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報告
2018–11

基因體科技於農業及能源之發展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財團法人中技社(CTCI Foundation) 於 1959 年 10 月 12 日創設，以「引進科
技新知，培育科技人才，協助國內外經濟建設及增進我國生產事業之生產能力為
宗旨」。初期著力於石化廠之設計與監建，1979 年轉投資成立中鼎工程，承續工
程業務；本社則回歸公益法人機制，朝向裨益產業發展之觸媒研究、污染防治與
清潔生產、節能、及環保技術服務與專業諮詢。2006 年本社因應社會環境變遷的
需求，在環境與能源業務方面轉型為智庫的型態，藉由專題研究、研討會、論壇、
座談會等，以及發行相關推廣刊物與科技新知叢書，朝知識創新服務的里程碑邁
進，建構資訊交流與政策研議的平台；協助公共政策之規劃研擬，間接促成產業
之升級，達成環保節能與經濟繁榮兼籌並顧之目標。
本著創社初衷，為求對我們所處的環境能有更深的貢獻以及協助產業發展，
對國內前瞻性與急迫性的能源、環境、產業、經濟、社會等不同面向的議題，邀
集國內外專家進行研究探討。為了廣為周知，特將各議題研究成果發行專題報告，
提供產官學研各界參考。
本專題報告係由臺灣大學盧虎生教授擔任召集人，主要邀請中央研究院賀端
華院士、余淑美院士、吳金洌特聘研究員，台灣大學林彥蓉教授、洪傳揚教授、
沈偉強教授、劉嚞睿教授，中興大學葉錫東教授/院士、黃介辰教授，成功大學張
嘉修教授、吳意珣副教授，清華大學沈若璞副教授，交通大學藍宜錚副教授，中
山大學李澤民教授、農業科技研究院杜清富正研究員、洪子淵副研究員，食品工
業發展研究所朱文深副主任，以及中華經濟研究院林桓億主任、許仁弘輔佐研究
員共同主筆，由本社發行。

發 行 人：潘文炎
主
編：王釿鋊、盧虎生
主要作者：賀端華、余淑美、葉錫東、林彥蓉、洪傳揚、杜清富、
沈偉強、劉嚞睿、吳金洌、張嘉修、黃介辰、李澤民、
吳意珣、沈若璞、蘭宜錚、朱文深、洪子淵、林桓億、
許仁弘
執行編輯：郭博堯、許湘琴、邱炳嶔、劉致峻
發 行 者：財團法人中技社
地址 / 106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97 號 8 樓
電話 / 886-2-2704-9805
傳真 / 886-2-2705-5044
網址 / www.ctci.org.tw
本社專題報告內容已同步發行於網站中，歡迎下載參考
ISBN：978-986-97218-7-5

財 團 法 人 中 技 社

2018-11

序
基因體技術的大躍進，帶動全球農業生技產業蓬勃發展，根據 ISAAA 2017
年發表的數據，基改作物的種植面積由 1996 年的 170 萬公頃增加到 2016 年
的 1.851 億公頃，成長了一百多倍；全球傳統種子產業也從 2001 年約 110 億美
元，每年持續增長，到了 2014 年，產值已達約 290 億美元。不僅種子產業，其
他如畜產、水產養殖、畜產用的益生菌、農作物用的微生物等需求仍然是逐年上
升，也帶動的產值逐年攀升。
為了促進產業升級，政府於 2016 年提出 5+2 產業創新計畫，其中「新農業」
、
「綠能產業」「循環經濟」等項目，和應用農業生技、能源生技等次領域均有密
切相關。2016 年 6 月，行政院提出「食安五環」政策來提升食品安全。其中第一
環是「源頭控管」，農藥與動物用藥管理列在其中；農委會在 2016 年 12 月發布
10 年內農藥減半；立法院在 2018 年 5 月三讀通過「有機農業促進法」
，我國農業
將朝自然、有機、友善等農法栽培管理生產作物，以邁向永續農業。以上政策須
仰賴農業生技的進步來實現，而基因體科技又為目前農業生技之主流技術，特別
是基因編輯技術近年發展迅速，具有研發成本低廉、開發時程快速之優點。也因
為基因編輯技術能夠帶來更精準有效率的農業改良技術，使農作物更能抵抗天然
災害，也更適應氣候變遷，將為農業發展帶來新的契機。
有感於基因體科技發展至今，已然開啟了一個新的紀元，對農業與能源的影
響劇增，故本社特別邀請台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盧虎生院長協助規劃本專報
之編撰，以及多位學研界經驗豐富之學者專家協助撰稿。探討過程中也承蒙美國
在臺協會的協助，邀集多位國外專家，共同辦理一場研討會，讓本專題報告內容
更加豐富。希就基因體科技對農業與能源之影響進行研析，提供社會大眾與相關
單位之參考。
本報告特別感謝盧虎生院長、賀端華院士、林彥蓉教授、林桓億主任、朱文
深副主任、洪子淵副研究員等各篇召集人，參與多次工作會議及整合各篇專題報

告等工作，以及所有參與本專題報告撰寫工作的國內專業學養及經驗俱豐專家學
者；也要感謝撥冗參與所有會議之產官學研專家學者與單位代表，提供許多寶貴
意見，與毫無保留的經驗分享，讓一切順利完成，在此一併致上萬分謝意。

財團法人中技社 董事長
潘文炎
2018 年 12 月

主編序
由於氣候變遷，天然災害發生頻率增加，因此強化農業生產與糧食供應系
統已成為世界各國重視的議題。現階段農業所面臨的挑戰包括糧食安全 (food
security)、氣候變遷 (climate change)、自然資源缺乏 (scarc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和糧食損失 (food waste) 等面向，而「基因體科技」在過去幾年進步速度非常快，
可望作為上述農業生產與糧食問題的解決方式之一。近年來基因工程與基因定序
技術的迅速發展，許多突破性的創新研發成果亦陸續孕育而出，例如
CRISPR/Cas9 技術、分子育種技術等。除了研發成本較過去更為低廉，更可避免
因導入外源基因所帶來的健康及環境風險，因此受到各國的矚目。也因為基因編
輯技術能夠帶來更精準有效率的農業改良技術，使農作物更能抵抗天然災害，也
更適應氣候變遷，將為農業發展帶來新的契機。
基因體技術的發展將因為技術進步，未來會帶來更多新興育種產物，目前
已有許多不含外源基因的基因編輯產物即將上市，不僅讓各國主管機關在管理上
面臨挑戰，現有的基因改造生物管理法規應如何因應技術進步而進行調整，各國
主管機關都已開始在討論，可能會因應新技術的發展，對管理範圍進行調整。產
業發展上，由於基因編輯技術可大幅縮短研發時程及降低研發成本，已有一些中
小型生技公司開始崛起，為產業帶來新的發展與變革。
本專報的編撰，乃中技社基於公益法人的角色及非官方的立場，邀請多位
學研界經驗豐富之學者專家，共同規劃並撰寫「基因體科技於農業及能源之發展」
專題報告，藉此提供新世代基因體技術在農業及能源領域應用之最新知識，也蒐
集了最新的產業發展與國際法規管理趨勢，期望能夠對於科學研究、技術發展、
產業發展、法規管理等面向，提供一份完整的資訊與分析資料，讓各界能夠獲得
最新、最詳盡的知識。本書篇章及撰稿學者專家分工如下：
第壹篇為「基因體工程技術全面回顧」，敍述基因及基因體的內涵，回顧近
20 年來植物基因改造的成果，以及使用 DNA 進行分子輔助育種的方法；本篇特
別邀請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賀端華院士協助規劃與彙整本篇內容，
並敬邀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余淑美院士、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葉錫東教
授/院士、臺灣大學農藝學系林彥蓉教授/系主任等學者主筆闡述。
第貳篇為「 基因編輯於農林漁畜之應用與發展」
，分析基因編輯技術應用於
農業之技術發展現況與應用潛力，探討領域包括植物、畜產動物、微生物、益生
菌應用於畜牧生產及漁業等；本篇委由臺灣大學農藝學系林彥蓉教授/系主任協
助規劃與彙整本篇內容，並敬邀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洪傳揚教授、農業科技研究
院動物科技研究所杜清富正研究員、臺灣大學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沈偉強教授

/系主任、臺灣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劉嚞睿教授/所長、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
物學研究所吳金洌特聘研究員及其團隊李雅雯及黃信傑等主筆闡述。
第參篇的「 基因工程技術於能源之應用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
，詳細介紹各
類細菌與藻類對於能源應用方面的技術現況與相關產品，此外也針對基因編輯對
於能源作物的最新應用技術與潛力進行剖析；本篇承蒙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張
嘉修講座教授協助規劃與彙整本篇內容，並敬邀交通大學生物科技系蘭宜錚副教
授、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沈若樸副教授、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黃介辰教授/副
院長及其團隊成員金煒智及劉憲霖、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吳意珣副教授、中山
大學海洋資源學系李澤民教授、臺灣大學農藝學系林彥蓉教授/系主任及其團隊
成員謝葦勳及郭舒孟等學者主筆闡述。
第肆篇為「 基因編輯於農業領域運用之潛在效益探討」
，嘗試從社會經濟的
角度，以蒐集市場訊息與經濟相關文獻的方式，從社會經濟面向來分析基因編輯
技術之市場潛力及未來所要面對的挑戰；本篇邀請到中華經濟研究院科技政策評
估研究中心林桓億主任及其團隊成員溫芳宜、許仁弘博士、留浩洋及戴卉姍等專
家共同完成本篇內容。
第伍篇為「國內外基因體工程相關法規掃描與探討」，深入剖析各國對基因
編輯技術管理現況，分析基因改造產品開發趨勢並探討產品個案，期望從法規管
理面向了解國內外基因體工程產品之發展；本篇由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盧
虎生院長擔任召集人協助本篇之編撰，並敬邀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朱文深副主任
及林奐妤博士，以及農業科技研究院產業發展中心洪子淵副研究員及陳南宏副研
究員共同主筆完成本篇內容。
最後第陸篇「新世代基因體技術之機會與挑戰」，則由中技社能源暨產業研
究中心協助彙整各篇結論，並透過議題研討過程所舉辦之研討會及座談會，收集
整理各界專家學者之看法與建議，提供面對新世代基因體技術之相關建議，供各
界參考。

盧虎生 院長
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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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摘 要
一、前言:問題及目標
近年來新世代生物科技迅速發展，CRISPR/Cas9 技術、分子育種等基因編輯
技術陸續成熟，除了研發成本較過去更為低廉，更可避免因導入外源基因所帶來
的健康及環境風險。由於新技術與過去所認知的基改技術不同，現有的基因改造
生物管理法規是否需要調整，以因應技術變革帶來的新產品，已成為各國主管機
關目前所面臨的挑戰。除了技術與法規面之外，更因基因編輯技術使研發時程縮
短、成本降低，已有一些新的生技公司開始崛起，也有一些不含有外源基因的基
因編輯產物已然上市，政策與法規應如何制定，促成新興生物科技產業發展，亦
將是未來各界溝通協調的重點。
本專題報告將蒐集技術發展、產業應用、市場分析及法規管理等面向之最新
資訊，提供給各界參考。本報告也嘗試從技術進展、國際法規現況等資訊中，分
析新世代基因體科技之對於政府管理、產業發展、社會經濟的影響與面臨挑戰，
作為政府在政策推動與法規管理的參考依據。
二、研究範圍及內容
本專題報告首先透過基因體工程技術全面回顧，從目前技術的進展，以及可
能發展的領域進行介紹。接下來將從農林漁畜的應用與發展，詳細介紹各領域目
前的技術、應用案例、未來發展等面向，讓大眾能夠了解基因編輯技術在農業上
的應用潛力。能源應用方面，介紹了國內外以各種細胞工廠(cell factory)轉化生物
質料源為生質燃料的技術，以及利用基因工程與基因編輯技術進行效能優化的技
術進展。除了技術之外，也透過蒐集市場訊息與相關文獻的方式，來分析此一生
物技術在未來所要面對的挑戰與市場潛力。最後，收集目前各國對基因改造作物
之定義與管理方式及對基因編輯技術的管理態度，並綜合國際研討會之國內外專
家意見後，對新技術之管理規範、產業發展、民眾溝通等範疇提出相關建議。
三、結論
目前 CRISPR/Cas9 方法已成為基因編輯之主流技術，經由基因編輯應用於育
種，可以協助解決人類現階段面臨的四個面向挑戰：提高產量以維持糧食安全、
韌性品種選育以因應氣候變遷、強適應品種以面對自然資源貧乏，和延長保存期
限以減少糧食損失，目前已有水稻、小麥、洋菇、馬鈴薯等案例。畜產動物應用
基因編輯技術，則因載體構築簡易及容易降低脫靶現象，主要應用於改善畜產生
產效率及產品品質、已成功地應用於經濟動物之育種，以改善牛奶品質和豬肉品
質、豬的抵抗力、人畜共同傳染病的防治、和改善動物福祉。在水產養殖上，具
有生長促進、生殖調控、免疫及病害控制、環境適應和生技醫藥研究等應用。微
生物應用上，微生物農藥和微生物肥料的開發，有助於農作物提升產量與促進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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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友善；基因編輯技術改造益生菌具有安全而穩定的特性，有助於促進家畜的生
長、提升飼料之利用率和預防疾病，期望益生菌可以取代抗生素的使用。歸納基
因編輯技術對於農業的助益，包括促進產業發展、減少農藥與動物用藥、減少對
人類健康的風險，但仍需注意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利用基因工程與基因編輯技術，對各式細菌及藻類進行性能優化，篩選出能
夠將生質物或碳源轉換為各式燃料的高效能細菌或藻類，主要產出的燃料包括氫
氣、甲烷、酒精、丁醇、燃油等。能源作物包括玉米等大宗作物，多數用於生產
生質酒精、生質柴油等燃料，利用基因編輯技術將同物種相對應之基因導入各具
發展潛力的生質能源作物中，達到提升產率及永續耕種的目標，此舉已是生質能
技術的發展趨勢。
新興基因編輯技術的發展順利與否，將取決於各國對其規範的鬆緊程度，美
國、中國對於基因編輯產品採相對開放積極且寬鬆的態度，因此相關的生技公司
已逐漸崛起，而歐盟則偏向保守。而其他各國因基因編輯技術蓬勃發展，已陸續
著手修正管理規範。目前大多數國家對於基因編輯衍生產物的管理規範仍在討論
中，應密切注意國際法規管理的動向，尤其我國是糧食進口國。從過去的基改產
品管理的經驗及各國產業發展情況來看，主管機關在面臨制定新技術之管理規範
或需要解釋法規時，不僅要考量與既有法規是否牴觸，若過度保守很有可能會扼
殺新技術的發展與創新，也有可能因新技術的特性造成管理規範不易執行。
最後，透過研討會與座談會收集各界意見後並綜合各篇結論，分析新技術的
推動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探討技術新穎性、食品安全管理、環境影響、產業發
展、農民、生質能技術的進展、消費者溝通等面向。其中，法規管理的嚴格程度
將影響產業的發展，如何讓產業能夠生存，應是訂定法規時需考量的因素之一，
而產業是否蓬勃發展，亦會與人才培育、科學研究、經濟發展等有密切的連結。
生質能是我國追求能源安全的選項之一，基因工程又是目前生質能發展的主流方
向，我國生質能的發展路徑也值得主管機關加以規劃。最後，消費者溝通仍是法
規調整上最需要克服的事情，科學家與產業界如何向大眾說明技術原理與科學證
據，讓消費者能夠接受新技術，將是一大挑戰。
四、改善對策及建言
綜整專題報告及國際研討會討論內容後，以下針對新世代生物科技所面對的
關鍵議題，提出相應的建議：
(一) 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議題：氣候變遷造成的高溫與缺水，對糧食生產造成威
脅，農業生物科技的發展是確保糧食安全的命脈。台灣應在優良農業技術的
基礎上，積極投入新世代生物科技的研發，確保在極端氣候下，台灣仍有能
力維持自身的糧食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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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質能技術評估與規劃：在全球能源安全、減碳、降低空汙的需求下，生質
能產製技術及作物的研發依然具有相當優勢；新世代生物科技已使生質能源
的生產與應用具有經濟可行性。在我國能源多元化政策、減碳及降空污的推
動上，需根據國際趨勢，對於進口或自產自銷策略進行再評估與規劃。
(三) 法規管理需建立專業諮詢平台，並考量產業發展：新世代生物科技將對農業、
生質能源開發造成革命性的影響，以科學證據為本的管理思維是開創新興生
物產業的必要條件。政府各部會在制定或調整相關規範時，宜諮詢專業領域
的意見，考量產業發展、技術研發、人才培育、國際接軌等面向，避免過度
嚴格的管理，遲滯發展創新生物科技的機會。
(四) 與糧食進口國之法規接軌：台灣為糧食進口國，尤其是大豆、玉米等大宗農
作物，對於新世代生物科技法規管理的考量除了社會接受度外，也應參考其
發展趨勢及各類農糧供應國家的法規規範，避免基改、非基改產品的認定不
一，造成市場管理及標示的困難。
(五) 加強對農民與消費者溝通：面對新世代生物科技的迅速發展，行政部門應用
積極正面的方式與農民及消費者溝通，農民可運用新技術提高農產品之產品
價值，增加收益，而藉由政府的把關，也可讓消費者購買安全無虞的產品，
使產業發展朝正向發展。

財團法人中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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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篇 基因體工程技術全面回顧
召集人
賀端華院士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研究所
生物的性狀都受到內在遺傳及外在環境的影響，在 400 多年前歐洲的科學家
就了解基因的觀念，基因是遺傳的基本單位，生物體的性狀都由特殊的基因來調
控。譬如個子高的父母，有很大的機率生出個子高的兒女，在農業上的動植物亦
然。因此人類的老祖宗在一萬年前剛開始發展農業時，就知道維持好的品系才有
好的後代；同時老祖宗也觀察到農業動植物偶爾會產生非預期的突變，但突變的
性狀也可以一代代遺傳下去。雖然遺傳的觀念已被一般人接受很久，但實際過程
並不為人所了解。直到 20 世紀初期，科學家才了解絕大部份的遺傳物質為 DNA，
而 DNA 的化學成分及三維結構，也在 1950 年代初期有充分的了解。基本上 DNA
是化學聚分子，可用各種化學方法做一定修飾，因此在 1970 年代發展出重組 DNA
技術。而植物轉殖技術，在 1980 年代由生技產業及學術機構共同研發成功，發
展出所謂的基改植物，如抗除草劑的大豆及抗蟲害的玉米。但也因為近年來基改
技術蓬勃發展，一般社會大眾認為基改可能對環境及健康造成衝擊，而無法完全
了解及接受。在本篇中，我們邀請 4 位專家以最深入簡出的方式敍述基因及基因
體的內涵、近 20 年來植物基因改造的成果、以及使用 DNA 為依據來改良育種方
法 (分子輔助育種)，讓讀者可以了解育種及基因改造的共同性與執行上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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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植物基因及基因體
賀端華 曾怡潔 林婉琦 林孟淳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研究所
一、基因、蛋白質及表徵
地表上所有生物，包括動植物及微生物都含有遺傳物質，而絕大部份的遺傳
物質都為 DNA (去氧核醣核酸)。在 DNA 上的遺傳訊息需經轉錄(Transcription)
的過程成為 RNA(核醣核酸)，RNA 再經轉譯(Translation)過程將其資訊轉為蛋白
質上的氨基酸(amino acid)序列，如圖 1.1.1 所示。而蛋白質為生物體內的酵素及
結構形成所需，因此 DNA 所包含的遺傳資訊，可掌控生物體的功能、結構及發
育。DNA 的基本結構為磷酸和五碳醣的聚合物，每一個五碳醣都可以再接上一
個鹼基，DNA 上共有四類鹼基：A、T、C、G (Adenine, Thymine, Cytosine 及
Guanine)(圖 1.1.2)，如同電腦編碼儲存程式資訊一般，藉由不同的鹼基排序將資
訊儲存於 DNA 中。ATG 通常為蛋白質合成的啟始訊號，TAA 為蛋白質合成的終
結訊號之一，因此鹼基序列的測定對了解一生物體的功能非常重要。DNA 組成
的資訊稱為基因，因此不同的基因會有不同的 DNA 鹼基序列，通常一個基因具
有二大部份：啟動子(promoter)和編碼區(coding region)。啟動子區域負責控制基
因啟動表達的時間(發育時期)和地點(組織細胞)，編碼區含有製造蛋白質的序列
資訊，以三個鹼基為一組，藉由轉譯的過程可以對應出蛋白質中的一個氨基酸，
如 AAA 可以引導成離胺酸，ATG 可引導成色胺酸，許多的氨基酸組成最終的蛋
白質。所以編碼區的資訊可以主導蛋白質的合成，而啟動子則為控制編碼區表現
的開關，這就類似於屋內的電燈及其開關，電燈為編碼區，而開關為啟動子，二
相配合即可讓一特殊基因表現應有的功能，且受一定調控，因此 DNA 中的鹼基
序列是遺傳物質上最重要的訊息。

圖 1.1.1 DNA 與生物體性狀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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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及五
碳醣相間
之聚合體

DNA

RNA

蛋白質

四個不同的鹼基
圖 1.1.2 DNA 結構與複製及 DNA 資訊由轉錄之 RNA 及 RNA 轉譯至蛋白質的過程
不同生物中的 DNA 含量都不相同，通常病毒的 DNA 最小(有些病毒含有
RNA)，大概只有幾個基因，細菌則有數百個基因，但高等植物、動物及真菌則
有數萬個基因(表 1.1.1)，在細胞分裂的過程中，DNA 訊息透過自我複製的方式
保留在生物體中。每個基因各司功能，當醶基序列有所改變時，生物體的性狀跟
著改變，就是所謂的突變，因此 DNA 序列在細胞分裂時都需要非常精準的複製。
大部份的 DNA 都以雙股方式存在，這二股 DNA 透過醶基的配對而有互補的性
質，A 與 T 配對，G 和 C 配對(如圖 1.1.2)，當細胞分裂時，雙股 DNA 會分開成
單股，而每一單股都做為新合成 DNA 的模板(template)，因此 DNA 複製後形成
二組新的雙股 DNA，皆與原來細胞中相同，這也是為何生物特性可以遺傳下一
代的分子基礎。以上述編碼為例，AAA 編碼可以引導成為蛋白質的離胺酸，當
環境改變或其他因素造成 DNA 序列改變，第一個 A 因突變而變成 G 時，GAA
編碼引導成穀胺酸進入蛋白質，蛋白質的特性改變了，該生物的特性也受到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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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常見物種的基因體大小與基因數目

DNA 醶基序列的資訊需經過轉錄(transcription)的過程，造成相對的 RNA (核
醣核酸)，而 RNA 上的鹼基序列跟單股 DNA 上的鹼基序列正好互補，唯一差別
是 DNA 上的鹼基 T，在 RNA 上為一相似的鹼基 U (U 與 C 的結構非常類似)，形
成的 RNA 經過一定的修飾過程會提供一蛋白質合成的資訊，這些資訊被細胞內
專司蛋白質合成的核醣體(ribosomes)解碼後，產生由氨基酸組成的蛋白質。如上
述每 3 個 RNA 上醶基組成一個遺傳密碼(genetic code)，對應出一個蛋白質的氨
基酸，由於 RNA 具有 4 種不同鹼基(A、G、C 或 U)，因此每一個遺傳密碼共有
64 種組合。蛋白質中只有 20 個不同氨基酸，因此有些氨基酸可以透過數個不同
的遺傳密碼被轉譯出來。一個高等生物如植物藉由 DNA 序列的資訊合成出數萬
個不同的蛋白質，而這些蛋白質是執行新陳代謝的酵素，或是組成細胞結構的必
需分子，也可能是作為調控細胞內物質的因子。因此任何鹼基序列突變都會影響
細胞及生物個體的特性，所以 DNA 的改變會對生物體的功能及結構發育造成很
大影響。
在農業方面，過去幾千年來，所謂的育種也就是基於這個原理而執行，雖然
DNA 的分子生物學在過去 50 年才有所了解，但基因造成表徵的改變，於 150 年
前奧地利修道士孟德爾(Gregor Mendel)所發展出的觀念。孟德爾在修道院中種植
豌豆，發現豌豆有一些特殊的性狀，如種皮圓滑或帶有皺紋，豌豆的株高及種子
顏色，因為讓豌豆雜交繁殖，遺傳特性得以保存下來，使之領悟出有特殊因子控
制這些性狀，即後代所謂的基因(圖 1.1.3) ，直到 1930 年代科學家才了解遺傳物
質為 DNA，但到 1950 年初期，才因為華生(James D. Watson)及克拉(rancis H. C.
Crick)的研究工作，了解現代 DNA 的結構，開啟了日後以 DNA 為基礎的分子遺
傳學。如圖 1.1.3 以控制種皮性狀的基因為例，造成圓皮碗豆的基因為 AA，由於
A 基因 DNA 序列的改變形成 a 基因，具有 aa 基因的碗豆表現出皺皮性狀，圓皮
與皺皮碗豆雜交後形成 F1 子代(Aa)，再透過 F1 子代彼此雜交後產生 F2 世代，
F2 子代具有三種基因型 AA、Aa 和 aa，比例分別為 1：2：1，對應種皮狀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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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3 圓皮：1 皺皮，因此驗證了這些特殊因子(基因)據有遺傳性且控制生物的表
徵。農業育種透過雜交，選擇性留下具有特殊表徵的子代再進行雜交，控制表徵
的基因型因此被保留下來，最後育出現代具有高經濟價值的農作物，例如玉米、
萵苣和紅蘿蔔等就是很好的例子(圖 1.1.4)。

圖 1.1.3 孟德爾的豌豆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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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 重要農作物的演化

二、基因體學、蛋白質體學及表徵體學
在過去幾十年來，有許多基因的功能都已逐一被研究，並得到許多有用的資
訊；然而各基因間也會有所互動，因此複雜性相當高。傳統的遺傳分析及基因功
能研究，往往著重於單一基因到單一蛋白質，再到單一表徵(phenotype)的變化。
此種作法雖然可對單一基因的功能有深入探討，但不易評估基因間的互動，往往
有見樹不見林的問題，且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這樣的做法，並不如研究整個
基因體(Genome)/蛋白質體(Proteome)/表徵體(Phenome)來得有效率。
在 1990 年後期，因 DNA 鹼基序列定序技術有重要的發展，可以迅速且完整
的定出細胞中所有的 DNA 序列。而西元 2000 年以來，由於 DNA 定序技術的準
確 度 提 升 及 高 通 量 化 (High-throughput) ， 讓 全 基 因 體 定 序 (Whole genome
sequencing)變為可能。目前人類的基因體及許多農業動植物的基因體序列都已完
全解序；而解序後的物種，其基因在染色體上的位置也陸續被鑑定。核酸定序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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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改進，除了確認 DNA 序列外，亦可用於檢測 RNA 表現。透過 cDNA 微矩
陣晶片 (Microarray chip)以及 RNA 定序等轉錄體學 (Transcriptomics)技術，可以
同時得知數千至數萬個基因，在特定處理下受到誘導的程度。從此研究遺傳資訊
不需逐一研究單一基因，而是觀察整體基因體序列組成及表現，即為基因體學
(Genomics)。然而基因體的大小，未必和基因數目成正比(表 1.1.1)，因此研究基
因間的大規模互動，需要將基因體學與其他研究方法整合。
除了得知基因體的變化外，細胞內蛋白質組成的變化，也同樣重要。除了基
因體學的發展外，蛋白質的高通量分析也逐漸起步。可經由二維電泳、高效液相
層析，輔以質譜儀等工具，分析生物體內所有蛋白質的表現；近來亦有高通量蛋
白質定序之技術開始發展，可一次得知大量蛋白質的胺基酸序列，做出更準確的
鑑定(Swaminathan et al., 2018)。這些技術大為提高蛋白質研究的效率，此即為蛋
白質體學(Proteomics)。
因為蛋白質是形成生物結構所需，亦包含許多生物代謝酵素，因此基因體和
蛋白質體的互動，會對生物的表徵造成巨大的影響。表徵體學的研究，在生物醫
學及作物品種改良上非常廣泛，例如傳統的作物育種，事實上也可以看作一種表
徵體的初步觀察；而藉由表徵的改變，我們也可以得知所開發的藥物處理，是否
可以增加動植物對疾病或逆境的抗性。如何更有系統的觀察及整合生物的形態及
功能，找出與品種改良及抗性相關的表徵，即為表徵體學(Phenomics)所著重的焦
點。
目前體學(omics)層級的研究，被生物學家普遍認為是較有效率的研究方法
(Manzoni et al., 2018)。而體學同時也節省了篩選出重要基因所需的時間，為單一
基因功能之深入研究，做出了許多貢獻。體學的分析，有賴於蒐集大量基因表現
及表徵變化的資訊，並以電腦分析輔助，才可釐清基因體、蛋白質體及表徵體之
間的複雜關係。
三、植物有性及無性繁殖
高等生物的 DNA，在細胞分裂時會將原本鬆散的 DNA 聚合成染色體。一
般高等植物都有 2 套染色體，一套來自父體，另一套來自母體。當二倍體植物成
熟開花結果時，有些二倍體的細胞會進行減數分裂，形成一倍體的花粉及一倍體
的卵，如為自交植物則雌蕊可以接受自身產生的花粉，完成有性生殖；但雜交植
物則需接受其他個體的花粉，傳播花粉有多種方式，不外乎以昆蟲授粉或物理方
式如風力、水力來授粉，達成有性生殖。每一次進行有性生殖，都會有父本和母
本的遺傳物質的交換，可增加後代變異。換言之，每次有性生殖都有數萬個基因，
於雜交後從一親本轉至另一親本，這類大量基因轉殖是自然界常見的現象。在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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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方面常使用的雜交玉米，即為一很好的例子，雜交後代的玉米植株高度較親本
高，產生的玉米粒也特別多且飽滿，目前全世界幾乎所有的食用玉米皆為雜交玉
米(圖 1.1.5)。

圖 1.1.5 雜交玉米與純系玉米的關聯
但大部分植物也可以進行無性生殖，幾乎植物所有體細胞，如根、莖、花、
葉等，都具有全能性(totipotency)，可以在人工培養基上進行分裂，長出大量無特
定組織細胞群體，稱為癒傷組織(callus)。這些癒傷組織在適當的植物荷爾蒙誘導
下可分化成莖和根，即可移殖到大田，與一般植物無異。這種生產方式無需經由
減數分裂產生卵及花粉，因此無性生殖的後代，與材料來源的植物有完全相同的
遺傳特質，在農業及園藝上，可以確保作物品質的一致性(圖 1.1.6)，如紅玫瑰經
無性生殖產生的後代將 100%開紅花，與來源植株完全相同。
在自然界也常有所謂水平基因轉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HGT)，或稱側向
基因轉移(lateral gene transfer, LGT)，指遺傳物質在不同基因組之間的傳遞。不同
於稱為垂直基因轉移(vertical gene transfer)的有性生殖，生物體藉由水平基因轉移
可打破物種界限(species boundaries)將遺傳物質傳遞給其他物種，而非其子代。水
平基因轉移是普遍發生在原核生物的現象，提供物種快速改造基因及促進演化的
方式，例如細菌抗生素抗藥性的獲得。水平基因轉移亦可發生在真核生物之間以
及原核生物與真核生物之間。例如綠葉海蛞蝓(Elysia chlorotica)，雖然本身無法
行光合作用，卻可藉由攝食藻類的葉綠體，並利用其葉綠體基因進行光合作用達
數月之久，其中的機制亦包含藻類的核基因直接嵌入海蛞蝓的核基因中(圖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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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mpho et al., 2008)。例如寄生於植物的根瘤線蟲(Meloidogyne incognita)，其所
具有分解植物細胞壁酵素基因來自細菌基因的水平轉移(Danchin et. al., 2010)。另
一個細菌基因水平轉移至真核生物的例子為植物病原細菌農桿菌(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在感染寄主植物過程中農桿菌會將其 Ti 質體上的 T-DNA 片段轉移
至植物細胞核並且插入植物染色體。T-DNA 上可攜帶一定的外源基因，因此被
改造為基因轉殖載體廣泛運用在植物基因工程(Bock, 2009)。而植物間的水平基
因轉移則經常是透過彼此間密切接觸的過程，例如嫁接時不同物種的砧木與接穗
之間細胞的直接接觸，或者寄生植物如菟絲子產生吸器(haustoria)穿透至宿主植
物的維管束，再經由原生質絲(plasmodesmata)傳遞遺傳物質(Gao et. al., 2014)。

圖 1.1.6 植物組織/細胞培養–仙履蘭的無性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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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7 綠葉海蛞蝓:可進行基因側向轉移之動物
(圖片來源: PNAS November 18, 2008 105 (46) 17867-17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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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因改造
余淑美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基因帶著生物遺傳的資訊，存在生物體的每一個細胞當中。基因可以透過複
製的過程，將遺傳資訊傳遞給下一代。基因也透過製造出蛋白質，直接或間接地
影響生理表現，從而控制生物的性狀表現。動物之所以是動物、植物之所以是植
物，都是由基因所決定的。生物演化過程中，基因會因自然突變而發生改變，此
種基因自然改變經過長時間漸進演變。而現代生物科技發達，也可利用人為方法
在很短時間之內去改變基因。基因改變將導致不同生物的生理或型態逐漸變化而
產生新種。
一、 自然及誘導突變
基因突變是指細胞中的遺傳物質（通常指存在於細胞核中的去氧核糖核酸
DNA）發生改變，包括單個或多個核酸或染色體的改變、缺失、重複或異位插入
（圖 1.2.1）。原因可能是細胞分裂時基因的複製發生錯誤、或受化學物質、輻
射線或病毒入侵所造成。因此，基因突變可能因為自然發生或受人為誘導而發
生。

圖 1.2.1 造成基因或遺傳突變的原因
(一) 自然突變
基因突變在生物界中普遍發生，無論是低等生物還是高等動植物及人，都可
能發生。自然突變是指不經任何人工處理，在自然生長條件下基因所產生的突變。
不好的突變如人類的色盲、糖尿病、白化病等遺傳病。但有些突變易被人們注意、
保留和利用。例如，果樹的矮化、貓狗的外型、花卉及鳥禽羽毛顏色的變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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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條件下，温度劇變、自然幅射和環境污染等，都是自然突變的原因。此外，
生物本身所處的狀態，如性别、年齡、健康狀况，也可能引起基因突變。
基因自然突變，通常發生率極低。當一億到十億個細胞一起分裂時，其中大
約只有一個會出現失誤，突變率大概百萬分之一。但若環境中有人為誘變的物理
及化學因素，則突變率大大的提高。
(二) 誘導誘變
基因突變也可以誘導，誘變因子（圖 1.2.2）包括：
1. 物理性：例如過量的高能放射線(X 光或紫外線)，其強大能量會破壞 DNA
的結構與鍵結,或甚至是切斷 DNA 的一部份而造成缺失。因此如胸腔 X
光檢查一年只能照射一次，就是為了避免因 X 光而造成人體的傷害。此
外，紫外線指數只要超過 5-6 級以上就要注意，7-9 級已是過量，會對 DNA
造成破壞。人類的基因發生突變，會提高得到癌症的機率。
2. 化學性：例如尼古丁、農藥、甲烷、疊氮化納、藥物或食品中所含的添
加劑（例如熱狗、香腸或臘肉中含的亞硝酸鹽）會破壞 DNA 結構或混進
DNA 中並擾亂其排列順序。作物育種常用的秋水仙素，可誘發基因體多
倍性，植物體積較大、較強壯及有較高的生長速度；誘發單倍體的花粉
快速產生二倍體，加速育種；產生三倍體無籽西瓜等，產生新品種。
3. 生物性：例如跳躍因子在基因體中隨意插入，或離開攜帶幾個核酸而再
度隨意插入基因體中不同部位。病毒或細菌噬菌體也會複製核酸而插入
寄主基因體中。

圖 1.2.2 誘導突變常用的誘變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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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變通常會導致細胞運作不正常或死亡，甚至在動物及人類引發癌症。基因
突變是多方向、隨機的，大部分突變都對生物不利。不理想的突變會因對生物不
利而被淘汰，但是有利的突變則可能受到自然界長期的篩選被保留而累積下來。
因此基因突變也被視為生物演化的「推動力」。目前自然界存在的生物幾乎或多
或少都經過基因突變及物競天擇而存活下來，因此現代與古代生物在形態有了非
常大的改變。
二、傳統雜交，育種及新品系的建立
傳統作物育種，是在作物不同的基因型個體間進行授粉雜交，並在其雜交後
代中透過重複的回交篩選而育成純系品種（圖 1.2.3），這是人類幾千年來的作
物育種方法。現代生物科技進步，對於改良作物，有了較快速、有效率且準確性
高的方法，就是去尋找同種或不同種作物表現比較好的基因，經過複製及剪接，
插入要改良的作物的基因體中，就可以讓作物表現出更好的性狀，這就是基因工
程（genetic engineering）的基本原理（圖 1.2.4）。

圖 1.2.3 傳統作物育種，不同品種雜交後代透過重複的回交篩選而育成純系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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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4 基因工程將同種或不同種作物的基因，經過複製及剪接，插入要改良的
作物的基因體中（水稻圖片採自國際稻米研究中心 IR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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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傳統雜交與基因工程兩種育種技術均會改變作物的基因組成，二者之間
的差異。
傳統雜交育種

基因工程育種

分離及瞭解基因 不需要瞭解基因功能，只要有 需要先分離及瞭解基因的功
功能
好農藝園藝性狀，就當育種親 能與農藝、園藝性狀的關係。
本。
轉移基因數目

數以萬計的父母本基因混合， 僅轉移 2-3 個基因。
在子代中，即使經過不斷回
交，最後仍有相當數量的不同
親本基因混合在子代中。

育種時間

需相當長時間（6-9 年或更長） 短時間內（2-3 年）可獲得純
重複回交以排除不需要甚至不 品系，因不會移轉不需要甚
好的基因，較不易獲得純品系。 至不好的基因。

