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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抗生素
人體的共生微生物不只生活在大腸中，
身體表面以及身體的開孔都有，例如鼻孔。
體表的共生細菌，大家最常聽說的是金黃色
葡萄球菌。牠們是機會主義者，平時無害，
但是在特殊情況下就會作怪，甚至造成死亡，
例如由皮膚表面的創傷侵入體內，造成敗血
症、心內膜炎等。
此外，金黃色葡萄球菌已演化出抗生素
抗藥性。過去治療葡萄球菌感染的特效藥是
盤尼西林，1970 年代，不畏傳統抗生素的金
黃色葡萄球菌（MRSA；媒體稱為超級細菌）
成為全球性的公衛問題。在我國，MRSA 是
醫院內多重抗藥性微生物感染的重大威脅之
一。現在萬古黴素是治療 MRSA 感染最後一

電子顯微鏡下的 MRSA（ 圖片來源：種子發 ）

線的藥物。
不過人的鼻孔中有許多微生物，光是葡
萄球菌至少有兩種，另外一種叫做里昂葡萄
球菌（Staphylococcus lugdunensis）。有趣的是，只有 30％的人鼻孔中檢驗出金黃色葡萄球菌。

其他 7 成的人為何能攔阻牠們進駐鼻孔？最近德國杜賓根大學的團隊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有了
重大發現。（按，里昂葡萄球菌是在法國里昂首先分離出來的，因此以里昂為種名。）
首先，研究人員分析沒有檢驗出金黃色葡萄球菌的人類鼻孔微生物群，搜尋牠的剋星。結
果發現，原來里昂葡萄球菌會生產抗生素，研究人員取名為里昂素（lugdunin）。
里昂素是廣效抗生素，對許多格蘭氏陽性細菌都有效，包括 MRSA、抗萬古黴素的腸球菌
等。它的抗菌機制與過去的抗生素（例如盤尼西林）不同，細菌幾乎一接觸便停止合成生物聚
合分子（蛋白質、DNA、肽聚醣等），因此它破壞的似乎是細菌的能源設施。在這一方面，它
與由放線菌生產的抗生素救必辛頗相似，但是兩者的作用機制仍不清楚。
研究人員還注意到里昂素的另一個優點：金黃色葡萄球菌在低濃度里昂素環境中，連續培
養 1 個月後仍無抗藥性；不像其他抗生素，例如立汎黴素，只消幾天就會出現抗藥性菌株。其
他的發現如下：一、以棉花鼠做實驗，里昂葡萄球菌在老鼠鼻孔中可以抑制金黃色葡萄球菌的
生長；二、小鼠背上的外傷感染金黃色葡萄球菌之後，以里昂素藥膏塗抹可殺菌。
最後，在 187 位住院病人中，鼻孔有里昂葡萄球菌的人，只有 5.9％同時檢出金黃色葡萄球

菌；沒有里昂葡萄球菌的人，則有 34.7％。

參考資料：Zipperer, A., et al. (2016) Human commensals producing a novel antibiotic impair pathogen

colonization. Nature, 535, 51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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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重和解？
人類學家推測，在農業興起以前，人類生活在狩獵
採集社會中。這種社會的特徵是：社群間的鬥爭是常態，
社群的內聚力攸關存亡。根據這個假說，男人是社群間鬥
爭的主力，因此在社群內男人特別講究合作，團結重於一
切。男人之間即使發生了激烈衝突，事後也必須設法和
解。學者早就在黑猩猩中觀察到同樣的需求。相對而言，
女性之間假若發生衝突，似乎沒有迫切的和解需求。
於是美國哈佛大學靈長類行為學家藍翰與心理學家
班能森預測，在激烈的運動競賽之後，男性選手會花比較

2010 年 8 月，蘇格蘭職網好手 Andy Murray（ 右）
擊 敗 瑞 士 好 手 R o g e r F e d e r e r （ 攝 影：
johnwnguyen）

多的時間表達和解、支持，並以身體語言傳達這種意思，
例如握手、擁抱、輕拍對手等。
他們收集了網球、桌球、羽毛球、拳擊比賽的錄影帶，刻意觀察比賽結束後選手對待彼此的舉動。
結果，花較多時間與努力表達和解的一律是男性。其中以拳賽的數據最令人印象深刻。因為拳擊比賽
最類似作戰，會直接傷害對手的身體，可是拳擊選手的和解行為，性別差異最明顯。也就是說，對男
性選手而言，比賽內容的殘酷程度並沒有折損和解的意圖。
參考資料：Benenson, J. F. and R. W. Wrangham (2016) Cross-cultural sex differences in post-conﬂict afﬁliation

following sports matches. Current Biology,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4, 2016.

