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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克服時差？
跨越好幾個時區的長途飛行會造成兩種健康
問題：一種是疲倦，另一種比較棘手，就是時差，
結果人的身、心能力都無法正常發揮。明年 8 月
奧運將在日本東京舉行，來自歐美非的運動員都
必須設法克服時差導致的身、心失調，才好展現
實力。於是澳洲中央昆士蘭大學兩位研究睡眠與
生理時鐘的專家把相關知識整理出來，方便運動
員規劃因應方案。其實有些內容對大眾也有用。

跨越時區的長途飛行會造成疲倦及時差問題產生。
（圖片來源：種子發）

一般而言，身體生理時鐘的周期是 24.2 小
時，因此必須受環境的晝夜周期（24 小時）校正。而身體的許多生理、心理變項都與生理時鐘掛鉤，
如睡∕醒周期、核心體溫周期等。
在睡前兩小時內，體內褪黑激素的濃度便開始上升。習慣晚上 11 點上床睡覺的人，身體在 9 點

後便開始分泌褪黑激素了。7 小時之後，也就是凌晨 4 點，他的核心體溫會降到最低點。要是他從矽
谷西向飛到台北，他的身體開始為睡覺做準備的時候，台北才中午，你說那有多難受？因此西向飛行
後，必須使生理時鐘的運行慢下來。而東向飛行，例如從台北到矽谷，必須使生理時鐘加速運行。
偏偏生理時鐘不像鐘錶，可以任意調整、立即生效。調整生理時鐘的可行方案有三：適度光照、
服用褪黑激素、運動。
適度光照：在最低核心體溫之前 12 小時接受適度光照，可以把生理時鐘撥慢；最低核心體溫

之後 12 小時接受適度光照，可以撥快生理時鐘。3 ∼ 6 小時效果最大；時間越長、光線越強、光
波越短（偏藍）效果越好。

褪黑激素：傍晚時分服用褪黑激素（身體開始製造褪黑激素之前一、兩小時，核心體溫降到最
低之前數小時），有撥快生理時鐘的效果。在早晨服用，效果則相反（在習慣的起床時間之後一、
兩小時，核心體溫降到最低之後數小時）。好消息是，光照與褪黑激素的效果可以加成。
運動：在核心體溫降到最低之前 9 小時，進行中上激烈程度的運動 1 小時，可以撥慢生理時鐘；

在核心體溫降到最低之後 9 小時，同樣的運動量可以撥快生理時鐘。

至於坊間流傳的處方，效果無法一概而論，例如抵達目的地之後盡可能多曬太陽。多曬太陽對
西向旅人有幫助，但是對東向旅人就可能「幫倒忙」。東向旅人也應該多曬太陽，但是要講究時機：
中午之前應避免，中午之後則無妨，多多益善。
參考資料：Roach, G. D. and C. Sargent (2019) Interventions to minimize jet lag after westward and

eastward ﬂight. Front. Physiol., 31 July 2019, https://doi.org/10.3389/fphys.2019.0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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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龍的孵育所
1922 年，紐約的美國自然史博物館組織中亞考察
團到中亞調查哺乳類（包括人類）的起源地，結果在
戈壁沙漠發現了恐龍與恐龍蛋化石。此後，戈壁沙漠
就成為著名的恐龍化石產地。

古生物學者復原的恐龍巢（有些卵已孵化）
（圖片來源：種子發）

最新的發現是，加拿大一個古生物學團隊在戈壁
沙漠找到了一個集體孵育場，占地 286 平方米（合 86.5 坪），包括 15 個巢，合計 50 顆蛋，那些恐

龍生活在 8,000 萬年前。現生動物中，與恐龍最親近的是鳥類與鱷魚，牠們有一些會建立集體孵育
場。現在看來這種行為早就在恐龍中出現了。
過去我們把恐龍視為爬行類，以現生爬行類做為想像恐龍的模型，因此總以為恐龍並不群居，
沒什麼社會生活。直到 1960 年代末，透過一群新世代古生物學者的努力，恐龍在大眾心目中的形
象才開始蛻變。1990 年代，〈侏羅紀公園〉電影系列把恐龍的新形象生動地呈現在大銀幕上，因而
深入人心。
其實過去古生物學者也發現過恐龍的「集體孵育場」，例如美國蒙大拿州的慈母龍遺址。但是
同一地層中的恐龍蛋，可能是不同的（或同一頭）恐龍媽媽先後生產的。而這次加拿大團隊的發現，
有明確的地質學證據支持那些蛋是在同一個繁殖季節產下的。
參考資料：Lambert, J. (2019) Dinosaurs nested in groups. Nature, 571, 308-309.