基因來源

受限制，基因轉移通常只限於 不受限制，基因可在不同生
同一生物品種之間。
物品種之間轉移。

經濟性

費時、費工、費錢，預期改進 省時、省工、省錢，預期改
性狀需要較長時間的選種和觀 進性狀較早獲得。
察

機動性

現代育種已採取加速世代的做
法，如利用溫室、異地、異季
等條件一年種植 2~3 代，或是
利用分子標記輔助育種，儘可
能縮短育種年限。但是機動性
仍舊受限。

機動性高，隨時可將所找出
最好的基因用來進行基因工
程育種，而且可同時進行數
個基因的改良。

智財權保護

不易，基因變異自然存在

容易，根據轉入基因序列

安全性

無生物安全評估即可上市

經過嚴格的動物及環境的生
物安全評估才能上市。

消費者

較易接受傳統育出新品種

較排斥基因工程新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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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進行幾千年來的雜交育種技術，對於現代人類豐衣足食有重大貢獻，但
是育成新品種速度慢、機動性差。隨 著 全 球 暖 化 和 氣 候 變 遷，導 致 農 作 物 遭
受病蟲害與惡劣氣候的威脅越來越嚴重。研發耐旱、耐鹽以及抗病蟲害
等 各 式 逆 境 的 新 品 種 更 顯 重 要 。 基因工程技術育種速度快、機動性高，可應
付快速增加的人口，及不斷惡化的自然與人為環境，是未來所必要的育種方法。
三、重組 DNA 技術的應用及成功案例
基因工程技術是分子生物學的延伸應用，其基本原理是利用能切割特定
DNA 序列的限制酵素，將來自不同生物的 DNA 切割成片段，再以酵素連接 DNA
片段到載體內，形成重組 DNA。再將這重組 DNA 送入宿主細胞中，使表現外來
基因而達到基因轉殖目的（圖 1.2.5）。

圖 1.2.5 基因工程技術將來自其他植物好的基因插入欲改良作物基因體中。其他
植物基因體也可以細菌、動物、病毒來源基因取代，以生產醫藥用途蛋
白質。
基因工程具有高度發展潛力，能充分利用生物資源來創造各種新的產品，有
非常廣泛的用途，早已應用於農業與醫學領域。首先在醫藥用途上成功的例子是
1985 年時，美國 Genentech 公司將人類生長激素及胰島素基因分別轉殖到大腸桿
菌中，成功地大量生產生長激素及胰島素。胰島素能促進細胞攝取葡萄糖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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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中葡萄糖的含量。糖尿病患者不能自行製造胰島素，每年都奪去不少性命，
基因工程胰島素成本大為降低，拯救無數人命。生長激素缺乏症是腦下垂腺無法
生產出足夠的生長激素來刺激身體的成長，基因工程生長激素已醫治了成千上萬
生長激素缺乏症兒童。B 型肝炎疫苗是利用基因轉殖酵母菌製備而得。目前尚有
其他許多基因工程蛋白藥物、疫苗、免疫抗體、疾病檢測試劑、及抗生素等，可
治療許多疾病。
在農業上的應用，例如將長久使用於生物防治的蘇力菌所含可殺鱗翅目害蟲
的 Bt 蛋白基因轉入大豆、玉米、油菜、棉花等作物，這些基改作物可自行抗蟲，
使全球許多種植的國家大量減少使用殺蟲劑。將來自農桿菌之 EPSPS 基因轉入
上述作物，產生可抗殺草劑嘉磷塞的基改作物，也使農民防治雜草的效率大為提
高。黃金米將合成β-胡蘿蔔素的三個基因(一個來自細菌，兩個來自玉米)轉殖入
水稻的基因體中，使米粒含豐富的β-胡蘿蔔素，故呈現橙色，食用進入人體後，
可轉換為維生素 A。人體缺乏維生素 A 導致免疫力下降，使得痢疾、麻疹病患的
死亡率增加，全球每年因為缺乏維生素 A，導致約 40 萬兒童失明，且這些兒童
在一年內有半數死亡。如果黃金米能夠推廣，將可拯救許多小孩子的生命及提高
他們的生活品質。
基因工程技術在動物（家畜、家禽、魚類）的保健上，與人類有很多類似用
途，例如疫苗、飼料添加劑、蛋白藥物、免疫抗體、疾病檢測試劑等。另外，也
可進行動物育種改良品種，及生產人類用蛋白藥物。觀賞用的螢光魚，則是台灣
邰港科技公司將水母的綠螢光蛋白基因轉入觀賞魚，進而研發多倍體技術以確保
商品化之基因工程魚不具有受孕能力，可避免其外流至大自然時，對生態造成衝
擊。
基因工程微生物，在環境保育上也有相當大的用途，例如基因轉殖細菌產生
特殊酵素，能有效清除油船漏油，解決海洋汙染問題。基因轉殖微生物可生產纖
維水解酵素，分解農業廢棄物中的纖維素，產生醣類後進一步利用基因工程酵母
菌製造高濃度酒精作為生質能。很多基因工程酵素活性提升，價格也低廉，可用
來添加在洗衣精內提高衣物清潔能力。基因工程微生物可生產各種酵素，分解廚
餘生產有機肥料;生產有機小分子噴灑作物葉片，以防治病害等。
基因工程植物細胞也作為分子農場，生產各種高價值醫藥用途蛋白質或成本
低之工業用酵素。由於植物細胞不會感染種物病原菌，可大量生產、成本相對低，
因此是生產醫藥用蛋白的重要系統，目前已有許多進入臨床實驗。另外，基因工
程植物種子、葉片或塊根、塊莖，也可生產飼料或加工用酵素，不需經過蛋白純
化過程即可直接使用，也是相當吸引人的生產系統。
隨著醫藥及科技的發達，人類壽命逐漸延長，人口也不斷地增加，再加上全
球氣候變遷極端化，如何解決糧食供應問題，已成為各國亟思解決的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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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想以擴大耕種面積增加糧食供應，將愈形困難。除了傳統生產技術的提昇，
利用基因工程可加快育種速度，使作物能在原來無法種植的地區種植，並提高光
合作用、養份及水分利用的效率、以及抗蟲、抗病、抗逆境的能力，以達到產量
更高、品質更好的目標。另一方面，傳統農業長期使用化學肥料及化學農藥，畜
禽養殖產生排泄物，皆造成土壤、水質等環境惡化。基因工程生物技術對這些問
題也提供了許多解決的方案。因此，其在農業應用所扮演的角色正日益重要。
四、基因靜默及基因編輯技術
研究基因功能，一個重要方法是利用基因轉殖提高基因在植物中的表現，再
藉由性狀發生改變而瞭解基因可能扮演什麼功能。另一個重要方法是將基因造成
缺損，使其功能部分或完全喪失，同樣藉由性狀發生改變而瞭解基因可能扮演什
麼功能。基因靜默技術可使基因功能部分喪失，而最新發展的基因編輯技術可藉
由分子生物技術操作而使基因功能完全或部分喪失。
(一) 基因靜默技術
植物科學家最早嘗試在矮牽牛花上增加花朵鮮豔顏色，利用基因轉殖矮牽牛
大量表現一種植物花青素合成關鍵酵素-chalcone synthase (CHS)，但結果不但花
色沒有變深，甚至高達 42％的矮牽牛花出現白化、白斑、白色嵌紋等性狀，顯
示植物體內啟動了某一種機制，不但抑制轉殖基因的表現，也抑制了植物本身應
該正常表現的 CHS 酵素。這個現象是 RNA 干擾（RNA interference, 簡稱 RNAi）
造成的基因靜默。RNAi 基因靜默的機制是當細胞中導入與內生性 mRNA 核酸序
列相同的 DNA 產生雙股 RNA 時，使內生性 mRNA 發生降解，或阻礙細胞中基
因的轉錄或轉譯，導致基因表現受抑制(圖 1.2.6)。
自然環境中，病毒感染寄主植物除了大量表現自身複製所需的酵素與蛋白質
外，亦會產生一段 RNA 與植物的抗病基因所轉錄的 mRNA 形成雙股，再加上一
些蛋白質形成複合體，進而失去轉譯成蛋白質的能力甚至被分解，最後導致植物
無法產生足夠的抗病蛋白質來抵抗病毒的入侵。科學家利用病毒抑制植物抗病基
因表現的特性，構築不具毒性的重組病毒載體做為工具，抑制植物體內特定基因
表現量，稱為 virus-induced gene silence (VIGS)技術，這也是一種 RNAi 基因靜默
技術。實際上 RNAi 基因靜默現象在生物中普遍存在。
利用植物基因轉殖方法研究基因功能相對費時費工，有些植物甚至無法或難
以進行基因轉殖，因此發展受到限制。病毒誘導基因靜默技術在數周之內即可完
成植物基因功能之研究，不需要冗長的植物生長周期及昂貴的基因轉殖設備。只
是這種方法也有限制，不是每種植物皆有合適病毒載體可用，而且較無法進行需
要長時間生長發育，或需要經過不同世代觀察基因功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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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6
(二)

基因靜默的過程(資料來源：Wikipedia)

基因編輯技術

1970 年代開始，科學家就知道如何改變生物的基因組，然而實驗不夠精準，
而且難度太高，不易擴大規模。1990 年代克服了第一個限制，科學家設計了多
種蛋白質，可針對 DNA 上的特定位置做剪接，相較於過去只能讓 DNA 隨機插
入細胞，然後希望出現一個發生機率甚低的有用的突變，這是一大進展。不過科
學家仍得為每段目標 DNA 序列設計新的蛋白質，這是緩慢又辛苦的工作。
CRISPR/Cas 系統，存在於許多細菌中的一種後天免疫系統，主要是利用「群
聚 且 有 規 律 間 隔 的 短 回 文 重 複 序 列 」（ 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 CRISPR）在細菌本身的基因組中留下外來的噬菌體（細菌病
毒）基因片段作為「記憶」，對於曾經攻擊過自己的病毒啟動消滅機制。根據這
種細菌免疫防衛機制的現象，加上發展 Cas9 蛋白可攻擊目標基因，誘發細胞內
的雙股 DNA 修補之後產生有瑕疵的修復結果，而達到基因突變的目的。現在已
利用 CRISPR/Cas9 發展出新方法來準確且有效地編輯生物基因體內的部分基因，
帶來動植物基因體剪輯的革命性發展(圖 1.2.7)。與以往的技術相比，這個方法快
速、便宜又容易，因此資金立刻湧入那些欲發展 CRISPR 商業化應用的公司。科
學家現在只需幾個星期就能完成訂做的基因編輯的實驗動物，節省了一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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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研究人員能利用這項技術來探尋許多遺傳疾病的治療方法，包括愛滋病、
阿茲海默症和思覺失調症等。

圖 1.2.7 利用 CRISPR/Cas9 系統來編輯生物基因體內的基因。Cas9 蛋白質可切割
特定的基因，打開再接合、改變基因序列，或是插入一段基因序列來達到基
因編輯目的(Redman et al., 2016)。

基因工程將外來基因轉入生物體內，這在農業上被認為是基改產品，雖然作
物性狀改良效果通常較佳，但是需要經過長時間投入大筆經費做各種生物安全評
估，法規也很嚴格，上市較不易。CRISPR-Cas9 系統是一個簡單及有效的技術，
可造成基因轉殖植物基因體內特定目標基因產生突變而失去功能。基因轉殖作物
內的 CRISPR-Cas9 基因及欲編輯突變的目標基因，由於位於植物基因體的不同
位置，能夠藉由與野生型作物雜交而在下一代分離，使得改良作物品種不再帶有
外來基因，而僅帶有突變目標基因。由於少數核酸發生突變與自然界中生物突變
情況類似，因此被認為產品上市較容易，這也是為何目前各國農業生技界熱中以
此方法改良作物品種的重要原因。目前這技術已用來改良穀類營養價值、提高作
物抗病及耐受逆境能力、增加產量，以及改進農藝性狀等。
以 CRISPR/Cas9 為核心的基因編輯技術是一項強大的育種技術，在時效上
大幅縮短傳統育種技術所需要的時間，在本質上編輯後的植物可以不含任何其他
物種的核酸片段，無異於傳統育種所得的結果。因此美國農業部認為基因編輯作
物不同於基因改造作物，不必受基因改造作物審查法規的管理。截止 2017 年底，
美國農業部已經宣告不依基改作物法規審查的基因編輯作物計有抗褐化的蘑菇、
改變澱粉組成的玉米穀粒、延遲開花時間的小米、抗旱耐鹽的黃豆等。這意味著
研發基因編輯作物在時間和金錢的投報率上遠優於研發帶有外來基因的基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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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作物，因此中小型的農業生技公司或學術單位也可以放膽的投入基因編輯作物
的研發行列。
基因改良的各種技術具有龐大的商業價值，因此發展迅速。但是作物基因改
良並非一蹴可及，無論是針對產量提升、品質改良、環境逆境及病蟲害耐受性提
高，以及肥料水分吸收效率的提高等，皆牽涉許多基因的功能。而欲瞭解如何應
用這些基因，有許多基礎研究必須進行。因此，作物基因的改良，無論是以傳統
或先進育種技術，仍有許多發展空間及需投入更多的資源進行基因功能的研究及
技術的精進發展。
五、參考文獻
[1] Redman, M., King, A., Watson, C. and King, D. (2016) What is CRISPR/Cas9? Arch
Dis Child Educ Pract Ed 2016;101:21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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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因改造作物
鄭浩文 張宇航 謝幸芸 黃雅鈴 葉錫東
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
一、 植物基因工程技術之源起及興發
世界人口 2050 年可能增加到 90 億以上，隨著人口的增長，在可預見的未來，
人類將面臨能源危機及糧食危機，這必將是一項嚴峻的挑戰。糧食供應的危機，
必須有所突破，才能使人類的和平生存得以延續。傳統的作物育種改良，雖然已
經有很好的成就，但是作物的生產不僅是質量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對環境逆境的
適應及對病蟲害抵抗力的改進。傳統育種每每受到優良基因來源的限制，也受到
基因遺傳物質無法超越種屬之間的限制，這使得依賴傳統育種技術來提升糧食生
產遇到很大的瓶頸。1983 年起，遺傳工程的技術就進入一個新的紀元，人類已
進步到可以利用農桿菌載體將微生物的基因送到菸草染色體(Caplan et al., 1983;
de Framond et al., 1983; Hoekema et al., 1983)，並且順利地表現出其性狀。時至今
日，任何微生物、動物、植物的基因，只要經過適當的構築，即可嵌入植物染色
體內並使其表現。自此以後，植物基因的改良就不受種屬之間的限制，作物生產
的改良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紀元。
三十幾年來，這項技術風起雲湧，創造了許多以前想像不到的新型作物性狀，
使得農作物的栽培利用，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隨著基因體解序技術的精進，阿
拉伯芥及水稻的全部染色體序列解序完成，目前大多數作物的基因體已被解出，
而隨著植物重要基因功能的了解之後，人類勢必會去開發利用這些物種的特殊性
狀而加以利用。這當中，植物基因工程技術將擔負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在這二
十一世紀的新紀元中，我們一定會看到微生物、植物、動物間各種遺傳性狀的大
整合，這顯然是一項對人類影響深遠的新科技，因此我們必須對這項新的科技有
透徹的了解，並且妥善的規範其應用的範圍和方式，避免其對環境生態或人類健
康造成不可挽回的危害。
基因改造作物(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 GM crop)是利用現代分子生物技術，
把外源基因移轉到植物的染色體之中，藉此改變植物的性狀。現代的基因轉殖技
術可以把跨物種的基因給導入目標植物之中，使其能夠表現傳統育種無法育成的
性狀。例如把蘇力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的毒蛋白(Bt toxin)的基因轉殖進植物
當中，使自體可以產生 Bt 毒蛋白來抑制鱗翅目昆蟲的取食，達到抗蟲的目的
(Vaeck et al., 1987)。現在可以利用基因轉殖技術讓作物能夠提高產量或是具有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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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抗蟲、抗殺草劑等性狀。在 1983 年在美國成功培育出具外源基因的煙草之
後(De Block et al., 1984； Horsch et al., 1984；Paszkowski et al., 1984)，之後越來
越多基因改造作物被開發出來。在商業化上在 1994 年美國核准基改番茄(FLAVR
SAVR tomato)在市場上販售(Bruening and Lyons 2000)。隨著時間，越來越多的基
改作物被開發出來，到現在基改作物越來越多樣與普及，對於糧食供給與現代農
業的發展至關重要，本章節謹介紹傳統基因轉殖的技術與全球基改作物的應用現
況。
二、 植物基因轉殖技術
基因轉殖技術是利用重組 DNA 的技術把目標基因植入特定生物細胞內，改
變生物的遺傳訊息，使其能表現我們需要的性狀。傳統的基因轉殖技術包含物理
性的粒子槍(Particle gun)、電穿孔法(Electroporation)、化學性的丙烯乙二醇 PEG
(polyethylene glycol) 法 與 生 物 性 的 農 桿 菌 轉 殖 (Agrobacterium-mediated gene
transfer)、花粉管法(Pollen tube)等。因為電穿孔法和 PEG 法轉殖時需要先移除植
物的細胞壁，在原生植體上進行基因轉殖，操作不易，而且再生成植物困難，所
以主流的方式是利用粒子槍或是農桿菌來進行植物的基因轉殖(Birch, 1997)，因
此針對這兩種策略進行介紹。
(一) 物理方式-粒子槍轟擊(Particle gun bombartment)
粒子槍的原理是利用空氣壓力作為動力，把嵌在金屬粒子表面上的外源基因
直接送至細胞核中，達到基因重組的目的。最初是改造手槍並把 DNA 嵌至鎢粒
子上，利用手槍的火力把鎢粒子送入洋蔥細胞之中，觀察外源基因是否有表現
(Sanford et al., 1987)。經過改良後，現在是利用氦氣壓力作為動力，把外源 DNA
黏附至惰性鎢或金的微粒上，並把這些 DNA 與金屬粒子形成的複合體嵌在塑膠
薄膜上，通過部分真空與氣體壓力加速，撞擊的慣性會使薄膜上的金屬複合體散
射至底下生物組織之中並把金屬複合體帶入組織細胞核之中，其攜帶的外源基因
就有機會轉殖進入組織內進行表現。此方法的優點在於操作簡單，不受到物種的
限制，動物與植物皆能以這種方式進行基因轉殖，缺點是效率不穩，彈射時可能
會破壞部分 DNA，無法把完整的外源基因轉殖進植物組織內。目前利用粒子槍
進行基因轉殖並且成功商業化的作物有很多，包含了油菜、大豆、玉米、木瓜、
水稻、甘蔗、草坪草、菜豆和棉花(ISAAA, 2017)。
(二) 生物方式-農桿菌轉殖(Agrobacterium-mediated gene transfer)
最常用植物基因轉殖方式為農桿菌轉殖，農桿菌為常見的葛蘭氏陰性菌植物
病原細菌，受其感染的植物常會形成冠瘤的病徵。研究發現農桿菌是利用攜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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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質體(tumor-inducing plasmid)把一段基因殖入植物細胞中，使細胞產生生長激
素與細胞分裂素導致冠瘤的形成(Chilton et al., 1977)。Ti-質體全長約為 250 kbp，
上面攜帶多個基因，毒力區域(virulence region)中有多個幫助 T-DNA (transferred
DNA)轉殖進植物細胞內的基因，由右邊界(right border, RB)與左邊界(left border,
LB)特殊序列所包夾的區域為 T-DNA 區域，只有 T-DNA 區域會轉殖進入到植物
細胞中表現。此段 DNA 上帶有生長激素與細胞分裂素的基因會促使細胞分裂形
成癌腫，也帶有形成特殊胺基酸衍生物(opines)的基因使植物細胞形成此物質，
Ti-質體上帶有代謝此類物質的基因，這樣就只有農桿菌能夠利用該養分(Özyiğit,
2012)。
T-DNA 進入寄主基因體的過程如圖 1.3.1，植物組織的傷口會誘導產生許多
防禦物質，包含了酚類物質與醣類，它們會觸發農桿菌 vir 區基因 VirA–VirG 物
質感應調控系統，誘導農桿菌其他 vir 區基因的表現(Winans, 1992)。誘導出來的
蛋白中有解旋酶 VirD1 與核酸切割酶 VirD2 (Herrera‐Estrella et al., 1988)，它們會
針對 Ti-質體中 T-DNA 的 LB 與 RB 上 25 bp 的重複序列進行切割(Yadav et al.,
1982)。所切割下來的片段即為 T-DNA 片段，通常含有 4-25 bp 的 LB 與 1-3 bp 的
RB，VirD2 會附著在 T-DNA 的 RB 五端(Ward et al., 1988)。VirE2 會附著在 T-DNA
的單股 DNA 上(圖 1.3.1)，防止 T-DNA 被核酸酶給分解掉(Howard and Citovsky,
1990)。T-strand、VirD2 和 VirE2 所形成的複合體會利用農桿菌的第四型分泌系
統(Type IV secretion system, T4SS)送至寄主的細胞之中(Hodges et al., 2004)。在寄
主細胞中 VirD2 會作為先導蛋白引領至寄主的細胞核，經由核孔進入細胞核前
T-DNA 會脫去 VirE2，只留下 VirD2 與 T-DNA 進入細胞核之中(Herrera-Estrella et
al., 1990)。T-DNA 會利用非同源性末端接合(non-homologous end joining, NHEJ)
與替代性微同源末端接合(alternative microhomology-mediated end-joining, MMEJ)
的 DNA 修復過程時把其帶入寄主的基因體內，藉此達到基因轉殖的目的
(Mladenov and Iliakis, 2011;Deriano and Roth,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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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 農桿菌介導 T-DNA 轉殖進入植物的過程 (Stanton, 2017)
基因改造(genetically modified, GM)作物是利用基因轉殖技術改變作物的性
狀，使其能產生提高產量、抗病蟲害或殺草劑等性狀的作物。利用農桿菌的這種
能力，直到 1983 年 (Caplan et al., 1983; de Framond et al., 1983; Hoekema et al.,
1983)，科學家們終於能夠利用 Ti 質體當作載體，將外來的基因轉移至植物染
色體中使其表現。這當中需要先瞭解腫瘤質體造成腫瘤的機制，將致癌的基因去
掉，而將轉移基因的能力保留。如此我們便可將外來的基因藉由農桿菌的 Ti 質
體) 轉殖入植物染色體。因致癌基因已經除去，因此可以利用植物組織培養的方
式，配合同時轉殖的選擇性標誌基因(selection marker)，例如抗康黴素的 nptII 基
因，來選拔轉型過的細胞，並從而再生成植株。因此植物基因工程技術並不是憑
空而來，也沒有違反上帝的旨意，因為跨越種屬的限制，在不同「界」的生物間
進行遺傳物質的交換，事實上在自然界早就存在，科學家只不過是利用這種已經
發生的現象，瞭解其機制原理後，加以利用而已。
(三) 無標誌基因轉基因作物
標誌基因如抗抗生素或是抗殺草劑的基因常被用於區分轉殖處理後有成功
轉殖的細胞與沒有轉殖的細胞，能提升轉殖細胞的篩選效率，標誌基因在篩選後
就不具有別的用途，但會在轉殖作物中會持續表現，會引起公眾的疑慮。所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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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篩選出所需要的轉基因植物後會利用某些策略把標誌基因給剔除。目前去除
標誌機最主要的方法為「標記基因和目的基因的共轉化，自交分離無標記基因的
子代植物」(Hare and Chua, 2002)，此方法是把目標基因與標誌基因放入不同的
T-DNA 之中，轉殖進去植物細胞後兩個基因會為在不同染色體上，等篩選出具
目標基因性狀的植物後，可以利用自交分離，再篩選出不帶有標誌基因的植株。
這策略是目前常用的標誌基因剔除方法。但此方法對於不育物種或生長週期長的
木本植物實用性不高 (Chong-Pérez and Angenon, 2013) 。中興大學同時抗粉蝨傳
播的雙生病毒與薊馬傳播 tospovirus 的轉基因煙草(Yang et. al., 2014)、抗番茄斑
萎病毒(tospoviruses)的不含篩選標誌之轉基因煙草以及香瓜(Yazhisai, 2015)，都
是利用這個策略來剔除標誌基因。另外其他方法如「將標誌基因構築至跳躍子上」、
「同源基因重組」，以及「利用位點特異位點重組酶去除標誌基因」效率很低，
多僅用於模式植物上而已(Chong-Pérez and Angenon, 2013)。
三、 抗蟲基因改造作物之育成
利 用 蘇 力 菌 (Bacillus thurigiensis) 所 產 生 對 昆 蟲 有 害 的 結 晶 內 毒 蛋 白
(endotoxin, Bt toxin)來防治害蟲已有多年歷史，蘇力菌 Cry I 基因產生的結晶蛋白
對鱗翅目 Lepidosptera 昆蟲有專一性。結晶蛋白經由昆蟲的幼蟲吃到體內後，會
被分解成有毒的成分，這些被轉變過的有毒蛋白會結合在蟲體腸道的表皮細胞，
使細胞崩解死亡。由於直接利用蘇力菌的孢子及其結晶蛋白來進行生物防治往往
受到許多環境因素的影響而效果不彰，科學家便想到直接將此毒蛋白轉殖入植物
來防蟲。這一部分的工作在 1987 年有了突破，先後由比利時的 Plant Genetic
System 公司，美國的 Monsanto 公司以及美國的 Agracetus 公司在同一年將 Bt
毒蛋白植入煙草(Vaeck et al., 1987)及番茄 (Fischhoff et al., 1987)使其能夠抗
Manduca sexta (煙草鱗翅目害蟲)，Heliothis virescens (玉米螟)，H. zea (玉米穗蟲)，
及 Spodoptera exigua (甜菜夜蛾)等蟲。此後經過不斷的改良，如遺傳密碼的修飾，
更能使其有效地在植物體內表現，啟動子的改良也大大地提高了殺蟲的效果。轉
基因作物如棉花、水稻、玉米、馬鈴薯、大豆、青花菜、油菜及其他作物紛紛誕
生(ISAAA, 2017)，而許多生物技術公司更是努力地將此基因植入各種作物，至
目前為止，Bt 轉基因作物的商品化，成為轉基因作物相當成功的例子，因為栽植
這種作物，大幅度減少了農藥的使用。目前抗蟲基改作物以棉花、大豆及玉米最
為大宗。
除了利用蘇力菌的 Bt 毒蛋白來防蟲外，同時亦有其它策略的發展，例如可
以設法切斷昆蟲蛋白及醣類代謝作用來抑制或殺死昆蟲。最早被利用的為菜豆
(cowpea, Vigna unguiculata)的胰蛋白抑制物(trypsin inhibitor, CTI)基因轉入煙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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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減少玉米螟的危害(Hilder et al., 1987)。此外，番茄及木瓜的蛋白酵素抑制物
(proteinase inhibitor )亦被利用(Johnson et al., 1989)，四季豆豆子中之澱粉酵素抑
制物(α-amylase inhibitor,αAI gene) 亦被利用以抑制澱粉類代謝來防治倉儲害蟲
(Altabella and Chrispeels, 1990)。蛋白酵素抑制物(proteinase inhibitor)亦被導入白
楊樹(poplar)或水稻 (Duan et al., 1996; Irie et al., 1996) 以防治甲蟲。而由特殊植
物 (snowdrops, Galanthus nivalis) 用 於 分 離 甘 露 糖 專 一 的 血 球 凝 集 素
(mannose-specific lectin)基因，轉植入煙草後可對刺吸型口器的蚜蟲產生抗性
(Hilder et al., 1995)。這些對蛋白或醣類代謝產生抑制作用的基因，一般而言均可
提供不錯的抗蟲效果，但其最大的麻煩是對人畜的安全性必需進一步做詳細的評
估。
Bt 抗蟲蛋白必須依靠蟲體中腸特定的蛋白酶裂解，才能產生活性，這個機制
限制了 Bt 蛋白的抗蟲的廣泛性，使其應用性受限，也容易發展出具有抗性的昆
蟲族群。然而，透過生物資訊及蛋白質工程研究抗蟲蛋白的立體結構後，可以進
一步修改 Bt 抗蟲蛋白結構來提高作用或性以及廣泛性(Deist et al., 2014)。重組
Bt 蛋白基因 Cry1AbMod 與 Cry1AcMod 經修改後，對於六種已產生抗性的鱗翅
目昆蟲的抗蟲效果可獲得提升(Tabashnik et al., 2011 and 2013)。Cry1AbV171C 之
修飾蛋白對舞毒蛾(gypsy moth Lymantria dispar)的毒性可提高 25 倍(Alzate et al.,
2010)，另外 Cry1Ac-RB 重組基因為 B.T.蛋白基因 Cry1Ac 與蓖麻毒蛋白基因(B
chain)之連結(Walters et al., 2008)，Cry1Ac-RB 的基改稻米和玉米具有更有效且廣
泛的抗蟲特性(Mehlo et al., 2005)。因此透過自然與人為修改的 Bt 蛋白基因疊加
的方式，可提供高效能對付較廣範圍的有害昆蟲，並可降低抗性蟲群出現。
四、抗殺草劑基改作物之育成
殺草劑的使用，大幅節省了因除草所必需的龐大勞力，也大大地提高了肥料
的效力和作物的生產力。目前全世界最賺錢的殺草劑當屬孟山多公司 (Monsanto)
出產的系統性無毒性的殺草劑-嘉磷塞(glyphosate, Roundup)，每年為該公司賺取
數億美元。可是這種無專一性的非選擇性殺草劑，雖然效果奇佳，但對作物的危
害亦是一樣嚴重，故在使用時造成許多困擾。因此，如果能將特定作物以遺傳工
程方式改造成具有抗此種非選擇性殺草劑的特性，將可提供使用上的方便和提高
殺草劑的效力。試想若能在種植馬鈴薯、棉花、大豆、玉米的田裏，全面地施用
嘉磷塞將所有的雜草殺死後，作物仍然毫髮無傷，將是何等的便利。在這種龐大
利益的驅使下，許多製造殺草劑的農藥公司便走上了以遺傳工程技術產生特殊抗
殺草劑作物的不歸路，因為如此可促進殺草劑的大量販售並可進而控制種苗市場，
可謂是一劍雙鵰，故而這些研發幾乎全部係由農藥廠商出資贊助，由政府出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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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沒有。
構築抗殺草劑的作物，有兩種主要的策略(Gressel, 1997)，通常第一種是將微
生物(細菌)分解殺草劑的基因轉殖入作物，使其具有分解殺草劑的能力而具抗性。
另外一種策略即是對殺草劑攻擊的標的酵素加以改造，例如將一些不對殺草劑有
敏感性的酵素由其它的植物、真菌、或細菌選殖出來，再導入特定植物使其大量
表現，如此就可沖淡殺草劑對特定標的酵素的致命攻擊而使植物具有抗性。目前
不論對荷爾蒙型的殺草劑如 2,4-D 或是氨基酸合成的阻礙劑如嘉磷塞，嘉磺西尼
(glyfosinate)等均有大量的轉基因抗性作物產生，目前耐殺草劑的性狀佔了轉基因
植物商業應用的最大宗。
植物細胞中 EPSPS 合成酶(5-enolpyruvylshikimate-3-phosphate synthase, 5-烯
醇丙酮酸莽草酸-3-磷酸合酶)和 ALS 合成酶(acetolactate synthase ,乙烯乳酸合成
酶)分別與支鏈或芳香族胺基酸合成有關，為不同殺草劑之作用點。嘉磷塞殺草
劑作用點為 EPSPS 合成酶，此類基改作物主要是以基因轉殖方式將農桿菌 CP4
之 EPSPS 合成酶導入植物體中(Roundup Ready® Flex)，或是基改玉米 GA21 則是
導入 EPSPS 合成酶之單點突變基因(T102I 或 P106S)(Lebrun et al., 2003; Dill,
2005, Pline-Srnic, 2005)，皆因嘉磷塞作用蛋白之性質改變耐受性提高。而咪唑啉
酮類殺草劑(imidazolinone herbicides)則作用於 ALS 酶。利用各種基因編輯方式來
修 改 ALS 基 因 改 變 其 特 性 ， 使 植 物 產 生 對 殺 草 劑 之 耐 受 性 。 如 利 用
ODM(Oligonucleotide-directed mutagenesis) 基因編輯策略針對 ALS 基因在菸草
(Tabashnik et al., 2013；Hirohata et al., 2018)、稻米(Okuzaki et al., 2004; Iida et al.,
2005；Sun et al., 2016；Shimatani et al., 2018)、玉米(Zhu et al., 2000)、小麥(Dong
et al., 2006)、大豆(Li et al., 2015)及西瓜(Tian et al., 2018)，都可獲得耐殺草劑的基
改植物。
五、組合型(高階)基改作物
農用化學藥劑廣泛使用，造成 574 種抗藥性昆蟲和 238 抗殺草劑之雜草品種。
另外，在美國因為基改作物的栽種，產生了 14 種抗嘉磷塞的雜草品種或生物型
(Fernandez-Cornejo et al., 2014)。其他研究也指出 1996-2011 年間在基改玉米和棉
花田中五個品種的主要有害昆蟲大幅演化成具抗 Bt 蛋白的免疫能力(Tabashnik et
al., 2013)。抗蟲和耐殺草劑的基因改造作物在全球種植面積已接近 181.5 百萬公
頃(ISAAA, 2017)，為提升基改作物應用性，可將不同的基改基因以生物科技或
是傳統育種方式堆累導入同一物種，形成新一代的基因改造作物，如 AgrisureTM
和 VipteraTM 基改玉米就是利用育種雜交方式來累加抗蟲能力；而基改玉米
HerculexTM、KnockoutTM 及基改棉花 BollgardTM II 都是透過基因轉殖方式堆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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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基因提高抗蟲能力。自 2011 年，先正達公司販售三個抗蟲基因組合的基改玉
米品系，分別為 Agrisure® 、DuracadeTM 及 VipteraTM ，皆含有 BtCry1Ab 和
Vip3Aa20 抗蟲蛋白可提高抗蟲能力(Lombardo et al., 2016)。抗蟲基改棉花品系
SGK321 為合併抗蟲蛋白和豇豆蛋白酶抑制子，可提高抗蟲能力，此棉花品系已
在 1999 年於中國種植(Lombardo et al., 2016)。
1997 年，孟山都將其抗蟲棉花 BollgardTM II 和耐嘉磷塞棉花 Roundup Ready®
Flex 經 雜 交 育 種 後 ， 推 出 第 一 個 同 時 抗 蟲 與 耐 殺 草 劑 的 累 加 型 基 改 棉 花
(Lombardo et al., 2016)。2010 年孟山都聯和美國陶式益農(DOW AgroScience)推出
累加型基改玉米 SmartStaxTM，含有兩個耐殺草劑基因和六個抗蟲基因(Lombardo
et al., 2016)。具有抗殺草劑及抗蟲雙重性狀的轉基因作物近幾年來已成為大豆、
玉米、棉花等大宗作物的主流( ISAAA, 2017)
六、其他常見基改作物
(一) 基因工程作物於抗病原及非生物因子逆境之應用
早在 1985 Sanford 及 Johnson 即提出理論，聲稱如能將病原基因導入寄主則
可產生所謂的病原誘導抗病性(pathogen-derived resistance)。這種理論於 1986 年
被 Powell 等人證實，他們將煙草嵌紋病毒(TMV)的鞘蛋白 (coat protein, CP) 轉
殖入煙草後，鞘蛋白轉基因煙草就會變成對 TMV 有抗性。後來利用反義股基因
(antisense construct)及修飾過的複製酵素(replicase)等病毒基因轉入寄主植物亦可
產生抗病毒性狀。或是在基因轉錄成訊息 RNA(mRNA)後在細胞質被分解掉了
(post-transcriptional degradation, PTGS)，如此該基因之功能便無從表現，此係寄
主消除異源或異常基因的一種措施。這種基因的分解作用具有專一性，一旦獲得
此種基因消寂的能力，和其一樣的病毒基因一進來便會被分解掉，而無法進行病
毒之複製，從而造成抗病的現象。此種 RNA 誘導的抗性可應用在反轉股、干擾
性缺失 RNA 及一些調控序列的應用所產生的抗病現象。由於植物病毒病害一旦
發生便無藥可治，若無天然植物的抗病基因，即無法利用傳統育種方法來產生抗
病植物。這種以遺傳工程的手法，利用病毒本身的基因來產生抗病毒的性狀，可
以說是一種以毒攻毒的方式，而由於抗病毒的基因係取於病毒本身，抗病毒基因
不虞饋乏，因此替抗病毒的遺傳工程提供了一條康莊大道。
真菌病害是植物病害中數量最多者，通常此類病害可使用殺菌劑，因此一般
生產殺菌劑的農藥大廠，並不鼓勵以轉基因的方式來控制真菌病害，因為這和他
們的利益有所衝突。植物有許多防禦性的反應去限制真菌的蔓延，病害之所以發
生是因為這些防禦措施不發生作用，而使得病原菌長驅直入。如果能夠加強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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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禦反應，那麼就可以加強對真菌病害的抗性。因此了解真菌入侵的關鍵基因，
從而加以調控，便可達到防病目的。其他的病原如細菌線蟲，也可從阻斷其生長，
或從治病過程中去操作，產生抗病的基因改造作物。
植物遭受非生物性的不良環境因子影響，亦會產生生理異常現象，因此，抗
旱、抗寒、耐鹽等抗逆境能力的提昇亦屬於植物保護的範疇。利用轉基因技術來
提高植物抗逆境的能力基本上有兩種策略，第一種方式是從具有高度抗逆境能力
的植物，去尋找在分子層次上有那些基因是負責抗逆境的性狀，然後將這些基因
轉移到有需要的作物上；第二種方式是將已知某些具備特殊功能和抗逆境有關的
基因，如甘露醇(mannitol)的合成基因，或超氧歧化脢(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基因，直接轉移到特定作物上，以獲得抗逆境的特性。因此抗逆境諸如空氣污染、
非生理性病害、抗旱、抗鹽及抗寒均可以遺傳工程的手法來產生特定的轉基因植
物，來達到抗非生物因子引起的逆境，不同於傳統育種的選拔方式。
有些抗病基因已經可以利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導入無種屬血緣關係的作物，
且證明其抗性依然表現良好。此方面之研究可完全掌控天然植物之抗病抗蟲基因，
瞭解其抗性機制，即可利用遺傳工程的方法將抗病性基因做超越種屬界限的轉移，
可以說將來的發展空間極大。此種單一基因的轉移其好處是原有的良好農園藝性
狀不會受到影響，免去許多冗長的回交選拔工作。但是這種轉移也非毫無限制，
番茄或菸草均屬於茄科作物，其抗性基因受病原誘導的一連串反應的機制與要素
可能相當類似，因此可以有相同的作用，至於類緣關係較疏遠的不同科植物間的
轉移則可能不會有效益。
(二) 農園藝性狀改良
植物的農園藝性狀，在大量基因體被解序完後，各種功能性基因的作用很快
都被瞭解，因此以植物遺傳工程去改變作物的性狀已變成新的育種方式，此可從
最早基改番茄 Flavr Savr 延遲後熟的作用使可得知，此後，以如油菜食用油之提
升，康乃馨花色之改變，各種作物產量的提升，品質提升，以及自交不孕品系的
產生以利育種，均如雨後春荀，紛紛出籠，這早已突破了傳統育種的侷限，該作
物改良邁入了一個新紀元。基改作物在上市的申請時，是以每一個轉基因的品系
事項(event)作為標準，其轉基因插入的寄主染色體兩側序列便成為智財權的重要
根據，全球及美國已獲許可及其各種性狀詳如表 1.3.1 所示(ISAAA,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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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從 1996 年至今，美國與全世界獲許可上市之轉基因作物案件
性

