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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實是最上策
要是你撿到了一只皮夾，其中有聯絡資訊，但是沒有錢，你會不會聯絡失主？再設想另
一個情境：這只皮夾裡不只有聯絡資訊，還有鈔票，你的態度會不會因而改變？要是會改變，
理由是什麼？還有，要是撿到皮夾的是其他人，他們的決定會是什麼？
誠實是推動世界運轉的力量。在社會中，人與人若沒有一定程度的信任，社會就會分崩
離析。這是常識，因此學者對誠實非常感興趣。不過，大部分的研究都在實驗室進行；而且
已發表的研究，實驗對象多是比較富裕而且受過教育的西方人。
最近美國密西根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組成的團隊花了幾年時間觀察真實的世界：到世
界各地以當地人做實驗對象，合計 40 國，355 城市，17,303 人。首先，研究助理到銀行、博
物館、警察局等公共場合，匆匆把一只皮夾交給接待人員，說是在附近街道上撿到的。皮夾
中有 3 件物事：名片（有姓名與 e-mail 地址）、家用品採購單（以當地文字寫的）、一把鑰匙。
可是，有些皮夾裡還有錢：價值 13.45 美元的當地貨幣。然後就是等待：收到皮夾的仁兄會
不會聯絡失主？
結果，40 國之中有 38 國，有錢的皮夾回收率比沒有錢的皮夾還高：51％ vs. 40％。當然，
各地之間有很大的差別，例如北歐國家的歸還率最高，亞洲、非洲最低。但是每個國家之內，
兩組之間的差異卻保持穩定：有錢皮夾的歸還率比無錢皮夾的歸還率高，大致在 11％左右。
這是一開始的實驗結果，於是研究人員再挑了 3 個國家做實驗（波蘭、英國、美國），塞入
了更多的錢（價值 94.15 美元）。結果歸還率上升到 72％（13.45 美元的皮夾 61％；沒錢的皮
夾 46％），誘惑越大越誠實？
這個結果顯然與研究人員預期的不合。一開始，美方研究人員找了 299 名志願者，都是
美國人，請他們預測實驗結果。大多數人認為：皮夾裡的錢越多，越可能遭到「沒收」。研
究人員也找了 279 名頂級經濟學者詢問同一問題，他們的答案並不比眾多路人甲準確多少。
這大概出自老於世故的長者傳授的處世之道：「防人之心不可無。」
可是結果卻反映了另一個有力的行為動機：為所當為。過去幾十年，最熱門的演化生物
學問題之一便是「利他行為」的演化。我們甚至願意為了萍水相逢的人犧牲自己的利益，這
一普世行為與價值是怎麼演化出來的？生物學家、人類學家仍在辯論。當年經濟學鼻祖亞當．
史密斯對自利心與公益的關係，做過發人深省的討論，仍是這一辯論的重要靈感之一，他今
日的徒子徒孫反而對這一人性光輝缺乏信心，教人不能無憾。
參考資料：Money doesn’t make the world go round. The Economist, June 22nd-28th, 2019, p.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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鱂魚的散播之「道」
生物的地理分布是支持演化論的證據之一。分布
範圍不是重疊便是毗鄰的物種，親緣關係比較密切，
因為牠們本是一家人。但是有些物種在當地像是天外
飛來，鄰近地區根本找不到親戚物種，牠們是怎麼來
的？種子與孢子可以透過空飄、水送的方式傳播到遠
方異域，是常識；沾附在飛鳥身上也能達到同一目的，

