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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細菌偵察癌組織
癌組織有兩個特徵適合細菌生存：一、有充足營養供應；二、免疫機制受壓制。科學家
早就想利用這兩個特徵把細菌送入癌組織協助病人抗癌，例如破壞癌細胞的基因機制、運送
藥物、重新啟動免疫機制。
但是在研究過程中，新點子冒了出來，就是以細菌偵測癌細胞與腫瘤組織。
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癌組織一旦出現了，往往會轉移、擴散。許多癌症的轉移目標是
肝臟，例如大腸癌、胰臟癌。要是能及時發現轉移到肝臟的癌細胞，就能以手術治療。而且
肝臟能再生，禁得起手術。可是掃描儀器如 CT、fMRI，並不容易發現剛萌發的癌組織。
最近美國東西岸的著名研究大學合作，證明細菌可以偵察到轉移至肝臟的癌細胞，即使
微小的癌組織都不放過。那是 MIT 與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兩位博士後研究員以小鼠完成的
實驗。
研究人員使用的細菌是大腸菌，那是一個特殊的菌種，能促進消化道健康，算是益生菌。
他們先以基因工程技術使大腸菌獲得生產一種酶的能力，那種酶叫做 lacZ，能把飲食中的乳
糖分解成葡萄糖與半乳糖。
研究人員用來做實驗的小鼠都罹患了大腸癌，而且已轉移到肝臟。研究人員讓小鼠把大
腸菌吃進肚裡，靜待細菌透過肝門靜脈進入肝臟。然後，他們把一種化學分子注射到小鼠體
內，這個分子是半乳糖與螢光蛋白的結合體。螢光蛋白連著半乳糖的時候不會發光，但是細
菌生產的 lacZ 會把半乳糖切下，解放螢光蛋白。解放了的螢光蛋白會隨著尿液排出，在實驗
室中有現成又方便的技術可以偵測尿液中的螢光蛋白。
總之，這種細菌進入癌組織，因為營養充分、生長旺盛，生產了許多 lacZ，注射到小鼠
體內的螢光蛋白因而大量解放。進一步分析發現，轉移到肝臟的癌組織，90％都有這種細菌，
表示牠們偵察癌組織的能力很強。更好的消息是：以這個方法，1 立方毫米的癌組織都能偵
測到。
參考資料：Danino, T. et al. (2015) Programmable probiotics for detection of cancer in urine.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7 (289), 289ra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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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謀殺案？
西班牙北部有個著名的古人類遺址，
俗名「骨坑」，因為過去 20 年，那裡出土
了至少屬於 28 個人的骨頭，都是生活在 43
萬年前的古人類。那裡雖然藏了那麼多化
石，工作環境卻不理想：古人類學者必須
穿過 13 米深的垂直坑道，才能抵達有人骨
的地層，難怪最早造訪骨坑的人是洞穴探
險家。古人類學者對於骨坑遺址是怎麼形
成的，並不清楚。
最近，研究人員拼合了一個碎裂成 52
塊的頭骨，注意到他的左眼上方有兩個穿
刺創傷，顯然是同一「武器」造成的。研
究人員判斷，這是「兇手」面對受害者連
續施與的重擊。換句話說，這是有意識的
「暴力殺人」事件。
這個發現也使學者對於「骨坑」的性
質可以做合理的推測。頭骨的主人受到攻

這個頭骨出土時已碎裂為 52 塊，組合後可以看
出他前額上有兩個致命創傷。（圖片來源：Javier
Trueba/Madrid Scientiﬁc Films, http://www.sciencedaily.
com/releases/2015/05/150527150950.htm）

擊之後，即使不是當場斃命，也活不了多
久，想來他的屍體是其他人在他死後丟到
骨坑裡的。這麼說來，當年「骨坑」本就是丟棄屍體的地方。但是這算不算「墓葬」，是另
一問題。
參考資料：Sala, N. et al. (2015) Lethal interpersonal violence in the Middle Pleistocene. PLoS