狀

美國(event)

全世界(event)

抗逆境

2

11

改變生長及產量

2

3

抗病

23

28

耐殺草劑

97

336

抗蟲

71

290

改變產品品質

46

92

調控授粉

15

31

合計

256

791

(資料來源：ISAAA, 2018)
七、 基因轉殖作用在全球之商用推廣現況
農業生技產業資訊國際服務機構(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the Acquisition of
Agric-biotech Application, ISAAA)每年均對全球基因轉殖作物之商用推廣情形做
一詳細的報告。根據其 2017 的報告，將目前的全球狀況整理如下：
(一) 栽培面積及主要栽培之國家
在 1996 至 2017 的二十二年間，全球轉基因作物的栽培面積增加了 112 倍，
從 1996 年一百七十萬公頃增加到 2017 年的一億八千九百八十萬公頃，這其中有
大約一半(47%)種植在已開發的工業化國家，另一半（53%）種植在開發中國家(圖
1.3.2)。這些一億八千九百八十萬公頃的栽培面積，總共有一千七百萬的農民參
與，而目前已正式被核准推廣栽植的有 24 個國家，並被允許進口至 43 個國家，
因此全球已有 67 個國家在利用基改作物的產品 (ISAAA,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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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2 從 1996 到 2017 全球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變化
圖以百萬公頃為單位 (ISAAA, 2017)
在 2017 年，全球有 24 個國家種植轉基因的作物，其中包含了 19 個發展中
國家與 5 個已開發國家。在前十大轉基因作物種植國家中美國獨居鰲首，有 75
百萬公頃(40%)，其次為巴西 50.2 百萬公頃(26%)、阿根廷 23.6 百萬公頃（12%）
、
加拿大 13.1 百萬公頃(7%)、印度 11.4 百萬公頃(6%)、巴拉圭 3 百萬公頃(2%)、
巴基斯坦 3 百萬公頃(2%)、中國 2.8 百萬公頃(1%)、南非 2.7 百萬公頃(1%)及玻
利維亞 1.3 百萬公頃(1%)，此外其他 14 個國家全部的種植面積約 3.7 百萬公頃(圖
1.3.3)(ISAAA, 2017)。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十大種植轉基因作物的國家中以發展中
國家為主，占了八成，而已開發國家中只有美國與加拿大。中國從 1997 年開始
種植 Bt 抗蟲棉花，到目前為止已經 21 個年頭，2017 年中國種植 Bt 抗蟲棉花的
面積為 2.78 百萬公頃，占全國棉花種植面積的 95%( ISAAA, 2017)。
在其他栽植面積較少的國家，如澳洲、印度、西班牙、烏拉圭及羅馬尼亞、
哥倫比亞、宏都拉斯亦有急起直追之勢。全球栽培國家由 1996 年的 6 個國家，
增加到 1998 年的 9 個，2001 年的 13 個，到 2017 年則增加為 24 個，按照這種
趨勢看來，栽植轉基因作物已成為不能抵擋的潮流，預計往後的核准國家將急速
增加。許多原先在觀望或遲疑的國家，如歐盟及日本的態度已有鬆動，他們已了
解如果不加入這個行列，他們的農業生物科技的提升和發展將會遲滯不前，農業
生產的技術亦將逐漸落後於已核准的這些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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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3 2017 年各國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 (ISAAA, 2017)
(二) 作物種類
在 2017 年中，全球轉基因作物之栽培種類，以轉基因黃豆之 94.1 百萬公頃
(50％)最多，轉基因玉米有 59.7 百萬公頃(31％)，轉基因棉花 24.1 百萬公頃(13
％)以及轉基因油菜 10.2 百萬公頃(5％)等四種作物為主(圖 1.3.4) 其他作物之面
積目前均無法和這四種作物相比，但這些作物都不是台灣的主要作物，因此我們
較感受不到轉基因作物所帶來的好處和衝擊(ISAAA,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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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4 1996-2017 年全球主要轉基因作物種基面積變化圖 (ISAAA, 2017)
(三) 主要轉基因作物性狀
在 1996 年至 2017 年的二十二年間，耐殺草劑的轉基因作物佔所有主要栽培
作物的最大宗，在 1.898 億公頃的轉基因作物中有 88.7 百萬公頃的作物，包括
大豆、玉米、棉花、油菜均含有此種特性，佔了所有面積的 47％。另外含有耐
殺草劑的特性以及抗蟲雙重特性的作物亦有 77.7 百萬公頃(41％)(圖 1.3.5)。以目
前來看，可以說耐殺草劑和抗蟲性狀是最廣為接受的兩種性狀，因為他們提供了
不用除草，不用使用殺蟲農藥的莫大方便，對農民而言，這些作物減少噴灑農藥
所需的大量勞動力，並保障了人身安全。因此這些作物可以說不推自廣，一旦被
政府核准，栽培面就會急速上升。目前的統計資料顯示，全球黃豆栽培總面積有
一億兩千一百五十萬公頃，其中 77%為轉基因黃豆，因此傳統的非轉基因黃豆已
成為少數，而轉基因棉花已佔全球的棉花的 80%，轉基因油菜則為 30%，玉米為
32%，轉基因作物在這些作物所佔的比例穩定的成長中，其比例會不斷地持續上
升(ISAAA,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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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5 1996-2017 年不同性狀轉機基因作物在全球種植面積變化圖 (ISAAA,
2017)
(四) 轉基因作物的潛能及產值
目前全球仍處於飢餓邊緣，營養不良的人口有八億四千萬人之多，轉基因作
物可以大幅度提高作物的產量，尤其是對穀類、飼料、纖維作物的提升有莫大助
益，這些都是貧窮國家極需要的基本維生作物，轉基因作物對不良環境的適應力
更強，對病蟲害的抵抗力更可大幅度減輕農藥的使用，對於現代農耕的效率更可
大幅度提升。這些好處原先早被工業化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接受並廣為推廣，目
前的傾向是許多開發中國家如中國大陸、巴西、印度等人口密集的農業大國，已
十分重視這個農業生物新科技的落實和推廣，這些開發中國家的正面態度將對轉
基因作物產生積極的帶頭作用。糧食安全是目前發展中國家所必須面臨的問題，
專家認為目前糧食產量必須增量 70%才能夠因應未來人口暴增的問題，而轉基因
作物對這些國家的農村經濟、糧食供應，以及社會福利將會有十分重大的貢獻。
除此之外，氣候變遷導致作物產量減少 23%也是未來在糧食生產上所會面對的問
題，利用轉基因作物將會是未來解決糧食安全與氣候變遷的方法之一。
在 2017 年，全球轉基因作物種苗的市場為 172 億美元，比去年增加了 9%，
從 1996 到 2017 的二十二年間，產值增加了 185 倍，其中更以轉基因玉米種子的
銷售額為最高(87 億美元)，占了轉基因種苗市場的 51%。從 1996 到 2016 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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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轉基因作物使生產成本降低與產量提高，這之中產生高達 1,861 億美元的收益。
台灣在作物產值或許因土地勞力的關係已不具生產大豆、玉米、棉花、油菜的條
件，但台灣在全球的種苗市場中應可以佔有一席之地，我們在熱帶亞熱帶的花卉、
果樹、園藝作物的農業生產技術一直領先全球，因此如何在這方面的全球轉基因
作物種苗市場的開拓和掌握應該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五) 基因工程作物在美國之商用情形
至 2018 年 9 月底為止，美國總共有 203 種轉基因作物已通過美國農業部
(USDA)、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環保署(EPA)的審核正式准許商品化。
這些商品化的品種最早為 Calgene 公司改變番茄後熟的 FLAVR SAVR 品種，
在 1992 年即獲通過。此後抗不同殺草劑的棉花、玉米、馬鈴薯、大豆、油菜等
被通過，抗蟲的亦有多項，為抗鱗翅目及鞘翅目之馬鈴薯、玉米、棉花及番茄等，
抗病毒的有鞘蛋白夏南瓜及木瓜等作物，抗老化延遲後熟的番茄有五項被通過；
而改變油脂含量的轉基因作物有油菜及大豆二種作物，另外雄不稔性狀的包括玉
米、菊苣和油菜。這些大都是由美國及歐洲的大私人公司申請許可的，其中惟一
的一個商業品種轉基因木瓜，係由政府支助的夏威夷大學和康乃爾大學共同研發
而成，由此可見財力雄厚的私人公司能力遠遠超過政府試驗單位。
大體而言，轉基因植物之首例建立於歐洲，而發揚光大於美國，原因是美國
的法令周全完備，思想較為自由開放，民間保守主義的阻力較少，再加上私人公
司財團動員龐大的人力財力，前仆後繼，因此乃能領先群倫，執世界之牛耳。加
拿大因北美自由貿易區的關係，一切追隨美規，對轉基因作物亦有較寬鬆的規範，
其他如日本、紐西蘭、澳洲等太平洋西岸已開發國家則基本上追隨美規，但採取
一些非關稅障礙，如較嚴格的田間試驗對付引進之作物，或是立法要求必對基因
工程衍生之食品加以標示，以保護本國農業。歐盟諸國對轉基因作物一向較為保
守，雖田間試驗規範嚴謹完備，目前尚無商業化品種正式上市，但已發覺不能閉
關自守，正與美國周旋，努力統合諸國意見，將來在希望在聯合國或 WTO 的架
構之下對轉基因作物的商品流通有較完整的世界性規範。
美國已經核准上市的 203 種基改作物中，有 40 種作物是由美國孟山多公司
(Monsanto)研發取得許可，可以說三分之二在美國上市的品種控制在少數幾個大
公司手裡。目前全球基改作物的栽植面積已超過 7,500 萬公頃 (ISAAA, 2017)，
其中四分之三種在美國，當中包含了 3,400 萬公頃的大豆、3,300 萬公頃的玉蜀
黍、458 萬公頃的轉基因棉花、122 萬公頃的轉基因苜蓿、87 萬公頃的轉基因油
菜、45 萬公頃的轉基因甜菜根、3,000 公頃的轉基因馬鈴薯，以及少數栽培面積
介於 1,000 公頃的轉基因蘋果、胡瓜及木瓜。因此全球三分之二以上基改作物控
制在少數美國公司手裡，這樣的科技優勢，加上智財權的保護，開發中國家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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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國家幾乎沒有翻身的機會，這是基改作物遭受全球保守團體激烈反對的主
要原因之一。這種美國獨大的科技優勢已形成全球反對美國基改作物的浪潮，因
此這些大公司已逐漸意識到反基改作物的壓力，逐漸對落後國家採取較寬鬆的技
術轉移作法，如 Monsanto 公司對抗病毒之甘薯、Syngenta 公司對含維他命 A 之
黃金米，在非洲均採取無償推廣的方式來解決非洲飢荒和營養不良的問題，以博
取較佳的國際形象。或許基改植物的開發，尤其在農業上的應用，如果不受私人
公司營利的限制，而改由政府非營利方式的推廣，將是另一波新的綠色革命，將
會廣受第三世界國家的歡迎。
就轉基因抗病毒木瓜而言，美國康奈爾大學以及夏威夷大學早在 1997 研發
出抗病毒能力佳的轉基因木瓜，並在 1998 年將此轉基因木瓜商業化。根據 USDA
統計，截至 2017 年爲止，在夏威夷所栽種的 526 公頃木瓜當中，就有 405 公頃
(77%)屬於轉基因抗病毒木瓜。基於美國對於轉基因的積極度以及研究現況，使
得美國一直位居世界轉基因使用、研發以及商業化大國。美國對於轉基因作物的
法規以及檢視流程相當的完善，是許多國家的參考典範。轉基因作物的普及化不
僅為美國帶來了很多好處，其也將會帶來世界性的好處。
(六) 基因工程作物在中國大陸之應用情形
中國大陸對轉基因植物之研究非常重視，其改變的性狀包括抗病毒、抗蟲、
抗細菌、雄性不稔、延遲成熟和生產藥用蛋白，抗煙草嵌紋病毒(TMV)和胡瓜嵌
紋病毒(CMV)之雙抗煙草於 1992-1994 年即進行累計 97 萬畝的生產應用示範(方
榮祥，1998)，成為世界上最早大規模栽植基改作物的國家，可以說中國大陸在
轉基因作物的研發和應用與世界潮流相當吻合，值得我們警惕學習。
中國大陸為世界棉花主要產區之一，由於蟲害的連年發生，造成棉花生產的
巨大經濟損失，因此在國家重點計畫(863 計畫)項下，抗蟲棉花轉基因植物的進
行非常積極，由其發展之過程看出，因其所用的基因係自行構建，而所用的轉型
方法係由花粉管通道法所得，可避免侵犯 Monsanto 公司之智慧財產權問題。在
美國的壓力下，大陸於 1997 年亦允許 Monsanto 公司的 Bt 棉花在大陸上市，
Monsanto 公司挾其在世界上行銷的優勢，亦已大舉攻佔大陸轉基因棉花市場。
目前華北、華中的 Bt 棉花已成為栽培主流。在 2013 年時，中國的轉基因棉花栽
種面積達到了 420 萬公頃。直到 2017 年，中國的棉花栽種面積當中，有 95%屬
於轉基因棉花(ISAAA, 2017)。經研究統計，此轉基因棉花的種植能夠減少農藥
的使用及減少農藥中毒的風險(Qiao et al., 2016)，廣受農民的歡迎。除此之外，
中國於 2006 年核准轉基因木瓜上市。由於市場對於木瓜的喜愛加上轉基因木瓜
在栽種不易生病且產量穩定，使得此轉基因木瓜的栽種面積在 2016 年時達到了
8,550 公頃，主要栽種於廣東，海南島以及廣西等地方(表 1.3.2)。由於轉基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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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具有抗蟲的能力，因此農民在栽培管理上也能減少農藥的使用，對於農民本身
的健康是一大保障。基於以上原因，北京技術學院也有研究顯示(Zhang et al., 2016)
轉基因作物的使用將可大量減少較具毒性的非嘉磷塞(glyphosate)殺草劑的使用，
可增進人體健康及環境改善。
表 1.3.2 中國於 2017 年的木瓜栽種面積統計（ISAAA, 2017）
Location

Total papaya area

Biotech papaya area

% Adoption

Guangdong Province

3000

2850

95%

Hainan Island

3800

3230

85%

Guangxi province

1500

1050

70%

Total

8300

7130

86%

中國大陸目前核准的轉基因作物已有 64 種，其轉基因工程作物的栽培面積
僅次於美國、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印度、巴拉圭及巴基斯坦，位居世界第八
大基因工程作物栽植國家(ISAAA, 2017)，其農業生產為維持龐大人口生死存亡
的重要問題，因此整個國家對基改作物採取正面措施，積極投入研發，法規相對
台灣而言，顯得完整而有效率。。
目前中國對於轉基因玉蜀黍以及轉基因大豆的商業化，正處於白熱化階段。
中 國 於 2017-2018 年 間 進 口 了 9,550 萬 公 噸 的 大 豆 (ISAAA's GM Approval
Database, 2018)，此商業化結果估計將會讓中國的玉蜀黍種植面積飆升至 3,500
萬公頃，並且減少中國對外進口玉蜀黍以及大豆的需求。總的來説，基於中國已
使用 20 年的轉基因棉花以及 10 年的轉基因木瓜，未來在其他轉基因作物的合法
化及商業化將會更加快速的發展且容易被接受。
(七) 基因工程作物在菲律賓之現況
菲律賓對於轉基因作物的研究態度以及商業化認可一直處於東南亞的最前
端，甚至建立了以科學為基礎的全面監管政策模式。截至 2017 年，菲律賓在轉
基因作物商業化國家當中排名第 12 名，基於當地對於糧食作物的需求迅速增加，
其種植的轉基因玉米從 2015 年的 70 萬公頃一直增加到了目前的了 81 萬公頃。
在這 80 多萬公頃的轉基因玉米田當中，其中 13 萬公頃為抗殺草劑轉基因玉米及
68 萬公頃的轉基因 Bt 玉米。自 2003 菲律賓開始種植轉基因玉米後，該國一直都
很積極的在為當地的公營或私營機構做準備，規劃未來能夠將黃金米、轉基因
Bt 茄子、抗病毒木瓜以及轉基因 Bt 棉花進行商業化。
菲律賓 Los Banos 大學，植物育種研究所於 2012 年已將其所研發的轉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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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緩後熟以及抗輪點病毒的木瓜進行田間試驗。未來，菲律賓打算進行大規模的
田間試驗，將此轉基因木瓜推廣至商業化的階段。
八、 基因改造作物之生物安全評估
美國是研發及應用基改植物最先進的國家，其對基因改造作物之生物及食品
安全評估法律及行政規範非常完善，其中對環境安全的影響歸環境保護機構(EPA)
審議，生態安全的歸農業部(USDA)管理，食品安全歸食品藥物管理機構(FDA)
審議，因為法規的完善，嚴謹的審議，以及高度的行政效率，不但通過的基改作
物稱冠全球，在其國內亦少有紛爭。我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依據植物品種及種苗
法規定授權訂定發布之基因轉殖植物田間試驗管理辦法，係自 2005 年起施行(基
因轉殖植物遺傳特性調查及生物安全評估原則 2007 年 8 月 22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糧字第 0961051654 號令訂定發布)。基因轉殖植物之田間試驗應分兩階段進
行：第一階段為遺傳特性調查，遺傳特性調查之申請，應於完成實驗室試驗後或
自國外引進前為之；第二階段為生物安全評估，原則上應於遺傳特性調查完成，
並經審議通過後始得申請。
(一) 遺傳特性調查
植物之繁殖特性（有性或無性繁殖）
、授粉方式（自交或異交作物）
、花粉傳
播途徑（蟲媒或風媒）等特性甚為多樣化；外源基因之特性與花粉稔性、交配親
合性、種子之活力、萌芽率、壽命等因植物種類不同而有所差異，且基因產物可
能存在之毒性亦有所不同。因此，基因轉殖植物遺傳特性之調查，實有其必要。
1. 基因轉殖植物之繁殖特性及一般性狀表現
繁殖特性依有性繁殖植物或無性繁殖之繁殖特性區分評估重點，ㄧ般特
性包括基因轉殖植物之株高、鮮重、乾重、葉數、產量等一般農園藝性狀。
調查重點在於基因轉殖植物之性狀是否有所改變。
2. 基因轉殖植物與近緣植物、野生種或同種雜交之可能性
基因轉殖植物與近緣植物、野生種雜交可能性之調查，須先蒐集相關資
料，說明基因轉殖植物之近緣植物、野生種存在狀況及其繁殖方式，包括花
器構造、開花期間、授粉方式等之異同。若可證實無雜交之可能，則不需進
行調查；若無法證實無雜交之可能，則需在適當的隔離設施內進行雜交可能
性之調查。
3. 外源基因在基因轉殖植株之表現部位及其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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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外源基因之構築、基因套數及已達同質結合品系之證明，如為無性
繁殖植物則無需提供同質結合品系證明。調查外源基因之表現部位及表現時
期。基因轉殖品系繁殖二至三代後，調查外源基因之穩定性及其性狀表現。
4. 外源基因在基因轉殖植株之基因產物毒性分析
外源基因產物與已知毒性、抗抗生素或過敏原物質 DNA 序列，及其相
對應胺基酸序列之比對分析。外源基因產物的含量分析。外源基因產物消化
水解特性分析。
(二) 生物安全評估
基因轉殖植物對環境安全之影響，因轉殖之外源基因的種類和受體植物之遺
傳特性而有所差異，故而應就基因轉殖植物之雜草化、基因之流佈及對目標及非
目標生物之毒性及影響等加以評估及探討。
1. 基因轉殖植物演變成雜草之可能性及其影響
在不同環境下，比較基因轉殖植物與原受體植物之生長及繁殖能力之差
異。由實際測試及文獻取得相關資料，進行雜草化潛力評估。
2. 基因轉殖植物對目標生物可能之直接或間接影響
基因轉殖植物與目標害蟲之關係及影響之評估，包括基因轉殖植物對目
標害蟲之危害測定、目標害蟲抗性調查、目標害蟲族群變動調查及對目標害
蟲之天敵的生物與生態影響測試。基因轉殖植物與病害之關係及影響之評估
項目包括病害、病原性、抗病性及抗藥性。
3. 基因轉殖植物對非目標生物可能之直接或間接影響
基因轉殖植物與非目標昆蟲、與非目標病害、土壤微生物相之關係及影
響，則是調查基因轉殖植物成份中含殺蟲、抗抗生素蛋白質或過敏性物質，
且具野生動物可食用部份者之評估
4. 所含外源基因流入其他動植物、病原生物之可能性及其影響
外源基因在土壤微生物間之水平移轉，外源基因流入其他生物之風險評
估。
5. 基因轉殖植物發生基因外流時，對國內生態環境及原生種可能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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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基因改造作物之食品安全評估
台灣對於基因改造作物所為原料之食品管理規範之發展亦是依據三大組
織發展的安全評估原則，並且參考日本、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的經驗，故
衛生署於 2000 年 11 月 7 日訂定「基因改造食品安全評估方法」，評估包括
基因改造食品的本身安全及製程安全，涵蓋該食品之遺傳物質、人類食用
之經驗及歷史、食品成分、新品種與已知品種在使用上差異的各項資料，
評估項目包括產品的特性、過敏誘發性、營養成分、抗藥性及抗生素標識
基因等資料。參考國際法典委員會(CODEX)規定，分別於 2008 年及 2010
年，二次增修評估項目 ，使法規與國際規範接軌，增加項目包括基因改造
植物產品之營養組成變異等相關資料，另外，針對混合型基因改造黃豆及
玉米原料，也在 2008 年發布「混合型基因改造食品安全性評估原則」。因
此任何基改作物必須經衛福部核可始得上市。
(一) 主成分實質和非基改作物實質等同
世界衛生組織（WHO）、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及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OECD）對於基因改造食品之安全評估的提出的核心概念為 「實質等同」
（substantial equivalence）
，安全評估必須建構於基因改造食品與既存可被接受的
食品安全標準相互比較 ，包括食品的分子性、生物性、及化學行特性上。在「實
質等同」之認定評估過程中，基因改良食品必須具有與傳統食品相同且相當的特
性。這特性相當程度變異度之判定是取決於下列特性：(1)遺傳表現型特性：在植
物方面包括形態、生長、產量及疾病抗性等；微生物方面，包括分類學特性、傳
染性、抗生素抗性型式等；在動物方面，包括形態、生長、生理機能、繁殖、產
量等；(2)組成分比較：食品中的重要組成分之比較主要是依關鍵營養素及毒物之
認定，關鍵營養素為脂肪、蛋白質、碳水化合物、礦物質及維生素。
(二) 不具過敏性
潛在性過敏可經測試下列各因素而得知：(1)轉殖基因物質的來源（任何已
知過敏原）
； (2)新獲得蛋白質的分子量（大多數過敏原之分子量在 1 萬至 4 萬之
間）；(3)與已知過敏原的胺基酸序列相同性（序列比較）；(4)食品的加熱和加工
安定性（對熱安定的過敏原需特別注意）
；(5)pH 值及胃酸的安定性（大部分過敏
原對胃及蛋白質分解酵素的分解具有抗性）。雖僅有少數人會對某些過敏原產生
過敏，然而食品在廣泛被推廣之前如有任何疑慮，預先的安全評估仍然是必要
的。
(三) 不具毒性
可利用動物餵食試驗，以了解營養素的變化和可利用率。利用傳統毒理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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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食品的安全性，並無法獲得全面的實用資料，例如利用動物試驗以評估基改
作物食品的安全性。主要使用動物作為安全評估的研究，在進行動物毒性研究時，
一般先進行口服急性毒性試驗，再進行至少 90 天的亞慢毒性測試，以確保長期
給予基改作物產品下，不影響動物或人類的健康，甚至進行基因毒性、生殖毒性
等之試驗(蔡三福等，2005)。然而這些試驗資料對基改作物而言，並非提供最適
當的風險評估，而是提供可利用的資料。
(四) 標識基因沒有副作用
標識基因有許多種類，包括除草劑抗性標識基因及抗生素抗性標識基因。
FAO/WHO 會議中曾討論過標識基因安全性問題，特別是在對抗生素抗性基因方
面，因為此類基因的轉移會影響到抗生素的效用。該會議之結論是：至今並沒有
確實證據顯示基因可從植物體內轉移至腸管中的微生物；同時也宣稱類似基因轉
移並不太可能發生，因為基因轉移必須通過層層關卡，包括從植物細胞中釋出去
氧核醣核酸，並且能在消化道中殘存，另外要有合適的微生物配合，去氧核醣核
酸需貫穿微生物之細胞膜，在微生物體內不會被核酸分解酵素破壞，並插入微生
物之染色體或質體，最後還要能夠有效的表現出來等。另標識基因是否殘留亦是
安全評估之重點。為了減少殘留的可能性，必須改造載體以降低其轉移性，對臨
床上有用抗生素會產生抗性的標識基因應被禁止使用。
(五) 微生物之病原性
利用基因改造技術生產或製造食品時，所使用之微生物必須不具病原性。
十、 基因改造作物顧慮及爭議
(一) 帝王蝶數量銳減
帝王蝶幼蟲以乳草為主食，而乳草(milkweed)常生長在玉米田中或其附近，
1999 年，康奈爾大學的 John Losey 在實驗室條件下進行了 Bt 基改玉米花粉對於
帝王蝶幼蟲的影響實驗，他們將帝王蝶幼蟲飼養在沾附 Bt 基改玉米花粉之乳草
葉片上，結果發現與對照組相比，沾附基改花粉葉片上的幼蟲的食慾與生長下降，
且具有較高的死亡率，他們將這項研究的描述發給科學雜誌“自然”(Losey et al.,
1999)。然而，其他研究學者認為該實驗設計無法完全對應實際自然環境條件，
如實驗室中葉片上所沾附的基改花粉濃度過高，以及自然環境下幼蟲有一定機率
生長在乾淨的乳草葉片上。故而 Sears 等人對於該議題進行研究，結果顯示基改
花粉中毒蛋白表現量很低，沒有急毒性，且只有部分的帝王蝶幼蟲會生長在基改
玉米田附近的乳草上，其研究表示 Bt 基改玉米對於對帝王蝶數量的影響衝擊可
以忽略。該研究 2001 年發表於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 (Sears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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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抗殺草劑基改玉米種植導致殺草劑大量使用，使環境中乳草數量銳減而使幼蟲
無法生存，造成帝王蝶數量銳減(Boyle et al., 2018)。
(二) 美牛基改飼料
美國是全球農業及畜牧業大國之一，每年生產超過 90 億食用動物，其中 95
％以上的動物食用含有轉基因作物(engineered crop, GE)成分的飼料。1996 年美國
畜牧業開始使用加入轉基因作物成分之飼料。1996 年至 2011 年，含轉基因作物
成分之飼料已是美國畜牧牲口的主要飼料。由於官方早自 1983 年已開始進行畜
牧生產力以及牲口健康等數據統整及分析。約 30 年的田間數據集顯示，轉基因
作物引入飼料後，已有超過 1,000 億隻動物食用，但截至 2011 年為止，並未發
現有不利或干擾牲畜健康及生產力的趨勢。至今也沒有研究顯示任何以 GE 飼料
餵養的動物，其動物產品之營養特徵與未含 GE 飼料飼養之動物有所差異。由於
DNA 和蛋白質是飲食後正常的消化成分，因此牲口在食用 GE 飼料後，牛奶，
肉類和蛋類中並沒有可檢測到或可量化的轉基因作物 GE 成分殘留(Eenennaam et
al., 2014)。
(三) 抗殺草劑基改玉米致癌爭議
孟山都生產基改玉米 NK603，在玉米基因體中插入一段基因，使其具嘉磷
塞抗性。法國學者 Serallini 於 2014 年發表有關基改玉米引發老鼠腫瘤和肝腎病
變的論文，以基改玉米與嘉磷塞餵食大鼠兩年，並與食用一般飼料的大鼠比較，
結論是基改食品可能有致癌風險。該篇發表後引起許多專家質疑，質疑點包含實
驗設計不符合科學標準，試驗的大鼠數量不足，並且沒有使用任何統計方法，實
驗數據矛盾，試驗的大鼠品系為易發腫瘤的品系及飼養超過 90 天等，發表一年
多後撤回此論文，然而篇論文撤回後半年又在歐洲的學術期刊重新發表，支持該
篇論文學者認為，如有試驗設計及統計的問題，為何該篇可被期刊接受兩次，試
驗大鼠與孟山都試驗用大鼠品種是否相同，孟山都試驗數據只有 90 天是否過短
等問題，由於一連串激烈攻擊，此事件也引起許多科學家對基改公司干涉學術自
由質疑，然而正反兩方自今爭論不休，對於基改玉米是否有致癌性很難下定論。
(四) 百位諾貝爾獎得主挺基改
2016 年 6 月 29 日，由 1993 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兩名得主，新英格
蘭生物實驗室首席科學官爵士 Sir Richard J. Roberts 和麻省理工學院教授 Phillip
Sharp 組織百餘名諾貝爾獎得主向綠色和平組織發出公開信，呼籲他們停止反對
基因改良作物，並且呼籲各國政府反對綠色和平組織與此相關的一切舉動(Joel,
2014)。
公開信中提到，「我們強烈要求綠色和平及其擁護者重新審視全球農民及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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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使用經生物技術改良的作物及食物的經驗，承認可靠的科學機構及監管機構
的發現，並終止反對 “基因改造作物”，尤其是反對 “黃金米”的活動。科學界的
共識是實驗室中的基因編輯並不比傳統育種所進行的修改更危險，並且基因改造
植物可能具有環境或健康益處，例如減少對農藥的需求。今年 5 月，美國國家科
學院、美國國家工程院和美國國家醫學院發布報告稱沒有充足證據證明基因改造
作物對人的健康和生態環境有不利影響。」
公開信亦提到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有 2.5 億人患有維生素 A 缺乏導致疾病
的問題(vitamin A deficiency, VAD)，發展中國家中五歲以下的兒童佔其中的 40％，
缺乏維生歲 A 會危害免疫系統，使嬰兒和兒童面臨巨大風險。根據聯合國兒童
基金會的統計數據，每年因 VAD 導致的可預防性死亡總數達 100 萬至 200 萬人
VAD 本身是全球兒童失明的主要原因，每年影響 25 萬至 50 萬兒童。半數失去
視力的兒童會在 12 個月內死亡。黃金米有潛力減輕或消除許多由維生素 A 缺乏
引起的疾病，而缺乏症對於非洲和東南亞的貧苦人民造成深遠影響。以綠色和平
為領導的反對現代農作物種植的組織，反復多次地否認事實，反對農業領域的生
物科技創新。他們對這些創新的風險、益處及影響進行了不準確的描述，並且支
持對已獲批准的田間試種和研究項目進行破壞的非法行為。
十一、 臺灣基改作物之研發現況
臺灣有鑑於農業生物技術的重要性，在農委會、國科會的推動下對於作物基
因工程之研發及應用，包括蔬菜、花卉等重要作物抗病、抗蟲、花色、花形，特
殊酵素基因分離及轉移分子標誌之應用研究，抗病基因之標定，進行水稻有利用
潛力及高附加價值之基因轉移等研究。可以說二十幾年來大力的推動，也成立了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研發中心，希望帶動生技產業，但是嚴格來說在基因工程作物
方面的成效並不是很好，迄今只有興大的鞘蛋白轉基因抗輪點病毒木瓜，完成田
間試驗評估，但尚未能完成種苗登錄，且衛福部的安全評估亦只在審查中。就這
項成果而言，美國夏威夷轉基因木瓜只在 1998 年便正式商品化，中國大陸 2006
年也已商品化，台灣的研發雖然有與世界同步甚或超前的能力，但政策性的輔導
則停滯不前，這使得產業的發展受到極大的限制。
目前因法規不夠完備，國內生技產品商品化的過程困難重重，因此農委會加
強種苗法的修訂，自然生態衝擊之評估，衛福部轉基因食品安全查驗登記規範的
有效管理，都是刻不容緩的事，否則不但貽誤商機，更會扼殺研究人員的心血。
多年前國科會、中研院、農委會亦成立一個國家型農業生物技術產業計畫，其中
之重要項目為花卉種苗產業、植物保護生物製劑、動物用疫苗生產、水產養殖產
業、植物有用基因之開發利用、環保生技、中藥與藥用植物，包羅相當廣泛，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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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真正利用到植物基因工程於植物保護的項目並不多。這個國科會、中研院及
農委會主導的國家型計劃已無以為繼，植物基因工程轉基改作物之開發，為農業
生物科技產業中的重點，中央政府宜當作重大國家發展重點方向，早日跟上國際
潮流。
由於田間試驗規範初具，除了早期由興大研發的抗病毒轉基因木瓜，及亞蔬
中心的抗病毒番茄進入田間隔離試驗外，由中央研究院研發成功的 T-DNA 插入
水稻突變株的農藝性狀及種子庫之建立，以及生產高效能植酸素之基因轉植水稻、
耐高溫雙效澱粉馬鈴薯、細胞分裂素合成基因轉植青花菜等亦正式進入田間試驗，
這些數目和已開發中國家之田間試驗數目相比遠為落後，甚至比開發中的國家亦
有不如。台灣的轉基因作物試驗規範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中樞指揮單位，無法建立
強有效力的管理體系，使得國內研究機構雖有一流的研發能力，但目前為止，尚
沒有任何品種被命名，遑論是否能夠商業化，這是我國發展農業生物技術的一大
隱憂。目前由衛福部正式通過核准輸入之基因改造食品原料作物共有 136 項，其
中包括黃豆 27 項、玉米 73 項、棉花 25 項、油菜 10 項、甜菜 1 項，全部皆為國
外開發的作物品種，目前尚無國內開發的產品通過申請。玉米為最大宗核可上市
的品項，最早通過之案件為 2002 年巴斯夫公司申請之抗除草劑基改玉米。最近
通過之案件為 2018 年 10 月 31 日香港孟山都公司申請之混合型基改玉米(資料來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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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da.gov.tw/TC/siteContent.aspx?sid=2197 )。另外，根據衛福部食藥署
最新公布的「基因改造食品原料審議中案件清單」顯示，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止，共有玉米(40 項)、黃豆(3 項)、油菜(1 項)、棉花(4 項)、馬鈴薯(2 項)、木瓜
(1 項)及甘蔗(1 項)等共計 52 項基改食品原料排隊叩關台灣。
十二、 結語及展望
雖然歐盟對轉基因作物的使用仍在爭論中，但從全球的趨勢看來，轉基因作
物的全球栽培面積仍會呈現穩定增長的趨勢，主要是許多開發中國家已正式推廣
此種作物。而新的複合抗蟲基因及耐殺草劑基改作物，更提供較穩定廣泛的抗蟲
性狀及抗殺草劑性狀，不論從技術與研發的層次看來，以及實際的需要，全球轉
基因作物會持續的受到注目，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三個國家－中國大陸、印度及
印尼(25 億人口)，南美洲的最大三個經濟體－阿根廷、巴西、墨西哥(3 億人口)，
以及非洲最大的經濟體－南非，均已正式核准轉基因作物的使用，加上原先使用
最廣的美國、加拿大，可以說全球所有主要的經濟體，除了歐盟及日本外，包括
30 億以上的人口，均已在大規模享受轉基因作物所帶來的好處，台灣如果還在
遲疑觀望，很快便會在全球快速的競爭中落入下風，而且有被邊緣化的危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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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如何正視全球的發展，迅速落實這項農業生物科技的應用，實是目前刻不容緩
的重大國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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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分子標誌輔助育種
郭舒孟 林彥蓉
國立臺灣大學農藝學系
一、前言
在面臨人口持續增加、可耕地減少，如何增加單位面積產量以維持糧食安全
是重要一個課題；全球氣候變遷之際，溫度和雨量之不均，耐高溫、耐低溫、耐
乾旱、耐浸淹等耐非生物逆境特性需要提升，因環境改變，有許多新的病原菌和
昆蟲、寄生蟲等生物逆境的危害，尋求新的抗性基因應用於育種刻不容緩。在追
求永續農業之際，減少化學肥料和化學農藥等使用時，提升氮肥和磷肥等生長元
素之利用效率是必要的。調節作物生產的產期和擴展作物生產區域，需考慮光週
期和溫度等影響作物生長、開花/成熟期收穫。提升作物的附加價值、工業、醫
療的應用，多元化的育種目標也是重要的課題。針對不同環境、市場，不同性狀
的新品種亟需孔急，科學家/育種家一直致力於善用新的生物技術來協助提升育
種的效率和增加育種的標的性狀。
育種亟欲改善的是具有遺傳性的性狀，也就是由基因所調控的，因此，藉由
DNA 生物技術應用於作物改良稱之為「作物分子育種」
，有別於傳統育種完全以
外表的形態或簡稱表型(phenotype)為選拔的依據。一般提及生物技術等於遺傳工
程，組合不同來源的基因，重組 DNA，再以轉殖(transformation)方法將重組 DNA
導入作物基因體，如先前章節所述基因改造或稱基因修飾(genetic modification)
技術，以及最新進展的基因編輯或基因體編輯(gene editing or genome editing)技術
等。另一個常用於育種的生物技術則是 DNA 分子標誌的基因型分析，在傳統的
雜交育種中，子代的選拔依據不是完全憑經驗以表型來挑選，而是輔以 DNA 基
因型鑑定來選拔子代，此為分子標誌輔助育種(Marker-assisted breeding，MAB)，
可以大幅提升選拔效率，縮短育種的時程，又稱為分子標誌輔助選拔
(Marker-assisted selection，MAS)。在分子輔助育種的過程中，以適應於當地環境
的地方種或近緣的野生物種雜交，提升作物的耐受力，並可堆砌數個標的基因以
增進品種，在短時間內培育出多樣化的新品種，近一、二十年來受到學校、研究
單位和私人種苗業者的青睞，大量使用於育種程序。如何應用上述不同的作物分
子育種方法來達到高效率、精準地育成新品種，方能創造農業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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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子標誌輔助育種之概述
傳統育種，包括混合選種和輪迴選種，以表型為選拔依據，進而間接選拔調
控該性狀的基因，但控制作物重要性狀的基因可能不只一個，受多基因的調控且
易受環境影響，例如產量、開花、株高、甜度等，稱之為數量性狀，除了需要栽
種大量的分離後代以供選拔外，育種者的選育經驗更是關鍵，因此新品種的育成
過程耗時又費力。1980 年代，隨著 DNA 分子標誌的開發，可利用分子標誌進行
傳統雜交子代的基因型分析作為選拔依據，並且偵測這些標記與目標性狀之間的
關聯性，由基因層次達成培育新品種的目的。如此一來，可精準預測不受環境影
響的基因型，在實驗室內即可探討基因的位置與其控制性狀的影響力，並收集基
因體資訊，輔以適當的統計方法，進行分子標誌輔助選拔(Marker assisted selection,
MAS)提升選拔效率。
將分子標誌輔助選拔應用於育種，稱之為分子標誌輔助育種(Marker-assisted
breeding, MAB)，主要有三個目的：運用分子標誌可在幼苗期篩選基因型，減少
於田間試驗的子代數量；可區分顯性同型結合子或異型結合子，每一輪迴減少一
次試交或自交世代；分子標誌可以在非受試環境下檢測基因型，例如無需接種病
原菌等，且可以堆砌數個性狀的基因。分子標誌在作物育種中有四種主要運用方
式，其中，分子標誌輔助回交育種(Marker-assisted backcrossing, MABC)為最直觀
也最廣泛運用的方式，以回交為基礎，將單一或數個基因自農藝性狀不佳的個體
(例如地方種或是具有特定優良基因的野生親緣，稱之為供給親)導入主流栽培種
(例如產量高、品質好的品種，稱之為輪迴親)，如圖 1.4.1。分子標誌輔助回交育
種大致可分為三個層面，如圖 1.4.2 所示。首先為(a)前景選拔 (foreground
selection)，依據標的性狀基因序列設計的功能性分子標誌，或者是與標的基因緊
密連鎖的分子標誌，選拔擁有供給親基因之子代，也可選拔在傳統育種中難以偵
測的隱性基因，對於需要勞力密集又費時表型調查之性狀或型態不易鑑定的抗蟲
抗病性狀尤其有幫助；亦可同時堆砌多個數量基因(例如抗性基因) 發展多功能的
穩定品種。接下來是(b)重組個體選拔(recombinant selection)，以標的基因兩翼側
的分子標誌(flanking markers)為基因型之選拔，挑選與輪迴親相同基因型之子代，
若供給親為野生近源種或地方品系，則可降低連鎖累贅造成不良性狀之影響。最
後(c)背景選拔(background selection)，則是利用與目標基因座沒有連鎖、涵蓋整
個基因體的分子標誌，挑選與輪迴親相同基因型之子代，加速恢復優良輪迴親之
基因體組成，達到回交育種之目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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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 分子輔助回交育種過程，以耐旱與高產量水稻為例示範分子輔助回交育
種的簡化流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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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改編自[1]。

