一隻，屬於哪一群，門打開了沒有，是向左還是向右打開的？
巨細靡遺。結果，在一個月之內，控制組之外的 5 群鳥，每一群都有三分之二打開過箱子至少
一次，而且開門方向幾乎都與從實驗室「留學」返鄉的雄性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控制組，其中一群有一半打開過一次，因為其中一隻鳥以試誤法打開了門，
在牠之後的鳥就依樣畫葫蘆。而另外兩群，分別只有 9 ％ 與 31 ％ 打開過一次。

為了觀察「傳統」的生命力，研究人員 9 個月後回到林子裡，再度布置了食物箱。因為在

這段期間，每一群平均有一半鳥兒死亡，由新成員補充。結果，還記得傳統的老鳥足以擔起傳
遞傳統的責任。最有趣的是，來自其他傳統的新成員會遵從土著群體的傳統。
參考資料：Aplin, L.M. et al. (2014) Experimentally induced innovations lead to persistent culture via

conformity in wild birds. Nature, doi :10.1038/nature13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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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的水是哪兒來的？
關於地球最初的狀態 ，學者仍然沒有定論 。但是 ，原始地球非常熱 ，絕沒有人異議 。
因此一開始地球表面不可能有水 ，那麼現在地表上的水是哪裡來的 ？許多人認為 ，小行星與
彗星都為地球帶來了水 ，但是比例仍待研究 。
判斷地球上的水的來源 ，科學家使用的指標之一是水的氘∕氫比例（ D ∕ H）。氘是氫的
同位素 ，又名重氫 。過去 ，學者發現來自小行星帶的隕石 ，其中水的氘∕氫比例與地球相近 ，
而彗星的氘∕氫比例都比地球高 。2011 年秋 ，德國學者利用赫雪爾紅外線太空望遠鏡觀測彗
星哈德利二號（ Hartley 2）的水氣組成 ，發現它的氘∕氫比例幾乎與地球海水相同 。不過哈
德利二號與過去測量過氘∕氫比例的彗星不同 ，屬於木星家族 ，起源地在海王星之外的古柏
帶 ，而不是歐特雲（ Oort Cloud）。

正巧歐洲太空總署的太空船羅賽塔號（ Rosetta）正在偵測的彗星 67P，也屬於木星家族 。

因此羅賽塔號去年 8 月 1 日抵達 67P 附近 ，任務之一就是以質譜儀測量 67P 的水氣 。哪裡知

道 ，瑞士伯恩大學的團隊分析傳回的資訊 ，發現 67P 的氘∕氫比例大約是地球的 3 倍 ，比歐
特雲彗星還高 。
這個發現令人驚訝 ，表示木星家族彗星的來源複雜 ，不可一概而論 。也許它們的起源地
彼此相距很遠 ，過去低估了 。可惜降落 67P 的探測器菲萊（ Philae）已經耗盡電力進入休眠 ，
無法以其他儀器蒐集相關資料 。
參考資料： Altwegg, K. et al. (2014) 67P / Churyumov-Gerasimenko, a Jupiter family comet with a

high D / H ratio. Science, DOI: 10.1126 / science.1261952.

柴油車還有未來嗎？
去年 11 月 ，歐洲環境總署（ EEA）發布監測數據 ，顯示巴黎空氣中二氧化氮年平均值達

到 82.5（ 單位：微克∕一立方米 ），是歐盟標準的兩倍 。雖然在歐洲著名大城中 ，巴黎並不

是最糟的 ，但巴黎市長已決定提出抗汙染政策 ，目標之一是限制柴油車進入巴黎 。因為柴油
車產生的氮氧化物是汽油車的 4 倍 ，而二氧化氮是心 、肺疾病的風險因子 。

在許多歐洲城市 ，柴油車廢氣是主要的汙染源 。倫敦空氣的二氧化氮年平均值是 94，比

巴黎還高 ，由於一直沒有改善 ，正面臨歐洲環境總署的罰款 。巴黎市長的目標是在 2020 年
禁止柴油車進城 。
參考資料： Saying‘non’
to NOx, New Scientist, 13 December 2014,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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