有些鱂魚是受歡迎的觀賞魚。牠們的胚胎在
逆境中能夠暫停發育，因此可以郵寄給顧客。
（圖片來源：種子發）

有的植物種子甚至禁得起鳥兒消化道的折磨。1855 年
達爾文便做過實驗，想知道植物種子在長期浸泡海水之後是否仍然能夠萌發。他懷疑洋流是植物長
途散播的途徑之一。
去年，巴西研究生修瓦（Giliandro Silva）在野外採集的南美天鵝糞便標本中發現了一粒胚胎已
成形的鱂魚卵。那是個意外，因為當時他搜尋的是植物種子與無脊椎動物。鱂魚有上千個物種，許
多生活在邊緣棲境中，例如水體變化很大、容易乾涸的池塘；牠們存活的時間不長，可是牠們的胚
胎能夠抵禦乾旱。有些鱂魚是受歡迎的觀賞魚，牠們的胚胎甚至可以郵寄。因此修瓦懷疑南美天鵝
也能夠把鱂魚胚胎傳送到遠方。
於是修瓦到動物園，把兩種本土鱂魚的胚胎混到天鵝飼料中，然後守候兩天，收集糞便。結果
他們發現了 5 粒看來完整的卵，回收率約 1％。在實驗室中，那 5 個胚胎有 3 個繼續發育，但是最
後只有 1 個孵化，小魚看來悠哉悠哉，沒受過驚擾。

參考資料：Silva, G. G. Silva, et al. (2019) Killiﬁsh eggs can disperse via gut passage through waterfowl.

Ecology, https://doi.org/10.1002/ecy.2774.

秋行軍蟲
秋行軍蟲是一種夜盜蛾（Spodoptera frugiperda）的幼蟲，發育期間會大量啃食禾本科（如水稻、
甘蔗、玉米）、菊科、十字花科等多種農作物，造成嚴重經濟損失。這種夜盜蛾原產於美洲熱帶地區，
有很強的遷徙能力， 2016 年起，散播至非洲、亞洲各國。今年 1 月出現在雲南；然後是台灣。

5 月，美國農業部的報告指出：中國沒有秋行軍蟲的天敵。但是中國的專家不同意，他們正

在積極尋找秋行軍蟲的天敵，例如小繭蜂科（Braconidae）的寄生蜂便以另外兩種夜盜蛾幼蟲為宿
主，牠們是秋行軍蟲的兄弟物種（sibling species）。最近雲南的實驗顯示，中國土產的蠍蝽（Arma
chinensis）（半翅目）會以秋行軍蟲為食物。這種蠍 蝽常見於棉花田、大豆田，會捕食多種鱗翅目
害蟲，早已是研究重點。
此外，巴西以基改玉米對抗秋行軍蟲，據說也頗有成效。只是基改作物的主要阻力是政治，不
是科學，有理說不清，因此避而不談成了最上策。
參考資料：Silver, A. (2019) China seeks predator to stop voracious caterpillar. Nature, 570, 28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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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狗別吃
木糖醇（xylitol）是一種代糖，甜度與蔗
糖相當，但是熱量只有蔗糖的 6 成，是合法
的食品添加劑，口香糖（泡泡糖）常用它代
替蔗糖。所謂「無糖」食品，指的是不含蔗糖，
但是得仔細閱讀仿單才知道它有沒有添加木
糖醇。狗主人對這一點必須特別注意，因為
對狗兒來說木糖醇是毒藥。
木糖醇一進入狗兒體內，吸收特別快，
並立即刺激胰臟釋出胰島素，於是狗兒的血
糖急速下降，整個過程只需要 10 分鐘到 1 小
時。要是不及時補充血糖，可是會要命的。
木糖醇中毒的症狀包括：嘔吐，以及因為血
糖太低而導致的結果，如活動量下降、虛弱、

木糖醇是合法的食品添加劑，可是對狗狗來說卻如毒
藥，會造成血糖過低。（圖片來源：種子發）

走路不穩、行動不協調、摔跤，甚至抽搐。
愛貓族不必擔心木糖醇，理由有二：一、貓的生理與狗不同；二、貓不像狗那麼愛甜食。
參考資料：美國 FDA 網頁：Paws off Xylitol; It’s Dangerous for Dogs, https://www.fda.gov/consumers/

consumer-updates/paws-xylitol-its-dangerous-dogs

糞便移植造成的感染
6 月 13 日，美國 FDA 公布了兩名病例，其中一名已經死亡。他們接受了他人捐贈的糞便，移

植到自己的腸道中，因而感染超級大腸菌（能抵禦抗生素的大腸菌）。於是 FDA 下令，目前正在進
行中的臨床試驗一律暫停，直到主持實驗的人提出證據：證明他們能夠預防這一類感染事故。
異體糞便移植是治療嚴重腸道疾病的方法，特別是治療困難梭狀桿菌感染導致的腹瀉。人感染