圖 1.4.2 分子標誌輔助回交育種之步驟：(a)前景選拔：假想標的基因座位
在四號染色體；(b)重組選拔；(c)背景選拔(d)可進行基因堆砌，集
結優良性狀。Chr:染色體；MM:分子標誌；Gene:目標基因；QTL:
目標數量性狀基因座。
分子標誌輔助基因堆砌(Marker-assisted gene pyramiding, MAGP) 可將
來自不同親本的目標基因堆砌在單一個後代，近年來成功開發許多耐逆境
品種，因此分子標誌輔助基因堆砌為累積多個抗性基因的重要且有效率的
育 種 方 式 。 分 子 標 誌 輔 助 輪 迴 選 拔 (Marker-assisted recurrent selection,
MARS)從一育種族群中以分子標誌基因型為基礎選出目標個體後隨機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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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交配產生下一世代，如此一來，可以導入不同來源的標的基因到育種藍
圖中，甚至對於表型影響較微弱的基因，為選拔複雜性狀的有力工具。基
因體選拔(Genomic selection, GS)是最新穎的技術，因為可以同時選拔多個
覆蓋整個基因體的分子標誌(數十，數百甚至數千個)，所以被普遍認為是
將分子標誌輔助育種效益最大化之方式，尤其是產量、品質等複雜性狀的
育種。
三、探勘多型性分子標誌
第一代分子標誌的代表為限制性片段長度多型性(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RFLP)，在尚未了解樣品之基因體組成時，使用隨機
選擇性酶切以後進行電泳，利用眾多條帶的多型性進行區分。第二代分子
標誌是簡單序列重複(simple sequence repeat, SSR)，植物基因體的 DNA 中
有某些區域會以一到五個核苷酸為單位重複排列，重複的次數依品種而異，
以重複序列前後的保守序列設計引子後，利用聚合酶鏈鎖反應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擴增該區段的序列，依照 PCR 產物的大小不同進行片
段長度多型性分析，為共顯性分子標誌且通常對偶基因數目多(圖 1.4.3)。
SSR 目前仍廣泛應用，但單次實驗可以判讀的基因座不多且有人工判讀不
易、分佈密度不足等問題，正在被第三代標誌取代。
第三代分子標誌為單一核苷酸多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意即 DNA 序列中的單一鹼基對(base pair)變異，也就是 DNA 序列
中某一位點出現兩個或多個的核苷酸(A、T、C、G)可能性的改變，例如兩
不同個體相對應的 DNA 區段分別是 ACACATGA 和 ACATATGA 其包含
有單一鹼基對變異(畫底線處的 C 和 T)，圖 1.4.3 (b)為完整示意圖。SNP
在染色體上的分佈密度高、穩定性高、雙對偶基因型等特點，更容易進行
高通量和自動化檢測。因此，運用 SNP 分子標誌的運用多元，包括進行基
因的精細定位、分子輔助育種、種原鑑定等。
開發 SNP 分子標誌通常是以次世代定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技術為基礎，利用數據庫對多個樣本進行再定序的比對後找出具多型
性的 SNP。新興的次世代定序技術，例如 genotyping-by-sequencing (GBS)
便是一種簡化基因體的定序技術，利用限制酶將基因體 DNA 進行酶切，
並以條碼(barcode)分別標定個體後，可混合個體，建立文庫(library)，同時
進行高通量定序，在基因體複雜度降低的情況下，相同的定序量會提高單
一個體的定序深度使之更加精確，而經過生物資訊工具分析並闡述 GBS
產生的大量數據後，找出族群內具多型性的 SNP 分子標誌可同時完成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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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分析。除了 GBS 之外，還有許多簡化基因體並運用次世代定序，建立條
碼混合文庫的定序方式，包括 multiplexed shotgun genotyping (MSG)，
restriction-site associated DNA sequence (RAD-seq)及 double digest RAD
(ddRAD-seq)等。次世代定序技術的發展與應用在全基因體定序上有長足的
幫助，大幅降低了定序成本，為基因型鑑定與定序提供了高通量資料以進
行後續分析[3]。

圖 1.4.3 簡單序列重複與單一核苷酸多型性分子標誌：(a)簡單序列重複之
多型性。A1 與 A2 兩對偶基因間存在七個重複單元的序列差異；
右圖顯示簡單序列重複分子標誌為共顯性，可以區分異質結合個
體 (A1A2)，M 為 DNA 分子量標準。(b)單一核苷酸多型性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
已知 SNP 的基因分型可以通過晶片技術篩選與外表型相關，具高度多
型性且均勻分布的 SNP，並運用這些 SNP 檢測大量樣本，由英國 LGC
(Laboratory of the Government Chemist)有限公司開發的 KASP 技術為近年
來的 SNP 分析的主流方法之一。KASP 為競爭性對偶基因特異性 PCR
(Kompetitive Allele Specific PCR)，可在基因體 DNA 樣品中(甚至是具複雜
基因體的樣品)對 SNPs 進行精準的雙對偶基因判別。使用 KASP 進行基因
型鑑定的費用與資料點(一個資料點意即以一個 SNP 鑑定一個樣品) 的多
寡有關，若需時五到七周的資料轉換(data turnaround)，單一資料點的花費
為 0.064 到 0.242 美元區間；需時二到三周者花費則為 0.10 到 0.36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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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SP 為品質管理分析、雙親本族群之性狀基因的定位、分子輔助輪回選
種、分子輔助選育，以及基因之精細定位這類需要少量至中等數量分子標
誌的方法提供了划算又靈活的新技術[4]。
四、分子標誌於作物性狀之基因圖譜定位與關連性分析
透過多型性的 SSR 和 SNP 分子標誌，可以運用於建構遺傳圖譜，應
結合譜系圖譜(pedigree mapping)分析或全基因體關聯分析(genome 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進行數量性狀基因座(quantitative trait locus, QTL)
定位。譜系圖譜分析首先需要在標的性狀上有所差異的兩個種原，以及可
以區分此差異的多型性分子標誌，將此兩種原雜交產生分離族群後，以遺
傳重組為基礎，透過遺傳連鎖分析可偵測控制性狀的基因，運用分子標誌
建立連鎖圖譜進行 QTL 定位(QTL mapping)，再經過精細定位，驗證與 QTL
連鎖的分子標誌之後，便可運用於分子標誌輔助選育。全基因體關聯分析
則是利用蒐集的種原以高密度的 SNP 分子標誌之基因型，分析分子標誌和
性狀之關連性，全基因體關聯性分析可對整個族群進行基因型鑑定，找出
SNP 分子標誌並估算與表型資料的關聯性，釐清標的性狀基因座的遺傳背
景，與標的性狀有顯著相關性的 SNP 分子標誌可以應用於後續分子輔助育
種之前景選拔。
五、分子標誌於作物育種之應用
分子標誌輔助育種可加速世代推進，大幅增加選拔效率進而縮短育種
時程，其發展潛力使之成為近一、二十年來產官學研認同重要的育種方法，
在開發分子標誌圖譜以及偵測分子標誌與表型之間的關聯性的投入的研
究也快速增加，因此在重要作物中，數以千計的基因與數量性狀基因座已
被定位，作為分子輔助選育的基礎。最初分子標誌的應用侷限在部分經濟
價值高的作物，但因為分子標誌技術的提升，花費下降且效率提升，分子
標誌輔助選育的應用層面迅速拓展至更多物種，包括維護糧食安全之作物，
如大麥、豆類、木薯、鷹嘴豆、花生、玉米、馬鈴薯、水稻、高粱、小麥
等，重要性狀與透過分子標誌輔助選育成功改良的作物列於表 1.4.1，改良
的性狀很廣，如抗真菌、細菌和病毒等生物逆境的抗性的提升；耐酸性土
壤、耐旱、耐鹽、耐淹等非生物逆境的抗性；提高品質和營養成份；以及
產量[2]。在臺灣之應用實例與運用分子標誌輔助選育列於表 1.4.2，臺灣大
學農藝學系、中興大學農藝學系、嘉義大學農藝學系等學校，農業試驗所、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臺南區農業改良場、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臺東區農業
改良場等農試改良單位以分子標誌輔助水稻育種，改良開花時間、耐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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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旱、抗白葉枯病、米質等性狀，並堆砌數個特性的育種，如耐旱、耐鹽、
高營養米和提升氮素利用效率等性狀；臺灣大學農藝學系和農友種苗公司
合作改良青花菜之開花時間、西瓜抗細菌性果斑病以及番茄抗晚疫病。以
分子標誌輔助選育開發之品種列於表 1.4.3，澳洲、美國、德國等國家的種
子公司改良大麥、青花菜、玉米、馬鈴薯、大豆、小麥等，推出新品種，
而臺灣的農友種苗股份有限公司則即將會有新的早生性的青花菜品種和
抗細菌性果斑病的西瓜品種。有此可知，分子輔助育種在國內外受到學校、
研究單位和種子公司的重視，是非常重要的育種方法和策略。
表 1.4.1、透過分子標誌輔助改良性狀開發新品種之作物

資料來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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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 於臺灣之研究單位分子標誌輔助選育的應用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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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3 國內外私營企業運用分子標誌輔助選育開發的品種

資料來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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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稻中運用分子標誌輔助育種改良為例，稉稻臺南 16 號是臺灣第一個以
分子標誌輔助育種育成的品種，主因是日本越光米深受臺灣、日本等消費市場歡
迎，價格居高不下，直接自日本引種越光稻種種植於臺灣環境時，由於對光週期
的敏感性，在臺灣短日照環境下，越光稻種太早抽穗，導致產量及米質降低，不
利於農民栽培生產與市場行銷。臺灣大學農藝學系和臺南區農業改良場合作，因
此，利用越光稻種為母本，抽穗期之供給親臺農 67 號為父本，於 2007 年二期作
進行種植與雜交，獲得之 F1 再與輪迴親本越光稻種回交四次，其中每一個回交世
代輔以分子標誌輔助選拔進行前景篩選(三個抽穗期基因 hd1、Hd6、ehd1)與背景
篩選，確定導入抽穗期基因，並挑選帶有較多越光稻種基因體背景之個體進入下
一世代的回交，最終經過產量比較試驗及米質分析檢定後，選育出遺傳背景與越
光稻種相近(圖 1.4.4)。經由田間評估後，帶有臺農 67 號 hd1 及 ehd1 兩個光週期
不敏感基因的臺南 16 號，抽穗期較越光稻種延遲約 20 天，而較臺農 67 號提早
抽穗約 2 天，屬於中晚熟品種，其米粒晶瑩剔透，食味品質優良，口感 Q 彈，
受到消費者和餐飲通路喜愛。臺南 16 號的優良米質受到大眾喜愛，臺大農場與
彰化二林鎮米屋企業共創 「鹿鳴米」品牌推廣此良質米，彰化二林鎮農民於 2016
年參加「全國名米產地冠軍賽」
，獲得總冠軍殊榮。爾後，臺南 16 號受到消費者
與農民的喜愛，是米質競賽的常勝軍，臺南市政府並大力主推此臺南 16 號，也
是近幾年來新命名的水稻品種推廣面積最大的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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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6,7]。
圖 1.4.4 臺灣第一個以分子標誌輔助育種的品種 — 稉稻臺南 16 號：(a)以分子
標誌輔助回交育種育成臺南 16 號之過程，圓餅途中淺灰色為輪迴親「越
光」遺傳背景，深灰色為供給親「臺農 67 號」遺傳背景。(b)前景選拔
hd1、Hd6 及 ehd1 三個基因，箭頭所指的基因型為帶有臺農 67 號對偶
基因的 BC1F1 子代。(c)米食位品質的特性，臺南 16 號優於臺農 67 號和
越光。(d)米粒外觀，臺南 16 號的心腹白的比例非常低。(e)在田間栽種
的植株之抽穗期，越光非常早熟，而臺南 16 號與臺農 67 號的抽穗期相
仿。(f)臺大農場與米屋企業共創之「鹿鳴米」及 2016 年於彰化二林栽種
之臺南 16 號獲得全國名米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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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輔助育種另一個優點是可以堆砌數個不同性狀的基因，尤以抗性基因，
堆砌數個抗性基因增加作物對於不同逆境的抗性和耐受性，在此，以堆砌不同營
養成分的高營米的分子輔助育種為例，育種流程載於圖 1.4.5。嘉農育 921401 號
是粒型為中長粒、不具休眼性且富芋頭香米之紫米糯性品系。臺農 76 號係黃金
米品種，米粒黃色來源為五種類胡蘿蔔素，包括含β型胡蘿蔔素、α 型胡蘿蔔素、
新葉黃素、葉黃素、玉米黃質等五種類胡蘿素。臺農 78 號 (巨胚米)米糠含有較
高含量的的粗脂肪、粗蛋白質、礦物元素、游離胺基酸組成、維他命 E 等。紫米
糯性品系嘉農育 921401 號(輪迴親)分別回交帶有黃金米基因之臺農 76 號(供給親)
與帶有巨胚基因之臺農 78 號(供給親)，以分子標幟輔助育種鑑定子代基因型，加
速選拔輪迴親背景，堆砌黃金米基因與巨胚基因於紫香糯米品系中，以育出巨胚、
胚乳為黃金米、種皮為紫米之多重營養的稻米品種，提升稻米營養價值與品質，
藉以增加我國稻作產業的競爭力。

資料來源：林彥蓉博士，農業試驗所嘉義分所吳永培博士提供

圖 1.4.5 堆砌高營養米的分子輔助育種之流程：左為堆砌巨胚和紫米的品系的育
種試驗，右為堆砌黃金胚乳和紫米的育種試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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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分子輔助育種於新興能源作物育種之應用
新興能源作物又稱為第二代能源作物，主要是纖維素酒精的原料作物，非糧
食作物且可低投入種植，為希望可以取代部分化石燃料之再生永續能源。第二代
能源作物的發展限制為其產量，以及能源轉換效率尚未達到商業化量產的要求。
在糧食作物的研究上，許多先進的分子育種技術已經在近年來長足提升育種效率，
例如次世代定序大幅降低了定序成本。對於生質能源作物而言，欲改良的目標性
狀包括生質物產量(biomass yield)、原料品質、耐旱以及抗蟲特性等。雖然分子標
誌輔助育種尚未在生質能源作物中廣泛運用，但為了達成這些改良目標，GBS、
全基因體關聯性分析，以及基因改造等分子技術應用於第二代能源作物中的研究
皆在進行中。以模式樹種歐洲大葉楊(Populus trichocarpa)為例，其序列資料的研
究成果比起其他生質能源作物(例如：柳樹或其他禾本科作物)還要多，包括全基
因體再定序、轉錄體再定序，並皆透過 GBS 技術尋找 SNP，為後續研究奠定基
礎。柳樹、柳枝稷及芒草中也有轉錄體再定序的相關研究報告，其中芒草已建立
遺傳圖譜，對後續生質能源作物的分子標誌輔助育種助益良多[7]。
七、未來展望
在面對多元化之育種目標，探勘自然種原的有用的基因，並應用於育種是重
要的課題。因此，應用生物技術開發的分子標誌進行基因型的分析，可以應用種
原遺傳歧異度的評估，經由譜系圖譜分析和全基因體關連性分析可以探勘野生種
與地方種等自然種原之重要基因(如：抗生物逆境和生物逆境)，爾後，再以傳統
的雜交育種方式來改良優良品種的缺陷。在雜交選育中，以分子標誌基因型來選
拔子代，提升選拔的效率，縮短育種的時程外。分子輔助選育之品種有如傳統育
種育成的品種一般，沒有安全的疑慮，沒有特別的規範，受到學校、研究單位和
種苗產業的青睞，普遍應用於農林魚畜之育種，再者，高通量、自動化的分子標
誌基因型分析平台的開發，大幅降低基因型分析的費用，更提高育種效率，使得
以分子標誌輔助選拔育成的品種推陳出新。除此之外，分子標誌亦可應用品種鑑
定與種子純度的檢測，是種苗產業很重要也廣泛使用的生物技術。植物生物技術
不再限於改良模式植物，大幅提昇育種效率，也可篩選出涵蓋多元優良性狀的品
系，提昇農業生產力，增加農業競爭力，邁向永續農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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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綜論
賀端華院士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研究所
此篇基因體工程技術全面回顧由四位專家(賀端華院士、余淑美院士、葉錫東
院士及林彥蓉系主任)執筆，以深入簡出的方式敍述基因與基因體的關係，並強調
遺傳物質 DNA 如何把存在於鹼基序列中的資訊經由轉錄及轉譯的過程產生一定
結構的蛋白質(大部分都是細胞中生化反應所需的酵素)，同時也闡述因 DNA 鹼基
序列突變而造成的後果。過去數千年來，在農業上經過育種方式已有許多成就，
如現在雜交玉米的發展都是由傳統育種而產生，而在育種過程中，每一次雜交都
有成千上萬的基因由一棵植物轉至另一棵植物，因此基因轉殖乃是大自然常見現
象。現代重組 DNA 的科技只是讓基因轉殖過程更加精確，只需轉殖一到數個基
因即可有顯著的改進，如抗除草劑的大豆只是讓一氨基酸合成的酵素做少量修飾，
即讓大豆不受除草劑的影響，同樣的抗蟲害的基改玉米也只是添加枯草桿菌的一
個基因，因此基本概念與傳統育種沒太大差別，只是更加精確。而這些所謂的基
改植物在上市前都需經過嚴格的生物及食品安全評估，目前台灣 99%黃豆皆由美
國及巴西進口，因此超過 80%黃豆為基改產品，我們已食用超過 20 年，也沒有
造成不良的後果，但是社會大眾仍有對基改的疑慮。另一做法是將 DNA 序列做
為標誌輔助傳統育種，可加速育種時間，得到更精準的成果，而並無使用基改技
術，被社會大眾接受的可能性大為提高，此篇作者們也希望藉此讓社會大眾對
DNA 有關資訊有更深一步的正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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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篇 基因編輯於農林漁畜之應用與發展
引言
林彥蓉教授
臺灣大學農藝學系
全世界的人口於 2018 年 8 月達到 76 億，預計在 2050 年達 100 億，如何餵
養全世界免於飢餓，是必須正視的重要課題。再者，人們飲食習慣的改變，對於
肉類的需求逐年上升，畜產養殖飼料來源主要是穀類和牧草作物，水產養殖飼料
也使用農作物，彰顯作物的生產對於糧食安全的重要性。面臨全球氣候變遷之際，
持續的高溫或熱浪、低溫寒害、乾旱、驟降雨、淹水等，作物生產受到嚴重影響
而減產；昆蟲、微生物、線蟲等為適應環境變遷而改變，致使作物栽培管理也受
到挑戰，影響產量。可耕地面積因工業區與住宅區的增加等而減少；過渡施用肥
料造成土壤鹽化、鹽鹼化，優質土壤遞減中。磷礦枯竭是另一個危機，磷是肥料
的主要成份，目前的磷礦儲存量只夠使用數十年，加上其他植物生長所需的元素
也逐漸減少中，作物的生產將面臨危機。水資源持續的枯竭，造成農業生產的困
境。另外，在作物、糧食、食品的生產中，因儲存與運送等因素而造成糧損，也
是值得探討的議題。因此，現階段農業面臨挑戰有：糧食安全 (food security)、
氣候變遷 (climate change) 、自然資源缺乏 (scarc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和糧食
損失 (food waste) 等四個面向。除此之外，食安議題益發重要，以健康管理農作
物、魚畜養殖生產優質農產品，提高農產品價值，是農業生產目標之一。是以，
確保糧食安全、食品安全、邁向永續農業值得大家關注。
本篇分別詳述基因編輯技術在植物 (作物)、畜產動物之應用與發展、農業微
生物之應用與發展、益生菌於畜牧生產之應用和漁業之應用與發展，藉此初步瞭
解基因編輯將如何在農業產業掀起的變革，以下簡介各章內容。
良好的作物栽培管理與魚畜養殖管理是提高產量與提升品質重要的因素，然
而，若能從「根本」著手，也就是「育種」育成優良的品種，可以降低栽培與養
殖管理所需的時間、人力、物力等生產成本，達到較高的成本效益比 (cost
performance, CP) 值。育種，始於馴化，從具有遺傳變異／差異的群體中，依人
類偏好與所需的性狀／外表型從野生的動植物加以選拔出作物、真菌、畜產、魚
等。遺傳變異的群體，可以來自自然界的種原，然而，育種學家則以雜交來產生
親本間的基因排列組合，雜交子代呈現遺傳的變異。另外，也應用化學物質的誘
變、物理射線誘變、組織培養過程的體細胞變異等方法產生突變基因，創造出新
的表型，作為育種選育的素材。多倍體的育種也是重要的方法，因為物種在染色
體倍增時，會增加遺傳的歧異度，表型變異變多，可適應更廣泛的環境，或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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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個體會不孕，更利於生產與銷售，如無籽西瓜等。因此，藉由這傳統的育種，
育種學家憑著豐富的經驗，從具有變異的族群依表型選育，育成數以萬計的品種，
大幅改善人類福祉，並改變了作物生產模式創造農業產值，並增加人類福祉。
育種是選育具有遺傳特性的的性狀，利用遺傳增進來改良原先品種。遺傳物
質是 DNA，納入「DNA 生物技術」於育種的程序中，是謂分子育種 (molecular
breeding)。其中，傳統雜交育種中，輔以 DNA 分子標誌基因型的篩選，精準選
拔子代，提升育種效率稱之為分子標誌輔助選拔 (marker-assisted selection, MAS)
或分子標誌輔助育種 (marker-assisted breeding, MAB)。重要的性狀多為數量性狀，
例如產量、成熟期、體型大小等，其遺傳機制受到多基因的調控和環境的影響，
因此需要估算遺傳率來瞭解性狀受到基因遺傳的比例，育種者需要有很強的數量
遺傳與統計專業，方能有效率育成新的品種，為傳統育種以外表形態作為選拔依
據的差別之處。若以 MAS 來選育，因 DNA 分子標誌不受到環境影響可以精準
預測基因型，可加速世代推進，縮短育種時程大幅提升選拔效率，並可堆砌數個
標的基因以增進品種，可以培育出多樣化的新品種，近一、二十年來受到學校、
研究單位和私人種苗業者的青睞，大量使用於育種程序。有關分子輔助育種相關
內容，請詳閱第一篇第四章。
另一個以 DNA 分子生物技術應用於農林魚畜的分子育種則是遺傳工程，遺
傳工程意指重組不同來源 DNA／基因，重組的 DNA 經由轉殖於宿主表達此外源
的 DNA，宿主可以為微生物、動物或植物，相關的技術的基礎原理與應用請詳
閱第一篇第一至三章。遺傳工程已廣泛應用於生命科學領域的產業，例如以細菌
生產胰島素、遺傳工程疫苗、基因治療等醫學的應用；於工業的應用則是生物反
應 器 大 量 生 產 酵 素 ； 於 農 業 的 應 用 則 是 基 因 改 造 或 稱 基 因 修 飾 (genetic
modification) 技術。基因改造的優點是經由基因重組將不同物種的基因組合一起，
再將重組的基因導入到作物基因體中，達到「修飾」作物特定的外源標的基因所
調控的性狀，由此，經由重組 DNA 的遺傳工程技術打破不同物種間的生殖隔離
(reproductive barrier)，達到跨物種間之基因平行轉移 (horizontal transfer)之基因交
流。近幾年來，最熱門的遺傳工程技術不外乎是基因體編輯 (genome editing) 又
稱基因編輯 (gene editing)。基因編輯是利用細菌特殊的核酸內切酶與其引導
RNA 結合，修飾辨識標的基因序列，其中卡彭蒂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與杜
德娜(Jennifer A. Doudna)正式提出 CRISPR/Cas9 可程式化細菌免疫系統；張鋒
(Feng Zhang) 則是將這套系統成功地應用於哺乳動物多基因編輯，引起在新藥開
發或是疾病治療應用的矚目。在先進的歐美國家以及鄰近的中國、韓國、日本等
國，基因編輯的研究與應用也在農業應用上如火如荼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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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因編輯技術在植物之應用
洪傳揚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一、前言
全球人口在 2050 年將逼近 100 億人，屆時確保有足夠的糧食供應將是一大
挑戰。傳統育種方法在過去百年來為作物改良及糧食生產作出巨大貢獻，然而隨
著遺傳資源逐漸面臨瓶頸及全球氣候變遷加劇，必須有更有效率的創新育種方法
結合已解序的作物基因組資料，直接進行精準育種。近十年來基因編輯技術的開
發，對作物改良發生革命性的影響，其中又以 CRISPR/Cas9 基因編輯系統最被
重視，CRISPR/Cas9 系統具有操作簡單、便宜、編輯效率高、可進行多基因編輯。
這些特性正好可應用在改良作物中複雜的多倍體、數量性狀及多基因控制的性狀。
更重要的是基因編輯技術可產出不含有轉基因的作物，在作物改良和加速育種上
具有高度應用的潛力。本文回顧近年來基因編輯技術的開發，並討論此技術的應
用及潛力。
二、遺傳變異是作物育種的基礎
作物育種和人類歷史演進關係緊密，人類早期直接天然雜交族群隨機選取外
型好又好吃的作物，這些作物可能是馴化或天然雜交而來，遺傳變異造成了不同
果實外表性狀或品質的差異，變異的來源除了基因組內鹼基序列的單核苷酸變異
(SNP)，也包括插入與缺失變異，以及重複、倒轉、異位等染色體變異。改良作
物的方法包括雜交育種、誘變育種、基因轉殖育種，以及最近最熱門的基因編輯
育種。雜交育種技術是長久以來被人類廣為使用的傳統育種方法，此法倚賴各種
種源的特殊性狀和其相關遺傳資訊，經過雜交把優良特性基因的染色體片段導入
優良品種中，再藉由後裔選拔出優良的子代，經過多次的雜交育種，可將多個優
良性狀堆疊至同一作物之中。然而雜交育種仍有一些無法克服的限制，例如種源
有限、無法跨物種雜交、非生物性逆境由多個基因控制或複雜的生化路徑調控，
不易靠育種育成抗逆境品種、雜交經常導入許多預期之外的基因[1]。誘變育種或
天然突變的種原雖然至今仍被廣泛的應用在傳統育種之中，然而誘變率不易控制，
其製造出來的變異大部分不會影響特定性狀，甚至常有優良性狀被破壞或嵌合體
的發生，因此往往必須建立龐大族群以供篩選，同時天然突變機率極低，突變也
不一定會遺傳至後代，限制了誘變育種的進行[2]。
過去 30-40 年來，基因轉殖技術快速發展，並創造了龐大的產業，直接將外
源基因導入作物細胞核的方式，不會導入其他不相關基因，而且任何物種來源基
因都能轉入植物中，轉殖方法簡單，其中在抗除草劑大豆、油菜，及抗蟲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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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均獲得相當大的成功。截至 2017 年為止，總共有 24 個國家栽種轉基因作物，
栽培面積將近一億九千萬公頃，其中轉基因大豆、玉米佔美國該作物總栽培面積
將近 94% (資料來源：ISAAA, http://www.isaaa.org/)。雖然基因轉殖改良作物獲
得相當大的成功，但是不少人質疑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及對生態的可能威脅，導
致轉基因作物始終無法成為普世認同並接受的新型作物育種方法。
反之，基因組編輯 (或稱基因編輯) 被認為是加速作物育種的革命性技術。
藉由客製化的設計，基因組編輯可鎖定標的基因序列，在植物基因組中進行特定
基因的敲除 (knock out)、置換、或修改標的基因序列，具有編輯精準、效率高，
容易操作等優點。基因編輯技術除了能對特定基因進行精準編輯外，又能建立不
含有轉基因的基因編輯作物 (Non-genetically modified gene-edited crops，簡稱 GE
作物)，尤其在多種主要作物基因體組陸續完成定序後，基因組編輯很快就成為
製造鹼基變異、敲除基因之基礎和應用研究的主流，為加速作物育種提供了一個
精準可靠的改良方法 (表 2.1.1)。
表 2.1.1 各種作物育種方法特性介紹