分離哺乳類精子新法
哺乳類的性別由一對性染色體的組合決定，XY 是雄性，XX 是雌性。雄性生殖細胞─精子─
有兩種，一種攜帶 X 染色體，另一種 Y 染色體，而雌性的生殖細胞只有一種。結果是，受精卵的
性別由精子決定。要是能把 X 精子與 Y 精子分離開來，便能控制受精卵的性別。這種技術有非常

高的經濟價值，例如養殖乳牛，當然希望牛仔大部分是雌性；而養殖肉牛的農場，更歡迎雄性牛仔，
因為去勢的雄性生長得比較快。
最近日本廣島大學教授島田昌之的團隊開發了一種新技術，分離 X、Y 精子的效率高、成本低

又方便。原來 X、Y 染色體大小不同，基因數量也不同。X 染色體上有兩個基因，它們製造的受體

要是以藥物鎖定，就會影響 ATP 生產。ATP 是細胞的能量通貨，要是減產，便會降低細胞的活力

─例如活動力下降。換言之，這一藥物能把 X、Y 精子分離開來，因為它只會影響 X 精子的活動力。
更妙的是，這個藥物並不會干擾精子的授精能力。
參考資料：Davis, N. (2019) Sperm separation method may allow sex selection in IVF. The Guardian,

Aug. 13,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19/aug/13/sperm-separation-method-may-allowgender-selection-in-i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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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盤中沒有細菌
腸道菌群對身心健康的重要性，是近二、三十年的熱門研究題材，因此人體腸道菌群的來源也
成了大家感興趣的問題。胚胎在發育初期並沒有微生物寄生，可是斷奶之後的幼兒，腸道菌群的組
成便與成人差不多了。事實上，新生兒來到人世後第一次排便，已經有不少微生物。那些微生物是
何時、如何進入胎兒身體的？由於檢驗胎兒腸道內容物有明顯的困難，學者轉而檢驗胎盤與羊水。
然而最近 5 年發表的檢驗結果卻彼此牴觸、莫衷一是。這個情況有一部分可歸咎於技術困難，
因為位於健康孕婦、健康胚胎之間的胎盤、羊水即使有細菌，濃度也不可能像成人的口腔或腸道一
樣。因此，研究人員即使在胎盤、羊水中發現了微量的細菌，如何確定它們不是來自汙染？確保檢
驗器材零汙染極為困難，因為汙染源極為多元（包括空氣）又防不勝防，即使標注了「已經過滅菌
處理」的檢驗器材都可能已受到汙染。
最近，英國劍橋大學一個團隊檢驗了 537 名婦女的胎盤，同時在檢驗技術上下了特別功夫，結
論是：健康孕婦的胎盤裡沒有細菌。因此，胎盤不會是新生兒腸道菌群的來源。
參考資料：Egata, N. S. (2019) No bacteria found in healthy placentas. Nature, 572, 317-318.

非洲巨蛙
歌利亞蛙（Conraua goliath）生活在西非喀
麥隆與赤道幾內亞境內，是體型最大的現生蛙，
不計後腿，體長可達 34 公分，重 3 公斤。這種
巨蛙名氣很大，可是學界對牠們的了解並不多。
最近德國與喀麥隆的專家因為反覆接到獵人通
報，說這種巨蛙會築巢產卵並守護蝌蚪，於是產
生興趣，組成團隊到喀麥隆一條河的河岸調查。
結果研究人員在 400 公尺的一段河的兩岸，

