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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都會區的交
通壅塞
世界上住在都市裡的人越來越多，交
通壅塞是影響都市生活品質最主要的問題。
各國政府實施許多政策，力求減輕交通壅

印尼首都雅加達。7 月初，印尼國家發展規劃部長
宣布政府正在研擬遷都方案，理由之一是全球暖化
造成的海平面上升。

塞，例如擴建道路、限制車輛出入、收通
行費（以價制量），以及設立高乘載專用道鼓勵共乘，以減少道路上的車輛。可是那些政策
都引起了「未曾預期的後果」，有一些簡直匪夷所思，可能抵銷預定的政策功能。例如 1970
年代問世的「高乘載車輛」（HOV）專用道，就引發了各種作弊的對策，包括使用玩偶假裝
乘客。
印尼雅加達是世界第二大都市，人口超過 3,000 萬，僅次於日本東京。城裡沒有地鐵、

輕軌，外圍的軌道交通網極為有限。最近一項調查利用 GPS 數據，發現雅加達的駕駛人平均
一年要「停車∕開車」33,240 次，平均一天超過 91 次。美國最糟的城市是紐約市，可是雅加
達的惡劣程度是紐約的兩倍以上。雅加達早就實施了一些政策以減輕交通壅塞，HOV 專用道
是其中之一，1992 上路，2004 年起就沒有改變。
雅加達的 HOV 專用道只有坐滿 3 人的車才能行駛。每天早晚兩個時段，上午 7 ∼ 10 點，

傍晚 4:30 ∼ 7:00，市中心成為高乘載區。違規罰款大約美元 $37.5。這個政策不得民心，自
不待言。事實上它還創造了新行業：出租乘客，一人 $1.20。進城的道路旁往往可以見到帶著
孩子的婦女招徠機會。許多人因此認為 HOV 專用道沒有發揮效用。

2016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二，雅加達市政府突然宣布暫停實施高乘載管制政策（因為謠傳

有人以受到麻醉藥控制的乞兒當乘客），一星期後生效，然後在 5 月 10 日星期二廢除了政策。
這讓學者有機會研究這個政策的效果。美國哈佛大學與 MIT 的 3 位學者抓住了機會，從 3 月
31 日星期四起搜集 Google Map 系統的資訊，包括一條管制道路、兩條非管制道路。

結果他們發現，先前的管制道路變得更為壅塞，行車時間早上增加 50％，晚上增加了接

近一倍。此外，那些壅塞還有外溢效果，波及先前未受管制的時間與道路。
結論：「高乘載車輛」專用道是紓解交通壅塞的有效政策。
參考資料：Hanna, R., et al. (2017) Citywide effects of high-occupancy vehicle restrictions:

Evidence from “three-in-one” in Jakarta. Science, 357, 8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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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高明的騙術？
政治人物當心了。美國猶他大學所做的網路調查發現，選民對於政客基於道德立場所作的主張、承
諾非常在意。
問卷內容是研究人員虛擬的政客。他們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服膺現實原則，一類服膺道德原則。每
個題目都有兩個部分：一開始是一位政客基於自己的原則為某個政策辯護；然後，那位政客改變了立場。
研究人員想知道的是，第一、服膺現實原則的人，在改變立場後，比起基於道德原則的人，誰看起
來更虛偽、更不具說服力、更不受信任？
第二、政客改變立場會不會令人覺得有道德勇氣？因此更受支持？
第三、答覆問卷的人是根據自己的立場作答，還是明辨是非黑白？
結果，政客基於道德立場所作的承諾，如果變卦，會被視為虛偽、不值得支持。那樣的政客，改變
立場不會令人覺得具有道德勇氣。此外，作答者並不是根據自己的立場下判斷。換句話說，作答者可說
非常公平，並不是只懂得黨同伐異。
此外，研究人員發現，政客改變立場之後，可以採取兩種策略保持顏面、減少損失。第一、以動人
的個人經驗打動群眾。例如本來贊成維持死刑的人可以說：我曾經和一群被判死刑的人相處，知道了過
去不知道的事。這樣說，會令人同情。另一個策略是，不承認自己改變了立場，強調過去與現在是兩種
不同的處境，完全不能比較，因此不算改變立場。這樣做仍然難逃虛偽的罵名，但是會讓人覺得勇敢。
參考資料：Talk is not cheap. The Economist, June 24th-30th, 2017, p. 69.