三、主要的植物基因編輯技術介紹
近年來主要的基因編輯技術有三種，包括鋅指核酸酶 (Zinc-finger nucleases，
簡稱 ZFNs)，類轉錄活化因子核酸酶 (Transcription activator-like effector nucleases，
簡稱 TALENs)、和群組規律間隔短回文重複序列和 Cas9 蛋白的 DNA 核酸內切
酶 (Clustered regulator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簡稱 CRISPR/Cas9)
等三種系統，三種系統均藉由核酸酶截切可客製化的目標序列，自動引發 DNA
修補機制，因而導致基因框架位移或鹼基缺失而失去功能。以下針對每一種系統
進行簡要說明。
(一) 鋅指核酸酶技術(ZFNs)
細胞內每一個不同的鋅指蛋白可特異性識別基因序列上的三聯鹼基， 因此
藉由組合不同的鋅指蛋白，即可辨識一段 DNA 序列，ZFN 即是根據此一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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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鋅指蛋白轉錄因子的 DNA 結合區域 (zinc finger DNA-binding domain) 和目標
DNA 序列結合，再由非專一性內切酶 Fok I 來進行定點切割[3,4]。當目標 DNA
受到切割後，會自動引發 DNA 修補機制，因而導致基因框架位移或鹼基缺失而
失去功能，即為鋅指蛋白核酸酶技術。由於 ZFNs 系統不易操作，試驗的設計需
有相當經驗者設計效率較高[5]、另外，鋅指蛋白數量有限，無法涵蓋所有三連鹼
基組合[6,7]，此系統結合目標 DNA 序列精確度較低，脫靶率較高 [8]，並易引
起細胞毒性等缺點，使其應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9]。ZFNs 技術在作物的應用
上發展較早，但由於操作較為繁複，應用在作物改良例子不多，玉米曾利用 ZFN
敲除玉米植酸生合成路徑酵素 IPK1 (Inositol-1,3,4,5,6-pentaphophate 2-kinase 1)以
降低穀粒中植酸 (Phytic acid) 含量，可避免植酸往往隨著飼養動物排泄物排出，
在水體中造成優氧化。另外最近亦有在六倍體小麥中應用 ZFNs 技術敲除
Acetohydroxy acid synthase (AHAS) 基因，已育成抗 Imidazolinone 類除草劑之小
麥[10]。
(二) 類轉錄活化因子核酸酶技術 (TALENs)
類轉錄活化因子核酸酶 (Transcription activator-like (TAL) effector nucleases，
簡稱 TALENs) 基因編輯技術源自植物病原體黃單胞菌 (Xanthomonas sp.) 感染
植物的機制。黃單胞菌感染到植物後，將 transcription activator-like (TAL) effector
(簡稱 TAL effector, 或 TALE) 注入到植物內[11]，TAL 蛋白會與某些植物特定基
因的啟動子目標序列 (稱為 effector-binding element，EBE) 專一性結合[12,13]。
TALE 與目標 DNA 結合的地方由 18 組重複序列組成，每組含有 34 個氨基酸，
這些重複序列在第 12 和第 13 個氨基酸會決定結合的 DNA 鹼基，此兩個位置稱
RVD (Repeat Variable Diresidue)，不同的 RVD 會與其偏好的 DNA 鹼基結合，其
中 HD、NG、NI、NN 的組成，分別與 C、 T、 A、G 結合，利用此一特性，即
可設計客製化的 TALE 序列模組，再與 FokI 核酸酶融合，此重組核酸酶可針對
特定的核酸序列進行切割，再啟動 DNA 修補機制，對切割的地方進行錯位修補，
造成基因框架位移而失去功能[14,15]。TALENs 和 ZFNs 都利用非專一性內切酶
FokI 核酸酶切割核酸序列，但是辨認標的序列的方法不同，與 ZFNs 相比較，
TALENs 的專一性更高，RVD 中序列的設計沒有使用上的限制，使用成本更低
[16,17]，不過 TALENs 分子太大，除了增加操作難度，也讓導入細胞內效率偏低，
是其潛在的缺點。
TALENs 技術比 ZFNs 在目標序列的客製化更容易，因此在作物應用上比
ZFNs 多。水稻白葉枯病 (Xanthomonas oryzae pv. oryzae (Xoo)) 感染水稻後，會
注入類似效應蛋白轉錄因子 TALEs 到水稻細胞內，TALEs 會移動到細胞核內，
結合到 SWEET (Sugars Will Eventually be Exported Transporter 的簡稱) 蔗糖轉
運蛋白第三群基因家族基因啟動子的 EBE 序列調節基因表現，這些 SWEET 轉
運蛋白可將蔗糖和葡萄糖送出細胞，因此 TALEs 結合至這些基因的 EBE 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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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蔗糖和葡萄糖從細胞送出到質外體 (apoplast)，一般認為此調節作用目的在
提供植物的養分給病原菌使用，亦即水稻 SWEET 轉運蛋白和 TALEs 的交互作
用 與 白 葉 枯 病 感 病 有 關 [18-20] 。 為 增加 白 葉 枯 病 抗 性 ， TALENs 被 應 用 在
SWEET14 啟動子 對 EBE 進行定點 突變編輯，結果有效抑制了 TALEs 與
SWEET14 啟動子結合，提高了水稻的白葉枯病抗性 [21]。
白粉病(Powdery mildew)為嚴重影響大麥和小麥產量和品質的重大病害，大
麥在 1979 年育出了對白粉病具有廣效並持久抗性的春大麥，經過多年研究發現
MILDEW-RESISTANCE LOCUS (MLO)是大麥基因組中感染白粉病菌的關鍵基
因，大麥可抗白粉病是因為此基因座發生缺失突變，到目前為至，MLO 仍然廣
泛的應用在抗病大麥的育種上。小麥是全世界產量最多的糧食作物，若能育種出
抗白粉病品種，將可有效提高小麥產量，然而由於生殖隔離，大麥的 MLO 突
變基因座無法以傳統雜交進行小麥育種，同時，普通小麥染色體為異源六倍體
(Triticum aestivum L., 2n = 42, AABBDD)，在 ABD 基因組上各有一個 MLO 基因，
很難藉由轉殖技術同時破壞三個基因座上的 MLO 基因，此時具有精準、可同時
敲除多個基因的特性的基因編輯即派上用場，應用 TALEN 技術，針對小麥 MLO
基因的第二個外顯子保守區序列進行編輯，分別獲得了 1、2、3 個拷貝的突變
體，並穩定遺傳到後代，抗病性分析顯示只有 ABD 基因組上的三個 MLO 拷貝
同時突變的同質突變體，才能表現出對白粉菌顯著的廣效持久抗性，其他組合則
不具抗病性，此結果證明了基因編輯技術能對多倍體植物進行精準育種[21]。
植物油脂是由甘油及脂肪酸所組成，脂肪酸依結構不同分為飽和脂肪酸和不
飽和脂肪酸，而不飽和脂肪酸又可分為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Monounsaturated fatty
acid )與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 )；飽和脂肪酸化學式中不含
有碳雙鍵，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化學式中含有一個碳雙鍵，例如油酸(Oleic acid)；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化學式中含有二個以上碳雙鍵，例如亞麻油酸(Linoleic acid)
即含有二個碳雙鍵。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安定性較佳較不易衰敗，具抗氧化能力
[22]；反之，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安定性差，碳雙鍵的數量越多，則越不耐高溫。
在大豆種子和植株中，Fatty Acid Desaturase 2 (FAD2)是控制單元不飽和脂肪生成
的關鍵基因[23,24]。FAD2 催化油酸成為亞麻油酸，因此只要將低 FAD2 基因表
達，即可提高油酸這個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含量。在大豆的 5 個 FAD 基因中，
只有 FAD2-1A 和 FAD2-1B 偵測得到基因表達，利用 RNA 干擾技術降低
FAD2-1A 和 FAD2-1B 基因表達曾被用來成功的產生高油酸大豆，並成功培育
出兩個高油酸大豆品種[25-27]。近年來利用 TALENs 技術進行基因編輯，不僅
可快速敲除大豆中的 FAD 基因，並且轉基因不留在基因組中，而且在 TALENs
FAD 雙重突變體中脂肪酸產生劇變，油酸(oleic acid)含量從 20% 提高到 80%，
亞油酸 (linoleic acid)含量則由 50% 降至 4%，大幅改善大豆油的品質[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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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溫儲藏是避免馬鈴薯發芽，並延長上架時間的常用方法，但是低溫會誘導
還原性糖(例如：果糖和葡萄糖)在馬鈴薯球中累積，當馬鈴薯經過高溫油炸後，
還原性糖會與游離胺基酸反應，造成褐變、出現苦味，並會生成潛在的致癌物質
丙烯醯胺(acrylamide)，因此若能抑制還原性糖累積，即可降低此一風險。過去的
研究發現醣類轉化酵素 Vacuolar invertase (VInv)是馬鈴薯低溫儲藏時形成還原糖
的關鍵酵素[29-31]，因此生技公司利用 RNA 干擾技術(RNAi)大幅的降低 VInv
基因表達，以抑制蔗糖轉變成果糖和葡萄糖等還原性糖[32-34]，然而 RNAi 技術
無法完全抑制 VInv 基因表達，又會有外源基因存在馬鈴薯基因組中，因此該公
司進一步應用 TALENs 技術來同時編輯馬鈴薯的三個 VInv 基因，獲得 VInv 基
因完全敲除的同型結合植株，使馬鈴薯中幾乎偵測不到還原性糖，有效改良了馬
鈴薯的耐冷藏和加工性 [35]。
(三) 群 組 規 律 間 隔 短 回 文 重 複 序 列 和 Cas9 蛋 白 的 DNA 核 酸 內 切 酶
(CRISPR/Cas9)
CRISPR/Cas9 是細菌和古細菌的自我防禦系統，其作用模式是細菌被噬菌體、
病毒或外源質粒等外在敵人首次攻擊後，啟動其自身防禦系統以水解入侵的
DNA，並在每次水解外來 DNA 之後，留下一段外來的 DNA 片段，隨即把這些
DNA 片段加以整併，進入細菌的基因組中，當再次遭到相同病毒或外來 DNA 入
侵時，這些已經被記憶的 DNA 會啟動精準的防禦系統對其形成免疫，因此也稱
為細菌的適應性免疫系統。CRISPR/Cas9 系統由兩個部份組成，CRISPR 和 Cas9
核酸酶，CRISPR 為一連串高度保守的重複序列，與每一段序列都高度可變間隔
序列(protospacer)組成，重複序列和間隔序列總稱 CRISPR array[36]。在操作上，
CRISPR/Cas9 的操作只需要有 sgRNA 和 Cas9 即可進行可程式化的基因編輯，大
幅簡化了基因編輯的操作步驟，sgRNA 為一段可客製化設計的引導 RNA，可引
導 Cas9 核酸酶到互補的序列上切割 DNA。
ZFN、TALEN、CRISPR/Cas9 等三種基因編輯的方法，均是先切割標的 DNA
造成雙股 DNA 斷裂(Double strand breaks, DSBs)，進而自動啟動細胞內 DNA 修
復系統，而後再進行基因編輯。基因修補方式可分成 SDN1、SDN2、SDN3 等三
種方式，其中 SDN1 和 SDN2 會引起目標序列變異(site-specific mutagenesis) [37]，
SDN3 可藉由雙股同源互換進行外源基因敲入(targeted insertion of foreign DNA)
[37,38]。SDN1 的編輯方法是透過非同源互換端點黏合系統(Non-homologous end
joining，簡稱 NHEJ)進行草率的 DNA 修復方式，最終敲除基因(Knock out)，導
致基因喪失功能。SDN2 方法具有目標基因替換之功能 (replacement)，是利用雙
股同源互換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方式[39]，把一小段與目標基因相似、但
不完全相同的正常 DNA，來與目標基因互換同源序列片段，透過類似補丁的方
法置換染色體上目標基因產生變異的 DNA 序列，藉此來修復受損的 DNA，恢復
目標基因的功能。SDN3 則是敲入 (Knock-in) 一段 DNA 或基因的方法，做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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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as9/sgRNA 切割目標序列後，加入一段與目標序列同源的供體 DNA(DNA
donor)片段，位於供體 DNA 上的基因片段會藉由雙股同源互換重組整合到雙股
斷裂位置，達到敲入基因或序列目的。在植物的染色體上穩定的定點插入或替換
一段序列或基因，是長久以來的挑戰，應用 CRISPR/Cas9 技術已經跨出重要的
一步，目前基因敲入或基因替換已經成功的在植物原生質體中進行，但尚未能穩
定地在植物中實現。
四、應用在植物 CRISPR/Cas9 系統介紹
CRISPR/Cas9 技術目前為止已成功應用在多種作物，如小麥、玉米、水稻、
大豆、甘蔗等重要作物的性狀改良。欲成功地在植物進行基因編輯，須注意下列
幾點[40]:
(一) 確認影響作物性狀的目標基因功能
需明確知道影響特定性狀的真正目標基因，避免漏失其他標的基因或脫靶。
(二) 建構適當的載體
以 CRISPR/Cas9 而言，sgRNA 的設計可透過許多軟體或線上工具進行 PAM
(protospacer adjacent motif)序列、目標序列預測，並根據分析所得的靶向(on target)
和脫靶(off target)率，建議專一性序列之設計。另外，sgRNA 必須設計在目標序
列 3 端 PAM (NGG 序列)，序列旁邊，若目標序列的旁邊缺少 PAM 序列，將無
法進行定點編輯。
(三) 進行穩定性或暫時性基因轉殖
基因組編輯技術常利用基因轉殖手段，將基因組編輯的元件送入植物細胞核
中，以進行基因編輯，再於基因編輯完成後，去除編輯元件。進行穩定性基因轉
殖時，CRISPR/Cas9 基因編輯所需要的原件，包括 sgRNA 和 Cas9 蛋白質，利用
農桿菌轉殖或基因槍轉殖等方法，轉殖到作物細胞核內染色體中，sgRNA 和 Cas9
蛋白質在染色體內表達並組裝，並根據 sgRNA 所設計的專一性序列，進行精確
的基因編輯，轉入基因組中的 sgRNA 和 Cas9 轉基因，可經過自交或雜交的方式，
在分離世代中和編輯區域染色體分離，即可篩選出無轉基因的基因編輯作物。經
由自交或雜交剔除基因，操作簡單、成本低，且最快能在 T1 代獲得同質的
DNA-free (無外源 DNA)編輯植株 (圖 2.1.1)。藉由穩定性基因轉殖，將基因組編
輯的元件送入植物細胞核中以進行基因編輯，經後代分離後，即可篩選得到非基
因轉殖的 GE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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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不含有轉基因的基因編輯作物之獲得。
使用基因槍轉殖進行暫時性基因轉殖的特性是利用金屬粒子攜帶 DNA，藉
由高壓氣體將粒子隨機打入細胞，結果有些粒子會進入細胞核並嵌入染色體，變
成攜帶外來基因的轉基因植物；然而有些粒子則僅打入細胞核，但是沒嵌入染色
體，此種情況基因仍會正常地進行轉錄和轉譯，並在短暫表現之後，即被降解，
因此染色體中不會攜帶外來基因。利用此一特色，將包括有 sgRNA 和 Cas9 基因
的質粒，利用基因槍進行轉殖後，不進行標誌基因之篩選以降低選拔壓力，即可
讓轉基因不嵌入染色體，並暫時性表達轉基因。在 CRISPR/Cas9 系統中，在細
胞內暫時性表達 sgRNA 和 Cas9 蛋白質進行編輯目標，但是沒有任何外源基因嵌
入細胞核之中，此方法除了可降低脫靶率，降低轉基因植物的爭議，也節省很多
必須透過後代分離，才能篩選得到無轉基因基因編輯作物的時間[41]。
近年來也發展了一套不需要經由轉基因進行基因編輯的技術的，該技術將
sgRNA 在試管中轉錄的轉錄產物(in vitro transcripts，簡稱 IVTs)，和微生物表達
生產的 Cas9 蛋白質一起利用基因槍或者 Polyethylene glycol 方法導入細胞核中，
形成一個核酸蛋白質複合體(ribonucleoprotein complexes，簡稱 RNPs)，以達到無
外源基因轉殖即進行基因編輯之目的，此方法可有效降低脫靶率，並且完全沒有
送入 DNA 到植物中，具有編輯效率高、脫靶率低、節省時間。DNA-free 植物
基因組編輯系統的優勢在於能得到全程無外源 DNA 整合的編輯植株，且在 T0 代
即可獲得同質結合的 DNA-free 編輯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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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因編輯植物之分析
在開發無轉基因的基因編輯作物時，由於植物基因編輯僅是植物內生基因產
生突變，無轉基因在植物基因組中，因此無法進行快速篩選，故必須開發一些敏
感度較高的技術，快速或精確分析基因產生的突變。
(一) 雙股錯配偵測分析 (mismatch detection assay)
利用雙股錯配偵測分析 DNA 是否有插入/缺失(Indel)，具有快速、簡單，便
宜的優點，是目前大量初步篩選編輯基因是否成功最廣泛使用的方法，但是此類
分析只能檢測是否成功造成突變，無法確定發生變異的位置及序列。這類方法可
區分為三個步驟：(1)以 PCR 方法擴增一段包含有目標序列的片段；(2)以高溫解
鏈雙股，再降溫使 DNA 雙股重新結合，當雙股都未受到編輯或雙股都受到編輯，
即會形成同源雙股(Homoduplex DNA)，當一股 DNA 未受到基因編輯而另一股
DNA 有成功造成突變，即會形成異源雙股(heteroduplex DNA)；(3)利用結構或使
雙股解鏈的溫度差異，偵測異源雙股之形成[40]。應用此技術常用的分析方法有
三種，如圖 2.1.2 所示。
1. 雙股錯配核酸酶截切分析 (The mismatch cleavage assay)
以 PCR 方法擴增一段包含有目標序列突變的 300-1000 bp 片段，並避免使突
變位點位於 PCR 產物的中間，再利用具有辨識性並會截切雙股的不完美錯配，
或多鹼基錯配，造成螺旋環(extra helical loops)結構的核酸酶進行酶切反應，將
PCR 產物截切成 2 個或多個長度不同的 DNA 小片段後，進行電泳或 HPLC 分析。
目前有兩種核酸酶常被用來進行此類分析，第一種為 T7 endonuclease 1 (T7E1)，
此類核酸酶可辨認雙股不完美錯配的 DNA，並在錯配位置上游第一、第二或第
三個磷酸二酯鍵進行截切[42,43]；第二種為分離自芹菜的 Surveyor™ 核酸酶，
這種核酸酶會辨認單一鹼基核苷酸突變(SNP)、或小片段鹼基缺失(最多辨認到 12
個鹼基缺失)，並在突變位置下游進行截切[44]。
2. 高解析度溶解曲線分析(High resolution melting, HRM)
此法利用 qPCR 以螢光染劑擴增包含有目標序列的 90-200 bp 片段，利用高
溫使雙股解鏈，之後再降溫使 DNA 雙股重新結合[45,46]，當突變發生無法配對
時，使螢光染劑釋出，即造成 qPCR 及時擴增，同時螢光量降低，藉此偵測基因
編輯之成功與否[47]。HRM 方法的缺點是較大的缺失片段無法偵測，同時分析的
軟體與機器較為昂貴[48]。
3. 異源雙股電泳分析 (Heteroduplex mobility assay, HMA)
基因編輯會造成 DNA 序列鹼基缺失、插入或置換，導致與未編輯的另一股
DNA 鏈合時，因序列錯配形成異源雙股，此異源雙股 DNA 在原態聚丙烯醯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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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ve PAGE)膠體電泳中之泳動速度比同質雙股 DNA 慢，藉此即可偵測基因編
輯是否成功[49]。此技術不需要核酸酶參與，可避免不完全酶切的問題。此技術
敏感度相當高，一般以 15% Native PAGE 分析 140-170 bp 長度的 DNA 片段，可
偵測到一個鹼基的突變[50]。

圖 2.1.2 利用雙股錯配偵測快速分析 DNA 是否有插入或缺失突變(修改自[40])
(二) 利用 DNA 限制酶分析突變位點
將編輯序列(或突變位點)設計在酵素辨識序列上，基因編輯時也改變了該限
制酵素辨認的序列，由於被突變的目標序列無法被限制性酵素截切，但可正常的
切割未被基因編輯的序列，因此可用來鑑定基因編輯的序列。
(三) 利用 PCR 分析突變位點
利用 PCR 分析基因編輯植物時，把基因編輯位點設計在 PCR 的其中一個引
子內，一旦發生基因編輯，該引子無法完全和模板 DNA 黏合，最終導致 PCR 產
物無法擴增[51]。
(四) 定序
定序 是檢 測基 因編 輯造 成目 標序 列突 變 (on-target)， 或分 析可 能的 脫靶
(off-target)突變最直接的方法，常用的方法有傳統的 Sanger 方法或高通量次世代
定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簡稱 NGS)。NGS 必須對每個基因組編輯過的
編輯系抽取基因組 DNA 後，先建立定序庫(Library)，在各 DNA 片段頭尾兩端連
接一個標籤接頭(adaptor)，經由定序後，將定序結果與野生型基因組參考序列相
互比對，找出突變序列，NGS 可以同時分析多個基因編輯系和多個突變位點，
是檢測基因受否受編輯、哪裡受到編輯最有效的分析方法，但是也是費用相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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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定序分析的缺點是，含有雙等位突變(Biallelic mutation)和雜合突變
(Monoallelic mutation)的 PCR 產物定序後，會有重疊波峰產生，容易造成判讀上
的困擾，雖然可藉由把 PCR 產物選殖到質粒載體，再對每個樣品進行定序分析，
但是如果樣品數目一多，會造成工作量過大，並增加成本。為解決這個問題，而
有了簡併序列解碼法(Degenerate sequence decoding, DSD)的開發，DSD 方法緊密
的結合突變位點，只在產生重疊波峰的起始位置為中心的有限範圍內，對鹼基進
行分析，可快速有效地分解出 2 個等位變異序列或雜合突變序列，目前已有線上
軟體 DSDecode (http://dsdecode.scgene.com/) 可使用，只需有野生型目標序列的
參考序列和 PCR 產物定序結果，就可對定序文件中的各種突變進行快速的自動
解碼[52, 53]。
六、應用 CRISPR/Cas9 基因組編輯技術於作物改良
CRISPR/Cas9 被應用在作物改良的時間很短，卻展現其極具潛力的應用價值。
在水稻研究上，基因編輯在產量、穀粒品質、以及雄性不孕材料的改良上相當成
功。應用 CRISPR/Cas9 針對產量構成要素中負調控的基因進行單基因或多基因
的定點編輯，包括影響每穗粒數的 Gn1a、影響莖稈直立性和每穗粒數 DEP1、影
響粒長和粒重的 GS3、影響粒數與分蘖數的 IPA1 等基因，結果顯示這些基因突
變後，均顯著的提高水稻的每穗粒數與粒長[54-57]；近來藉由編輯 G protein βγ
subunit (RGG 基因)，也使榖粒變大，提高產量[58]。在穀粒品質的改良上，以
CRISPR/Cas9 編輯水稻直鏈性澱粉合成酶基因(Granule-bound starch synthase,簡
稱 Waxy)，使水稻穀粒中直鏈性澱粉含量從 14.6% 降低至 2.6%，育成了糯性水
稻[59]。若定點編輯水稻澱粉分支酶(Starch branching enzyme，BEIIb)，可使澱粉
總 含 量 和 直 鏈 性 澱 粉 含 量 增 加 25%[60] 。 雄 性 不 孕 材 料 的 改 良 上 ， 利 用
CRISPR/Cas9 在水稻中進行溫敏核雄性不孕基因 TMS5 基因編輯，促成了新型不
孕系材料的開發，具有加速溫敏核雄性不孕系在水稻雜交育種中應用的潛力[61]。
另外，對光敏核雄性不孕基因負調控基因 csa 進行基因編輯，也可成功的取得新
型雄性不孕系材料[62]。此外，在抗病害、抗非生物性逆境，以及抗除草劑水稻
的開發也相當成功 (表 2.1.2)。
在小麥的研究中，利用基因組編輯技術精確地同時造成 3 個 MLO 基因的突
變，建立了對白粉病具有廣效抗性的小麥[22]；而定點編輯調控小麥粒長和粒重
的負調控基因 TaGASR7，亦可顯著增加粒種有效提高小麥產量[41]，敲除小麥
DEP1 基因也成功的降低株高[41]；敲除小麥 α-gliadin 基因，可降低小麥麩質
(gluten) [63]。在玉米的改良中，先鋒公司(現改名 Corteva Agroscience)利用
CRISPR/Cas9 技術，成功的剔除玉米蠟質基因(Waxy)中一段包含基因啟動子到基
因的 4 Kb 基因組片段，育成蠟質玉米，此技術的開發，將使各種玉米品種(或品
系)都可快速地建立蠟質玉米[64]。其他作物，例如大豆、甘蔗也都利用基因編輯
成功的改良性狀(表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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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近年應用 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進行主要作物之改良

七、未來展望
基因編輯技術可精準的編輯作物基因組，操作簡單、便宜、快速，因此被視
為一個革命性的作物改良工具。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已宣布不會將不含轉基因
的基因編輯作物(GE crops)視為轉基因作物(GM crops) [74]，因此吸引更多研究者
及私人公司投入 GE crops 的研究。基因編輯技術並非沒有缺點，CRISPR/Cas9
基因編輯在一些動物細胞的試驗中，仍有發現一些脫靶效應，導致預期之外的基
因突變，這一點隨著新技術不斷開發，以及生物資訊學的快速進步，已逐漸地解
決。另外，基因編輯技術從基因表達最根本的基因組 DNA 進行改良，萬一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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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即無法回頭修正，因此被詬病像是開車只踩油門，卻沒有煞車系統，此一
缺點也在最近的研究中獲得解決。新的編輯技術只對 RNA 進行基因編輯，而非
DNA，由於 RNA 訊息由 DNA 轉錄而來，因此從 RNA 層次校正來自 DNA 的錯
誤，可使 RNA 將正確的遺傳資訊轉譯給蛋白質，減少異常蛋白質的產生[75]。
應用基因編輯作物以加速育種，未來發展的方向相當多，例如基因編輯控制作物
重要性狀的 QTL，製造等位基因變異 (Allelic variation)，改良農藝性狀；或是應
用於多倍體作物的基因編輯；或者利用基因編輯修飾基因啟動子或轉錄因子，以
調節基因表達等[1,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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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因編輯技術在畜產動物之應用與發展
杜清富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動物科技研究所
一、核酸之化學誘變技術
傳統育種在大族群內經由遺傳評估選拔優秀種畜，再將該種畜經配種計畫繁
殖擴大其後裔生產乳肉蛋等產品。除了透過生物科技加速育種時程，甚至可在小
族群引入新穎特性，例如藉由基因轉殖(transgenesis, Tg)引入人類基因至家畜禽生
產醫藥用蛋白質，或植酸酶基因轉殖改善豬隻消化飼料內植酸，降低糞中有機磷
量達到友善環境。惟基因轉殖被僵化為基因改造(genetic modification, GM)，引發
對環境生態、宗教倫理及經濟貿易等爭議，淪為民粹下負面科技。近年基因編輯
技術(gene editing)快速發展，包括鋅指核酸酶 (zinc finger nuclease，ZFN)、轉錄
活化態作用核酸酶 (transcription activator-like effector nuclease，TALEN) 及
CRISPR/Cas9 (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 and the
associated protein 9)等，以非常高效率地進行精準基因編輯，廣泛應用到不同物
種，滿足各種研究開發目的，由於所使用載體特性，學理上可符合傳統育種定義。
因基因編輯為類似自然界存在基因突變現象，如可經由輻射、紫外光、X光或熱等物理因素，或以 NaN 化學誘變劑等處理產生突變；目前大多數國家法
規認為在不涉及導入外源性 DNA 或基因片段，可歸類為傳統育種方法。所引入
載體屬性不論是 DNA 或 RNA，即屬於含碳、氫、氧、磷及氮等元素組成之有機
或生物化學物質，尤其 RNA 在細胞或胚內極不穩定，在短暫時間內達成任務後
隨即遞解，不會嵌插至宿主基因體內；因此，在不殖入外源 DNA 片段，編輯時
不會導入外源長片段 DNA 或基因時，甚至在 2012 年歐盟食品安全管理局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 認為非屬基因改造[1, 2]。意即基因編輯
技術可視為化學誘變之傳統育種技術，除可加速研究及產業發展，亦可免除一般
大眾疑慮及提高接受度。
二、畜產動物使用基因編輯技術簡介
哺乳類動物卵母細胞在母體內成熟過程，準備了豐富早期胚發育因子，包括
DNA 複製和修復酶、轉錄因子及生長因子等蛋白質，以及各種 RNA，受精卵發
育到不同細胞期啟動胚內源性基因表現開始，來自母體的蛋白質及 RNA 使用後
隨即遞解。此外，卵及孵化前早期胚包裹在透明質軟的透明帶(zona pellucida)內，
使用 200~300 倍倒立偏光顯微鏡即可看清楚受精卵內的原核(pronuclei)，甚至經
離心處理可清楚分辨出受精家畜胚剛形成的雄原核(精子形成)及雌原核(卵單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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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形成)。在哺乳類動物，於原核期受精卵容易將各類型基因編輯載體(不論是質
體 DNA 或 RNA)表達成為 RNA 或蛋白質之基因編輯工具；基本上，藉由操作桿
操控，透過油壓或機械傳動控制顯微注射針刺，此顯微注射針非常容易刺穿哺乳
類受精卵的透明帶，另外，由另一管路，再藉連續油壓控制，將基因編輯載體注
射至原核胚內或受精卵細胞質內(圖 2.2.1)，即完成基因編輯載體傳送工作，由基
因編輯載體自己尋找標的 DNA 進行編輯。此等胚再經由胚移置，殖回代理孕母
輸卵管內，待完成懷孕產子後，篩選出生家畜即可成功獲得經基因編輯之個體。
左側固定吸管藉由吸力翻轉及固定豬胚，右側為注射針，內裝基因編輯載體之
DNA 質體，藉由持續正壓擠出 DNA 溶液，將編輯載體注射至原核內，如載體為
RNA 則注射針僅須在原核外之受精卵細胞質即可。圖中約四點鐘位置為雌原核
(左側)\及雄原核(右側)，核膜內小圓球為核仁。

