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新知

喝紅酒保健康？
■王道還

2006

年 11 月 1 日，《自然》期刊的網頁

預防杭丁頓氏症，不過那是以線蟲與小鼠做的實

上發表了一篇研究報告，作者是哈

驗。

佛大學醫學院病理學副教授辛克萊爾（David

辛克萊爾等人的研究，是第一次以哺乳類實驗

Sinclair）與美國國家衛生院老化研究所的研究人

白藜蘆醇對健康的影響。特別是，減重很困難，絕

員。他們發現，餵食垃圾食物（高脂食物）的小

大多數人都失敗，而好吃的食物又太多。要是每天

鼠，服用白藜蘆醇（resveratrol，瘍一譯名是「葡萄

只要吃一顆藥丸，就能隨意吃喝，身體又健康，當

紅醇」），就能與精瘦的小鼠一樣健康，而且效果在

然是天大的好消息。問題在於：我們的身體機轉這

6 個月後就能顯現。

麼簡單嗎？

紅酒裡就有白藜蘆醇，許多植物要是受到壓

所有追求長生藥物的努力必然會失敗。地球上

力，也會製造。科學家相信白藜蘆醇能協助生物應

的生命史大約已有 30 億年，經過這麼長時間的演

付特殊的生理壓力。不過，參與實驗的小鼠每天服

化，生物的身體已經極為複雜。現在以最尖端的技

用的白藜蘆醇劑量，一個人一天喝 100 瓶紅酒才能

術、大量的金錢、人力，我們終於發現身體的機制

攝取到。即使健康食品店賣的藥丸，劑量也嫌太

像一團亂絲。而面對一團亂絲，沒有簡易的拆解辦

小。現在有藥廠打算生產高劑量的白藜蘆醇藥丸。

法。此外，「拆解一團亂絲」只是形容科學家的研

這個實驗結果很引人注意，因為科學家一開始

究工作。就算有些亂絲拆解得開，能不能得到有用

是以酵母菌做實驗，發現酵母菌的壽命因而增加 60

的知識是瘍一個問題。

％。接著是線蟲與果蠅，壽命可延長 30％；然後是

看了這個報導，一頭熱地開始喝紅酒，或是立

魚， 壽命延長 60％。還有證據顯示，白藜蘆醇能

刻去買白藜蘆醇藥丸來吃的人，必然會失望。

□

乳房檢查的新技術
癌，全世界來說，是排名第二的女性癌症殺

乳

房組織比較緻密鞪不容易偵查到癌組織錍韋此外鞪電

手，僅次於肺癌。2006 年 11 月，媒體報導國

腦斷層韹CT錍只能找到 1 公迥以上的腫瘤鞪磁振造

內一位名醫的夫人因乳癌去世，引起各界關切。主

影韹MRI錍轆以找到 0.7 公迥的腫瘤鞪正子斷層造影

要是因為這個例子再度提醒大眾：乳房檢查的診斷

韹PET錍也只能找饌最餐到 0.6 公迥的腫瘤韋而癌組

效力似乎太差。根據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放射腫

織長到 0.1 ∼ 0.2 公迥的時候就會有騃管新生鞪轆提

瘤科賴耿光醫師的說明：

供足夠的營養讓癌細胞繼續繁殖下去韋

乳房 X 光攝影韹mammogram錍敏感度只有 50

因此我們需要發現早期癌組織的技術。目前有

鄛鞪特異性只有 20鄛鞪亞洲婦女比例更低韹因為乳

兩個新的技術，正在實驗階段，效果似乎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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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這種新的乳房攝影技術還在實驗階段，

