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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哺乳類的隱憂
5,000 萬年前，一種像狗一樣的哺乳類回到海洋生活，最後演化成鯨豚。大約同時，與大象祖先
來自同一大家族的一種哺乳類也回歸海洋，結果演化成海牛。2,000 萬年前，一種與熊差不多大的哺
乳類回歸海洋，演化成海豹、海獅、海狗、海象等鰭腳物種。
這 3 大類海洋哺乳動物分別演化出適應海洋生活的獨特方式。海牛以海草維生；海豹與親戚在
深水處獵食，但是回到岸上交配、養孩子。鯨豚的海洋適應最極端，包括氣孔、鯨鬚、回聲定位。
當年達爾文是少數推論海洋哺乳類源自陸生物種的學者，他的證據是解剖學：海豹的鰭肢本是
哺乳類的四肢；鯨魚的氣孔是位移到頭頂的鼻孔。
現代學者分析海洋哺乳類的基因組，發現有些基因演化出新的功能，有些基因則故障、停止運
作。匹茨堡大學的一個團隊便注意到，有些基因在海洋哺乳類中特別容易故障。學者早就知道，海
洋哺乳類的嗅覺很弱，匹茨堡團隊找到的基因不少都與嗅覺有關。但是他們發現，海洋哺乳類最容
易故障的基因是與嗅覺無關的 PON1。

PON1 製造的蛋白質叫做巴拉松酶，因為它可以分解農藥巴拉松。巴拉松是有機磷分子，這

種分子當初是為了製造強力殺蟲劑而開發的，但是它們也可以製造毒氣，例如沙林（sarin）。剔除
PON1 的小鼠對有機磷的毒性特別敏感。大部分海洋哺乳類的 PON1 都故障了，只有幾個物種例外，
例如儒艮（一種海牛）、海豹。
哺乳類的 PON1 顯然不是為了分解有機磷而演化出來的。有機磷是人造的分子，現生哺乳類的

祖先不可能遭遇。十多年前，已有一系列證據顯示 PON1 可能是身體脂肪代謝機制中的抗氧化劑。
餵食高脂食物的小鼠，要是剔除 PON1，動脈硬化的風險較高。血液中巴拉松酶的量不足的人，動
脈硬化、心臟病的風險也較高。
海洋哺乳類為什麼放棄了這個保護機制呢？學者推測，可能是因為牠們已演化出新的脂肪代謝
機制，不過細節還有待研究。
匹茨堡大學團隊現在擔心的是，有機磷是使用最廣泛的農藥，要是有機磷在海洋中逐漸累積，
對於海洋哺乳類會有什麼影響？特別是生活在人境附近的物種，更容易接觸從農田、農場流出的水。
農人施藥之後發生的暴雨，更可能迅速把大量農藥帶到海裡。
研究人員正著手收集相關資料，評估環境有機磷為海洋哺乳類帶來的風險。
參考資料： Zimmer, C. (2018) Marine mammals lost a gene they now may need. New York Times, page

D3, Aug. 1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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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太陽探測器
8 月 12 日星期日，美國太空總署（NASA）發射帕克
太陽探測器。這個探測器會深入太陽大氣，最接近太陽時，
軌道距太陽表面只有 611 萬公里。那裡是太陽大氣的最外

