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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號傳奇
台北時間大年初十，美國太空總署（NASA）
正式宣布：火星探測車機會號任務結束。2004
年 1 月下旬，機會號降落火星，幾乎一落地就

開始傳送訊息，距今已超過 15 年。去年 6 月，
火星表面發生大規模的沙塵暴，機會號失聯，
因為漫天沙塵遮蔽陽光，探測車的太陽能板無
法產生足夠的電力。NASA 任務中心的科學團
隊期望天空清朗之後，機會號就能充電「醒來」。
他們在大年初九做了最後一次努力，想聯絡它，
依舊得不到回應，才決定結束任務。
NASA 在 2003 年 6、7 月分別發射了精神
號、機會號兩輛同型的火星探測車，它們都是
「機器人地質學家」（robotic geologists），任務
是蒐集有關火星早期的環境資訊。根據那些資
訊，學者可以判斷當年火星上是否可能出現生
物。因此它們的降落地點都經過審慎評估，希
望發現液態水的遺跡。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2010 年 8 月 4 日，機會號回顧
自己在火星上的車轍。（Credit: NASA/JPL-Caltech）

精神號運作到 2010 年 3 月下旬失聯，在火

星上移動了 7.7 公里。它最初探勘過的地區顯

示，那裡過去曾有火山活動、隕石撞擊，以及熱泉；至少有 6 種不同類型的岩石，其中一種
含有針鐵礦（goethite）─只在有水的環境中才會形成。
精神號、機會號預定的任務期間只有 90 天，沒想到居然分別支撐了 6 年與 14.5 年。機
會號創下了最長的火星地面服役紀錄。現在火星上還有兩具美國的探測器，一是好奇號探測
車，塊頭更大、裝備更多，2012 年 8 月降落，仍然在運作。在我們的新年假期中，好奇號收

到指令前往下一個探勘地點。另一具是「洞察號」（InSight），去年（2018）11 月底成功降落。
NASA 預定明年發射另一輛與好奇號同等級的探測車，因此至少在未來 10 年，科學家能繼續
接收來自火星地面的科學資訊。
參考資料：美國 NASA 網頁 https://mars.nasa.gov/news/8413/nasas-opportunity-rover-mission-

on-mars-comes-to-end/；此外，本專欄過去報導過 3 次關於機會號的新聞如下：375 期（2004
年 3 月），pp. 78-80；417 期（2007 年 9 月），p. 79；469 期（2012 年 1 月），p.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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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改動物製藥
近年製藥業成長最快速的部門是藥用蛋白質，以重組 DNA 技術製造的人體胰島素是大家最熟

悉的例子。現在年營收最高的抗癌藥，前 5 名中有 3 種是單株抗體。非抗體藥用蛋白質數以百計，

包括酶、細胞介素、生長因子、血液蛋白質等。從 2011 年到 2017 年底，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核准了 89 種藥用蛋白質。但是，絕大多數藥用蛋白質的生產成本很高，對病人與公共醫療體系都是
沉重的負擔。
因此以基因工程技術把家畜、家禽轉變為生物反應器（bioreactors）來生產人類蛋白質，成為研
發重心之一。以生物反應器生產的第一個人類用藥，是山羊在生產乳汁的過程中順便製造的抗凝血
酶（antithrombin III），10 年前歐美核准上市。不過以大型哺乳類做生物反應器有幾個限制，例如懷
孕期太長，需要的空間太大、飼料太多。總之，難以量產。此外還有別的困難，例如純化的難易程度，
人類蛋白質在動物體內是否有活性、是否對動物有害等。
於是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院羅斯林研究所的團隊使用母雞做生物反應器。母雞合成蛋白質的能
力很強，60 公克的蛋，蛋白中的蛋白質含量平均有 3.5 公克，而且一隻母雞一年可生 300 顆蛋，更
不要說養雞的成本比家畜低多了。羅斯林研究所的團隊最近公布了初步實驗結果，顯示這是值得繼
續研發的製藥方式。
參考資料：Herron, L. R., et al. (2018) A chicken bioreactor for efﬁcient production of functional cytokines.

BMC Biotechnology, 18, 82.