中風與吸菸
依據衛生福利部的統計，腦血管疾病（俗名腦中風）是國人十大死因的第三號殺手，102 年有
11,313 人因而死亡，平均每天奪命 31 條。腦中風可分為幾個類別，其中之一是蜘蛛膜下腔出血（SAH）
，
主因是動脈血管瘤破裂。
過去醫界懷疑 SAH 涉及遺傳因子，2010 年芬蘭赫爾辛基大學中央醫院（HUCH）神經外科部的

團隊，發表了一個大規模的雙生子調查報告，包括芬蘭、丹麥、瑞典三國的 8 萬對雙生子，發現遺傳
因子扮演的角色並不如環境因素。
今年 8 月初，芬蘭的研究團隊再度發表報告，指出芬蘭的 SAH 病例在 1998 ∼ 2012 年之間發生

了變化：在 50 歲以下的人口中，女性病例減少了 45％，男性 38％；50 歲以上的人口中，女性減少 16％，
男性 26％。同時，芬蘭的吸菸人口下降了 30％。由於過去的研究早已指出吸菸是最重要的 SAH 誘發
因子，因此研究人員相信兩者之間有因果關聯。
參考資料：Korja, M., et al. (2016) Incidence of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is decreasing together with decreasing smoking

rates. Neurology, published online before print August 12, 2016, doi: http://dx.doi.org/10.1212/WNL.0000000000003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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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動物的健康
今年 7 月初，是桃莉羊誕生 20 周年。桃莉羊是利用叫做
克隆（cloning）的技術製造的。可是當年桃莉誕生的新聞轟動
一時，主要是因為我們把「克隆」當「複製」，引起了許多狂
想，甚至有人想像以這種技術生產出成群結隊的希特勒。事實
上，現在主要是畜牧業在應用這個技術。據說黃禹錫成立了公
司，以這一技術為人生產寵物的分身。這些應用著眼點是動物
的體質與外型，以「複製」譬喻強調這一成果，倒也無可厚非。
可是應用在人身上，「複製」的說詞只會誤導人。

克隆羊並沒有早衰的徵狀 ，是正常的老化 。
（ 圖片來源：種子發 ）

桃莉過世的時候，新聞熱潮已過，話題轉變成克隆技術的
缺陷。因為桃莉活了不到 7 年（1996 ∼ 2003 年），而桃莉這種羊一般可活 12 年。有些人因而懷疑克隆動

物有某些先天缺陷才會早衰，現在一個英國團隊針對這一問題發布了研究結果。他們觀察了 13 隻克隆羊，

年齡在 7 ∼ 9 歲之間；其中 4 隻源自製造桃莉的細胞。研究人員的結論是：這些克隆羊並沒有早衰的徵狀。
牠們正在老化，可是是正常的老化。
參考資料：Sinclair, K. D., et al. (2016) Healthy ageing of cloned sheep. Nature Communications, 7, Article

number: 12359, doi:10.1038/ncomms12359.