ONE, 10 (5), e0126589, doi:10.1371/journal.pone.0126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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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轉移的機制
兩年前，美國電影明星安潔莉娜．裘莉投書《紐約時報》，說明她做的一個醫療選擇：
她已把兩側乳房切除以預防乳癌，因為她體內有一個有缺陷的基因 BRCA1。她母親罹患乳
癌，2007 年因卵巢癌過世，得年 57 歲；外祖母也死於卵巢癌。裘莉的阿姨也有那個有缺陷
的基因，在裘莉手術後 3 個月因乳癌過世。今年 3 月 24 日，裘莉又投書《紐約時報》，宣布
她把卵巢也切除了。
事實上，大部分乳癌患者都不是因為 BRCA1 有缺陷而罹病；乳癌最容易轉移成骨癌，

而不是卵巢癌。在英國，因乳癌轉移而病情嚴重、無法治療的病人中，高達 85 ％ 是骨癌；乳

癌轉移造成的死亡人數，每一年高達 12,000 人，相當於 1 個月 1,000 人。

最近英國與丹麥的研究人員合作，找到一個與乳癌轉移有關的蛋白質，那是一種氧化酶，
英文縮寫 LOX，研究人員早已發現這個蛋白質在癌組織內會過量表現。國內也有不少人研究，
例如 2009 年，台北醫學大學研究生林曉薇指出：LOX 在乳癌細胞中大量表現，主要功能是
促進細胞的移動能力。
因此，針對 LOX 開發藥物治癌是現在進行式，只是對於 LOX 促進癌症轉移的機制仍不
清楚。
2013 年 1 月，英國與丹麥團隊發表研究報告，明確指出 LOX 在身體裡會對組織損傷做
出反應，促進類似疤的組織（纖維化組織）。這種纖維化組織有利於腫瘤形成，因此，抑制
LOX 不僅能抑制纖維化組織形成，還能防止癌細胞轉移。

今年 5 月底，英國與丹麥團隊發表最新的研究結果。研究人員分析乳癌病人的體檢資訊，

進一步發現在雌激素受體陰性的乳癌病人身體裡，LOX 是乳癌轉移成骨癌的風險因子。他們
以小鼠做實驗，發現 LOX 會促進骨頭的破骨細胞生成機制，要是以 LOX 抗體阻止它發揮功
能，就能減輕蝕骨作用。治療骨鬆的流行藥物雙膦酸鹽類，也可以抑制骨頭侵蝕，但是對於
癌的原發部位沒有作用。
整個 LOX 研究的意義是：癌症原發病灶會釋出一些分子，為侵入身體其他部位做準備，
理解這種轉移機制有助於控制癌症病情發展。
參考資料：Cox, T. R. et al. (2015) The hypoxic cancer secretome induces pre-metastatic bone

lesions through lysyl oxidase. Nature, 522, 106 -110.

78

科學發展

2015 年 7 月│ 511 期

可預防狂牛症的突變基因
普恩蛋白（PrP）是動物的一種蛋白質，「普恩」是音
譯，意思是「病原性蛋白顆粒」。人體製造普恩蛋白的基因
位於 20 號染色體上，要是這個基因突變，製造出來的蛋白
質就可能成為病原，不僅讓自身生病，還可能傳染他人。狂
牛症就是普恩蛋白釀成的疾病。
不過，最早引起生物醫學界注意的人類普恩蛋白疾病
是苦魯症（Kuru）。20 世紀中，科學家在新幾內亞一個原住
民族群中發現這種病，一開始以為是病毒作祟，後來才知道
是普恩蛋白引起的。原來那一族群有一種獨特的喪禮儀式：
親人分食死者屍體，於是病原蛋白透過人文禮儀傳播。

狂 牛 症 即 是 普 恩 蛋 白 釀 成 的 疾 病。
（圖片來源：種子發）

科學家也發現，普恩蛋白的自然變異中有一些有保護
作用。例如普恩蛋白的特定位置 129 可能是甲硫胺基酸（M）
或纈胺酸（V），擁有異合子基因型的人（M129V）比較不受外來普恩蛋白的侵害。2009 年，英國
倫敦大學的研究團隊宣布，在新幾內亞曾受苦魯症之苦的族群中，發現了另一個有保護力的自然
變異，位於普恩蛋白位置 127：纈胺酸（V）取代了甘胺酸（G）。

最近他們完成了小鼠實驗，證明 V127 的保護力比 M129V 高，保護機制也不一樣。

參 考 資 料：Telling, G. (2015) Evolved protection against human prions. Nature, doi:10.1038/

nature14534.