層─日冕，溫度高達攝氏 300 萬度。那正是帕克探測器想
解開的謎：太陽表面（光球表面）只有攝氏 6,000 度，距
熱源較遠的日冕溫度反而高得驚人，怎麼回事？
這個探測器叫「帕克」（Parker），Parker 是姓氏，指
Eugene N. Parker（1927-）。話說 60 年前，1958 年，他 31
歲，仍然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無名教授。他寫了一篇論文，
投給一份天文物理學報，指出太陽會釋放帶電粒子流，他
叫做「太陽風」。學界許多人不相信，那時的主流想法是：
太空就是真空，什麼都沒有。審查論文的人說那篇論文太
荒謬了，主張退稿。帕克就去找主編，因為主編也是芝加
哥大學教授。帕克的辯詞是：審稿人根本沒有指出他的論
文有什麼問題，只是表達了自己的信仰而已，於是主編決
定刊登。
結 果，4 年 後，1962 年 8 月， 美 國 發 射 水 手 2 號 探
測金星，一路上都偵測到能量強大的粒子流，證實太陽風
的存在。帕克太陽探測器是 NASA 第一次表揚仍在世的
科學家。（按，1990 年升空的哈伯太空望遠鏡，表揚的是
Edwin Powell Hubble, 1889-1953。1980 年代初命名時，哈
伯早已過世。）
帕克說一開始他根本無意在研究太陽的科學領域裡鬧

帕克（Eugene N. Parker）
（credit: Janandd
at English Wikipedia, 2007）

革命，他甚至對於太空沒有特別的興趣。他拿到加州理工
學院的博士學位後有意做研究，可是研究職缺太少。他到了芝加哥大學之後，在物理系、天文學暨
天文物理系、費米研究所都有職位。1967 年帕克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此外還得到許多榮譽，
包括 2003 年的京都獎。

帕克對《紐約時報》的記者說，太陽風的點子並不完全是他發明的。早在 19 世紀英國就有業餘

學者觀察到相關現象，後來德國有一位學者指出太陽像彗星一樣，會釋放出微粒。他只是綜合前人
的成果而已。
參考資料： Chang, K. (2018) He predicted solar wind; now, namesake probe aims for a close-up. New

York Times, page A14, Aug. 1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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殭屍基因復活
全世界估計有 17％的人死於癌症，而大象只有 5％。3 年前，美國芝加哥大學、猶他大學的團隊分

別發現，那與 p53 基因有關。p53 是主要的抑癌基因，功能是偵測受損的 DNA ─那可能是細胞癌化的

第一步，然後啟動受損細胞的凋亡機制。人只有一個 p53 基因，與其他動物一樣。大象卻是例外，牠們
有 20 個，因而身體對受損的 DNA 特別敏感，反應特別迅速。

現在芝加哥大學的團隊發現了大象的第二件抗癌武器：LIF6。這個基因由 p53 啟動後，便會生產一

種蛋白質，破壞細胞的粒線體─細胞的發電廠─使細胞死亡。有趣的是，LIF6 是一個復活的殭屍基因。
殭屍基因指基因組裡沒有功能的基因。在基因組的複製過程中，某個基因多複製了一份或幾份，是常見
的事，那些複本可能因為複製錯誤而喪失功能。大象有 8 個 LIF 基因，只有 LIF6 有功能。

研究人員認為，LIF6 大約是在 3,000 萬至 2,500 萬年前復活的，那時大象的祖先與現生土撥鼠差不

多大，不過 4 ∼ 5 公斤，剛走向增大體型的演化之道。增大體型是壯大自己、求生存生殖的王道。可是
身體越大、細胞越多，DNA 複製錯誤的量越高，需要更靈敏的偵錯、除錯機制。體型大又長壽的物種
必須演化出耐操的機制，抑制、淘汰癌化的細胞，復活的 LIF6 正好滿足這個需求。
不過，LIF6 誘發細胞凋亡機制的細節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參考資料： Easton, J. (2018) Reborn gene helps destroy cells with damaged DNA. UChicago News, Aug

14, 2018. https://news.uchicago.edu/story/zombie-gene-protects-elephants-against-cancer.