圖 2.2.1. 豬受精卵原核顯微注射。(資料來源：杜清富)
鋅指蛋白質(zinc finger, ZF)為普遍存在細胞內之轉錄因子，由鋅離子維持其
指狀構型，與雙股螺旋 DNA 之深陷窩(major groove)結合，其結合係一個 ZF 與
DNA 三個核酸碼配對產生雜合反應(hybridization)，利用此一特性，在 DNA 層次
可將 3~5 個 ZF 構築在一起(即對應可辨識 9 到 15 個核酸密碼)，再加結合細菌
Foxk1 核酸酵素(nuclease, N)，此酵素特性需結合為雙倍體才具核酸分解(截切)功
能，因此將兩條鋅指鏈分別結合一個 Foxk1，設計鋅指鏈在 Foxk1 截切點兩側與
DNA 碼雜合，即完成 ZF 核酸酵素(ZF nuclease, ZFN)基因編輯載體建構。此外，
為降低野生型(wild type)之 Foxk1 脫靶(off targeting)現象，在構築 ZFN 時，可先
將左右兩臂之 Foxk1 活化位置之分別修改為雙天門冬酸或雙精胺酸，此設計左右
兩臂須不同 Foxk1 才能結合成雙倍體，方可切斷雙股 DNA 產生誘變，可避免相
同鋅指(ZF)臂雜合 DNA 產生錯誤的相同 Foxk1 雙倍體，造成脫靶誘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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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源自植物黃單孢菌之轉錄活化態作用因子(transcription activator-like
effector，TALE)其分子結構為具多個螺旋重複蛋白質區塊(domain)，每一重複可
辨識一個 DNA 碼，更有趣是該等螺旋重複序列中每一重複均具 34 胺基酸，且僅
在第 12 及 13 個胺基酸不同，此不同胺基酸組合對應與 DNA 之 AGTC 四碼產生
雜合，如同 ZFN 作法構築，左右兩臂之 TALE 與 Foxk1 組合即為基因編輯 TALEN
(TALE nuclease) 載體，因 TALE 內每一重複區對應一個 DNA 碼，因此其構築時
僅須依標靶位置之 DNA 碼依序組合即可，方法步驟比構築 ZFN 更形簡易。
進一步，科學家應用細菌對抗病毒感染之免疫機制，發展 CRISPR/Cas9 之
基因編輯技術[3]。當病細菌被毒感染時，將病毒核酸序列嵌插至細菌基因體內，
形成 CRISPR 的病毒序列，當病毒再次感染時，細菌即表現此 CRISPR 序列，與
病毒序列進行雜合反應，並引導 Cas9 將二次感染病毒核酸分解，避免病毒的危
害。在構築工作僅須分別構築 CRISPR RNA (crRNA)及 Cas9 載體，由於 Cas9 為
泛用型酵素，因此進行不同標的基因編輯時，僅須重新構築引導至標的基因位置
之 crRNA 載體，一般除 crRNA 結構之外，仍須有 trans-activating crRNA (tracrRNA)，
tracrRNA 與 crRNA 雜合及引導 Cas9 酵素切割 DNA，在方便性考量可將 crRNA
及 tracrRNA 構築在一起並稱為引導 RNA (guide RNA, gRNA)，在進行特定點誘
變使用單一 gRNA (single gRNA, sgRNA) 即可，惟考量避免脫靶誘變時，可使用
兩個鄰近點之 sgRNA 配合 Cas9，即可提高其特異性，並且由於兩點同時產生突
變機率非常高，產生兩點間之 DNA 片段刪除，利於誘變體以 PCR 反應進行篩選。
因載體構築簡易及容易降低脫靶現象，目前 CRISPR/Cas9 方法已成為基因編輯
之主流技術。
三、在畜產經濟動物之發展
家畜為高等哺乳類動物，演化過程基因相對穩定，此外單一基因通常參與多
項生理功能，基因編輯技術應用於已知基因之誘變，需要謹慎考量其他生理功能
是否受影響。過去在進行基因轉殖或利用同質反應進行特定基因剔除時，在決定
及設計基因編輯策略時，常以小鼠為模式測試基因轉殖或特定基因剔除是否影響
正常生理。目前基因編輯效率提升，往往省略此等測試，因此需謹慎考量及避免
基因編輯之誘變干擾家畜正常生理。除供作特定實驗模型動物(實驗動物)之外，
家畜無法維持正常生理，即無法有效正常生長及提供動物性產品。因此，家畜之
經濟性狀可做編輯案例比較有限，以下簡述之。
(一) 改善畜產生產效率及產品品質
1. 以 ZFN 剔除免疫球蛋白基因之乳牛
有些人在飲用牛乳時會產生乳糖不耐症下痢或牛乳蛋白過敏，此兩類型消費
者會避免攝取牛奶。乳糖不耐症可經由長期適應，降低拉肚子(下痢)現象，對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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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蛋白質過敏為遺傳性體質，甚難解決，因此，藉由高效率以鋅指酶基因編輯技
術，進行牛隻免疫球蛋白質基因編輯，將該過敏原(免疫球蛋白基因)自牛隻基因
體內進行剔除，當牛隻產製雙染色體免疫球蛋白質基因完全剔除時，母牛生產之
乳中將完全無免疫球蛋白質之過敏原[4]。惟免疫球蛋白質對於犢牛之健康甚為重
要，除牛隻正常健康是否受影響之外，對整體乳牛產業影響或提供特殊牛乳之經
濟模式，均待進一步探討。
2. 以 ZFN 剔除豬隻 myostatin (MSTN)基因之雙肌(double muscle)豬隻
豬隻為一胎多產動物，中國梅山豬為著名高繁殖性能豬隻，一般 L 或 Y 母
豬平均一胎生產 12~13 頭活仔，即可定義為高繁殖性能，梅山豬則平均可高達
15~16 頭，不過高繁殖性能品系豬隻常為肥胖型品系，因此甚難達到商業產之瘦
肉比例。大陸學者以 ZFN 剔除豬隻 MSTN 基因，使梅山豬除高繁殖性能之外同
時具有雙肌現象[5]。MSTN 基因突變長久以來，即存在特殊品系肉牛族群，其後
腿精肉呈現雙肌束外觀，該牛隻可正常成長上市。因此，以基因編輯技術誘發豬
隻 MSTN 基因突變，如同肉牛，被認為不致影響其正常生理，惟此等豬隻是否
仍維持高繁殖性能，仍有待觀察。
(二) 增加生物安全性
1. 培育抗病種畜
疾病防疫使動物不生病，直接影響經濟動物生產效益。病原依屬性一般可簡
單區分病毒性、細菌性、寄生蟲，以及其他如黴漿菌等介於病毒及細菌間微生物。
防疫最直接作法是經由人員及車輛管制與野生動物隔離，以及現場清潔消毒和畜
舍內溫濕通風等環境管理，阻隔動物與病源接觸機會及減少豬隻緊迫，再以疫苗
免疫注射做為第二道防線。
豬呼吸暨生殖道症候群病毒(porcine respiratory reproductive syndrome virus,
PRRSV)主要感染豬肺部巨噬細胞，巨噬細胞又為胎盤形成重要免疫細胞，各年
齡層豬隻均會感染 PRRSV，一般感染出現虛弱、昏睡、持續三天高燒(＞41℃)、
呼吸困難、皮膚泛紅、輕微下痢及顫抖，母豬懷孕率下降、懷孕後期流產、提早
分娩、木乃伊胎、死胎及弱仔增加。病毒感染巨噬細胞過程，先與肝素(heparin
sulfate)碰觸，在與 CD169 接合進行吞噬，在巨細胞內再與 CD163 結合，將其單
股正版 RNA 釋放出，此時 PRRSV 瓦解巨噬細胞初期免疫反應，因此免疫細胞
長期帶有 PRRSV，感染豬群呈現周期性排毒，甚難清除，使用疫苗產生病毒中
和抗體力價亦甚低，無法效達到防疫效果。
新近在病毒防疫概念上，嘗試破壞其感染過程所結合的蛋白質(接受體)，直
接阻斷感染路徑。在 2012 年美國密蘇里大學及中國吉林大學兩研究團隊，應用
傳統同質體重組作用獲得基因剔除細胞，再藉體細胞核移置(somatic cell nu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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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er, SCNT)之複製技術產製抗 PRRSV 感染之基因改造豬。最近包括美國密蘇
里大學團隊[6]、英國愛丁堡大學[7] 及中國華南農業大學[8]，應用 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將基因編輯載體 gRNA 及 Cas9 mRNA，藉豬受精卵細胞質內顯
微注射，由破壞 CD163 或精準刪減 CD163 之第五蛋白質區(domain)，並證實可
降低或免除 PRRSV 感染。藉由基因編輯破壞 PRREV 感染接受體，不僅編輯效
率佳，亦達到疫苗免疫無法企及境界。此外，CD163 之生理功能，亦為回收血紅
素及肌紅素，進行循環再利用之清道夫的重要任務。目前證實位於 CD163 之第 2
及 3 蛋白質區，在刪除第 5 蛋白質區時，並不影響巨噬細胞分化與成熟、肝臟代
謝肌紅素及血紅素，母豬亦可正常懷孕產子；不論以第一型或第二型 PRRSV 進
行攻毒試驗，豬隻均不受病毒感染[9]。當然，病毒接受體概念，也不是全部均獲
得理想效果，如前述 CD169 亦被認為 PRRSV 接受體，在剔除 CD169 基因後並
無法免除 PRRSV 感染；CD163 亦可能為非洲豬瘟之接受體，在剔除 CD163 之豬
隻仍然無法免除非洲豬瘟感染。
整體而言，培育動物抗病品種較植物機會少，惟只要在學理上有其可能性，
如上述剔除 CD163 以培育抗 PRRSV 種豬，因基因編輯效率非常高的情境下，藉
此核酸化學試劑誘變技術培育抗病種豬，極具產業需求及價值，值得支持相關研
發。此外，利用基因編輯技術定位轉殖(knock in)免疫反應輔助信號 CD28，亦被
證實除增強對 PRRSV 病原抗病能力外，由於此策略係增強免疫反應之輔助訊號，
因此對一般性豬隻病毒病原可能均具有抵抗能力[10]。
2. 人畜共同傳染病之防治
反芻動 物長 久存 在 肺結核 菌感 染風 險 ， 雖然 感染 人類 肺 結核菌 主要 為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感染牛隻為 M. bovis，不過 M. bovis 也會感染人類，
食用未全面殺菌之反芻動物畜產品可高達 20~40%機率感染此型肺結核菌，目前
全世界感染率中數小於 1.4%，過去報導最高紀錄者在墨西哥，達 7.6%。由於野
生反芻動物無法控制及免疫效果不理想，肺結核一直是人類潛在威脅。此一困擾
新近應用 TALEN[11]及 CRISPR/Cas9[12]基因編輯技術進行單股 DNA 缺口(nick
breakage)產生同質重組作用，分別定位轉殖 SP110 與 NRAMP1 基因，精確讓兩
個基因「安全停泊 (safe harbor)」在指定位置，能將基因持續傳承至其後裔，都
不影響牠們生理及吞噬細胞功能。再以人工接種 M. bovis，或與病牛關再一起 12
周，進行接觸自然感染，均顯示此等基因定位轉殖(KI)牛隻，具有抗肺結核菌感
染之能力。
(三) 改善動物福祉：無牛角奶牛
牛隻依用途簡單可分役用、奶用及肉用，一般牛隻頭部均有一對角，為牛在
自然界自保武器，不過在北歐及英國北方高原地區，因冬天凍寒時期牛隻密集飼
養在牛舍內，牛角造成管理困擾，經由數百年傳統選拔及育種，選育出無角肉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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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系，如安格斯肉牛即是無角；反之，在溫帶奶牛及一般役用牛，則仍保有牛角
基因表現，尤其是乳牛角，造成去角管理、經濟及動物福祉議題。如應用奶牛與
肉牛自然雜交引進無角性狀，因引進肉牛基因體造成奶牛的乳產量降低，估計要
8 個世代以上才可恢復奶牛泌乳能力；目前美國學者應用 TALEN 基因編輯技術，
引入肉牛無角基因，已成功培育出無角奶牛[13]，而不降低奶牛泌乳能力，不用
再以苛性鈉破壞犢牛角基部組織，提升動物福祉，省去角管理所增加人事成本及
經濟損失。
四、在生物醫學之應用
由於基因編輯之精準性，目前有科學家研發將人類血清白蛋白質(serum
albumin, SA)基因，定位轉殖在豬 SA 基因座位置，由豬隻完全分泌人類 SA，將
豬隻作為生產人類醫藥蛋白質之生物反應器[14]。此外，在人類醫療系統使用醫
藥或醫療器材，均需進行嚴謹的臨床前動物試驗，證明其安全性、有效性及可接
受副作用，因此須有接近人類之實驗動物進行試驗。除了法規要求進行齧齒類動
物(尤其是小鼠)快速驗證後，仍須以非齧齒類動物再行驗證，一般常使用動物有
犬、豬及非人靈長類，豬在解剖構造及生理功能，除了非人靈長類之外，堪稱最
接近人類之物種；且世代間距短，約 6~7 個月齡即可達性成熟，在小型豬(如我
國蘭嶼豬、濱郎豬與李宋豬)約在五月齡即可達一般成人體重 60~70 公斤；尤其
為一胎多生，容易進行基因轉殖或基因編輯，建立特定功能基因缺損之實驗動物
模式；尤有甚者，豬隻組織器官可作為生物醫材之材料，以及結合基因編輯、誘
發型幹細胞及囊胚代償等發展，未來將有機會以豬隻客製化生產人類組織器官。
此等生物醫學用途發展，下述僅就實驗動物、醫材及異種器官等之價值及引發之
問題做簡單概述。
(一) 實驗用模式動物
在幹細胞生物醫學發展，尤其以人類誘發型幹細胞(iPSC)相關研究，常以嚴
重複合型免疫缺損(severe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 SCID；缺乏 T-及 B-免疫細
胞)小鼠，測試幹細胞之分化發育能力，意即將候選幹細胞埋植至 SCID 小鼠後，
該細胞團可發育成具三胚層組織之畸胎瘤(teratoma)，不過以小鼠進行埋植後，受
限於小鼠體型小，甚難有足夠採樣做詳盡分析。豬隻試驗動物對幹細胞之發展極
為重要，學界持續尋求免疫功能缺損豬隻，先後有自然突變[15]及 Cre/loxP 基因
轉殖調控 RAG1 (recombinant activating gene 1)剔除[16]。新近，利用基因編輯技
術，以 ZFN 技術產製第二型介白素 γ 次單體(interleukin-2 receptor subunit gamma,
IL2RG)之基因剔除豬隻[17]、以 TALEN 技術產製 RAG1/2 [18]或 RAG2 之基因
剔除豬隻，以及 CRISPR/Cas9 技術產製 IL2RG 之基因剔除豬[19]。在 RAG1/2 基
因剔除豬產生具有嚴重缺乏 B-及 T-細胞之免疫缺損特性，應用此一動物模式，
可以快速檢驗人類 iPSC 之分化能力，顯示基因剔除技術之突破將加速人類 iP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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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領域之研發[20]；在 IL2RG 基因剔除豬，除 B-及 T-細胞之免疫缺損外，在
自然殺手(natural killer, NK)細胞亦產生缺損，更適合幹細胞之研發，惟豬隻因免
疫功能嚴重缺損，對於病原更為敏感，因此豬隻須飼養在無病原菌之環境，其維
持成本則甚為昂貴。一般人類疾病試驗動物，由於功能性基因缺損，大多須飼養
在特殊環境，以維持其仍可健康無虞。
此外，在第二型糖尿病治療藥物 Thiazolidinediones (TZDs)，臨床使用可提升
患者對胰島素敏感性，不過卻有產生心血管疾病之副作用，目前學者以應用 ZFN
之編輯技術[21]，產製 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gamma (Ppar-γ)基
因剔除豬，可進一步探討相關副作用之機制及如何克服。此外，過去藉由同質重
組作用及配合 SCNT 所產製之基因剔除豬，例如阿茲海默症、乳癌、心血管疾病、
囊性纖維化、糖尿病、舞蹈症(Huntington)及肌肉萎縮症等豬隻模式[22]，均可藉
由新基因編輯技術將可更有效率產製小型豬之實驗動物。
(二) 提高生物相容性醫材及移植組織器官
現代移植醫學長足進步，病患可藉由組織修補或器官移植，可延續生命並提
升健康及生活品質，惟人類同種器官來源不足，使科學家尋求異種來源之組織及
器官，截至目前以豬隻進行基因體修飾克服超急性、急性及細胞性免疫排斥反應
等，除少數案例，目前均停留在臨床前馬來猴或狒狒試驗，相關移植後存活日數
進展在胰島移植超過 675 天、眼角膜超過 933 天、神經元超過 548 天、心臟異位
移植達 945 天、腎臟達 499 天，肝臟及肺臟則僅分別 29 及 8 天[23]。整體而言，
馬來猴及狒狒屬於舊世紀非人靈長類，演化上與人類極為接近，半乳醣轉移酶基
因均已產生突變，細胞表面均無引起超急性排斥反應半乳醣抗原[24]；但是還有
如唾液酸(sialic acid 或 neunaminic acid)之免疫抗原差異，人類演化已產生基因突
變，已無乙醇基唾液酸(N-glycolylneunaminic acid, NGNA)，此唾液酸抗原合成基
因在豬隻基因體可藉由基因編輯技術模擬人類演化，克服 NGNA 所產生排斥反
應，不過馬來猴及狒狒仍有此等抗原，因此相關試驗仍有些微出入，不過目前除
以包埋胰島移植正式進行人體臨床試驗之外，其他組織器官仍未正式進入臨床試
驗。相對於異種器官移植之風險，以豬隻組織進行去細胞之醫材，相對較接近臨
床應用，如目前心臟瓣膜移植，均已有使用來自牛及豬隻瓣膜；在國內亦已有生
技公司，以一般豬隻腸膜及眼角膜，開發醫材並取得藥證。在我們未發表試驗中，
證實相關醫材如來自基因編輯豬隻，克服非蛋白質抗原反應，將有更高生物相容
性。
此外，豬隻基因體內存在內源性反轉錄病毒(porcine endogenous retrovirus,
PERV)之序列，在異種移植研究早期有學者在離體細胞感染試驗，認為不同型
PERV 若發生重組則有感染人類細胞之可能性，然而後續學者從諸多使用豬隻細
胞或組織醫材之患者追蹤，或直接檢測從事豬隻屠宰之工人，均未發現有病毒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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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及產生抗體之證據，不過新近應用基因編輯技術，可直接同時將豬隻細胞內
60 幾套 PERV 序列進行剔除，避免後續相關疑慮[25]。
五、應用誘發型幹細進行囊胚代償產製客製化移植組織或器官
日本學者山中伸彌在 2006 年發表使用四個因子，可誘發培養體細胞發育成
誘發型幹細胞(inducible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PSC)，該研究並在 2012 年獲得諾
貝爾生理暨醫學獎，此 iPSC 具多樣分化潛能，將 iPSC 注射囊胚階段之早期胚。
在胚胎發育過程，此細胞可能參與所有體組織的發育，形成嵌合動物，如參與性
腺生殖細胞發育，可藉由性腺傳承至後代，則可產生全由 iPSC 來源細胞所發育
形成之個體。iPSC 除在臨床之細胞治療進入臨床試驗外，在 2010 年日本學者以
Pdx1 基因缺損小鼠囊胚注射大鼠 iPSC，由此小鼠胚懷孕出生後檢視其胰臟，確
認該胰臟完全由大鼠細胞所組成，相對於未注射大鼠 iPSC 之 Pdx1 基因缺損小鼠
囊 胚 出 生 後 因 缺 胰 臟 而 無 法 存 活 [26] 。 此 一 囊 胚 代 償 作 用 (blastocyst
complementation)現象，未來應用可以將人類一型糖尿患者之 iPSC，注射至 Pdx1
基因缺損之豬囊胚，進行代償發育，客製化患者之胰臟，避免異種移植之各種排
斥反應。目前在研發客製化人類移植組織器官，因全基因體定序及基因編輯技術
進步，除胰臟之外，在腎臟及肺臟研發也有學者在著力[24]。
當然此等研究，馬上引起大家擔心，科學家做出西遊記裡的豬八戒?產生社
會倫理道德爭議。相關爭議，Bourret et al.做詳盡分析並指出，進行人與動物嵌
合試驗，主要考慮風險在於嵌合豬是否具有人類知覺或外觀，以及人類細胞是否
參與至豬隻性腺發育[27]。此等可能風險進一步分析，在參與豬腦部發育具人類
知覺發育方面，懷孕期人類是 290 天對照豬為 114 天，人類神經元細胞需要長時
間發育而成較大腦結構，出生後一般動物隨即可行動，人類則須更長哺育期發育，
因此以比較生物發育差異，嵌合豬出生後人類 iPSC 就算移至豬隻腦部，也不足
以具有類似人類知覺。在參與生殖細胞發育方面，在演化上哺乳類不同物種間經
由有性生殖參與生殖細胞發育，其門檻極高，就算獅子和老虎或馬和驢子互配，
出生後裔亦無繁殖力，山羊與綿羊僅差一對染色體即無法互配繁殖後裔，遑論豬
具 19 對染色體相對人有 23 對染色體；在婦產科不孕症檢查，以去透明帶倉鼠卵
鑑定精子受精活力，精子在進入倉鼠卵之後即無法進一步激發受精卵分裂發育；
因此，人類 iPSC 參與豬隻性腺發育可能性極低。在具人類外觀方面，機率亦甚
低，甚至可藉由使用低於 1%人類 iPSC 數進行豬胚嵌合，配合懷孕診斷以避免。
整體而言，在此三方面風險除了機率極低之外，亦設計 MIXL1 (自殺基因) 防範，
當 iPSC 參與不正確位置發育時，會誘發此基因表現使細胞自行死亡[27]。此外，
在進行人類 iPSC 與基因缺陷豬囊胚進行嵌合試驗前，科學界亦嘗試以非人類之
猴子 iPSC 與基因缺陷豬囊胚進行嵌合試驗，以評估可能的風險及釐清相關疑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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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科技發展推動人類文明進展，改變人類生活型態及行為模式，也豐富人類各
方面生活或藝術創作。在當今最明顯例子要算智慧型手機，除極少數地區及人無
手機之外，幾乎人手一機或兩機；但是，或有駕駛汽機車者在用手機發生車禍，
徒步者行進中用手機發生撞人、撞電線桿或掉進坑洞，甚至跌下樓梯喪命，其他
事件如電磁因高溫燃燒或爆炸受傷，甚至長時間使用造成視力受損，但是人類被
其方便性及功能性所吸引，從來沒有人要求手機要零風險或要求廠商做安全試驗
或風險評估。
反之，基因改造 (genetic modification, GM) 進行物種培育，已超過 30 年發
展，至今仍舊不為社會大眾所普遍接受，過去所謂 GM 是狹義的基因轉殖
(transgenesis, Tg)，Tg 是將不同物種基因或 DNA 片段殖入另一物種之基因體
(genome) 內，引發對食安、生態環境、倫理宗教道德及專利貿易經濟論戰，此
等爭議已無法依據科學逐案(base on science and case by case) 討論。為化解此一
困局，荷蘭學者將經濟品系蘋果或馬鈴薯，引入相同品系野生種植株之抗病基因，
提出基因回殖 (Cisgenesis, Cg) 概念，因為引入基因屬於同一種植物之抗病基因，
因此排除對環境生態產生衝擊之疑慮，提升食用安全考量及歐盟社會大眾接受度。
Tg 原文字可拆解為 trans 與 genesis，trans 對應於有機化學結構式，醇基(-OH)反
式結構，如一般熟知反式脂肪；而 Cisgenesis 可拆解為 Cis 與 genesis，Cis 對應
於有機化學之醇基順式結構，如一般順式脂肪；順此理，基因回殖應該可廣為社
會大眾接受；不過，不論 Tg 或是 Cg，殖入基因體均是逢機發生的現象或事件，
外來不論相同或不同物種基因，均利用基因體在 DNA 複製過程，進行繁複修補
時而被當成內源性核酸而隨機接入基因體內，因此，當外來基因殖入基因體時，
可能破壞有功能基因，造成 GM 生物體 (GM organism, GMO)具缺陷、干擾生理
或無法存活，或殖入位置不適合，造成基因無法表現與無法得到預期功能及結
果。
最近，歐盟最高法庭，經過 10 年論辯後，做出基因編輯(gene editing, GE)
屬於 GM 的判決，甚至已有禁止 GE 研發聲音。事實上，GE 與 GM 有根本性差
異，GM 前述不論 Tg 或 Cg 均是逢機殖入外源 DNA 片段，而 GE 則是可依照設
計精準地剔除或編修內源基因而無外來 DNA，就算設計同時殖入(KI)外源 DNA
或基因，也可以經該設計使之「安全停泊 (safe harbor)」在指定位置，獲得預期
功能；在未殖入 DNA 片段時，一如自然突變，甚至因無外來 DNA 片段不易進
行檢驗。
目前在傳統育種技術，容許以化學藥品誘發物種基因突變，產生變異之新個
體，增加培育新穎性狀之機會。人類面臨諸如地球暖化、氣溫劇烈變化及乾旱等
等衝擊，為適應環境變遷，甚至避免可能食物短缺，似乎應更理性思考基因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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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之貢獻。事實上，進行 GE 所使用載體可純粹為 RNA 或蛋白質，此等物質
實屬有機化學物質，在細胞內極不穩定、生命期極短，數小時即被細胞內酵素所
分解，理論上即可歸類為化學誘變之傳統育種技術，甚至其安全性比目前所使用
化學誘變之無機化學藥物更安全。當然，有觀察者指出，GE 有脫靶現象(off
targeting)，所謂脫靶意指在非預期位置產生編輯，其影響在人類生物醫學方面是
須更為仔細，設計更嚴謹策略。應用 GE 在動植物培育新品種方面，一如傳統育
種作法，期望生物族群具多樣性，具有高遺傳變異，才有機會選拔到所期望表現
型之個體，再進行基因穩定性配種(或授粉)繁殖原種，再推廣為商業應用之種原，
如此周而復始，培育不同適應能力達適應環境變化天擇，甚至符合經濟需求或具
生物醫學價值之種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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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因編輯技術在農業微生物之應用與發展
沈偉強
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
一、微生物之重要性與應用
微生物的種類繁多，廣泛地存在自然界的各種生態環境，具有多樣的代謝能
力與環境適應性，在物質的循環及自然生態的平衡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農耕
環境中，多樣且平衡的土壤微生物相，對於作物的生長與發育，扮演至為關鍵的
角色。但單一作物的大面積種植，微生物相的平衡受到人為因素的干擾，若加上
環境氣候的劇烈變化，導致有害病原微生物的大量繁殖與擴散，常造成作物病害
大面積發生與疫情，影響農作物收成與農民收益。
在微生物的種類中，細菌與真菌為微生物中重要的兩大類群，分屬於原核與
真核生物，其中包含對植物有益的共生或促生菌，以及具致病性的植物病原菌。
針對植物有益的微生物來說，根瘤細菌與豆科植物根部共生形成根瘤，藉由固定
大氣中的氮氣，轉換為可供植物利用的氮素源，具有促進植物生長的作用，為土
壤肥力的重要指標；此外，據估計約七至九成的陸生維管束植物的根部組織，具
有與菌根真菌共生所形成的菌根構造，共生植物可行光合作用，提供菌根真菌生
長所需的碳素營養源，而根部的菌根真菌可改變植物根圈環境，藉由體外菌絲及
共生構造幫助植物吸收水分及其他如磷等營養礦物元素，並且能提昇植物抵抗環
境逆境及病害的能力[1]。
此 外 ， 在 對 植 物 有 害 的 病 原 微 生 物 方 面 ， 例 如 番 茄 青 枯 病 菌 (Ralstonia
solnacearum)，屬於土壤傳播細菌性病害，好發於高溫多溼的環境，當殘存於土
壤或植物殘體的病原細菌感染根部，經繁殖擴及維管束組織，進而影響水分及養
分的輸導，造成植物萎凋死亡[2]；而土壤中常見的鐮孢菌屬(Fusarium) 病原真
菌，亦常引起植物的萎凋病徵，例如近年來為全球香蕉生產重要限制因子的香蕉
黃葉病(Panama disease；Fusarium wilt of banana)，由黃葉病菌(Fusarium oxysporum
f. sp. cubense)引起，病原菌透過根部感染入侵維管束木質部，並假莖的褐化病徵
影響水分利用，進而造成植株矮化萎凋及死亡，黃葉病菌具有強韌的土壤殘存能
力，防除不易，病田常須休耕或輪作其他作物[3]。
近年來，農藥的不當使用，食安事件時有所聞，因此作物栽培的源頭管理，
農業藥劑的安全及減量使用，已成為全球關注的議題及政府重要的施政方針。遵
循自然生態、永續循環的有機及友善農業生產方式，已為時勢發展所趨，而微生
物農藥及微生物肥料的開發與應用，對於田間病蟲害的防治及幫助作物生長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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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且關鍵的角色。因此，如何透過遺傳工程技術，進行有益或拮抗微生物的篩
選及基因功能的分析，以及探討病原菌的致病機制，以便進行作物病蟲害的有效
防治與管理，為當今學研界研究與開發的焦點所在。
二、傳統微生物遺傳工程技術
微生物具有快速生長的特性，細胞週期短，能快速地調整生理代謝，適應環
境或營養的改變，並且容易以人工培養基進行培養。其中，分屬原核生物的大腸
桿菌(Escherichia coli)與真核生物的啤酒酵母菌(Saccharomyces cerevisiae)等模式
微生物，在細胞學、生理學、遺傳學及基因體學的長期研究，累積相當的研究成
果與資源，更為今日系統生物學發展的重要研究系統，而這些模式微生物的相關
知識與技術，除可應用於細菌及絲狀真菌等微生物基因功能的基礎研究上，亦提
供許多環境及農業微生物應用與發展的契機。
傳統的微生物育種技術，乃採取物理或化學的方法，例如紫外線或化學誘變
劑等進行菌株誘變，進行突變菌株的系統性篩選，以及標的性狀的功能分析。此
類傳統微生物育種改良方法，模擬自然界突變的現象，為大眾所接受並被視為安
全，唯此類方法耗費時日，效果不彰。隨著 DNA 的發現，基因轉殖及 DNA 重
組技術的發展，許多遺傳工程技術已應用於微生物基因功能的篩選及分析，開發
微生物的遺傳資源。
原核微生物大腸桿菌，已在 1972 年報導基因轉殖成功[4]；而在真菌方面，
最早基因轉殖成功的物種包括啤酒酵母菌[5]、橘色麵包黴(Neurospora crassa) [6]，
及小巢狀麴菌(Aspergillus nidulans) [7]，轉殖方式為利用細胞壁分解酵素去除細
胞壁，產生原生質體，使 DNA 片段能夠成功轉殖進入細胞插入染色體，並且穩
定遺傳至後代。傳統的真菌遺傳工程技術，根據基因轉殖的目的及轉殖 DNA 片
段插入染色體的位置，可分為逢機基因插入技術(random gene integration)及目標
基因標靶技術(gene targeting technology)兩大類。逢機基因插入技術，DNA 片段
轉殖進入細胞中，逢機插入染色體上，插入位置並無專一性，此一技術多用於全
基因體逢機突變株的系統性建構，透過篩選突變株特定性狀，以及 DNA 片段插
入位點的選殖與定序，結合基因體資訊或同源物種序列的比對，進行系統性的功
能基因體分析，尋找出重要標的基因，此一技術主要的方法包括限制酶介導插入
技 術 (restriction enzyme-mediated integration ， REMI) 及 農 桿 菌 介 導 轉 殖 技 術
(Agrobacterium-mediated transformation，AMT)等[8]。此類逢機 DNA 插入突變技
術，類似傳統的物理及化學誘變法產生突變株，透過性狀篩選及 DNA 插入片段
的標定，相較傳統突變方法，較容易找出突變位點基因進行後續分析，唯應用於
非模式真菌物種，受限於基因轉殖效率，標的基因篩選不易，應用亦受到相當的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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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基因標靶技術，乃利用轉殖序列與目標基因位點具有共同的同源性序列，
將 DNA 片 段 轉 殖 進 入 細 胞 中 ， 藉 由 同 源 序 列 配 對 ， 進 而 發 生 同 源 重 組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因而可剔除或改造目標基因，進行單一目標基因之
功能分析；但除了少數模式真菌如 啤酒酵母菌、橘色麵包黴及小巢狀麴菌
(Aspergillus nidulans)外，一般真菌針對目標基因同源重組的效率低，功能分析不
易，因此許多農業、食品或環境非模式真菌基因的功能性分析，受到相當的限制，
進展不易。
三、新型微生物基因編輯技術
新一代的微生物基因遺傳工程技術，包括轉錄活化態作用因子核酸酵素
(transcription activator-like effector nuclease, TALENS) 及 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associated protein system CRISPR/Cas9 等基因
編輯(gene editing)技術等。其中，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具有精準、高效率、
多功能性、及容易操作等優點，其應用潛力最受重視及期待。在微生物中，大腸
桿菌已成功應用 CRISPR/Cas9 技術進行基因編輯[9]，啤酒酵母菌亦為首先成功
應用 CRISPR/Cas9 技術進行基因編輯的真菌種類[10]，而近年來於其他微生物種
類也有報導成功發展 CRISPR/Cas9 各種基因編輯技術，唯目前於農業微生物的
應用仍屬初期開發階段，未來若能廣泛應用於農業、食品或環境等非模式微生物，
將開啟農業微生物功能基因體分析、微生物肥料及微生物農藥開發與應用的新
頁。
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於農業相關細菌的研究，今年度有一篇新的報告
應用於重要生物防治或微生物農藥的芽孢桿菌屬種類-地衣芽孢桿菌(Bacillus
licheniformis) 的研究[11]。地衣芽孢桿菌，為土壤中常見的細菌種類，具有產生
許多代謝產物的能力，能抑制其他微生物作為生物防治菌株，亦為重要的工業用
細菌，可進行異源蛋白質或代謝物的表達。此研究報告，首先利用產膿鏈球菌
(Streptococcus pyrogenes) cas9 基因的突變型- Cas9 nickase (Cas9n；D10A)基因，
轉殖進入地衣芽孢桿菌中，應用於基因編輯技術的開發與應用。Cas9n 突變酵素
能造成單股 DNA 的斷裂，當提供同源模板進行斷裂位置序列的修補，能有效進
行更為精準的基因編輯，且結合其他設計，亦能降低非專一性突變的機率。接著，
進行紅色色素(pulcherrimin)生合成 yvmC 基因的突變試驗，當兩側同源序列長度
為 1 kb 時，突變效率為 100%，長度為 0.1 kb 時，突變效率則為 51.4%。當進行
2 基因的同時突變試驗，同時造成突變的效率為 11.6%。當進行廣效性聚酮化合
物抗生素(Bacitracin) 生合成 bacABC 基因簇約 42.7 kb 大片段的突變試驗時，突
變的效率為 79.0%；當試著表達納豆激酶基因(Nattokinase gene；aprN)於地衣芽
孢桿菌染色體的特定位置中，其效率為 76.5%。而作為重要工業用細菌進行異源
蛋白質的表達，地衣芽孢桿菌過多的內源蛋白酶，亦會影響蛋白質表達的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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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透過 CRISPR/Cas9n 基因編輯技術，成功突變 6 個蛋白酶基因及 bacABC 基
因簇，應用該菌株進行工業發酵，能有效提升納豆激酶產率至少 25.7%。因此，
應用 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能有效進行生物防治或微生物農藥標的菌株
特定基因的功能分析，以及菌種改良的工作。
CRISPR/Cas9 基 因 編 輯 技 術 應 用 於 絲 狀 真 菌 的 首 例 為 瑞 氏 木 霉
(Trichoderma reesei)[12]。瑞氏木霉，長久以來作為真菌異源表達系統，被美國食
品藥物管理局公認是安全的真菌，可用於表達及生產許多酵素及代謝物。利用可
控制表現密碼子最佳化(codon optimization)的 Cas9 基因及胞外轉錄的 gRNA，研
究人員成功的進行基因突變，利用兩端 200 bp 同源序列亦能有效於特定位置進
行同源重組，並且此 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亦能同時進行多基因的改造。
此研究開創了基因編輯技術，應用於絲狀真菌有效基因功能分析及菌種改良的潛
力與前景。
CRISPR/Cas9 技術亦已成功應用於絲狀病原真菌稻熱病菌 (Magnaporthe
oryzae)及玉米黑穗病菌(Ustilago maydis)的基因編輯研究[13,14]。以玉米黑穗病菌
的研究為例，學者利用自我複製不插入染色體的載體建構持續表現密碼子最佳化
的 Cas9 基因，並且利用玉米黑穗病菌 U6 snRNA 啟動子表現 gRNA，針對可產
生菌絲的菌株 SG200(solopathogenic)進行交配型 b 基因的突變，篩選無法產生菌
絲的突變株。結果顯示，可得到自轉殖株成功得到平均 70%突變的後代。此研究
顯示，利用自我複製不插入染色體載體的優點，在於透過不篩選的情形下，載體
會自細胞中自動丟失，因此可避免 CRISPR/Cas9 持續存在及作用所造成的不利
影響。此外，此研究針對 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所可能造成的非專一性
(off-target)突變的現象，選取 2 株基因編輯突變株進行全基因體定序分析，結果
發現，2 株突變株分別有相當數目(84；60)的序列變異，學者推測序列變異可能
因為基因轉殖過程使用的細胞壁分解酵素所導致，而非 CRISPR/Cas9 技術所造
成，唯此現象有點出乎意外，須進一步分析與評估。
針對開發微生物農藥應用於作物病蟲害的防治方面，為人熟知的害蟲生物防
治真菌為白僵菌(Beauveria bassiana)。白僵菌，為昆蟲寄生性真菌，能感染許多
農業害蟲及傳播許多人類疾病的媒介昆蟲，如蚊、蠅、及蜱等，除了可感染昆蟲
外，白僵菌於自然界亦可行腐生生活及內生於植物組織中。白僵菌其孢子發芽可
入侵昆蟲體內繁殖，進而破壞昆蟲的新陳代謝而致死，目前已有商品化的產品，
因其對人畜無毒，為替代化學殺蟲劑的重要微生物農藥。但是由於白僵菌緩慢的
殺蟲效率，以及對環境逆境如紫外線、高溫等的耐受性差，因此應用上受到限制；
再者，加上白僵菌傳統基因同源重組效率低，分析其致病機制及環境耐受性基因
功能的探討分析不易，研究進展有限。2017 年，學者成功開發 CRISPR/Cas9 基
因編輯技術，應用於白僵菌的基因功能研究[15]。學者利用小巢狀麴菌甘油醛-3磷酸去氫酶(glyceraldehyde-3-phosphate dehydrogenase) gpdA 基因啟動子及色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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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tryptophan)生合成 trpC 基因終止子，持續表現白僵菌密碼子最佳化 Cas9 基因，
並利用農桿菌基因轉殖成功導入白僵菌中。此外，利用胞外轉錄產生 gRNA，轉
殖芽生孢子(blastospore)進行尿苷(tryptophan)生合成 ura5 基因的突變試驗，並成
功得到 ura5 突變株。進一步建構 250 bp 兩側同源序列，透過同源重組修補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directed repair)機制，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亦能
成功進行白僵菌基因的基因置換，遠較傳統基因轉殖方法需要 1000 bp 同源序列，
提升相當的同源重組效率。此外，進行多基因同時編輯測試，結果顯示，2 標的
基因同時編輯效率為 39%，3 基因同時編輯效率為 5%。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植物病理科學家，針對洋菇(Agaricus bisporus)基因體中的
六個多酚氧化酶(polyphenol oxidase)，利用 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成功移除
其中一個多酚氧化酶基因的數個鹼基對，造成其突變，使得整體多酚氧化酶活性
降低 30%，採收後的洋菇因而不易褐化，得以延長儲架壽命[16]。該 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所產生的洋菇，通過美國農業部(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的評估，毋須通過「基因改造」法規之審查，能夠上市銷售。此案例為
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產生之「基因改造」農產品，通過美國政府核可成功
上市之首例。
除了上述介紹的例子，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亦已成功應用於許多農業
或環境相關絲狀真菌基因編輯的研究，近年相關報導整理如表 2.3.1 所示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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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應用絲狀真菌的研究

四、基因編輯技術於農業微生物真菌之發展應用與未來展望
微生物豐富的種類與多樣的代謝能力，隨著科學研究的發展，微生物應用已
與人類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而另一方面，病原微生物快速地演化與變異，亦持續
引起作物的病害及造成人類糧食生產的問題。隨著次世代與新一代定序技術的精
進與普及，大量微生物基因體已完成解序，相關基因的功能分析及菌種的改良，
則有待更快速且有效率的功能基因體分析技術，進行系統性的篩選與開發。而
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正符合時代所需，其具有高效率、多樣基因編輯方式、
可同時進行多基因功能分析、運用性廣及容易操作等優點，改善傳統遺傳工程技
術基因同源重組效率低，不易進行序列相似、功能相仿多基因家族 (gene family)
功能分析的缺點。目前 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已成功運用在各種原核與真
核微生物，以及高等真核生物等的基因修飾、表現及突變分析上；此外，針對特
定模式微生物，研究人員亦嘗試透過 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進行系統生
物學的研究，以便更有效率的進行菌種改良或表現特定代謝產物的工作。相信應
用 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在未來 5 年內在微生物、生命科學、及醫學等
領域的基礎及應用研究，將有更快速地發展及重大的突破。
應用 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進行微生物基因編輯 (gene editing)，是
否屬於傳統的基因改造(gene modification)微生物，以及該技術於農業微生物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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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量，基本上可由三個面向進行討論。首先，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有
許多生體內(in vivo)及生體外(in vitro)產生 Cas9 蛋白質與 gRNA 的方法，生體外
產生蛋白質及 RNA 進行導入，因二者在細胞內半衰期短，完成工作後會被降解，
且不涉外源 DNA 的轉殖或插入，與傳統基因改造生物轉殖後，生體內(in vivo)
產生蛋白質或 RNA 的方法，有所不同，應較為安全、不受爭議。再者，許多公
認安全的微生物如大腸桿菌、啤酒酵母菌、及瑞氏木霉等，已作為異源表達系統，
進行特定蛋白質或代謝物的發酵與生產，而此類生產標的物，多會進一步進行分
離純化，例如早期利用大腸桿菌進行胰島素的生產並已應用多年，已為大家所接
受，有別於基因改造作物直接食用的安全疑慮，以及對環境生態所可能造成衝擊
的隱憂。因此，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於微生物的應用，有別於植物或動物
方面，具有相當的應用及開發潛力。
最後，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其編輯標的有其相當的序列專一性，但對
於相似序列不排除亦有可能受到編輯的可能，為確認排除非專一性(off-target)編
輯的發生，因微生物基因體較小，可透過全基因體定序分析，比對編輯前後菌株
序列的差異，評估其是否影響特定基因或代謝，與原菌株是否為實質等同
(substantial equivalence)。就前述所舉玉米黑穗病菌的研究，選用自我複製不插入
染色體的載體，應可避免質體插入導致的突變，但基因編輯菌株經由全基因體定
序分析，發現有非專一性突變的結果，作者推測突變非基因編輯所致，而可能肇
因於原生質體基因轉殖的方法。在傳統真菌基因功能基礎研究上，特定基因突變
株必須重新轉殖該基因完整片段，回復野生株之性狀，以確認基因突變的專一性。
此非專一突變的發現，也凸顯了科學研究的盲點，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本
身編輯標的基因可能相當專一，但人工基因轉殖的方法或過程，是有可能造成非
預期的突變，因此不同微生物或物種，應利用微生物研究的優勢，進一步比較不
同基因轉殖方法是否會造成非專一性突變，以釐清其成因，選擇安全的基因轉殖
方法，避免非專一性突變的發生，釐清「基因改造」的爭議或隱憂，確認編輯菌
株的「實質等同」，以實際應用編輯菌株於農業、環境及食品等各領域。
遺傳工程技術應用於生物基因的改造，已行之多年，而基因改造作物及動物
於農林漁畜的應用，有其食用安全性及環境生態等考量，受限於諸多因素，推廣
不易；反觀，基因改造微生物的衍生應用，已與人類日常生活及醫療息息相關，
其多未涉直接食用，且於控制的環境條件進行應用，對於人類利大於弊。新一代
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提供了人類遺傳工程技術的新契機，尤其在農業微
生物的研究與田間應用上，期待學研界能精準地確認其基因編輯專一性，評估改
造微生物的風險性，釐清其安全性爭議，以期廣泛應用此技術於農業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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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基因編輯益生菌於畜牧生產之應用
劉嚞睿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
一、益生菌於畜牧生產之應用現況
現今畜牧業慣行的高密度飼養方法，在有限面積內飼養大量動物，因此疾病
的發生率較高。而飼料中添加抗生素(antibiotic)，不僅可以預防疾病，更具有促
進生長的效果。在 1995 年以前，畜牧業使用的抗生素有 90%做為生長促進劑，
且其中多種抗生素亦用於人類之醫療。這些添加在飼料中的抗生素，可能引起動
物體內的細菌產生抗藥性，抗藥性細菌若進一步隨著飲食或接觸進入人體，將衍
生嚴重的醫療與公共衛生問題[1]。為避免畜牧場不當使用抗生素，歐盟自 2006
年起全面禁止飼料中添加抗生素以做為動物之生長促進劑，此禁用措施激發起抗
生素替代物的相關研究蓬勃發展，許多研究證實益生菌 (probiotic) 具有調節宿
主免疫能力、調節腸內菌相、抑制有害菌造成的下痢，進而具有促進家畜生長的
效果，因此益生菌為抗生素替代物的熱門選項之一[2]。
「益生菌」一詞源於希臘語，原意為「for life」，意指為對生命有益。曾獲
諾貝爾生醫獎的俄羅斯學者 Metchnikoff 為最早提出益生菌觀念的學者，1907 年
時他提出益生菌可以改變腸內菌相，減少腸道中的有害菌，達到延年益壽的效果
[3]。「益生菌」一詞隨著時代演進而有不同的定義。最早對於益生菌的定義為
Lilly and Stillwell 於 1965 年所提出，係指由微生物所分泌能促進它種微生物生長
之物質[4]。Fuller 於 1989 年則定義益生菌為：能夠藉由促進腸道菌相平衡而使
宿 主 獲 益 之 活 的 微 生 物 [5] 。 2002 年 聯 合 國 糧 農 組 織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FAO)與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重新將益
生菌定義為：適量攝取時對宿主健康有益之活的微生物[6]。2013 年國際益生菌
及益菌質科學協會(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ssociation for Probiotics and Prebiotics；
ISAPP)又將益生菌一詞重新定義，不僅須符合 2002 年 FAO/WHO 的益生菌定義，
還需有相對應的科學證據證明其機能性與安全性才可稱之為益生菌[7]。
(一) 飼料用益生菌之種類
畜牧業所使用之益生菌，於我國由「飼料管理法」規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依據該法律訂定「可供給家畜、家禽、水產動物之飼料添加物參考物質表」，以
正面表列方式列出核准使用之微生物，未於表中所列者則不得使用。表 2.4.1 為
2018 年 8 月 4 日發佈之「可供給家畜、家禽、水產動物之飼料添加物參考物質
表」所列之微生物，其中乳酸桿菌屬(Lactobacillus)、乳酸球菌屬(Lactococ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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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菌屬(Pediococcus)、鏈球菌屬(Streptococcus)、腸球菌屬 (Enterococcus)、芽
孢桿菌屬(Bacillus)、雙歧桿菌屬(Bifidobacterium)、白色念珠菌屬 (Leuconostoc)
等菌屬均為常見之益生菌。
乳酸菌(lactic acid bacteria)：「可供給家畜、家禽、水產動物之飼料添加物參
考物質表」所列之 Lactobacillus、Lactococcus、Pediococcus、Streptococcus、
Enterococcus、Bifidobacterium 與 Leuconostoc 均為所謂的「乳酸菌」。乳酸菌為
一群特性相近之微生物的統稱，主要共同特性為：代謝碳水化合物後之產物以乳
酸為主[3]。其它有關乳酸菌的特性包括：格蘭氏陽性 (Gram-positive)、無運動性
(nonmotile)、通常不具產孢能力 (non-spore forming)、形態為桿狀或球狀 (rod- and
coccus-shaped)、缺乏細胞色素 (cytochrome)、不具觸酶 (catalase) 活性、厭氧性
或微好氧性(anaerobic or microaerophilic)、營養需求複雜，所以培養基中必需含
有胺基酸、維生素 B、嘌呤及嘧啶等菌體生長所需之營養[8]。乳酸菌於食品之應
用已有數個世紀之久，普遍用於乳品、肉品與蔬菜保存或發酵等用途，部分菌株
也被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認定為「公認安全」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GRAS)之食品添加物，經常被添加於食品或飼料中。
乳酸菌之種類，已由早期的 Lactobacillus、Leuconostoc、Streptococcus、Pediococcus
等 4 個屬，逐漸增加至 2013 年的 39 個屬、442 個種(表 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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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可供給家畜、家禽、水產動物之飼料添加物參考物質表」中之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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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 乳酸菌之種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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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孢桿菌(Bacillus)：Bacillus 為格蘭氏陽性菌(Gram positive)、可形成內孢子
(endospore) 之桿狀細菌。此菌屬通常為好氧性(aerobic)，但亦有部分為兼性厭氧
(facultatively anaerobic)，並具有觸酶活性。Bacillus 可藉由形成內孢子以抵抗外
界不良環境，如：熱、乾燥、輻射、有毒物質、極酸或極鹼之惡劣環境，俟環境
適合生長時才會重新萌發[9]。Bacillus 的內孢子可以耐受濕熱的環境，於 100°C
加熱 20 至 30 分鐘仍可存活。於乾熱環境下，內孢子所能耐受的時間又比濕熱環
境下更長。內孢子的外層結構穿透性很低，分子量大於 200 Da 的水溶性分子即
無法進入內孢子，因此對於氧化劑、酚、醛、酸，以及鹼，內孢子比營養細胞
(vegetative cell)具有更好的抵抗力。而內孢子對 UV 的耐受性，也比營養細胞高
數十倍。內孢子具高度之耐熱與耐旱性，使 Bacillus 適合運用於需經高溫打粒製
程之飼料，且其保存期限極長，因此較乳酸菌更適合做為飼料添加物[10, 11]。
Bacillus 之菌種達近 300 種，部分菌種會產生有毒物質，如 B. anthracis 會使
人類及禽畜感染炭疽，部分 B. cereus 菌株會產生內毒素而導致食物中毒[12]。因
此，要將 Bacillus 做為益生菌使用，必須經過完善的安全評估。目前農委會核准
可用於動物飼料之 Bacillus 菌種包括：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Bacillus badius、
Bacillus cereus、Bacillus coagulans、Bacillus licheniformis、Bacillus pumilus、Bacillus
subtilis。以下就較為常見之 Bacillus subtilis、Bacillus licheniformis、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等 3 個菌種進行介紹。
1. Bacillus subtilis
常見於土壤等天然環境，動物腸道或反芻動物的瘤胃亦可發現其踪跡。
Bacillus subtilis 做為益生菌的研究極多，例如餵飼雞隻 Bacillus subtilis PY79，不
僅可有效減少雞隻受大腸桿菌(Escherichia coli)的感染，亦可用於預防雞隻受沙門
氏菌(Salmonella enterica)感染[13]。將大豆粕以 Bacillus subtilis 進行發酵後再餵
飼予離乳仔豬，可顯著提高離乳仔豬的日增重；觀察腸道組織切片，可發現絨毛
長度及腸道的健康情形皆較佳；而血液中的 IgG、IgM、IgA 等免疫球蛋白濃度
亦顯著增加，因此餵飼 Bacillus subtilis 發酵後的大豆粕，對於離乳仔豬之免疫力、
生長性狀(growth performance)，以及腸道健康具有促進的效果[14]。
2. Bacillus licheniformis
與 Bacillus subtilis 之親緣關係極為接近，亦普遍存在於自然界如土壤中。
Bacillus licheniformis 可生產多種蛋白酶(protease) 及澱粉酶(amylase)，已被廣泛
應用於工業酵素之生產[15]。目前工業上使用之 Bacillus licheniformis 菌株並無產
生腸毒素(enterotoxin) 之疑慮，且為「公認安全」之菌種[12]。已有研究證實，
豬隻飼料中添加 Bacillus licheniformis 的內孢子，不僅可提高生長性狀、飼料轉
換率及屠體品質(carcass quality)，亦可減少離乳仔豬因 Escherichia coli 所引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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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痢，故具有取代抗生素之潛力[16-18]。Knap et al. (2010) 則發現餵食 Bacillus
licheniformis 能夠預防肉雞壞死性腸炎(necrotic enteritis)發生[19]。此外，Bacillus
licheniformis CK1 菌株不僅具有耐酸、耐膽鹽、吸附腸黏膜細胞，以及抑制多種
病原菌等益生特性，更具有分解與吸附多種黴菌毒素之能力，具有做為飼料用益
生菌之潛力[20-22]。
3.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常見於土壤或穀物，以生產澱粉酶與蛋白酶著名，廣泛應用於工業酵素之生
產[23]。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所產生的 α-澱粉酶常用於水解碳水化合物中的
α-1,4 醣苷鍵 (α-1,4- glycosidic bond)，可應用於紡織、烘焙、醫藥，以及清潔劑
等[24]。歐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EFSA)於 2007 年將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定位為「安全資格認證」(qualified presumption of safety；
QPS) 菌種，在歷史上具安全性，不產生腸毒素，故不會引起食品中毒。近年來
以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當做益生菌的研究越來越多，研究指出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可以透過降低發炎前驅物質(如：TNF-α、IL-1β) 的分泌來達到
減緩結腸炎的效果，且在以脂多糖 lipopolysaccharides (LPS)誘導腸道發炎的試驗
中，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的餵飼也可以有效降低 IL-1β 並提升 IL-10 分泌，
來達到減緩發炎的效果[25, 26]。此外，亦有研究指出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可以改善腸內菌相、有效減少雞隻腸道中的大腸桿菌數量，並能增加腸道結構完
整性與提高消化率[27]。此外，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LN 菌株不僅具有耐酸、
耐膽鹽，以及抑制多種病原菌等益生特性，更具有分解玉米赤黴毒素(zearalenone)
的能力，具有做為飼料用益生菌之潛力[28]。
(二) 飼料用益生菌之功效
不同種類之益生菌對於宿主的影響及效果也有所差異，常見飼料用益生菌主
要功效包括：
1. 促進腸道健康
腸道為動物體內重要的消化與吸收器官，亦為重要的免疫器官，為隔離外來
異物如病原菌、毒素等有害物質侵入體內的重要屏障。目前已有許多研究證實益
生菌可提高宿主腸道屏障功能的完整性[29]。如以 Bacillus subtilis 做為飼料添加
物餵予肉雞，當腸道處於發炎狀態時，可增進免疫功能並增加腸道的完整性，提
高緊密連接蛋白(tight junction protein)及黏液素(mucin)的 mRNA 表現，因此可改
善腸道發炎的情形[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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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高養分消化吸收
添加益生菌於飼料中有助於改善家畜禽之生長表現，包含體增重、採食量，
以及飼料效率等指標，推論其機制可能與益生菌產生之消化酵素有關，其不僅增
加養分之消化吸收，並可減少氨之產生，降低畜牧場之異味[31, 32]。Bacillus 會
分泌多種胞外酵素，如：澱粉酶、蛋白酶、幾丁質酶(chitinase)、木聚糖酶 (xylanase)、
葡聚糖酶(glucanase)、角蛋白酶(keratinase)等。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可產生
植酸酶(phytase)、木聚糖酶、葡聚糖酶，以及澱粉酶，可促進動物的營養攝取及
生長發育[33]。Bacillus licheniformis 在工業上用來大量生產 α-澱粉酶與多種蛋白
酶，其產生的角蛋白酶可降解家畜禽之毛、羽等廢棄物，產生低成本且易消化之
小分子蛋白質與氨基酸，可做為飼料添加物，促進肉雞之生長表現[15, 34]。
除了產生消化酵素以外，益生菌可合成維生素 B1、B2、B6、B12、E、K、
葉酸，以及生物素等，幫助身體維持正常的運作。乳酸菌發酵產生有機酸而使環
境酸化，可使蛋白質顆粒變小而表面積擴大，促進酵素作用而提高蛋白質的消化
率[35]。乳酸菌亦會發酵不被腸道所消化吸收的寡醣及多醣，產生短鏈脂肪酸，
進而促進礦物質的吸收及利用[36]。
益生菌亦有助於改善腸道吸收養分的能力。腸道吸收養分的能力可以由腸道
絨毛高度(villus length)、腺窩深度(crypt depth)，以及兩者之比值(絨毛高度與腺窩
深度比值)來評估。腸道絨毛高度增加則絨毛表面積也增加，代表腸道具有較高
的吸收養分能力；腺窩為腸道絨毛之增生來源，腺窩深度較深代表腸絨毛之組織
更新速度也較快，能快速應付絨毛之自然脫落或病原菌及其毒素所引起之絨毛損
傷；絨毛高度與腺窩深度比值較高則代表上皮細胞更新率較快，並與宿主之生長
表現呈現正相關[37, 38]。而 Bacillus subtilis、Lactobacillus casei、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Bifidobacterium thermophilum 等益生菌已被證實可提高絨毛高度，
以及絨毛高度與腺窩深度之比值，不僅具有促進宿主腸道健康之功效，亦可提高
肉雞之生長表現[39]。
3. 調節宿主免疫功能
越來越多的研究指出益生菌可以調節宿主免疫功能，於過度發炎時抑制發炎
反應；於過敏時減緩過敏症狀，故可平衡宿主的免疫反應。益生菌調節宿主免疫
功能的機制可分為直接與間接二種類型，在直接型調節免疫功能方面，益生菌直
接作用於腸道細胞，其效果除了前述的強化腸道屏障功能以外，並包括活化樹突
細胞、促進細胞激素的分泌等；在間接型調節免疫功能方面，益生菌可間接影響
宿主的免疫系統，例如：樹突細胞活化後刺激自然殺手細胞及其他免疫細胞的活
化、因細胞激素的分泌而使免疫細胞活化、利用細胞激素調節細胞的基因表現，
以及增加腸道免疫球蛋白濃度等，上述兩者皆影響宿主免疫相關細胞的訊號傳遞，
進而達到調節免疫的功能[40]。以 Streptococcus thermophilus 與 Lactobacil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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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dophilus 為例，其可透過調節發炎前驅物質及細胞激素調節物質來達到調節宿
主免疫之功能。而 Bacillus subtilis 則在體外試驗中被證實能誘導細胞免疫
(cellular immune)及體液免疫(humoral immune)[12]。且其內孢子狀態亦有調節小
鼠免疫之功能，可刺激腸道之培氏斑(Payer’s patches)及腸繫膜淋巴結 (mesenteric
lymph nodes)，進而影響細胞激素之產生[41]。Bacillus licheniformis 則可抑制因沙
門氏菌感染而引起的發炎反應，降低相關細胞激素及趨化介素 (chemokine) 的產
生[42]，且其胞外多醣(exopolysaccharides；EPS)在宿主細胞受病毒感染的情形下，
可以幫助宿主細胞提升促發炎細胞激素，包括腫瘤壞死因子 α (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介白素-12 (IL-12)、介白素-18 (IL-18) 等，並增加干擾素 α
(interferon-α；IFN-α)分泌來輔助細胞抵抗病毒的感染[43]。
4. 產生抗菌物質
乳酸菌代謝產生之有機酸，如乳酸、乙酸及丙酸等，可使宿主腸道 pH 值降
低，而有抑制病原菌的效果。此外 Lactobacillus 及 Bifidobacterium 等乳酸菌亦會
生成細菌素(bacteriocin)、生物性介面活性劑(biosurfactant)，以及短鏈脂肪酸
(short-chain fatty acid)，可抑制其它微生物。而 Lactobacillus salivarius 產生的抗
菌蛋白，可抑制 Streptococcus pyogenes 或 Streptococcus uberis 等病原菌[44]。
不僅乳酸菌可產生抗菌物質，Bacillus 亦能夠產生多種細菌素，或是類似細
菌素之抑制物質，如：subtilin、coagulin、surfactin、bacilysin、iturins A、C、D、
E，以及 amicoumacin A 等，可應用於醫藥或飼料[45]。由 Bacillus subtilis 所產生
的 amicoumacin A 能抑制 Staphylococcus aureus、Shigella flexneri、Enterococcus
faecium、Camphylobactor jejuni 與 Heliobacter pylori 等多種病原菌的生長[46]；
Bacillus coagulans 所 產 生 之 coagulin 及 Bacillus polyfermenticus 所 產 生 之
polyfermenticin SCD，對部分革蘭氏陽性菌具有抑制作用[47, 48]。
5. 抑制腸道病原菌定植
益生菌不僅可藉由調控腸道上皮細胞之緊密連接蛋白的基因表現而強化腸
道屏障，且還能夠競爭排除病原菌，如分泌抗菌物質、與腸道病原菌競爭養分及
空間等存活所需的資源。益生菌並能刺激小腸杯狀細胞(goblet cell)分泌黏液素
(mucin)並抑制病原菌的生長。此外，益生菌促進腸道蠕動的功能也可有效幫助宿
主將病原菌排出體外[49]。
6. 抗病毒
畜牧業常見的疾病中，由病毒引起的疾病極為普遍。台灣的豬病以豬生殖與
呼吸症候群病毒(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 virus；PRRSV)與豬
環狀病毒第二型(Porcine circovirus type 2；PCV2)最常發生；而禽鳥的病毒性疾病
中，則以禽流感最為令人聞之色變。針對病毒性疾病的預防，目前以接種疫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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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以禽流感為例，禽類接種疫苗可有效防止禽流感病毒的傳播，然而禽用流感
疫苗為注射型不活化疫苗，其有許多尚待克服的限制，包括：(a)不活化疫苗的製
備繁複且費時；(b)注射型疫苗的施打需耗費大量人力與時間；(c)注射型疫苗的
施打容易引起動物緊迫。由於製備禽流感不活化疫苗的病毒株必須經過重組
(reassortment)改造並適應於雞蛋培養的環境才能進行病毒株量產，需耗費數個月
的研發時程，病毒培養過程繁複且製作成本相對昂貴，疫苗大量生產也必須仰賴
雞蛋之供應，導致時程相對較長。此外，注射型疫苗的施用不僅需要大量人力及
時間，且以注射方式接種易引起動物緊迫而影響動物生長。此些限制均影響注射
型疫苗應用於大群經濟動物的可行性[2, 50]。因此，近年有關益生菌抗病毒活性
之研究極為熱門，目前已知益生菌抗病毒的機制包括直接作用與間接作用兩方面。
在直接作用方面，某些益生菌可以吸附病毒而減少病毒接觸宿主的機會，使病毒
的感染力下降。如 Enterococcus faecium 可直接吸附豬流感病毒可降低流感病毒
感染宿主細胞的能力[51]。在間接作用方面，某些益生菌可分泌抗病毒物質，如
Bacillus subtilis 所產生的胞外胜肽 P18 與流感病毒的結合力非常高，具有類似抗
體的功效，可結合流感病毒而使其感染力下降[52]。此外，益生菌的調節宿主免
疫功能亦與其抗病毒活性有關。如 Lactobacillus gasseri SBT2055 可以提升宿主之
干擾素 β、myxovirus-resistance protein(Mx)、IL-6 等基因表現量，因而提高小鼠
在受流感病毒感染時的存活率並降低病毒感染率[53]。
二、基因改造益生菌之發展現況
自然界的益生菌雖已具備上訴諸多機能性，且已被廣泛做為飼料添加物，然
而，隨著生物科技的發展，基因改造技術亦被應用於益生菌。自 1982 年首株基
因改造乳酸菌問世以來[54]，基因改造益生菌之相關研究日益增加，基因改造益
生菌的功效更臻完備。畜牧用基因改造益生菌的管理，係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依
據「飼料管理法」公告之「飼料添加物詳細品目」中的「基因改造微生物或含基
因改造微生物產品」來規範。目前我國尚無基因改造微生物或含基因改造微生物
產品上市，主要原因為基因改造微生物對環境之影響及風險需經長期而謹慎的評
估。然而，基因改造益生菌極具應用於生醫或農業生技領域之潛力，故其相關研
究發展仍絡繹不絕。
(三) 基因改造益生菌之技術原理
基因改造益生菌之技術原理與一般實驗室慣用之大腸桿菌(Escherichia coli)
相似，其程序包括：載體(vector)之製備、載體之轉形(transformation)、基因改造
菌株之篩選等步驟。簡單來說，先將欲轉殖之基因片段接合於載體，再將載體轉
形送入欲被改造之菌體內，再以篩選標記(selection marker)將基因改造成功之菌
體篩選出來 。基因 改造益生菌 所使用 之載體，通 常具備 複製起點 (origin of
replication)、篩選標記、以及表達組件(expression cassette)等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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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複製起點
基因改造益生菌所使用之載體多為所謂的穿梭載體(shuttle vector)，其同時具
備益生菌之複製起點與 Escherichia coli 之複製起點，因此可以在益生菌與
Escherichia coli 之菌體內複製。
2. 篩選標記
基因改造益生菌所使用之篩選標記，除了抗生素以外，亦發展出許多食品級
的篩選標記，如以細菌素(bacteriocin)或醣類做篩選標記。
3. 表達組件
以基因改造益生菌表達重組蛋白質，其表達組件中必需包含啟動子
(promoter)、核醣體結合位點(ribosome binding site)、轉譯起始點(translation starting
site)、訊號胜肽(signal peptide)、轉譯終止點(translation stop site)、轉錄終止點
(transcription stop site) 等 。 依 其 啟 動 子 之 調 控 類 型 ， 可 分 為 持 續 表 達 型
(constitutive expression)與透導表達型(inducible expression)二類。Escherichia coli
表達系統最常使用之啟動子為 T7 啟動子與 lac 啟動子，且通常帶有 lacZ 調控子
(operator)，需於培養基中添加誘導物(inducer) 以表達重組蛋白質，最常使用之誘
導物為 isopropyl β-D-1-thiogalactopyranoside (IPTG)，其添加於培養基中可透導基
因改造 Escherichia coli 大量表達重組蛋白質。而基因改造乳酸菌大多避免使用
IPTG 等化合物做為誘導物，儘可能使用食品級啟動子。此外，亦會依基因改造
乳酸菌之使用目的而採用持續表達型啟動子或透導表達型啟動子。由於重組蛋白
質大量表達時，亦同時帶給菌體極大壓力，因此持續表達型啟動子之重組蛋白質
通常表現量不高，但其優點為不需添加誘導物即可持續表達重組蛋白質，可應用
於不適合添加誘導物之環境下(如動物腸道)；調控表達型引子之重組蛋白質表現
量雖然較高，但誘導物的添加亦意味著成本的增加[2]。
乳酸菌之持續表達型系統(圖 2.4.1)，大多採用持家基因(housekeeping gene)
之啟動子，亦有研究利用合成啟動子資料庫(synthetic promotor library)的方式，合
成出具有持續表達特性的啟動子[2]。有別於持續表達型，調控表達型載體通常含
有調控子，藉由培養環境之調整，如改變 pH 值或溫度，或給予特定的糖類或化
合物以做為誘導物，可誘導載體在適當時間大量表達重組蛋白質。誘導重組蛋白
質大量表達時，亦同時帶給菌體極大壓力，因此透導的時間點相當重要。可依需
求控制透導物的濃度及投入時間，並調控重組蛋白質的折疊程度、轉譯或轉位
(translocation)等。乳酸菌之調控表達型系統，除常見之 lacZ 調控子以外[55]，乳
酸鏈球菌素控制基因表達系統(nisin controlled gene expression system；NICE
system)亦常被使用[56, 57]。該系統的誘導物為乳酸鏈球菌素(nisin)，其為食品級
之細菌素(bacteriocin)，目前已允許添加於食品中做為防腐劑[2,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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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內的蛋白質係透過訊號胜肽來標定(targeting)剛轉譯出來的蛋白質要留
在細胞質、分泌至細胞外，亦或錨定於細胞壁[59]。革蘭氏陽性菌之外泌機制已
多被詳細研究[60]，如 ATP-binding cassette (ABC) transporter、twin-arginine
translocation (Tat)，以及 secretory pathway (Sec)等[59, 61]。若將重組蛋白質與外
泌系統之訊號胜肽表達成融合蛋白質(fusion protein)，則重組蛋白質即可籍由上
述 之 外 泌 系 統 分 泌 至 胞 外 [2] 。 格 蘭 氏 陽 性 之 益 生 菌 ， 其 與 格 蘭 氏 陰 性 之
Escherichia coli 最大差異在於益生菌之細胞壁外不具有外層膜，因此由基因改造
益生菌所的表達重組蛋白質較易分泌至菌體外。重組蛋白質若能被微生物分泌至
細胞外，收集重組蛋白質時可省略打破細胞的步驟，此為以格蘭氏陽性菌表達重
組蛋白質的最大優勢。該質體 (pNZ3004) 上帶有紅黴素(erythromycin)與氯黴素
(chloramphenicol) 抗藥性基因；以 lacA 持續表達型啟動子來驅動外源性基因之
表達，表達之重組蛋白質 N 端帶有 LacA 之訊號胜肽，故會外泌至基因改造乳酸
菌之菌體外。