發現了 22 個歌利亞蛙的巢。那些巢可分為 3 型，
第 1 型是河床上露出水面的岩石上的小水窪，其

中的雜物、垃圾都已清理乾淨；第 2 型是河岸邊
現成的沖蝕淺池，雜物、垃圾都清理乾淨了，並

歌利亞蛙生活在西非喀麥隆與赤道幾內亞境內，
是體型最大的現生蛙。（圖片來源：種子發）

可能進一步擴大過；第 3 型則是在河岸礫石、砂

層挖出的水窪，周圍堆積了較大的礫石阻擋河水。研究人員在 14 個巢裡發現了卵；有一個，從其
中的蝌蚪判斷，雌蛙產過 3 次卵。田野相機還證實了成蛙會在夜間前來守護。

研究人員推測，由於建巢工作是費力的事，包括挖掘、清理、維護，也許歌利亞蛙是為了因應
那一需求才演化出巨大體型的。
參 考 資 料：Schäfer, M. et al. (2019) Goliath frogs build nests for spawning - the reason for their

gigantism? Journal of Natural History, 53, 1263-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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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婦蛛
寡婦蛛是蜘蛛綱的一屬，包括三十多個
物種，分布在世界各地。「寡婦」是綽號，指
的是雌性會在交配後吃掉雄性，把自己變成
寡婦！其實那只是傳說，雄性寡婦蛛成熟後，
性命之憂主要出現在尋覓異性的過程中，而
不在交配之後。
例如澳洲黑寡婦（Latrodectus hasselti），

成年雌性黑寡婦蜘蛛（Latrodectus hesperus）腹部呈亮黑
色，並有一個紅色的沙漏狀斑記。（圖片來源：種子發）

雄性在找到雌性交配之前，死亡率超過 8 成。
那是因為雄性無法預測雌性所在的地點與時
間，而必須離開自己的舒適圈四處奔波、蠅營狗苟，一路上難免碰上獵食者。雌性倒是可以駐守在
一安全地點，以蛛網散發招徠雄性的費洛蒙。
於是首先趕到的雄性首要之務是破壞蛛網，阻止其他雄性前來競爭，然後再以特定的儀式表明
來意。不然，雌性的確有可能把前來求偶的雄性當成墜入蛛網的獵物吃掉。這類事件很可能就是「寡
婦」傳說的基礎。
那麼雄性究竟是如何偵察到雌性的？最近加拿大一個團隊專注於這個問題，得到了有趣的結論。
雄性尋覓雌性的線索有兩個可能來源，一是自己偵察到的資訊，例如雌性的費洛蒙。可是完全依賴
自己偵察到的資訊可能不切實際，因為偵察行動會令自己暴露在諸多風險之中。而且即使察覺雌性
釋放的費洛蒙，也會因為各種環境因素─如風向、地形─無法正確定位雌性。
另一種資訊來自競爭對手─同種其他雄性的動向以及活動遺跡─因為所有的成年雄性都在尋覓
雌性交配。不過，競爭對手洩漏的天機也許只意味著捷足先登、名花有主，相見恨晚、不如不見。
因此研究人員預測，雄性會避免跟蹤其他雄性。
加拿大團隊卻發現，美洲黑寡婦（Latrodectus hesperus）的雄性願意追隨競爭對手的足跡，亦步
亦趨，甚至途中接收到雌性的招徠訊號也不改其志。原來雄性一路上會留下蛛絲─以備萬一的「安
全索」。利用其他雄性遺留的蛛絲，不必自己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奔走起來借力使力，不啻草上飛，
趕到雌性結網地點可能還不遲。因為雄性找到雌性之後不會立即交配，跟蹤者可能後來居上，至少
有奮力一博的機會。何況雄性寡婦蛛為爭奪異性而鬥爭是常態。
研究人員推測，雄性使用這種策略的物種可能比過去推測的還要常見。在人的世界裡使用這種
策略的例子，我們最熟悉的大概是各種暢銷商品的山寨版吧。
參 考 資 料：Scott, C. E. et al. (2019) Male black widows parasitize matesearching effort of rivals to

ﬁnd females faster. Proc. R. Soc. B, 286, 2019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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