病毒的神風特攻隊
病毒是寄生生物，任何生物都會被它盯上，即使是超級細菌。噬菌體就是專門寄生細菌的病毒，到
處都有，種類繁多，學者認為噬菌體對於細菌的生態與演化都扮演了關鍵角色。為了反制噬菌體，許多
細菌演化出防禦機制，例如近年備受矚目的分子剪刀 CRISPR，便是細菌對付外來基因的利器。已完成
定序的細菌基因組，約有一半配備了這一免疫機制。病毒的反應則是演化出反制 CRISPR 的基因 acr，
破壞分子剪刀。研究人員已發現許多種 acr 基因，破壞力各不相同。

不過，英國艾克西特大學的團隊發現，即使噬菌體的 arc 破壞力不夠強大，它們仍然可能以合作策

略制服細菌，關鍵在於初始數量。噬菌體發動攻擊時，要是數量夠多，即使無法完全摧毀細菌的防禦，
也能癱瘓那些機制，因此總有一些病毒有機會複製自己。
談到獵食者的合作策略，我們自然而然地想起獅群、狼群，不會想到病毒，那是因為我們不習慣以
基因的觀點理解生命的意義。事實上噬菌體侵入細菌，是為了奪取複製基因的機台。同一批噬菌體通常
是同一具複製機台的產物，它們哪一個能奪得新的複製機台並不重要，只要其中一個成功就能製造大量
複本；因此它們前仆後繼，拚命向前並不出於理性算計，而是生殖的衝動。歸根結柢，生物的身體只不
過是傳遞基因的臭皮囊，噬菌體並不例外。病毒沒有意識，基因「合作」更毋需意識。
參考資料：Second-mover advantage. The Economist, July 21st-27th 2018, pp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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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剪刀安全嗎？
現 在 CRISPR 是 非 常 熱 門 的 研 究 與 生 財 工
具，三不五時媒體就會報導「分子剪刀」、「基因
組編輯」技術的實驗成果或應用機會，甚至臨床
試驗。CRISPR 是細菌演化出來對付病毒的機制，
根據那個機制開發出的技術用來修改（編輯）基
因組，精確、省時又省錢。
對於一些已知是由一個基因造成的疾病，例
如杭丁頓氏症，CRISPR 的受惠者不只是病人本
人，還可能包括他的子孫。據說中國已有癌症醫
院使用基於 CRISPR 的免疫療法─以 CRISPR 修
飾食道癌病人的免疫細胞，再送回病人體內。開

張鋒以 CRISPR∕Cas9 基因組編輯技術的研究貢獻獲
得 2016 年唐獎生技醫藥獎。（圖片來源：http://www.
tang-prize.org/owner_detail.php?cat=11&id=472）

發 CRISPR 的研究機構也紛紛成立以開發應用產
品為目的的公司─用不著說，最終是為了營利。
不過，7 月底發表的一篇實驗報告卻為熱心的投資大眾澆了一盆冷水。原來研究人員發現，
CRISPR 分子剪刀會擾動非目標區，刪除一些 DNA 片段或重組，那些片段可能包括 100 個核苷酸以
上或幾千個。看來這把分子剪刀並不如預期的精確。由於先前的研究已經指出 CRISPR 基因編輯技
術有致癌疑慮，這篇論文無異雪上加霜，一些打著基因編輯旗號的生技公司，股價應聲暴跌。
《經濟學人》的評論倒比較平實，指出創新技術問世初期總不免遭遇重重險阻，時間才是終極考
驗。就 CRISPR 技術而言，那篇論文所使用的方法，內行人早就知道並不可靠。CRISPR 技術的開發
正值現在進行式，各大研究機構以及生技公司都在苦練獨門祕訣。發現某一條路行不通，反而是創
新的動機，必須另闢蹊徑的訊號。
7 月底，英國一個生物倫理委員會發表報告，指出以基因工程技術修飾人類的生殖細胞或胚胎，
未必違反倫理原則。那是因為現有的技術已有阻卻有害基因遺傳後代的潛力，若繼續改善下去，倫
理學家認為需要擔心的不再是個人福祉，而是社會的公平、正義─新技術究竟是擴大了還是縮小了
人間的不平等？
用不著說，在答覆那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確定：任何基因編輯技術都是安全的。
參考資料：Cutting to the truth. The Economist, July 21st-27th 2018, p 64.

王道還
生物人類學者（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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