土壤免疫力
過去 20 年，腸道菌群是個熱門的研究題目。現在我們知道，腸道菌群參與我們身體的生理運行，甚
至包括免疫、神經系統。
其實微生物也參與了植物的生理。土壤裡有大量微生物，能影響植物的健康。早在 1931 年，加拿大

土壤微生物學家、植物病理學家亨利（Arthur W. Henry, 1896-1988）便發現，感染小麥根腐病的秧苗要是

種在無菌土壤中，發病率大約 50％；要是在無菌土壤裡摻入野外的土壤，發病率便大幅下降，因為野外
土壤中的腐生菌能壓抑病原真菌（一種旋孢腔菌）。
不過，以土壤微生物抑制特定病原，目前仍停留在試誤法階段，因為其中的機制相當複雜，涉及植物、
病原，以及土壤微生物群的多方互動。例如病原與植物的互動使雙方釋出了特定的代謝產物，那些代謝
產物卻促進了能夠抑制病原的微生物生長。有些研究團隊發現，好幾種細菌的代謝產物都有抗真菌性質，
因此能壓抑根腐病原。
另一方面，在實驗室中分離出的抗病原微生物，在農田中往往無法發揮功能，因為牠們無法與在地
的微生物競爭。解決之道也許是「打群架」—組裝不利病原生長的微生物群，而不是一味尋找特定病原
的特定剋星。此外，也可從植物育種下手—強化特定性狀，以吸引抑制病原的微生物。還有施肥—養好菌、
抑害菌。我們以益生素改善腸道菌群組成，是同樣的道理。總之，關於病原－植物－土壤微生物群互動
的知識，是促進土壤免疫的基礎。
參考資料：Raaijmakers, J. M. and M. Mazzola (2016) Soil immune responses. Science, 352, 1392-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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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更健康？
粒線體號稱細胞的發電廠，是不可或缺的胞器。粒線體也是奇異的胞器，因為它有自己的基因組；
人類粒線體基因組包括 37 個基因。根據流行的理論，粒線體本來是獨立生活的細菌，後來被原始真
核細胞吞噬，成為真核細胞的一部分。這就是真核細胞的共生起源說。
粒線體基因組裡的基因要是有缺陷、無法發揮功能，會令人體弱多病，而且往往早夭，目前醫師
仍然束手無策。女性病人的卵子裡要是充斥的是有缺陷的粒線體，子女也會遺傳到同樣的粒線體。解
決之道只有一個：更換卵子中的粒線體。對於這種療法，生醫界、人文學者與社會大眾還沒有明白的
共識。但是英國已經通過法律，允許醫師進行更換粒線體的療法，使受精卵包含健康第三者的粒線體。
換言之，最後受精卵中有 3 個人的 DNA：父母親的核 DNA，以及第三者的粒線體 DNA。

許多人對這種療法有疑慮，因為我們對於粒線體 DNA 與核 DNA 的互動仍不清楚。根據常識，

我們會期望捐贈粒線體的人是親戚才好。不過最近西班牙的一個團隊發表的實驗結果教人驚艷，也許
能消解部分疑慮。
西班牙的研究人員以兩個小鼠品種做實驗。首先，他們先確定那兩個品種的粒線體基因組有明顯
的差異。以人做類比的話，那一差異的幅度相當於現代非洲人與其他歐亞族群的差異。然後研究人員
從 A 品種的受精卵中取出細胞核，殖入 B 品種的去核卵子。以後的事就是靜待那些合成卵子發育、出
生、成長。
結果，合成卵子發育成的個體一開始與對照組無異。直到牠們即將進入中年，也就是 1 歲左右，
差異才顯現。實驗組儘管吃的食物與對照組一樣，卻不發胖。禁食之後，血液胰島素濃度的起伏並不
大，表示牠們比較不容易發作糖尿病。牠們的肌肉並不因老化而快速萎縮，染色體端粒也減短得相當
緩慢。最後，牠們比較長壽：壽命的中位數比對照組長 1∕5。
這個結果出乎意料，難以解釋。有人指出，小鼠與人的壽命相差太大，生理策略也許有根本差異，
因此不能期望異質粒線體能帶給人同樣的福利。此外，這一實驗使用的小鼠品種是近親繁殖的結果，
與人類不同。人類的「第三者」最好找遺傳關係親近的人。這些評論都有道理，但是這個研究點明了
重要的問題，提示了未來的研究方向。只有進一步的實驗，才能答覆這個實驗結果引起的問題。
參考資料：Latorre-Pellicer, A., et al. (2016) Mitochondrial and nuclear DNA matching shapes metabolism and

healthy ageing. Nature, 535, 561-565.

王道還
生物人類學者（ 已退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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