以基改植物淨化空氣
1990 年代初，科學家發現家裡的空氣受到的汙染比辦公室、學校教室還要嚴重，揮發性有機物
（VOCs）比較多，例如苯、甲醛、丁二烯、四氯化碳、萘、氯仿等，長期置身在那樣的空氣中有害健康，
不在話下。空氣清淨機是最容易想到的治標之道，也有人鼓吹利用植物當自然的空氣清淨機。可是實
驗結果並不理想，例如植物的確可以吸收、代謝甲醛，但是一般的布置與數量並不足以應付淨化室內
空氣之需。此外，同一植物吸收汙染物質（如苯）的能力，不同的團隊估算出的數值有很大的差異。
另一個研發方向是以轉殖基因提升植物的淨化能力，不過必須選擇適當的物種。例如有個團隊
使用菸草，轉殖基因的確把它淨化甲醛的能力提升了幾倍，但是菸草會在室內開花，基改植物的種
子不免會散播出去。
最近，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 3 位學者拿傳說已久的「綠色清淨機」黃金葛做了實驗。

他們把兔子製造細胞色素 P450 2E1（2E1）的基因 CYP2e1（2e1）轉殖到黃金葛中，因為已知 2E1

能氧化許多重要的 VOCs，例如苯、甲醛、三氯乙烯、四氯化碳等。結果，基改黃金葛試管中注入
的苯或氯仿，3 天內就大幅下降，而且一直持續下降。

參考資料： Zhang, L., R. Routsong, and S. E. Strand (2019) Greatly Enhanced Removal of Volatile

Organic Carcinogens by a Genetically Modiﬁed Houseplant, Pothos Ivy (Epipremnum aureum) Expressing

the Mammalian Cytochrome P450 2e1 Gene. Environ. Sci. Technol., 53, 32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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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改雞
羅斯林研究所的團隊正在進行的另一個實驗，是以基因工程技術製造不會感染禽流感的雞。
病毒是寄生物，但是必須利用宿主細胞膜上的特定蛋白質才能侵入細胞。2016 年，英國倫敦帝
國學院的研究團隊以細胞實驗證實，基因 ANP32 製造的蛋白質是禽流感病毒侵入細胞的管道。
要是把細胞基因組的 ANP32 刪去，細胞膜上缺乏那個蛋白質，病毒就沒輒了。現在兩個團隊合
作，以最新的基因編輯技術對 ANP32 基因做微小的改變，使禽流感病毒無法利用它生產的蛋白質
侵入細胞。
現在防疫單位密切監控養雞場、家禽市場的禽流感疫情，是擔心禽流感病毒進入人的生活圈後會
侵入家畜與人體，然後發生突變，最後造成大疫。不懼禽流感的基改雞可以視為防疫的新防線。
參 考 資 料： 路 透 社 網 頁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pandemic-chickens/scientists-make-

gene-edited-chickens-in-bid-to-halt-next-pandemic-idUSKCN1PG007。

天文學與古生物學的交會
化石是古代生物的遺骸與遺跡，但是古生物學家研究的化石遺骸主要是骨骼，軟組織的化石非
常罕見。這個事實以常識就能理解：軟組織容易腐爛，會變成化石純屬因緣巧合，無從預測。
可是法國（里昂）伯納大學的團隊卻發現軟組織化石的形成有天文學的道理可說。原來研究人
員在摩納哥一個 5 億年前（奧陶紀初期）的頁岩層中發現大量保存良好的軟組織化石，更有趣的是，
那些化石在地層中的分布似乎不是隨機的。進一步觀察之後，他們發現，那些化石只出現在 6 個岩
層裡，彼此相距 10 萬年，或 10 萬年的整數倍。

原來那 6 個岩層含有大量鐵礦物，主要是黃鐵礦（硫化鐵），不但會阻遏細菌生長，還能滲入

生物屍體、使軟組織礦化。與那 6 個岩層間隔 10 萬年的岩層，即使沒有發現軟組織化石，也富含

鐵礦物，表示鐵礦物的確是規律出現的自然物質。而那些富含鐵的地層沒有發現軟組織化石，只因
為那些鐵沒有變成黃鐵礦─黃鐵礦只會在缺氧的環境中形成。
那麼當地沉積層為什麼每 10 萬年就會出現大量的鐵礦物呢？法國研究人員推測，可能與地球
繞日軌道的變化有關。
大家都知道地球繞日的軌道是橢圓形，每個橢圓形都可用長軸與短軸計算偏心率。在地球上，
繞日軌道的偏心率會影響四季氣候的差異；偏心率越小，四季越不分明；反之，越分明。在季節變
化最分明的年分，雨量較大，地面遭到的沖蝕較強，流入海洋的鐵礦物也越多，於是沉積層裡的含
鐵量就越高。可是地球繞日軌道的偏心率並不是常數，而有變化周期—正是 10 萬年；那個周期在
5 億年之前就出現了。