值得期待。

尚未獲得美國 FDA 批准。現在，乳房 X 光攝影在

第一個：
美國紐約州羅徹斯特大學醫學中心婦女影像診

美國平均花費 80 美元，可是以這種新技術檢驗要

斷部主任歐康內爾（O'Connell）的團隊，正在實驗

幾百美元。

一種新的 X 光乳房攝影技術，靈敏度非常高。這種

第二個：

技術叫做錐形光束（cone beam）電腦斷層攝影術，

在美國，乳房組織切片檢查的結果，80 ％是

以這種方法檢驗，既舒適，掃描區域也比較大，包

良性。也就是說，儀器檢驗的特異度很低，造成不

括肋骨與腋下，靈敏度比目前使用的乳房 X 光攝影

必要的侵入性檢驗。例如 MRI 很靈敏，比乳房 X

技術高。

光攝影靈敏多了，但是缺乏特異性。美國俄亥俄州

根據歐康內爾主任，目前使用的乳房 X光攝

一個醫學中心的巴爾（Richard Barr）醫師正在評估

影，即使是最高明的醫師，也有 15％的失誤率，而

一種新型的超音波技術，這種新型超音波檢驗叫做

且緻密的乳房組織比較不容易偵查到癌組織。以新

elasticity imaging，能有效分辨良性組織與癌組織，

技術照出的影像是立體的，目前的乳房 X光攝影技

方便篩檢病人，據說敏感度高達 100 ％，特異性 99
□
％。

術得到的影像則是平面的。此外，這種新技術的輻
射量與現有的乳房 X 光攝影技術一樣。

牙周病與胰臟癌
年 11 月，美國癌症研究協會瘌開

一次，研究人員在資料庫中找到 216 位罹患胰臟癌

癌症預防會議，哈佛大學公衛學院

的人，把吸菸、糖尿病、肥胖、運動、飲食等因素

的研究團隊發表了一篇報告，指出牙周病與胰臟癌

都考慮進去之後，最後發現有牙周病病史的人，罹

有關聯。這是他們分析了一個長期研究計畫蒐集的

患胰臟癌的風險比一般人高 63 ％，比從不吸菸的

資料得到的結論。（這個研究已進行了 16 年，共有

人還高。

2006

52,000 名男性醫師提供資訊，主要研究目的是發現
生活模式與癌症、其他慢性病的關聯。）

因此，牙周病與胰臟癌的確有關聯。也就是
說，有牙周病的人，無論是否吸菸，都必須擔心罹

在過去，研究人員已經發現牙周病與胰臟癌有

患胰臟癌的可能。不過，這個發現並不是說牙周病

關聯，但是他們認為那個關聯是吸菸習慣建立起來

引起胰臟癌。而是說，有牙周病的人，要預防的疾

的。換言之，牙周病與胰臟癌都是吸菸的結果。這

病包括胰臟癌。

□

駱駝奶是健康食品

印

度有個地區受乾旱之苦，政府為了振興經

牛奶的 3 倍，鐵質較多，維生素 B、不飽和脂肪酸

濟，鼓勵養殖駱駝，取奶賣給旅館、觀光

都比較高，還可以降血糖。

痳。印度政府正在鼓吹駱駝奶與駱駝奶冰淇淋的好
處。根據印度的官方資料，駱駝奶中的維生素 C 是

過去 10 年，當地居民由於生活貧困，養殖的
駱駝數量已經少了一半，現在不到 40 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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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運動傷害

科

學家發現，兒童在激烈運動中

（例如籃球、足球、曲棍球等），

即使身穿防護裝具，胸口也禁不起重
擊。問題主要出在心臟。青少年的心臟
若遭到重擊，也許會發生心室震顫，有
性命之憂。
研究人員的數據是：1995 年以來，
182 病例，平均 15 歲，47 ％在正式運動
圖片提供馱李男

中（或練習，或在比賽中），其中 39 ％
有護具。其他的 53 ％，發生在遊戲性質
的運動中，或在家附近的活動。
這個研究提醒我們：青少年運動時
的護具應提高安全標準。此外，青少年應接受特別