老鼠也有同理心
日本關西學院大學心理學教授佐藤暢哉以大鼠做實驗，發現牠們也有同理心。
佐藤的實驗設計是這樣的，他把兩隻老鼠關進只有一牆之隔的籠子裡，牆上有個洞、有門、
有把柄；其中一隻老鼠可以打開門，把隔壁老鼠放進來。
那隻能開啟門的老鼠，在什麼情況下會把隔壁老鼠放進來呢？實驗情境有二，一是隔壁老鼠
的處境與自己一樣；二是隔壁老鼠的處境非常不舒服，因為地面有 4.5 公分深的水。
結果，老鼠會幫助處境非常不舒服的鄰居。而且同理心似乎能激起強烈的學習動機，牠們學
習開門訣竅的速率比較快。嘗過同樣滋味的老鼠反應比較快，學得也快。第二個實驗則顯示：老
鼠只會釋放處境不舒服的鄰居，不會釋放處境與自己一樣的鄰居。
第三個實驗更有趣，讓老鼠有選擇的機會：先釋放受苦的鄰居呢？還是先取得食物？結果老
鼠傾向於協助受苦的鄰居。
看來今後不應再稱呼宵小為鼠輩了。
參 考 資 料：Sato, N. et al. (2015) Rats demonstrate helping behavior toward a soaked conspeciﬁc.

Animal Cognition, doi: 10.1007/s10071-015-08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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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鳥的彩妝
鴛鴦、孔雀的共同特徵是：雄性有教人驚艷的
彩妝，雌性卻不起眼。演化學者通常以性擇理論解
釋明顯的雌雄二型現象，他們相信雄性的彩妝是爭
取雌性青睞的訊號。由於雄性的生殖成本較低，因
此有本錢在裝扮上揮霍。
另一方面，學者注意到鳥兒在彩妝上的兩性分
化與緯度有關。繁殖地越接近北方溫帶，兩性的差
異越明顯；繁殖地越接近赤道，兩性越是一般地花
枝招展。演化學者仍然以性擇理論解釋這一地理分
布趨勢，北方繁殖季節短，雄性之間的競爭更激烈，
更需要使出渾身解數吸引異性。
總之，學者似乎假定雌性根本不需要彩妝。事
實上熱帶有不少兩性都誇張華麗的鳥兒，那是怎麼
回事呢？ 2012 年，美國一位大學生辛普森（Richard

K. Simpson）以這個問題寫畢業論文。他認為，雄
鳥雌鳥都受到「選擇」的壓力。雄鳥所受的性擇壓
壓力卻很少人討論。

♂

力，過去一直是研究的焦點，雌鳥所受的「天擇」

橙胸鴝鶯（Setophaga ruticilla），林鶯科，
1
2 ♀。（圖片來源：畫家 John James
Audubon, 1785-1851）

他分析了林鶯科一百多種鳥，指出遷徙的必要以及遷徙的距離是解除雌鳥彩妝的重要因
子。相對於雄鳥，雌鳥的彩妝只會招致天敵獵食而無利益，遷徙距離越長，風險越高。在南
方，雌鳥需要防衛領地，彩妝是展現守土意志的訊號。而在北方，通常雄鳥先抵達繁殖地搶
占地盤，遲到的雌鳥只需挑選雄鳥，不必彼此鬥爭。
這篇論文經過修訂後，今年 5 月底在英國發表，辛普森已是博士班研究生了。

參考資料：Simpson, R. K. et al. (2015) Migr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exual dichromatism:

evolutionary loss of female coloration with migration among wood -warblers. PROCEEDINGS B,

282 (1809), doi:10.1098 / rspb.2015.0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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