要是未來的研究證實摩納哥的發現並不是一時一地的現象，古生物學者就可以用地層年代做為
搜尋軟組織化石的指南了。
參考資料：Like clockwork, The Economist, Jan. 26th-Feb. 1st, 2019, p.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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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貓熊
大貓熊是個演化之謎：牠是哺乳綱食肉目的一員，可是並不「食
肉」。大貓熊與熊同科（熊科），卻不同「屬」。所有大家熟悉的現生
熊都名列「熊屬」，北極熊、棕熊、亞洲黑熊彼此還能雜交。台灣黑
熊是亞洲黑熊的亞種，觀察牠們的食性，就知道牠們其實是雜食動物，
這可能是牠們熬過冰河時代的祕訣。因為牠們有一個兄弟物種─洞熊
─在最後一次冰期氣溫陷入谷底之前滅絕了。學者研究洞熊的化石，
確定牠們是素食者，有人因而推測牠們是因為素食而滅絕的。

大貓熊與熊族不同，是特化的
素食動物―只吃竹子。（圖片來
源：種子發）

大貓熊與熊族不同，牠不只素食，還是特化的素食動物─只吃竹
子。牠們的祖先出現於中新世晚期，食性卻不出格：肉食或雜食。大貓熊今日的食性是什麼時候演
化出來的？怎麼演化出來的？
過去學者推測，今日大貓熊的特化食性是在冰河時代演化出來的。問題在於：食性高度特化的
物種在氣候劇烈變遷的時代最容易滅絕，大貓熊何以能夠綿延不斷？
最近中國科學院院士魏輔文領導的研究團隊，檢驗大貓熊骨骼、牙齒中能夠反映食物內容的碳、
氮穩定同位素比例，發現大貓熊即使到了全新世中期，食物仍非常多元，而且棲息地比現在大多了。
因此大貓熊今日的特化食性可能是人類活動的意外產物。人類活動往往切割野生動物的棲息地，許多
地方的個體因不同的理由而分別消失，倖存者在僅剩的角落中繼續演化，發展出新的適應能力。
參考資料：By the hand of man created? The Economist, Feb. 2nd-8th, 2019, p. 69.

海參遠遊
海參是國人喜愛的食材，因此海參的漁獲量總是呈現大起大落的模式，我們易於直覺地認為那是
過度撈捕造成的自然循環。因為成年海參棲息在水底，牠們雖然可利用管足移動身體，但是速度緩慢，
活動範圍並不大。只有在生命史初期（從受精卵開始），牠們才浮游在水面附近，隨水流或藉其他自
然力量（如風力）散布四方。幼蟲一旦沉入水底，經過變態、轉化為成體，就過起固著的日子了。
可是加拿大的一個研究團隊在北大西洋、印度洋觀察兩種海參物種的擴散模式，發現海參另有
一個迅速遠離棲所的辦法：原來青年與成年海參能夠往體內快速灌水，同時收縮管足，使身體變成
一個浮力很大的圓球，便能脫離固著物漂向遠方。研究人員估計，「定居」在水底的海參以這種方
式擴散的距離，可能不小於幼年期的浮游範圍。
研究人員在實驗室中測驗海參對於幾個變數的反應，發現同胞的密度、海水鹹度，以及海水的
混濁度都會觸發「浮球」反應。因此，海參漁獲量的大起大落可能不是過度撈捕造成的，而是海參
的水底棲息地遭到擾動的結果，例如拖網漁法。
參考資料：Hamel, J. F., et al. (2019) Active buoyancy adjustment increases dispersal potential in benthic

marine animals. J Anim Ecol., 1-13, DOI: 10.1111/1365-2656.12943.

王道還
生物人類學者（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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