使敵人自相吞食
植物招引各種食客上門，並不默默忍受摧殘，早已演化出種種防禦機制，例如改變自身的形態、化
學組成，以阻卻素食者大快朵頤。最近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動物系師生完成的一個實驗，證明驅使害蟲自
相吞食能夠減輕損失。
那個實驗是根據兩個事實設計的，一、茉莉酸甲酯（MeJA）與它的衍生物茉莉酸能夠誘導植物啟
動防禦機制；二、夜蛾（Spodoptera exigua）幼蟲是菜圃常見的害蟲，牠們以樹葉維生，缺乏食物時會
自相吞食。
於是研究人員連續兩天在番茄植株上噴施不同濃度的 MeJA，再放入幾條夜蛾的三齡幼蟲。結果，

濃度最高的 MeJA 使得那些毛毛蟲很快就自相吞食；而對照組（噴施中性液的番茄植株）的毛毛蟲，到
了第 8 天，葉子快吃光了，才開始自相吞食。此外，毛毛蟲自相吞食的時機與 MeJA 的濃度有關，濃度
越高越快。
研究人員還發現，害蟲侵襲能夠啟動番茄的防禦機制，只是緩不濟急；MeJA 是非常有效的動員因
子。因此研究人員懷疑，在野外，正遭到害蟲蹂躪的植株也許會釋放化學物質「提醒」四周的植株，即
使是不同物種的植株也可能利用那些化學分子。
參考資料：Orrock, J. L., et al. (2017) Induced defences in plants reduce herbivory by increasing

cannibalism. Nature Ecology and Evolution, published online: 10 July 2017, doi:10.1038/s41559-017-0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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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人的敵人
是朋友
結核病（TB）是古老的疾病。1882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五晚上，德國醫師柯霍在柏
林生理學會的月會上宣布發現結核桿菌。
他因而獲得 1905 年諾貝爾生醫獎。
那一晚柯霍的報告一開始就描繪結核

柯霍發現結核菌一百周年紀念郵票

病造成的「人類處境」：每 7 個人就有 1
人死於 TB；要是中年人，每 3 人至少有 1

人死於 TB。19 世紀末在柯霍研究結核菌的那些年，TB 一年殺死 700 萬人。
治療結核病的特效藥，1930 年代才問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能夠對付結核菌的抗生素也問世了。許多人以為結核菌再也不會威脅人類。但是到了 20 世紀
末，TB 捲土重來。一方面，細菌對抗生素產生了抗藥性；另一方面，新興疾病為結核菌創造
了溫床，例如愛滋病。
2015 年，全球 1,000 萬件 TB 新病例中，有 5％使用第一線藥物治療無效，其中一半連第
二線藥物都無效。微生物學家把這些數字視為惡兆，大災難的前奏，因此他們期待新的抗生
素問世。最近兩位英國專家宣布發現了一種能殺死結核菌的新的化學分子，令人欣慰。那個
分子是一種罕見疾病患者的肺臟病菌製造的。
那種罕見疾病是囊腫纖維症（CF）。病人因為第 7 號染色體上的一個基因有缺陷，肺
臟產生過多的黏液。那些黏液使免疫機制無法正常作用，一種叫做伯克氏菌（Burkholderia
gladioli）的病菌因而能在病人肺裡存活。英國學者注意到，一旦伯克氏菌在肺裡站住了腳，
似乎便能剋制其他細菌生長。
他們搜集、分離病菌分泌的化學物質，找到了能夠關閉結核菌 RNA 聚合酶基因的化學