圖 2.4.1 為一乳酸菌表達質體的例子。[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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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因改造益生菌在畜牧業之應用潛力
目前利用基因工程技術改造益生菌，大多係將特定之外源性基因轉殖至益生
菌體內，使基因改造益生菌表達重組蛋白質，以提升益生菌之機能性、使其表達
消化酶提高宿主的飼料效率，或表達抗原以做為口服疫苗等。
1. 以基因工程技術提高益生菌之機能性
依根據聯合國世界糧食組織與世界衛生組織於 2002 年所公告之「Guidelines
for the evaluation of probiotics in food」，其建議益生菌需具有耐酸性、耐膽鹽，
以及腸黏膜吸附性。因此，許多研究嘗試以基因工程技術提高益生菌的機能性。
其中又以基因工程技術提高益生菌之腸黏膜吸附性的相關研究較多，乃因益生菌
具有高腸黏膜吸附性時，更能定殖於腸道中，對宿主健康有較佳影響[2, 63]。
益生菌吸附於宿主腸道細胞的方式主要有二：菌體產生特定的蛋白質吸附因
子(adhesion factor)而與宿主表面結合，或藉由非蛋白質吸附因子而與宿主表面進
行吸附[64]。目前已知的乳酸菌蛋白質吸附因子包括：S-layer 蛋白、黏液結合蛋
白(mucus-binding protein)、胞外基質結合蛋白(extracellular matrix-binding protein)、
細胞質相關蛋白(cytoplasmic-localized protein)如熱休克蛋白(heat shock protein)
GroEL 等；而非蛋白質吸附因子則包括胞壁酸(lipoteichoic acid, LTA)與胞外多醣
(exopolysaccharides)[2]。
以基因工程技術提高益生菌的腸黏膜吸附性，主要方式係將革蘭氏陽性菌與
腸黏膜吸附性有關的蛋白質吸附因子基因轉殖至益生菌菌體內，再使蛋白質吸附
因子表達於益生菌菌體表面，增加益生菌的吸附能力。以 Hsueh et al. (2010) 與
Hsueh et al. (2014) 的研究為例，將 Lactobacillus reuteri Pg4 的膠原吸附蛋白
(collagen-binding protein；Cnb)基因與 Listeria monocytogenes 的黏液吸附蛋白
(mucus binding protein；Mub)基因分別選殖出來，再將 cnb 與 mub 基因分別構築
於 乳 酸 菌 表 達 質 體 pNZ3004 後 ， 將 帶 有 cnb 或 mub 基 因 的 質 體 轉 殖 入
Lactobacillus casei ATCC 393 中，結果經基因改造的 Lactobacillus casei ATCC 393
菌株不僅具有較佳的腸黏膜細胞吸附能力，且可藉競爭 (competition)或排斥
(exclusion) 效 應 來 抑 制 大 腸 桿 菌 Escherichia coli O157:H7 與 Listeria
monocytogenes 等病原菌吸附於腸黏膜細胞的能力[65, 66]。
2. 以基因改造益生菌表達消化酵素
非反芻動物 (如豬雞等家畜禽) 的消化道無法產生纖維分解酵素，而且牠們
腸道中的微生物對纖維素的分解能力很低，因此當飼料中的纖維含量較高時，便
會造成非反芻動物生長較差，乃因纖維具有較高的黏稠性及保水性，在消化道內
易形成膠狀物，阻礙消化酵素與養分的混合，降低食糜在消化道內的流動性，而
其所包覆的營養物質如礦物質、維生素、胺基酸及脂肪酸等，亦不易被消化道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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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當消化道內的流動性降低、養分吸收減少而在腸道蓄積，為腸道微生物的繁
殖提供更有利的條件，有害菌及其代謝物也因而增加，進而刺激腸壁而使腸壁增
厚，並損傷絨毛而導致養分的吸收下降。此外，未經充分消化吸收的養分隨糞便
排出體外，提高排糞量、養豬廢水的生化需氧量與懸浮固體量，使環境受到污染
[67]。
飼料中的纖維，主要包含纖維素(cellulose)與半纖維素(hemicellulose)。纖維
素主要是由葡萄糖以 β(1-4)鍵結構成主鏈，若同時含有 β(1-3) 與 β(1-4) 鍵結的
主鏈，則稱為 β 葡聚糖 (β-glucan)。半纖維素以木聚糖(xylan) 為主，其結構中主
要由木糖(xylose)以 β(1-4)鍵結構成主鏈。欲將飼料中的纖維完全水解，需多種酵
素共同作用，包括纖維素酶、葡聚糖酶、木聚糖酶等。而飼料中添加葡聚糖酶或
木聚糖酶等纖維分解酵素，可提高飼料利用率、促進生長、降低禽畜廢棄物之產
生及污染[68]。除了在飼料中添加纖維分解酵素以外，若能進一步利用基因工程
技術改造腸道益生菌，使其產生纖維分解酵素，如此可結合益生菌與纖維分解酵
素的雙重功能，不僅因益生菌的保健功效而有助於動物健康之提升，也可以有效
提高對纖維的分解能力，達到減少抗生素的使用與減少畜牧廢棄物的雙重目的
[2]。
Liu et al. (2005)將瘤胃細菌 Fibrobacter succinogenes 之葡聚糖酶基因轉殖於
腸道益生菌株 Lactobacillus reuteri Pg4 中，此基因改造益生菌不僅可表達高活性
的葡聚糖酶，將其餵飼肉雞，結果發現此基因改造益生菌可於肉雞消化道中存活，
並 且 降 低 肉 雞 消 化 道 內 容 物 的 黏 度 與 提 高 體 增 重 [69-71] 。 而 將 瘤 胃 真 菌
Neocallimastix patriciarum 的木聚糖酶基因轉殖於 Lactobacillus reuteri Pg4 中，此
基因改造益生菌亦可表達高活性的木聚糖酶，將其餵飼肉雞，亦證實此基因改造
益生菌可於肉雞的消化道中存活，並且可以降低消化道內容物的黏度與大腸菌群
的數量，同時小腸絨毛長度與體增重均較未餵飼基因改造益生菌的肉雞而增加。
糞便中的氨濃度也減低。因此，基因改造益生菌對肉雞的生長與減少排泄物中的
臭味均有助益[69, 72]。
3. 以基因改造益生菌表達抗原
益生菌表達抗原係利用益生菌表達病原菌的細胞表面蛋白質，再將基因改造
益生菌餵飼予動物，誘發動物產生專一性免疫反應，進而達到預防疾病，具有口
服疫苗的功效。
在基因改造乳酸菌方面，Hou et al. (2007)利用 Lactobacillus casei 表達豬傳染
性下痢病毒(porcine epidemic diarrhea viral；PEDV)的核蛋白(neucleoprotein)，再
將基因改造乳酸菌添加於懷孕母豬飼料中。結果顯示，此基因改造乳酸菌可誘發
懷孕母豬產生專一性血清 IgG 及黏膜 IgA，而且母豬分泌的初乳(colostrum) 中
亦含有專一性抗體[73]。Xu et al. (2011) 則利用 Lactobacillus casei 表達豬小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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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cine parvovirus) VP2 蛋白與豬瘟病毒(classical swine fever virus)之抗原決定
位(epitope)胜肽，並餵飼豬隻此基因改造乳酸菌。結果顯示，基因改造乳酸菌可
誘發豬隻產生豬小病毒專一性抗體，並且對豬瘟病毒具有較高的抵抗力[74]。Cao
et al. (2011)以 Lactococcus lactis 家禽傳染性支氣管炎病毒(infectious bronchitis
virus；IBV)的抗原決定位胜肽，並將此基因改造乳酸菌餵飼雞隻。結果顯示，此
菌株可誘發雞隻產生血清專一性抗體，並在家禽傳染性支氣管炎病毒攻毒時具有
保護力[75]。
在芽孢桿菌方面，抗原不僅可以被表達於菌體表面，亦可表達於內孢子表面。
Duc et al. (2007)將炭疽桿菌(Bacillus anthracis)的抗原表達於 Bacillus sutilis 的內
孢子表面，結果證實此基因改造益生菌株所產生的內孢子表面帶有炭疽桿菌抗原，
可誘發小鼠產生專一性抗體，並可提高小鼠在炭疽桿菌攻毒後的存活率，顯示此
基因改造益生菌可幫助宿主抵抗炭疽桿菌的感染[41]。
三、基因編輯技術於益生菌之發展應用與未來展望
自 2012 年 Cas9 對於目標 DNA 的辨認機制被解開以後，CRISPR/Cas9 開啟
了基因編輯革命性的進展。前述利用基因工程技術改造益生菌，包括機能性之提
升、表達消化酶以提高宿主的飼料效率、表達抗原以做為口服疫苗等均得以
CRISPR/Cas 基因編輯技術來進行。由於以基因編輯技術改造益生菌不需要使用
抗生素做為基因改造菌株之篩選，故可免除抗藥性基因轉移的疑慮，使基因改造
益生菌的應用性更具潛力。
(一) 以基因編輯技術改造益生菌之原理
目前利用基因編輯技術改造益生菌的研究不多，表 2.4.3 所列為目前之相關
研究。CRISPR/Cas 基因編輯技術之基本原理已於前面的章節敍述，故於本章節
不再贅述，以下針對與益生菌有關之基因編輯技術進行介紹。最早以 CRISPR/Cas
基因編輯技術改造益生菌之研究為 Oh and van Pijkeren 於 2014 年發表。其原理如
圖 2.4.2 所示，首先將帶有 Cas9 nuclease 與 tracrRNA 基因之質體 pVPL3004 與帶
有 single-stranded DNA(ssDNA)-binding protein RecT 基因之質體 pVPL3017 同時
轉形至菌體內以進行 Cas9 nuclease、tracrRNA 與 RecT 之表達(圖 2.4.2i)。再將含
有欲改造序列(圖例為 TATTA 序列)的寡核苷酸轉形至菌體內，寡核苷酸在菌體
內會被 RecT 蛋白質結合而不被水解。當寡核苷酸數量夠多時，其可與染色體上
欲 被 置 換 之 序 列 ( 圖 例 為 CGGGG 序 列 ) 進 行 重 組 ( 圖 2.4.2ii) 。 接 著 再 將
pCRISPRlacL 質體轉形至菌體內，此質體能被轉譯出能辦識欲被置換之序列(圖
例為 CGGGG 序列)的 CRISPR，其可與 Cas9 nuclease 及 tracrRNA 結合，並將未
被基因改造而帶有 CGGGG 序列之染色體剪切而導致菌體的死亡；反之基因改造
成功之菌體，其染色體不帶有 CGGGG 序列，無法被 CRISPR/Cas9 辨識而不會
被剪切，故菌體仍會存活(圖 2.4.2iii)。利用此 CRISPR/Cas ssDNA recomb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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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可進行乳酸菌染色體之基因改造且不需使用抗生素做為篩選標記，惟其過
程需轉形多個質體與寡核苷酸至菌體內，操作上較為繁鎖耗時 [76]。
表 2.4.3 CRISPR/Cas 基因工程技術應用於益生菌的相關研究[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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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 以 CRISPR/Cas ssDNA recombineering 技術進行乳酸菌基因編輯。[76]
此後，適用於益生菌之基因編輯技術逐步發展，2017 年由 Song et al. 建立
之方法不僅能進行益生菌之基因剔除，亦能進行益生菌之基因轉殖以表達重組蛋
白質。其所建立之質體 pLCNICK 上除了帶有 kanamycin (Kan) 與 erythromycin
(Em)等抗生素抗藥性基因、repDE 與 repA101 等複製起點以外，並帶有 Cas9
nickase、single guide RNA(sgRNA)，以及序列和目標基因左右兩端相同之同源臂
(homologous arms)等與基因編輯有關之基因(圖 2.4.3a)。將 pLCNICK 轉形送入欲
進行基因改造之菌體內，由 sgRNA 引導的 Cas9 會將染色體上的目標基因剪切，
而序列和 DNA 切口兩端相同之同源臂則會置換目標基因，左右同源臂夾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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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序列可依基因改造之目的不同而設計，如欲進行基因剔除時，左右同源臂
不夾帶目標基因，故同源臂置換目標基因後，染色體上的目標基因即被剔除了
(圖 2.4.3b)；若欲進行基因轉殖時，左右同源臂則夾帶欲轉殖的基因 (圖例為 eGFP
綠色螢光蛋白的基因)，同源臂置換目標基因後，染色體上的目標基因即被置換
為 eGFP 基因(圖 2.4.3c)。故利用 Song et al. (2017) 之方法，僅需構築一個質體，
即可完成基因編輯，大大地簡化了基因編輯的程序[77]。

圖 2.4.3 以 CRISPR-Cas9D10A nickase-assisted recombineering 技術進行乳酸菌
基因編輯：(a)完整操作流程；(b)基因剔除；(c)基因轉殖。[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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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基因編輯技術改造之益生菌在畜牧業的應用潛力
利用過往的基因工程技術所改造之益生菌，其可能因質體的流失而失去表達
重組蛋白質的能力，或因帶有抗藥性基因而有使用上的疑慮。而利用 CRISPR/Cas
基因編輯技術進行益生菌的改造，則可克服上述問題。因此，前述基因改造益生
菌以提升其機能性、使其表達消化酶以提高宿主的飼料效率、表達抗原以做為口
服疫苗等，均可採用 CRISPR/Cas 基因編輯技術來進行。
1. 以基因編輯技術提升益生菌之機能性
如前所述，益生菌需具有耐酸與耐膽鹽的特性，經口服後才能通過胃腸道不
利益生菌生存的環境。為提升益生菌之耐膽鹽能力，可以利用 CRISPR/Cas 基因
編輯技術將益生菌之膽鹽水解酶(bile salt hydrolase)基因(bshA)啟動子置換為活性
更高的啟動子，如此經基因改造後的益生菌將可產生更多的 bile salt hydrolase，
而具有更高的膽鹽耐受性(圖 2.4.4a) [78]。
益生菌所產生的胞外多醣 (exopolysaccharides, EPS)具有免疫調節活性，已
有研究證實益生菌所產生的胞外多醣為 B 細胞致裂殖原(mitogen)，可以促進 B
細胞增生成熟及分泌淋巴激素(lymphokines)，進而活化巨噬細胞，使宿主的免疫
力增加[79]。在宿主細胞受病毒感染的情形下，可以幫助宿主細胞提升促發炎細
胞激素 TNF-α、IL-12、IL-18 等，並增加 IFN-α 之分泌來抵抗病毒的感染[43]。
利用 CRISPR/Cas 基因編輯技術將益生菌合成胞外多醣之 epsC 基因進行點突變，
可產生更多具機能活性之胞外多醣(圖 2.4.4b) [78]。
2. 以基因編輯技術改造益生菌使其表達消化酶
除前述利用益生菌表達纖維水解酶以提高宿主的飼料效率以外，亦可利用基
因編輯技術改造益生菌，使其表達 α 半乳糖苷酶(α-galactosidase)。飼料之主要原
料為黃豆與玉米，黃豆中含有所謂的脹氣因子，乃因黃豆中的寡醣無法為動物消
化吸收，而受腸道微生物代謝產生氣體所致。此些寡醣以水蘇糖(stachyose)及棉
子糖(raffinose)為主，分別佔黃豆總組成的 2 %及 0.4 %左右。係由半乳糖(galactose)
以 α-1,6 的醣苷鍵與蔗糖(sucrose)結合而成(圖 2.4.5a)，動物的消化液中不具有 α
半乳糖苷酶，故無法利用這些寡醣。利用 CRISPR/Cas 基因編輯技術將 α 半乳糖
苷酶基因插入益生菌之染色體，如此經基因改造後的益生菌將可水解黃豆中的寡
醣，可提高宿主的飼料效率(圖 2.4.5b)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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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4 以 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提升益生菌之機能性：(a)將膽鹽水解酶
基因 bshA 的啟動子置換為活性更高者以提升膽鹽耐受性；(b)將合成胞
外多醣之 epsC 基因點突變以產生更多具機能活性之胞外多醣。[78]
3. 以基因編輯技術改造益生菌使其表達消化酶
除前述利用益生菌表達纖維水解酶以提高宿主的飼料效率以外，亦可利用基
因編輯技術改造益生菌，使其表達 α 半乳糖苷酶(α-galactosidase)。飼料之主要原
料為黃豆與玉米，黃豆中含有所謂的脹氣因子，乃因黃豆中的寡醣無法為動物消
化吸收，而受腸道微生物代謝產生氣體所致。此些寡醣以水蘇糖(stachyose)及棉
子糖(raffinose)為主，分別佔黃豆總組成的 2 %及 0.4 %左右。係由半乳糖(galactose)
以 α-1,6 的醣苷鍵與蔗糖(sucrose)結合而成(圖 2.4.5a)，動物的消化液中不具有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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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乳糖苷酶，故無法利用這些寡醣。利用 CRISPR/Cas 基因編輯技術將 α 半乳糖
苷酶基因插入益生菌之染色體，如此經基因改造後的益生菌將可水解黃豆中的寡
醣，可提高宿主的飼料效率(圖 2.4.5b) [78]。

圖 2.4.5 以 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改造益生菌使其表達消化酶。(a)黃豆中
寡醣-水蘇糖(stachyose)與棉子糖(raffinose)；(b)將 α 半乳糖苷酶基因
α-Gal 插入益生菌之染色體，使其可水解黃豆中的寡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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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基因編輯技術改造益生菌使其表達抗原
如前所述，基因改造益生菌可被做為疫苗載體，係利用基因工程技術改造益
生菌使其表達抗原，進而誘發動物產生專一性免疫反應，除利用傳統的基因工程
技術改造益生菌以外，亦可利用 CRISPR/Cas 基因編輯技術將抗原基因插入益生
菌之染色體，使其表達抗原而可做為口服疫苗(圖 2.4.6)[78]。

圖 2.4.6 以 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改造益生菌使其表達豬生殖與呼吸症候群
病毒(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 virus；PRRSV)、豬
傳染性下痢病毒(porcine epidemic diarrhea viral；PEDV)或傳染性支氣管
炎病毒(infectious bronchitis virus；IBV)之抗原。[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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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基因編輯技術改造益生菌之未來展望
CRISPR/Cas9 開啟了基因編輯革命性的進展，其可快速而準確的改造目標基
因序列。目前利用基因編輯技術改造益生菌的研究亦快速進展中，雖然目前在國
內仍有不少困難和挑戰尚待克服，主要包括相關政策與法規尚未明朗，但綜觀國
際上的科技發展趨勢，基因編輯技術改造益生菌具有安全而穩定的特性，未來前
景仍十分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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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基因編輯技術在漁業之應用與發展
李雅雯 黃信傑 吳金洌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研究所
一、前言
2017 年世界人口已突破 75 億人，聯合國估計，在 2100 年將進一步增加到
112 億人。人類對糧食供給的需求愈趨強烈，想要擁有足夠的糧食，各種增加產
量的農業技術也如火如荼開發中。又隨著各國經濟的迅速發展，發展中國家崛起，
以及氣候變遷和環境汙染等問題，再次衝擊著糧食供應鏈。因此除了陸上的農業
生產，佔了地表面積 72%的海洋，也在這需求中更受到關注與期待，希望來自海
洋的食品，肩負起供應陸地產量的關鍵角色。從海洋中提供重要的食物與營養來
源的主要有兩種，概分為捕撈漁業與水產養殖業，根據聯合國農糧組織(FAO)最
新發布的 2018 年世界漁業和水產養殖狀況漁獲統計表示，2016 年野生漁獲的總
捕撈量為 9090 萬公噸，其中海洋捕撈與淡水捕撈分別為 7930 萬公噸與 1160 萬
公噸[1]。在海洋生物資源保護的共識下，總捕撈量在 2009 年後已持平不再增加，
但是世界上對魚類的消費量卻不斷增加。2015 年養殖產業提供人類食用量達
7400 萬公噸，已開始超過捕撈漁業的提供量，2016 年人均消費量已達到 20.4 公
斤的新高，相較於 1961 年人均消費量僅為 9 公斤，這之間的差異，則由水產養
殖產量的增加來填補。全世界在 2016 年的水產養殖數量已達到 8000 萬噸，佔全
球漁業產量的比重漸漸攀升，並提供著人類所有食用魚類總量的 53%，雖然爆炸
式的增長已經放緩，仍以約 6％的年複合成長率穩定增加中。2016 年的統計，全
球有 5960 萬人以捕撈漁業及水產養殖業謀生，其中 1930 萬人從事水產養殖業，
比例由 1990 年的 17% 增加到 2016 年的 32%。他們用豐富而多樣化的養殖對象，
創造 2320 億美元銷售額。捕撈漁業與養殖漁業的此消彼漲，彌補著糧食缺口，
也平衡了海洋資源缺口。全球都在推動養殖漁業全面發展，讓更多人維持生計，
確保糧食供給不虞匱乏，為資源永續努力，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圖 2.5.1：
1950-2016 全球漁業生產量，捕撈漁業 v.s.水產養殖 FAO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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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 世界捕撈漁業與水產養殖產量
儘管養殖漁業為人類未來重要的動物性蛋白來源，但也有諸多問題尚待解決，
如氣候變遷，水產疾病流行，環境水質汙染、藥物使用與供需失衡等問題，均對
全球市場造成重大影響。雖然各國資源與技術的差異，面對問題的處理方向有所
不同，但想要改變現狀，導入新的科技、觀念與人才，系統整合來開發新的養殖
技術，左右著未來的發展。比起傳統上的雜交、群體育種或家系選育，得以選出
性狀突出者，開發創新養殖技術可導入生物分子技術為最佳策略，以基因編輯、
分子育種和魚類疫苗最受重視。
二、漁業使用基因編輯技術簡介
在科技化養殖的今天，對品種的要求更多元，於是對水生生物做功能性基因
體學與遺傳學的基礎研究。目前策略是對水生生物做全基因組定序，了解相關的
分子調控機制，再由基因標記輔助育種 (Marker-assisted selection) 與基因編輯
(Genome editing) 兩項技術，選育出生長促進、生殖調控、疾病控制與環境適應
新品種。然而基因編輯雖然用途廣泛，目前大多用在生物醫學上，對漁業的運用
還不多，仍在起步階段。基因編輯技術是在 DNA 上進行修改，並使生物體具備
長久可遺傳的變異，有目標的進行改造來提高產量，增強抗病或擴大養殖範圍而
促進養殖漁業發展，快速的將育種過程縮短，取代漫長耗工的自發性篩選。目前
的基因編輯技術為不加任何外源基因，而是對魚類本身的基因做突變，改變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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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數個鹼基，就可以改善產量或抗病能力，這些突變體只有差了幾個鹼基，和自
然突變也沒有區別。早期發展用來進行基因 編輯的工具是鋅指蛋白核酸酶
(Zinc-finger nucleases, ZFNs) 和 類 轉 錄 活 化 因 子 核 酸 酶 (Transcription
activator-like effector nucleases, TALENs)，這兩種技術都是用蛋白質來標定基因
位置，再透過 FokI 核酸酶剪斷基因繼而進行人工插入或移除的動作。不過，不
論是 ZFNs 或 TALENs，實驗製備對應蛋白質技術門檻高，每次實驗只能編輯一
個基因且準確性較差，這兩種編輯方法執行起來都相當費時，一直等到 2012 年
CRISPR/Cas9 (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Cas9) 的
技術出現之後才得以解決，透過 sgRNA 引導的 CRISPR/Cas9 核酸酶剪切目標基
因，具有實驗操作製備較容易、基因編輯效率較高和花費較低廉的優點，因此近
幾年主流的基因編輯技術都是運用 CRISPR/Cas9 於各種研究上[2]。
基因改造的水生生物，已經有轉殖大西洋鮭魚打頭陣，2018 年 8 月 4 號，
美國水產生技公司 AquaBounty 正式宣布其基因轉殖鮭魚首次作為食物，在加拿
大市場上銷售。該基因改造鮭魚生長到市場大小的周期相比野生型縮短了一半以
上，同時有著更高的飼料轉化率(FCR)，大幅降低了養殖成本。AquaBounty
Technologies 基因改造鮭魚的研究成果於 2015 年 11 月獲得美國藥物食品管理
局(FDA)給予認證。並在 2016 年 5 月拿到加拿大政府認證，從 2005 年開始向 FDA
申請至今，這期間新科技不停發展，潮流已從基因改造推向基因編輯，結合分子
育種技術，可以更快速，正確的選育出不具外源基因導入的水產養殖物種，只是
各國對基因轉殖物種的考量不同，美國傾向基因編輯以不屬於基因轉殖技術來管
理，歐盟則是在貿易考量下，仍以管制立場看待基因編輯技術生產之農產品，從
嚴管制基因編輯農作物。基因編輯的基因修飾與自然突變或誘變劑突變的基因變
化無法區別，在水產品做出重大貢獻的將來，基於品質成本考量的基因編輯魚出
現在市場時，消費者又會如何選擇，消費者關心的始終是最終產品的安全與否，
政府做好科學證據為主之管理機制，新科技才能做出貢獻。
三、在漁業之現況與應用
(一) 生長促進
目前世界上魚類養殖的主要物種包括鮭魚(Salmonoid)，吳郭魚(Tilapia)，鯉
魚(Carp)和鯰魚(Catfish)。各國希望藉由推展生物技術的研發成果，讓未來的水產
養殖將更趨向高經濟價值之養殖，而現在基因編輯可提供了一種有前途的方法，
通過開發高性能魚類來提高產業競爭力。生長促進則是在魚類養殖上其一重要的
研究目標。許多研究顯示移除肌肉生長抑制素(Myostatin)可以增進肌肉生長，在
哺乳類動物上，早在 1997 年的研究就藉由移除肌肉生長抑制素建立雙倍肌肉的
牛，因此最近用 CRISPR/Cas9 技術建立肌肉生長抑制素基因剔除也應用在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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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類[3]。在 2016 年 Han Wang 教授用 CRISPR/Cas9 技術建立肌肉生長抑制素基
因剔除鯉魚(Common carp)，研究結果顯示魚體體重和體長有顯著增加、肌肉細
胞 增 多 與 肌 肉 纖 維 增 大 [4] 。 而 2017 年 Rex Dunham 教 授 研 究 團 隊 利 用
CRISPR/Cas9 技術建立肌肉生長抑制素基因剔除鯰魚(Channel catfish)，研究結果
顯示魚體體重增加 29.7%、體長增長 6.6%、肌肉纖維量增多 33.7%和肌肉纖維也
有增大[5]。
(二) 生殖調控
吳郭魚 (Nile tilapia) 是一種硬骨魚類，為XX-XY性別系統，其性別大部分
由基因遺傳決定[6]。許多研究探討吳郭魚的性別決定機制，其中重要的商業動機
由於雄魚具有較高的增長率。性別決定基因(Sex-determining genes)為一群存在性
染色體上的基因調控性腺發育成精巢或卵巢的機制。在2014年Deshou Wang教授
第一個用CRISPR/Cas9技術建立Nanos基因剔除吳郭魚，接著2015及2016年，將
吳郭魚的三個重要的性別決定基因分別剔除[7]。其一是抗穆勒氏管荷爾蒙基因
(Anti-Müllerian hormone)，它的表現會抑制雌性生殖管發育，剔除抗穆勒氏管荷
爾蒙基因於雄魚(XY)會造成雄性變雌性的性轉變[8]。第二個是性腺體細胞衍生
因子(Gonadal soma-derived factor)，它會調控硬骨魚類的精巢分化機制，而剔除
性腺體細胞衍生因子基因同樣造成雄性變雌性的性轉變[9]。另外類固醇轉錄因子
(Steroidogenic factor-1)為類固醇生成與生殖系統中重要的調節基因，表現於吳郭
魚精巢的間質細胞與卵巢的濾泡細胞；而類固醇轉錄因子同源基因剔除(Sf-1 -/-)，
則會造成吳郭魚致死；類固醇轉錄因子異源基因剔除(Sf-1 +/-)，則會造成吳郭魚
雌性變雄性的性轉變[10]。
(三) 免疫及病害控制
在水產養殖上，大約40％的水產養殖產量都因疾病導致死亡、飼料轉化率降
低、治療費用和疾病控制措施而造成嚴重經濟損失。疾病爆發是由宿主，病原體
和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引起的，其中提高宿主的免疫力及抗病性成了關鍵的研究
目標。例如在鯰魚(Catfish)的抗病機制研究發現不同種的鯰魚對同一病原體的抗
病力不同，在病原體(E. ictaluri 或 F. columnare)的感染下發現Channel catfish比
較其他種鯰魚如Blue catfish會有較差的抗病力及過度表現免疫相關基因TICAM
1(Toll-interleukin

