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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化石燃料補貼
2016 年 9 月，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再度重申取消
化石燃料補貼的決心，讓售價反映生產成本，目的有二：
一是以價制量，淘汰效率低的能源利用模式；一是為再生
能源創造競爭空間。這個政策的後果，以國人熟悉的話語
來說，必然是油電雙漲。但是最近一個國際團隊仔細分析
有關的數據之後發現，即使全世界都取消了化石燃料補

煤是最骯髒的化石燃料。（圖片來源：
種子發）

貼，效益也非常小：溫室氣體排放量只降低 1 ∼ 4％；再
生能源的比重上升幅度不到 2％。

原因之一是，全世界這種補貼在過去幾年已大幅降低，超過 4 成，從 2013 年的 5,700 億

美元到 2015 年的 3,300 億。另一個原因是，目前煤—最骯髒的化石燃料—接受的補貼最少。

看來取消補貼並不夠，為了達到目標，必須考慮更為進取的政策；化石燃料的售價除了
反映生產成本外，還應包括它們所造成的後果，如空氣汙染，以及空汙造成的公衛後果。因
此徵收健康捐，如香菸故事，有何不可？
參考資料：Parry, I. (2018) Fossil-fuel subsidies assessed. Nature, 554, 175-176.

空氣汙染
全球而言，空氣汙染是第五大健康風險因子。大氣汙染物中，氣懸膠體是最容易察覺的
健康、氣候因子，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是形成氣懸膠體的原料。VOCs 在出現氮
氧化物（如一氧化氮、二氧化氮）的環境中氧化會形成臭氧，也是呼吸疾病因子。因此找出
VOCs 的主要來源，制定法規管制，是公衛政策的重要環節。

過去，都市空氣裡的 VOCs 主要來自汽車排放的廢氣。環保意識高漲後，法規越來越嚴

格，汽車排放的汙染物大幅下降，於是其他汙染源的管理成為新的問題。一個美國團隊發現，
現在美國大都市的空氣裡，來自石化消費品的 VOCs，分量已經達到化石燃料的一半。那些
石化消費品包括殺蟲劑、界面活性劑、印表機墨水、黏著劑、清潔劑、個人保養品等。
空氣中 VOCs 的來源發生變化之後，帶來了棘手的管理問題。第一、VOCs 無法視為「一

種」汙染物，不同的石化物產生 VOCs 的化學途徑、半衰期各不相同，光是蒐集基本資訊便

不容易，汽車廢氣則不妨視為「一種」汙染物。第二、汽車廢氣主要在公共空間中排放，其
他石化消費品則是在私人空間中釋出 VOCs，公衛機構難以監控。

參考資料：Lewis, A. C. (2018) The changing face of urban air pollution. Science, 359,

744-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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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機散發的異味
在使用冷氣機的房間裡，室內空氣品質由冷氣機決定，因此保養冷氣機是維護健康與工作效率
的必要措施。但是有些冷氣機老是會發出異味，例如尿騷味、體臭，例行的清潔、除臭手段似乎只
能治標。最近香港浸會大學生物系副教授賴嘉雯領導的團隊發現，那些異味的來源其實是人的皮膚
鱗屑，就是從皮膚表面脫落的細胞。
原來人的皮膚鱗屑進入冷氣機之後，成為細菌的食物。在冷氣機中，細菌可以利用的碳源只有
那些外來的有機物，其中的皮膚角質含有細菌能夠分解的角質蛋白，阿摩尼亞（尿液成分之一）是
代謝產物之一。皮膚鱗屑中的其他物質如脂質以及長鏈脂肪酸（皮膚分泌物），細菌會分解成短鏈
揮發性脂肪酸，本來就是構成人的體味的成分。
賴嘉雯教授認為，減少皮膚鱗屑進入空調系統才能有效改善異味問題，例如安裝濾網。皮膚鱗
屑的大小通常超過 10 微米（0.001 厘米），因此濾網網眼必須小於 10 微米。

參考資料：Ng, T. W. et al. (2018) Skin squames contribute to ammonia and volatile fatty acid production

from bacteria colonizing in air-cooling units with odor complaints. Indoor Air, 28, 258-265.

瓶裝水並不「純」
一年前，《經濟學人》報導瓶裝水是個好生意，最近幾年年成長率約 9％，市場

規模 1,470 億美元。在美國，瓶裝水的銷量已經與含糖碳酸飲料（如可口可樂）發生

交叉—一升一跌。（按，2017 年台積電全年營收約為新台幣 9,774.47 億元，近 1 兆，
折合美元 340 億。）但是美國華府一個非營利新聞機構委託紐約州立大
學的團隊所做的檢驗，顯示瓶裝水的衛生品質值得關注。
研究人員檢驗的 259 瓶水分屬 11 個品牌，購買地點分布於 9 個國

家 19 個商場。結果，其中 93％發現了微塑膠汙染。汙染物大致分為兩類，

一類是直徑超過 100 微米（＝ 0.1 毫米）的微塑膠碎片，占 5％；平均每

公升水含有 10.4 個。另一類較小，直徑介於 6.5 ∼ 100 微米，數量多，占

95％，平均每公升 325 個。不過在那 259 瓶水中，汙染物的分布有很大的差
異，即使來自同一品牌同一批號也沒有一致性。
對於那些數字的意義，只要舉出檢驗團隊先前的一個調查結論即可：自來水
中，直徑大於 100 微米（＝ 0.1 毫米）的微塑膠碎片，平均數量只有瓶裝水的一半。