後，可從無症狀或輕微腹瀉（無併發症），到嚴重腹瀉、大腸炎、毒性巨結腸症等，還可能造成敗
血症，甚至死亡。醫院中依賴大量抗生素維生的病人，特別容易因而嚴重腹瀉。糞便移植的目的是：
使病人腸道菌群恢復正常組成，以改善症狀。根據臨床經驗，有些病人的病情會立即改善。但是這
一療法並未得到 FDA 批准，仍屬實驗療法，因此有些醫療團隊提出正式申請，期望 FDA 批准。

至於 FDA 公布的兩位病例，現在只知道他們都使用同一位捐贈者的糞便，而糞便中含有超級

大腸菌，不怕抗生素。捐贈者其他的檢體也檢查出了同一種超級大腸菌。兩名病例都是同一臨床實
驗的病人。根據美國法律，醫療團隊有義務通報 FDA；FDA 也有義務警告大眾，但是不得洩漏細節，
妨礙隱私。
參考資料：Grady, D. Fecal transplant is linked to a patient’s death, the F.D.A. warn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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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吃紅肉？
少吃紅肉、多吃白肉是流行的保健常識，據說可以預防心臟病。可是美國加州一個團隊以實驗
證明，這個說法有待商榷，因為紅肉、白肉（雞肉）對血液膽固醇的影響是一樣的，都比同樣份量
的植物蛋白質高。研究人員還發現，含有飽和脂肪酸的食物都會提升血液的膽固醇濃度，無論食物
中的蛋白質來自肉還是植物。這個實驗的關鍵在於：控制食物中的飽和脂肪酸含量，再觀察不同來
源的蛋白質對於血液膽固醇的影響。
因此宣傳多吃白肉以降低膽固醇，顯然是無稽之談。至於白肉能不能預防心臟病，是另一問題。
因為促成心臟病的因子有許多個，血液膽固醇只是其中之一。搞不好白肉在其他方面有特異功能，
亦未可知。
研究人員從實驗結果還發現，攝取大量飽和脂肪酸會提升一種低密度脂蛋白（LDL）粒子的濃
度─這種 LDL 粒子較大，而且與心血管疾病的關聯比較小。較小的 LDL 粒子與心血管疾病的關聯
比較大。比起素食，紅肉、白肉提升的 LDL 大粒子較多。一般體檢中的 LDL 檢驗，反映的也許主
要是大粒子 LDL 的數量，因此不免高估肉食與飽和脂肪酸的風險。

總之，這個實驗提醒我們，營養生理學的許多細節仍有待爬梳。
參考資料：Bergeron, N. et al. (2019) Effects of red meat, white meat, and nonmeat protein sources

on atherogenic lipoprotein measures in the context of low compared with high saturated fat intake: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Am. J. Clin. Nutr., 110, 24-33.

塑膠汙染
塑膠廢物越來越多，塑膠汙染也越來越嚴重。2015 年，全球塑膠廢物的量高達 49 億公噸（占

所有塑膠產品的 60％）；估計到 2050 年，將高達 120 公噸。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塑膠微粒已滲入
食品工業生產線。
於是加拿大一個團隊蒐集過去的研究資料，估計美國食品、空氣、飲水中塑膠微粒的量，以推
算一般美國人一年攝取多少塑膠微粒。研究人員考察的商品包括海產、糖、鹽、蜂蜜、酒，以及飲
水（自來水與瓶裝水）。以官方建議的攝取量為準，算出一般美國人因而攝取的塑膠微粒一年高達
4 ∼ 5 萬之間，視年齡、性別而定。若把空氣汙染算進去，估計值將上升到 7.4 萬至 12.1 萬之間。
要是只喝瓶裝水，每年另外加 9 萬（光喝自來水的人只要加 4,000）。

總之，空氣汙染、瓶裝水、海產是主要的塑膠微粒來源。來自鹽、自來水、酒的塑膠微粒占的
比率最低，因為它們的攝取量相對而言比較低。
整體來說，在美國，拒絕瓶裝水是避免塑膠微粒最有效的對策。不過，這並不能解決塑膠汙染
的問題，減少塑膠廢物才是釜底抽薪之計。
參考資料：Cox, K. D. et al. (2019) Human consumption of microplastics. Environ. Sci. Technol., 53,

7068-7074.

王道還
生物人類學者（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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