課程，辨認這類問題，以及學習急救方式。

□

睡眠與腦子

睡

眠是個生物學的謎，現在我們還不清楚生物

利用機會補充睡眠，例如到了週末，許多人就比較

為什麼要睡眠，只知道：長期剝奪睡眠會造

晚起。

成嚴重的健康問題。以哺乳動物做實驗，例如老

可是仍然有人在大力宣傳睡眠的正面辭能。例

鼠，剝奪睡眠三、辯個星期後，就足以造成死亡。

如有人認為，在睡眠中，腦子裡神經元新生的機制

但是科學家也發現，長期減少睡眠，對於健康

運作得比較順暢。用白話文來說，就是睡眠是腦子

與認知能力的影響並不大，也就是說，人的適應力

補充神經元的機會。剝奪了睡眠的老鼠，腦子裡的

其實相當強。而
且，身體也會

新生神經元比較少。
而百憂解之類的抗憂鬱藥，可以促進腦子裡神
經元新生的機制。瘍一方面，遭遇各種壓力的老
鼠，腦子裡神經元新生的機制也會遭到壓抑。
因此，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科學家就設
計了實驗，想弄明白剝奪了睡眠的老
鼠，為什麼腦子裡新生的神經元會減
少。研究人員設計的實驗情境，使
老鼠無法熟睡，一熟睡就會驚
醒。同時，他們還測量老鼠體

圖片提供馱李男

內一種壓力荷爾蒙的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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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

這個研究團隊再以切除了腎上腺的老鼠做同樣

結果，他們發現，無法熟睡的老鼠，要到 72 小

的實驗，這些老鼠體內的壓力荷爾蒙在實驗期間一

時之後，腦子裡新生的神經元才會顯著減少；24 小

直維持恆定。結果，老鼠無法熟睡 72 小時之後，

時之後，並沒有什麼變化。同時，老鼠體內壓力荷

腦子裡產生神經元的機制並沒有受到壓抑。換言

爾蒙的濃度，在剝奪睡眠 72 小時後，是 24 小時後

之，睡眠不足不會直接壓抑神經元的新生機制，長

的3倍。因此，長期剝奪睡眠的後果是壓力荷爾蒙升

期的壓力才會。剝奪睡眠的直接後果是造成壓力，

高。壓力荷爾蒙升高後，腦子裡新生神經元的機制

再由壓力導致各種身心障礙。

□

才受到壓抑。

老年人也需要運動

《應 一 篇 研 究 報 告 ，

用生理學學報》剛發表

討論適當的做法。一年後，兩組都減重 7.7 kg。可
是，運動組的肌肉、體力、一般健康狀況，

指出年紀大的人若想

都比較好。
這個研究提醒我們，儘管減

主。這個研究是以

重是件好事，但是減重涉及

五、六十歲的人做

的問題並不單純。例如

的。科學家把這些人
分為兩組，分別以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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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重，應該以運動為

減重之後，身體肌肉
受到的壓力也減輕

動與控制飲食的方法減
重。他們每個星期分別與運動教練、營養師會面，

了，因此肌肉可能因
為減重而變得衰弱。

□

另一種男性避孕藥

醫

師早就發現，控制高血壓的藥及控制精神分

的機率並不高。

裂的藥，會使男人無法射出精子。最近科學

參與研發的科學家預料女性會歡迎這種藥，因

家已經弄清楚其中的分子機轉，原來是輸精管的平

為女性早就受夠了獨自負擔避孕責任的重擔。不

滑肌受到藥物的影響無法收縮，因此不能釋放精

過，目前一切還言之過早，因為這藥還沒有進入人

子。

體實驗階段，對男性的性機能是不是有影響，還不
現在，英國倫敦國王學院的研究團隊，正在設

清楚。更難以預料的是，這種藥要求男人改變行

法利用這個分子機轉發展男人用的避孕丸。這種避

為，記得天天吃藥。即使實驗成辭，若想推廣這種
□
藥，也不易克服這一困難。

孕丸由於不涉及荷爾蒙，不會影響男人的性辭能。
而且，科學家預料這種藥物不會導致永久性的機能
變化，停藥以後，釋出精子的機能就會恢復。這與
男性結紮的原理有些類似，只不過男性結紮後恢復

王道還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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