參考資料：Tyree, C. and D. Morrison (2018) Plus plastic: Microplastics found in global

bottled water, https://orbmedia.org/stories/plus-pla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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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覺失調症的病理
思覺失調症是一種精神病，過去叫做精神分裂症，大眾並
不陌生，因為通俗小說、電影中常出現症狀類似的患者，例如
《簡愛》（1847 年）。但是對於這個疾病，醫學界自始就非
常棘手，定義、診斷、治療都極為困難。它是大腦病變的結果，
19 世紀便有病理解剖的證據。而早在 1848 年，醫師就知道大
腦的前額葉若受傷，人格會改變、社會行為也受影響，可是醫
師面對的患者絕大多數沒有明顯的腦傷。
1960 年代，著名的瑞士認知發展學者皮亞傑（J. Piaget,

1896-1980）推測，認知發展部分依賴大腦的生物機制，若是那

些機制有缺陷，大腦的發育就不正常，結果成為必須找醫師治
療的病人。但是當年理會這個想法的人不多，理由是缺乏證據。

神經元的構造

十多年後第一批證據才問世。1979 年，美國發育神經科
學家哈頓拉克（Peter Huttenlocher, 1931-2013）宣布了一個令人意外的發現。他以電子
顯微鏡觀察不同年齡人的大腦切片，計算突觸（synapse）的數量。突觸是神經元之間
傳遞訊息的門戶，無論傳出還是接收。哈頓拉克發現，人出生後，腦子裡突觸數量就
不斷增加；到了 10 ∼ 20 歲之間，趨勢逆轉—突觸數量大幅消減，20 歲以後才逐漸穩
定下來。不久，研究睡眠的美國醫師芬伯格（Peter Feinberg）也發現了相關的現象：
青春期前後的孩子，睡眠腦波會發生變化，而思覺失調症患者也在這段期間逐漸展露
症狀。
學界仍然沒有反應，主要理由可能是哈頓拉克只有一個青少年腦子的數據。20 年
後，他累積了更多數據，支持先前的發現。於是才有其他的團隊仔細觀察思覺失調患
者的大腦，證實他們的大腦皮層涉及高級認知功能的區域裡，突觸數量比常人少。這
便是思覺失調症的芟刈假說（pruning hypothesis）：大腦在正常發育過程中，必須芟
刈大量突觸；若這個過程出了紕漏，腦子功能必然會受影響。
兩千年之後，支持芟刈假說的證據越來越多。學者比較患者與常人的基因組，發
現第六號染色體上幾百個與免疫功能相關的基因涉有重嫌；現在已鎖定與芟刈過程有
關的特定基因。例如 C4 是微膠細胞（一種免疫細胞）用來標示芟刈目標的蛋白質；
C4 有幾個版本，產生的 C4 蛋白質數量不同，而 C4 蛋白質的數量與思覺失調症有正
相關。
可是與思覺失調症有關的其他基因散布在基因組各處，表示它們涉及的是其他的
蛋白質。可見突觸芟刈機制不只一個，也許分別涉及腦子裡不同的線路（傳訊通路）。
參 考 資 料：Johnson, M. B. and B. Stevens (2018) Pruning hypothesis comes of age.

Nature, 554, 438-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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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木材
木材是古老的建材，蓋房子、造橋、造船都用得上。但是木
材的強度、韌性都不夠，逐漸由金屬材料取代。過去不少人設法改
善木材的缺點，但是成果有限。現在美國馬里蘭大學幾位中國學者組
成團隊，開發出新的技術，引起矚目。
這個技術的第一個步驟與造紙漿差不多，就是以氫氧化鈉、亞硫酸鈉除去木材中的木質素、半
纖維素。然後再在攝氏 100 度下壓縮，消除其中的小孔，提高密度，從每立方厘米 0.43 克提升到 1.3

克。這樣的木材不能浮在水面上，但是強度、韌性大幅提高，是傳統木材的 11 倍，史無前例。這個
技術的祕訣是，研究人員為了提升木材的密度，不只使用壓縮，還以化學、高溫助陣。這種強化木
材的另一優點是：遇水後不會膨脹太多。
不過，樹木的木質素有許多功能，包括穩定細胞壁，以及阻卻寄生生物與細菌。因此這種強化
木材是不是耐蟲蛀，還需要實驗證據。
參考資料：Fratzl, P. (2018) Wood made denser and stronger. Nature, 554, 172-173.

網路上的真 vs. 假新聞
美國總統川普使 fake news（捏造的新聞）成為字典必須收錄的新詞。事實上 fake news 並不是新
聞，不過是「謠言」罷了，新鮮的是網路。我們的印象是，利用網路媒體傳播訊息，迅速又無遠弗屆，
尤其是散布謠言。而我們每天都會從網路媒體接收大量真假莫辨的訊息，主動搜尋也必須分辨真假。
總之，網路媒體的強大傳播力量使人對於「謠言止於智者」失去了信心，令人覺悟我們必須對真假
資訊的傳播有進一步的理解，才能籌劃對策。
最近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團隊對於網路傳播，提出兩個基本問題，答案發人深省：真假新聞的
傳播有何異同？哪些人類因素可以解釋那些異同？研究人員的發現有一些早就是常識，例如假新聞
傳播得更遙遠、更快捷、更深入、更廣泛，真新聞瞠乎其後。不過假新聞之中，還有類別的差異：
政治新聞有最能呈現假新聞的優勢，其他類別（如天災、都市傳奇、科學、股市等）比不上。
此外，假新聞還有一個特色，就是新奇，因此假新聞的傳播得力於人有分享新奇資訊的傾向。
人對於這兩種新聞的反應也不同，假新聞激起的是恐懼、反感、驚訝，真新聞則是期盼、悲傷、喜悅、
信任。出人意料的是，機器人對真假新聞的傳播助益無分軒輊，表示人類行為的特質才是賦予假新
聞傳播優勢的因子。
參考資料：Vosoughi, S., et al. (2018) 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 Science, 359, 1146-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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