物質。當然，那可能是空歡喜一場，因為 10 年前發現過有同樣功能的另一個分子，可是那個
分子並不穩定，無法開發成藥物。英國專家仔細比對了兩個分子，新發現的分子並沒有前一
分子的不穩定結構。
初步試驗顯示，新的分子對付不具抗藥性的結核菌，效力並不突出。但是用以對付有抗
藥性的結核菌，性能優異。因此這個新的分子有可能進入開發階段。
參考資料：Song, L., et al. (2017) Discovery and biosynthesis of gladiolin: A Burkholderia

gladioli antibiotic with promising activity against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J. Am. Chem. Soc.,
139, 7974-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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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腸癌轉移的途徑
癌症的標準療法是動手術切除癌組織。在那個過程中，醫師不只切除癌組織，還會切除相
關的淋巴結。檢驗淋巴結是研判手術後治療策略的關鍵。癌細胞有沒有擴散到淋巴結是最重要
的預測因子，若淋巴結很乾淨，沒有發現癌細胞，癌症復發或轉移的可能性比較低。
不過，一個波士頓團隊發現，淋巴結裡的癌細胞與轉移到其他地方的癌細胞可能有不同的
來源，因此無論淋巴結裡有沒有癌細胞，都不保證原發癌組織並沒有轉移。那個波士頓團隊觀
察的是大腸癌病人的組織。根據過去的研究，如果病人病灶附近的淋巴結很乾淨，癌轉移的風
險小於 5％。若淋巴結裡發現了癌細胞，以手術切除淋巴結，癌症不會復發的機會高達 40％。
這些觀察都表示大腸癌轉移的第一道關卡是淋巴結。
可是這些臨床觀察與解剖學事實不符。60％大腸癌的轉移地點是肝臟，轉移途徑是靜脈系
統，而不是淋巴系統。大腸的靜脈血最後匯聚於肝門脈注入肝臟，病理醫師早就在這個血液網
絡中找到過腫瘤血塊，一旦發現，便能準確預測肝臟轉移。另一方面，腹腔的淋巴液是送入胸
腔進入肺臟的，可是大腸癌很少轉移到肺臟。
波士頓團隊檢驗了 17 個大腸癌病人的組織，分析癌細胞的 DNA。他們發現轉移到肝臟的
癌細胞與原發癌組織的癌細胞比較親近，與淋巴結中的癌細胞關係比較疏遠。也就是說，淋巴
結裡的癌細胞與轉移到肝臟的癌細胞並沒有先後繼承的關係。
說得更明白一些，那就是：轉移到肝臟的癌細胞不是來自淋巴結。17 個病人中有 11 個

（65％）轉移到肝臟的癌細胞直接來自原發癌。另外 6 人（35％），轉移到肝臟的癌細胞與
淋巴結裡的癌細胞有部分同源，表示轉移到肝臟的癌細胞可能來自淋巴結裡的癌細胞，不過也
可能兩者分別來自原發癌。
可是，為什麼淋巴結檢驗仍然是可靠的預測工具呢？目前還沒有令人滿意的答案。只能
說，每個器官的癌變各有各的途徑，轉移方式也各有各的途徑。大腸癌轉移得特別快，轉移、
復發的例子 80％發生在手術切除之後 2 年內，而且不需要新的基因突變。
總之，這個發現提醒我們癌症的複雜性；因此不大可能找到單一理論。也就是說，沒有單
一的預防、治療策略。只用一個觀點談「防癌、治癌」，難免誇誇其談。
參考資料：Naxerova, K., et al. (2017) Origins of lymphatic and distant metastases in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Science, 357, 55-60.

王道還
生物人類學者（已退休）

科學發展

2017 年 8 月│ 536 期

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