1

receptor

domain-containing

adapter

molecule) 和 RBL

(Rhamnose-binding lectin)[11, 12] 。 在 2018 年 Rex Dunham 教 授 研 究 團 隊 利 用
CRISPR/Cas9技術建立TICAM 1和RBL基因剔除鯰魚(Channel catfish)探討其免疫
相關基因與疾病抗病力的機制[13]。另一個重要的養殖魚類鯉魚(Carp)也被利用
CRISPR/Cas9技術建立TLR22(Toll-like receptor 22)基因剔除鯉魚，探討其先天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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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相關基因與疾病抗病力的機制[14]。
(四) 環境適應
除了疾病的感染，環境的污染也是目前水產養殖面臨的問題之一，透過生物
技術了解水產物種對於環境變化的適應機制，以避免養殖產量的降低或特殊物種
的滅絕。在生物對於環境汙染物造成毒性的分子機制中，多環芳香烴受體 (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AHR)是一個配體活化的轉錄因子，當接觸到一些環境汙染
物，例如多環芳香烴或多氯聯苯時，多環芳香烴受體會被活化並啟動下游基因表
現引發毒性及免疫反應。先前研究發現已知有些鏘魚(Atlantic killifish)對於環境
污染物具有耐受性，且與多環芳香烴受體的信號路徑有關[15]。在 2014 年 Mark E.
Hahn 教授用 CRISPR/Cas9 技術建立多環芳香烴受體(AHR2)基因剔除鏘魚，將探
討多環芳香烴受體與環境污染物耐受性的機制[16]。另外環境的氣候變化也對許
多物種造成威脅，珊瑚(Coral)是生態上重要的物種，為海洋提供重要的棲息地和
生物多樣性。而近年來人為環境壓力及氣候暖化造成嚴重的珊瑚白化問題，以致
許多研究投入珊瑚生物學及基因體學，大多數珊瑚藉由溫度和月球潮汐調節每年
一次或兩次釋放配子繁殖，在珊瑚的研究上最大的技術困難是受精卵取得，因此
科學家在實驗室建立方法以獲得受精卵進行研究[17]。2017 年 Cleves 教授與澳洲
珊瑚礁專家合作，他們成功利用 CRISPR/Cas9 技術修改了珊瑚的三個基因-成纖
維細胞生長因子(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1a)、綠螢光蛋白(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GFP)和紅螢光蛋白(Red fluorescent protein)，希望這個技術的成功能幫助科學家
更深入研究保護珊瑚的機制[18]。
(五) GMO 不孕技術
在基因改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GMO)的議題中，GMO 物種
流入到野生種群中，會對野生種群的基因遺傳完整性造成威脅是主要問題之一，
例如大西洋鮭(Atlantic salmon)於生長期間被養殖在開放式海水網箱，因此容易流
入野生環境[19]。近來許多研究探討如何破壞生殖細胞造成不孕可以緩解這個問
題。在生殖系統中，始基生殖細胞(Primordial germ cell)會分化成精原細胞或卵原
細胞，再經由精子生成(Spermatogenesis)和卵子生成的機制，形成成熟的精子與
卵細胞。在 2014 年 Anna Wargelius 與 Rolf B. Edvardsen 團隊以 CRISPR/Cas9 技
術，產生色素生成相關基因-Tyrosinase 基因剔除鮭魚[20]；而在 2016 年運用
CRISPR/Cas9 技術，產生 Dead end (dnd) 基因剔除鮭魚，dnd 基因參與在始基生
殖細胞的生成機制，因此 dnd 基因剔除鮭魚，因無生殖細胞進而不孕[21]。另一
基因-Nanos 基因也與生殖細胞發育有關。在斑馬魚的研究中已知 Nanos 基因對始
基生殖細胞的遷移和存活得相當重要。因此在 2014 年 Deshou Wang 教授利用
CRISPR / Cas9 技術建立 Nanos2 和 Nanos3 基因剔除吳郭魚，研究結果顯示由於
生殖細胞缺失使得突變的 F0 吳郭魚無法產生 F1 子代[7]。接著同一個研究團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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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的發現真核轉譯延長因子(Eukaryotic elongation factor 1 alpha, eEF1A)高
度表現於吳郭魚雄魚精巢內精原細胞，在雄魚用 CRISPR/Cas9 技術剔除真核轉
譯延長因子。研究顯示真核轉譯延長因子異源基因剔除雄魚(eEF1A+/-)的精子生
成機制被破壞，缺乏成熟的精子進而形成不孕的雄魚[22]。
(六) 人類疾病之斑馬魚動物模式
斑馬魚 (Zebrafish) 為脊椎動物的一員，與人類有 75%的基因相似性，超過
84％的基因會與人類遺傳疾病基因相關，因此斑馬魚成為研究人類遺傳疾病的模
式動物之一[23]。斑馬魚的生物學優勢和基因組編輯技術的可用性將使其成為許
多科學家研究疾病模式、藥物毒性和新藥開發的首選。接下來介紹利用
CRISPR/Cas9 基因編緝技術於斑馬魚疾病模式的例子。人類在兒童時期發作的癲
癇疾病發現與突觸融合蛋白結合蛋白 1 (STXBP1)的突變有關。而在斑馬魚有兩
種形式的蛋白質(stxbp1a 和 stxbp1b)，使用 CRISPR / Cas9 在斑馬魚中突變這兩個
基因，結果顯示突變斑馬魚的突觸融合蛋白結合蛋白 1 會表現缺乏運動、腦活動
低、低心率、葡萄糖和粒線體代謝減少，類似人類癲癇的典型症狀，使這個斑馬
魚疾病模式能進一步研究癲癇的機制和開發治療[24]。另外，骨質疏鬆症是老年
人的主要健康問題。全基因組關聯研究(GWAS)顯示骨質疏鬆症遺傳因素，包括
ATP6V1H 基因。利用 CRISPR / Cas9 技術突變斑馬魚的 ATP6V1H 基因顯示成熟
鈣化骨細胞嚴重缺失，與人類骨質疏鬆相似的症狀，進一步分析 ATP6V1H 基因
缺失會活化下游的兩個基因(MMP9 和 MMP13)，用 MMP9 和 MMP13 的小分子
抑製劑處理，則會成功治療 ATP6V1H 基因突變造成的骨質疏鬆[25]。癌症是人
類的重大疾病之一，其癌症生成由多種基因調控複雜的機制。斑馬魚作為癌症模
型動物的優點在於可以快速測試多個基因調控的機制，但是通常缺乏對腫瘤發作
的空間和時間控制，這限制了斑馬魚用於研究腫瘤進展和轉移的優勢。在 2018
年 Richard M. White 教授團隊開發一種透過電穿孔基因轉殖於成年斑馬魚的方法
(TEAZ) 。 使 用 TEAZ 方 法 送 入 可 驅 動 特 定 細 胞 表 現 的 螢 光 基 因 及 搭 配
CRISPR-Cas9 技術於黑色素細胞(BRAFV600E)的環境中突變 Rb1 基因顯示在約 7
週內可導致黑色素瘤生成，與先前研究需要約 4 個月黑色素瘤生成的不同，此外
所產生的腫瘤在確定的位置開始，可以通過螢光追縱癌細胞的進展，並深入研究
侵入組織和癌細胞轉移的機制[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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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 基因編輯技術 CRISPR / Cas9 於水生生物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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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展望
從表 2.5.1 的總結來看，目前基因編輯技術 CRISPR/Cas9 於水生生物之運用
分為六大研究方向：生長促進、生殖調控、免疫及病害控制、環境適應、GMO
不孕和生技醫藥研究。雖然主要水生生物的全基因定序已建立，但許多水生生物
的繁殖時間過長或取得配子不易，在近 3 年，基因編輯技術運用之研究主要在
CRISPR/Cas9 技術能成功改造重要功能基因於水生生物，但是改造的功能基因研
究還不夠多，其性狀變化還不確定，仍有待科學家可以加速成功改造更多重要的
功能基因，繁殖子代並驗證其性狀變化，將成果早日投入養殖漁業的生產。
台灣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地處亞熱帶且四面環海，海洋資源豐富，近
5 年來漁業平均年產量超過 120 萬公噸、平均年產值接近新臺幣 1,000 億元，漁
業擁有亮眼成績，如何強化海洋生物資源提供人類動物性蛋白質比重，並維持產
業全球競爭力，為發展海洋產業的挑戰，同時也是戰略目標。台灣生物科技人才
濟濟，有機會將視野提高，具潛力的的基因編輯技術正在革新養殖漁業，奠定下
個世代基礎。加上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體，只要法規允許，這些公司的創新能量
足與跨國企業一較長短。此時此刻，站在十字路口的養殖漁業，如何脫穎而出，
唯有革命性變化，建立與時俱進的 GMO 管理法規，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才能
帶來更多的價值，維持台灣水產養殖的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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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綜論
林彥蓉
國立臺灣大學農藝學系
人們藉由科技的進展，將基礎研究轉化成應用研究，落實於日常生活，除了
滿足人類生存的需求外，並提升生活品質，改善人類福祉。將基礎醫學研究，轉
化成醫療應用，稱之為轉譯醫學(translational medicine)，將農學的基礎研究，轉
化成農業應用，稱之為轉譯農學(translational agriculture)。在轉譯農學當中，又以
育種為最大宗。先正達(Syngenta)公司估計，2001 年，全球傳統種子產業(包含商
業種子和公部門種子，但不包含花卉) 約 110 億美元，每年持續增長，到 2014
年，產值達約 290 億美元，由此可知種子產業之需求逐年增加。2011 年，歐洲
種子協會(Europian Seed Association)估計種子產業規模約 68 億歐元，帶動農產
品的產值約 700 億歐元，而農產品衍生的加工產品等的產值達 7,000 億歐元，由
此可知種子產業對於農業之重要性。從此推估，其他新的畜產動物品種、魚類品
種、畜產用的益生菌微生物品種、農作物用的微生物品種需求仍然是逐年上升，
所帶動的產值逐年攀升。因此，品種是扮演農業產業的重要靈魂因素。
隨著生物科技的進展，育種的方法與策略也隨之創新，朝精準、多元化、有
效率的方式發展，從早期的誘變育種、多倍體育種等技術，再融入創變物種的遺
傳多樣性。而基因體學科的興起始於 DNA 定序成本降低，易於探勘巨量多型性
分子標誌，提供足夠的分子標誌基因型以 MAS 或基因體選拔(genomic selection)
來提升育種效率。農委會於 2015 年 9 月 1 日舉辦「邁向臺灣農業生物經濟新時
代研討會」談及臺灣發展農業生物經濟將以農業基因體，次世代農業農業基因體
產業應用包含：(1)基因體庫建立與鑑定技術擴大產業應用，以及(2)農魚畜分子
標誌育種應用，提高育種效率。在 2018 年元月於美國加州聖地牙哥舉辦的第 26
屆植物暨動物基因體大會(The Plant and Animal Genome XXVI Conference)中，美
國康乃爾大學教授 Ed Buckler 院士闡述植物育種之演進。植物育種 1.0：植物表
形選拔(phenotypic selection)，在最原先 10,000 年前左右，測試評估物種的遺傳歧
異度；植物育種 2.0：控制試驗(controlled trails)，應用數量遺傳、試驗設計、統
計和收穫指數等來育種；植物育種 3.0：基因體選拔(genomic selection)，應用分
子標誌輔助選育和全基因體預測增進育種效率；植物育種 4.0：設計基因體
(designed genomes)，探勘造成特定性狀之核苷酸，編輯之，再從生理層面瞭解性
狀改變。由此可知，基因編輯是作物育種很重要的方法之一。
在因應全球氣候變遷之際、不同區域的市場區隔的需求、農作物的多元化的
應用，如何應用上述不同的育種方法來達到高效率、精準地育成新品種，方能創
造農業新價值。由本篇第一章「基因編輯技術在植物之應用」可知，經由基因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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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改變水稻和玉米之穀粒的澱粉特性、小麥的麩質，做為後續不同加工產品的開
發與應用，也可利用基因編輯技術大幅改善大豆油的品質。經由基因編輯應用於
育種可以協助解決現階段面臨四個面向：提高產量以維持糧食安全、韌性品種選
育因應氣候變遷、廣適應品種以面對自然資源缺乏，以及延長保存期限以減少糧
食損失。在本篇由洪傳揚教授撰寫之第一章「基因編輯技術在植物之應用」也介
紹在水稻和小麥，經過基因編輯可以提高產量。洋菇的抗褐化、馬鈴薯的耐冷藏
之改良降低糧損。經過基因編輯提升水稻耐旱性、抗多重非生物逆境、降低鎘累
積等，利於氣候韌性品種選育及廣泛適應於不同的環境。再者，基因編輯應用在
水稻抗稻熱病等抗生物逆境基因、抗除草劑基因的應用，相當符合臺灣現階段「氣
候韌性品種選育及良好病蟲草害防治與管理」之議題。
隨著經濟的發展，人類的飲食習慣也隨之改變，對於肉品的需求增加，也因
此帶動畜產業的蓬勃發展。動物蛋白的需求逐年增加中，魚、蝦、蟹、貝等水生
動物也是重要的來源，因海洋生物資源保護考量下，總捕撈量持平，勢必需提升
水產養殖業的產能。如同作物，新品種的育成將可提升肉品的品質與產量，氣候
變遷對於畜產和水產養殖會造成嚴重的衝擊，例如，溫度上升造成家禽、豬、牛
的熱緊迫現象，隨之食量、免疫力、產量、繁殖力下降；溫度下降造成寒害，魚
大量暴斃，是以，韌性品種的育種也是需求孔急。由杜清富博士撰寫之本篇第二
章「基因編輯技術在畜產動物之應用與發展」可知，應用於小鼠和豬隻等實驗用
模式動物、提高馬來猴、狒狒、豬隻等生物相容性醫材和移植組織器官，更甚者
經由誘發型幹細胞應用於客製化移植組織或器官。基因編輯已成功地應用於經濟
動物之育種以改善牛奶品質和豬肉品質、豬的抗性、人畜共同傳染病的防治、和
改善動物福祉。吳金洌博士等人在本篇第五章「基因編輯技術在漁業之應用與發
展」中提到經由基因編輯鯉魚和鯰魚之肌肉生長抑制素基因，皆可增加體重和體
長；也提到經由基因編輯將吳郭魚由雌性轉變為雄性，增加產值、抗性和環境適
應力。因此，基因編輯未來將會更廣泛應用於動物的育種，提升抵抗力、適應力
等來提生產值和品質。
行政院於政府於 105 年 6 月提出「食安五環」政策來提升食品安全。其中第
一環是「源頭控管」，農藥與動物用藥管理列在其中。若農業生產時，大幅降低
農藥和動物用藥的使用，將可讓人民食的心安和健康。農委會在 106 年 12 月 06
日發佈在 10 年內農藥減半，立法院在 107 年 5 月 8 日三讀通過「有機農業促進
法」，以自然、有機、友善等農法而栽培管理生產作物，邁向永續農業是時勢所
趨。除了培育抗生物逆境和非生物逆境的品種外，如何善用微生物農藥和微生物
肥料，用於田間病蟲害防治與管理及促進植物生長，是各國卯足全力開發微生物
應用於農業生產的目標。於本篇由沈偉強教授撰寫之第三章「基因編輯技術在農
業微生物之應用與發展」可知基因編輯已廣泛應用於農業微生物之開發，例如提
升基因編輯將白僵菌(昆蟲寄生性真菌)的基因置換效率，應用於多種絲狀真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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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都是未來微生物農藥和微生物肥料開發的方向。現今畜產和水產養殖都採
高密度飼養，養殖業者應依循農委會制訂動物用藥品使用準則，於飼料中添加抗
生素等合法動物用藥，促進家畜禽作的生長、提升飼料之利用率和預防疾病。益
生菌可以調節宿主之腸道菌相、提升免疫力、促進生長，近幾年來投入大量的研
究，希冀益生菌可以取代抗生素的使用，動物益生菌的開發也成為重要的商機。
本篇第四章由劉嚞睿博士撰寫「基因編輯益生菌於畜牧生產之應用」談到基因編
輯技術已開始應用於益生菌之改造，包括提升益生菌之機能性、以消化酶提高宿
主的飼料效率、以表達抗原做為口服疫苗等研究方向。經由基因編輯的益生菌具
有穩定性和安全性，用於畜產和水產養殖的前景看好。
新科技導入農林漁畜等農業的生產，影響的層面很廣，除了影響人類的食、
衣、住外，更直接與生態環境息息相關，需要考慮很多面向。例如，利用基因工
程應用於醫療的疫苗生產和基因治療，並未引起社會大眾的爭議，但是，將基因
工程應用於農業時，基因改造的作物與動物則造成正反雙方長期以來的攻防戰，
雖然隨著基因改造技術的進步，新技術所生產之產品或許不會對於造成人體健康
的危害，但是對於大自然的影響仍需要長期仔細地評估。近十年來，基因編輯技
術一直在更新、進步，TALEN、ZFN 和 CRISPR/Cas9 可客製化定點斷裂，NHEJ
或 homologus recombination 可產生特定位點突變或嵌入特定外源 DNA，近來還
有哈佛大學劉如謙(David Liu)教授團隊發展出單一鹼基基因編輯(base editor)，除
了提升精準度外，並可修復因 SNP 造成的突變。原先需以轉殖方式將構築 sgRNA
的標的序列，再將 CRISPR/Cas9 基因送入細胞中並嵌入染色體，而這近年的發
表則是以試管中轉錄 sgRNA 和微生物生產的 Cas9 蛋白質，在細胞內形成一個核
酸蛋白質複合體(ribonucleoprotein complexes，RNPs)，不需嵌入染色體即可進行
基因編輯。現今基因編輯技術的演進，已可達到精準編輯和無外源基因嵌入染色
體之境界。雖然脫靶率仍需注意，但若以植物和動物育種而言，因脫靶造成不良
的性狀，在選拔過程中會被淘汰。基因編輯技術是在宿主的基因體上做基因修飾，
並不是導入其他物種的外源 DNA，因此，在多元化育種的目標下，需從自然種
原探勘新的基因，方能提供新的基因素材予以編輯之。基因和基因的互作、基因
和環境的互作皆會影響外表型的表現，因此，仍需要溫室與田間的評估。另外，
一些特定基因修飾後，經由基因流布至近緣野生種中，是否會影響生態環境，依
然是重要審慎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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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篇 基因工程技術於能源之應用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
引言
張嘉修講座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化石燃料目前仍是全球之主要能源來源，但是化石燃料屬於耗竭性能源，需
要數百萬年才能生成，而消耗速度又遠超過生成速度。而核燃料現今又因使用過
後之核廢料的儲藏性安全問題而令人裹足不前，但台灣因為缺乏天然資源，所需
能源幾乎全仰賴進口，如能利用可再生的生物質資源，將其轉化為生質能或生質
燃料，不失為一個有效且環保的創能方式。台灣目前生質能所佔再生能源的比例
為 13.8%，而佔總能源比例約為 1%，主要源於農業廢棄物。
生物質(biomass)係指有機活體 (如玉米、木材、稻桿等)或者有機活體新陳
代謝的產物 (如牛糞)。生質燃料(biofuel)泛指由生物質組成提取或轉化而成的含
有能量的固體，液體或氣體的形式的物質，可直接做為燃料或間接用來生產電
能。生物質可以用熱轉化，化學轉化，和生物化學轉化的方法轉化為易於利用之
能量物質，如焦炭(charcoal)、裂解油、甲烷、酒精、生質柴油等。不同於石油、
煤炭、核能等傳統燃料，這種新興燃料是可再生燃料，因為其原料是經由固碳作
用所生成的生物質。因為油價上漲、氣候變遷和能源安全的需要，生質能近年越
來越受歡迎。2016 年全球生質能發電量約 504 億千瓦時(TWh)，而全球生質能
發電裝置容量約為 112 GW，估計約佔全球總能源使用量之 6％，其中用於運輸
業之生質酒精與生質柴油產量分別為 986 億公升與 308 億公升。
近年來生物技術，包括基因工程或基因編輯技術，已被廣泛用製造生質能。
如第一代生質燃料乃利用澱粉類生物質(如玉米、甘蔗)為原料，進行醱酵反應產
生生質酒精，但以可食性生物質製造燃料，容易形成與糧競爭；第二代生質燃料
所用的醱酵原料為陸生植物纖維素，如麥稈、蔗渣等農業廢棄物，但去除木質素
成本高；第三代生質能生物質則是利用可以快速進行固碳效益的藻類為原料，製
造生質柴油或酒精等燃料產物，其不含有木質素難以分解的問題。由於近年來分
子生物學的迅速崛起及基因科技的突飛猛進，其中利用基因編輯技術強化物種生
產生質原料特性，亦逐漸被開發。因此善用基因工程或基因編輯技術可大幅提昇
生質燃料之生產效率，除了能促進能源作物之品質及產能，且能提昇將生物質轉
化成生質燃料之效率及成本之降低。包含加速木質纖維素及其生物質的分解轉
化，增強藻類的固碳效率與衍生功能性物質含量，以及利用微生物發酵系統進行
共發酵轉化等，皆為未來生質能生產系統的改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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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主要介紹目前國內外以生物化學轉化法生產生質能源之研究進展，從能
源作物之栽培，到以各種細胞工廠(cell factory)轉化生物質料源為生質燃料的技
術，由低等單細胞微生物(如大腸桿菌、酵母菌等)至高等多細胞作物(如藻類及植
物)分章列述，並強調基因工程及基因編輯應用於生物質料源特性之改質以及各
類細胞工廠轉化各式料源為生質燃料之效能優化等科技進展，以幫助讀者了解基
因工程及基因編輯技術對能源生產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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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因編輯藍綠菌於生質能源生產之應用
蘭宜錚
國立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系
一、 基因編輯藍綠菌生物燃料工廠之開發
為了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人類透過物理法、化學法及生物法來進行二氧
化碳的固定。生物固碳法主要是透過生物將二氧化碳轉換成生物質或其他化合
物，目前此法多用於可行光合作用之光合微生物 (微藻與藍綠菌) 來進行二氧化
碳再利用，因為光合微生物的生長速度快，且其光合作用理論效率約為 10% 較
陸生植物 0.1%~4% 來的高[1, 2]，若運用此類生物來處理含高量二氧化碳的工業
廢氣，將能有效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3]。此外，光合微生物也可利用海水或廢水
進行養殖，以大幅減低對淡水資源的需求。而微藻與藍綠菌除了能夠生產特殊蛋
白質和脂肪等營養源，也可用於製藥、保健食品、農業和動物的營養添加物，亦
可作為再生能源和肥料[4]。再生能源方面，藍綠菌做為新世代生物工廠可透過基
因編輯合成不同型態的生質能源，例如生質柴油、生質酒精。與微藻不同的是，
藍綠菌生物工廠可直接將產物排出，而不需破菌，可降低能耗，並可重複使用菌
體。目前此類技術被稱為第四代生質能源，與第一至三代生質能源製程比較如下
圖 3.1.1。
第一代生質燃料:玉米澱粉與蔗糖發酵
CO2

收成

乾磨

糖化

蒸餾

酒精

乾燥

酒糟

發酵

蒸餾

發酵

淨水
植物用肥料

添加纖維素酶

第二代生質燃料:木質纖維素分解與發酵
CO2

收成

酒精

水解(酸/鹼)

前處理

淨水
植物用肥料

乾燥

木質素

第三代生質燃料:微藻油體酯交換合成柴油
CO2

生質柴油

酯交換反應
破菌
油/菌體分離

收集菌體
淨/汙水
藻類用養分

發酵

蒸餾

萃取

高價產物

菌體

第四代生質燃料:基因編輯之生物工廠直接產出燃油
CO2

燃油(酒精或柴油等化合物)
產物/菌體分離

淨/汙水
藻類用養分

萃取

高價產物

圖 3.1.1 第一至四代生質燃料製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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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

由於藍綠菌光自營特性，以及原核生物在基因工程上的便利性，使其在合成
生物學與代謝工程成為優秀的模型。發展至今，於藍綠菌已發展了許多基因工程
工具。在分析工具方面，有早期發展的基因體與 knock out libraries [5]，可用於了
解複雜的遺傳性狀與代謝機制。在過表達基因方面，從內源性的 PidiA 與 Psmt
光調節啟動子[6, 7]，發展到可以避免光影響的 Ptrc 可促進式啟動子[8]。終止轉
錄，則有藉由高分辨率的轉錄組圖譜，所開發出回文二級結構的內源性終止子
[9]，以及外緣性的 TrrnB [10]與 T7 終止子[11]。此外，在藍綠菌已成功使用 dCas9
抑制基因表達，發展出 CRISPRi 系統[12]，可較傳統更快速的達到基因抑制。在
基因載體方面，藍綠菌有開發出可複製質體系統[13]，但由於其穩定方面與可載
基因大小的限制，目前主要使用的基因轉殖方式仍是利用同源重組，將要表現的
功能基因與抗藥基因嵌入染色體的自然插入位 (Neutral sites)。然而因為藍綠菌的
多倍體特性，使得研究者需耗費大量的時間在隔離純化的步驟，以取得完全重組
的基因態菌株，因此，近年在藍綠菌 Synechococcus elongatus PCC 7942，有研究
利用 CRISPR-Cas9 所造成的雙股斷裂提高同源重組的效率，並以切斷非重組染
色體的方式加快篩選過程，開發出隔離純化的加速系統[14]。以上這些直至今日
的發展，使藍綠菌的基因工程工具逐漸完善。本文就近期利用基因編輯將藍綠菌
開發成生物燃料工廠的文獻做出整理，目前文獻最高產量於表 3.1.1 列出。
表 3.1.1 藍綠菌生物工廠合成的產物與產量統整
汽油類

柴油類

產物

產量

產物

產量

乙醇
正丁醇

5.5 g/L
317 mg/L

脂肪酸
脂肪酸乙酯

異丁醇

450 mg/L

烷烴類化合物

甲基丁醇

178 mg/L

脂肪醇

197 mg/L
10 mg/L
1.25 mg/gDCW
(約 5-10 mg/L)
100 mg/L

二、 以二氧化碳合成汽油級燃料
(一) 乙醇
乙醇 (Ethanol) 是許多微生物在缺氧或無氧環境下進行發酵作用時而
產出。當今生質乙醇的原料多是從糧食取得的醣類，以食物來源作為生產燃
料的原料不免會有糧食競爭的疑慮，並且在糧食作物轉換到酒精的過程中會
有能量耗損的問題，利用編輯基因將藍綠菌轉換成酒精合成工廠可有效轉換
光能與二氧化碳至酒精。在 2012 年，中國青島呂雪峰教授團隊透過大量表
現合成酒精的酵素，並成功建構出有效生產酒精的藍綠菌，於 26 天達到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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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 的產量，產率為 212 mg/L/day [15]。近年中國青島微生物與能源過程研
究團隊持續進行藍綠菌生產酒精的研究，將藍綠菌生產酒精從實驗室規模推
向至產業規模。另外，美國 Joule Unlimited 在美國 New Mexico 州建構一示
範廠，利用基因編輯過的藍綠菌，有效轉換廢二氧化碳成乙醇，可達年生產
量兩萬加侖，但該公司於 2017 年，就美國執政方向的轉變而宣告停止營運。
(二) 丁醇
丁醇 (1-Butanol) 跟乙醇相比更接近汽油，不僅能將丁醇混入汽油作為
減碳替代燃料，引擎在不須經由其他更改下便可以直接使用丁醇，作為現今
生質燃料丁醇比乙醇更具有優勢。生質丁醇佔了全球的民生及工業燃料市場
的 20%，且每年對於生質丁醇的需求超過了 12 億加侖，產值更達 60 億美
元，年成長率為 5.1% [16]。丁醇除了可作為替代燃料使用，其在化工產業
上常被用於合成丙烯酸酯、醋酸、乙二醇酯等原料，也可用來製成橡膠、塑
膠、油漆塗料、食品增味劑、清潔劑或是作為工業常用的有機溶劑來使用。
丁醇在自然界可以藉由微生物進行生產，梭菌屬 (Clostridium) 為目前發現
最能生產丁醇的菌屬，但生產丁醇的梭菌屬為厭氧細菌，工業使用上具有不
便性及其難度，因此許多生產丁醇的研究將梭菌屬生產丁醇的代謝機制轉移
到非厭氧菌中。2011 年中研院廖俊智院長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所帶領的
研究團隊成功建構出能生產丁醇的藍綠菌，但丁醇代謝途徑的第一步為可逆
反應，且反應傾向逆反應，起初並沒有很好的丁醇產量，隔年同團隊利用生
物體內儲存能量的單元 ATP 作為丁醇代謝途徑第一步的推動力，並改良丁
醇代謝途徑所使用的輔因子，有效提高丁醇代謝途徑的碳通量，並建立了不
可逆的丁醇代謝途徑，2013 年同團隊改良了丁醇代協途徑最終步驟，替換
原本會因氧氣而降低活性的酵素蛋白，最終達到 12 天 317 mg/L 的產量，產
率為 26 mg/L/day [17]。
(三) 藍綠菌生產支碳鏈醇類
相較於乙醇，四碳或五碳的支碳鏈醇類擁有和汽油相近的能量密度，吸
濕性較低的性質可減少引擎或管線的侵蝕，適合成為取代汽油之化合物，其
中和丁醇相似的異構物異丁醇 (Isobutanol) 也是四碳醇類，目前工業上可由
丙烯和合成氣經水合甲醯化製備而成，而五碳醇類則有 3-甲基-1-丁醇
(3-methyl-1-butanol) 和 2-甲基-1-丁醇 (2-methyl-1-butanol) ，目前可由發酵
工業之副產物雜醇油中分餾而得，但此種方式無法大量生產支碳鏈醇類，如
能建構出微生物生產此類醇類，或可模仿生質酒精的生產模式達到商業化的
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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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種支碳鏈醇類雖可被部分自然界的微生物合成，但產量極少而不
能工業化，隨著代謝工程及合成生物學技術的進步，在 2008 年，由中研院
廖院長在加州大學洛杉磯的研究團隊，在頂尖的自然期刊發表利用大腸桿菌
將葡萄糖轉換成支碳鏈醇類之研究[18]，其中包含上述三種醇類。由於此三
種醇類的合成途徑與自然界中生成支鏈胺基酸之途徑近似，多表現酮酸脫羧
酶及醇脫氫酶之基因於大腸桿菌中即可生產出與支鏈胺基酸結構相對應之
醇類，纈胺酸 (Valine) 對應異丁醇、白胺酸 (Leucine) 對應 3-甲基-1-丁醇、
異白胺酸 (Isoleucine) 對應 2-甲基-1-丁醇，此技術拓展了利用發酵方式生產
生質支碳鏈醇類的可能性。之後，由相同團隊開發出藍綠菌生產支碳鏈醇類
之技術，藍綠菌可利用二氧化碳為碳源，並合成大量胺基酸供生長所用，此
優勢有助於藍綠菌生產和胺基酸合成途徑相似的支碳鏈醇類。通過加強支鏈
胺基酸合成途徑所需之酵素、酮酸脫羧酶及醇脫氫酶在藍綠菌中，可於六天
內生產 450 mg/L 的異丁醇[10]。另外去除藍綠菌內合成糖原之基因，可讓
單位細胞產量提升 2.5 倍之多[19]，此菌株同時也會生產 3-甲基-1-丁醇約為
70 mg/L，但目前尚無研究繼續提升藍綠菌生產 3-甲基-1-丁醇之產量。而在
藍綠菌株內異源表現檸蘋酸途徑 (citramalate pathway) 則可加強碳通量到
異白胺酸的生成 (2-甲基-1-丁醇對應之胺基酸)，再加上酮酸脫羧酶及醇脫
氫酶的表現，可讓藍綠菌十二天內升成 178 mg/L 的 2-甲基-1-丁醇[20]。
三、 以二氧化碳合成柴油級燃料
(一) 脂肪酸
生質柴油通常可由植物油經粗萃取可得三酸甘油脂 (triacyglycerides,
TAGs)，再與醇類進行轉酯化作用後生成脂肪酸甲酯 (fatty acid methyl esters,
FAMEs) 或脂肪酸乙酯 (fatty acid ethyl esters, FAEEs)，經過純化後即可取
得生質柴油。近年來，許多研究就開始利用微生物經由代謝工程技術使其直
接生產脂肪酸 (fatty acids) [21, 22]。脂肪酸由長烷基鏈組成之重要分子，依
照其碳數的多寡可分成不同之脂肪酸。脂肪酸於生物體中主要用於能量儲存
以及其他重要化合物之合成，例如細胞膜等，而非合成游離脂肪酸並將其產
出。近期，利用代謝工程技術使藍綠菌將二氧化碳轉換成脂肪酸並將其產出
為有潛力技術。藍綠菌可將固定之二氧化碳經由卡爾文循環
(Calvin-Benson-Bassham cycle) 生成乙醯輔酶 A (Acetyl-CoA) 進而生產脂
肪酸，透過表現大腸桿菌 (Escherichia coli) 之硫酯酶 (thioesterase, TesA)
使其能夠生產脂肪酸，而根據結果發現，經過基因改造之藍綠菌所生產之脂
肪酸中約 50%為 C16 之脂肪酸 (棕梠酸) 且其能在兩天內達到 197 mg/L 的
產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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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脂肪酸乙酯
脂肪酸乙酯 (FAEEs) 即為生質柴油的主要成分之一，因此若能直接將
脂肪酸乙酯透過微生物產出，對於生質柴油應用上將更為便利。於 2017 年
有研究利用藍綠菌 Synechococcus elongatus PCC 7942 進行脂肪酸乙酯的生
產。將合成乙醇之代謝途徑放入此藍綠菌中使其能夠進行乙醇之生產，再表
現 wax ester synthase (AftA)，此酵素能將乙醇與藍綠菌體內之乙醯輔酶 A 反
應並合成脂肪酸乙酯。為了進一步提升脂肪酸乙酯之產量表現，利用來自
Aspergillus nidulans 之 phosphoketolase 代謝途徑來增強乙醯輔酶 A 之碳通
量，但是在生產過程中他們發現產出之脂肪酸乙酯對於藍綠菌本身具有毒
性，因此他們在培養液上層加入 hexadecane overlay 使產物能夠融於上層之
有機層使產物與菌體間形成分隔，最終在此藍綠菌中生產之脂肪酸乙酯可達
到 10 mg/L 之產量[24]。
(三) 烷烴類化合物
除了脂肪酸本身外，其衍生化合物之應用也相當廣泛，可用於食品、化
學及能源工業如香料、介面活性劑、溶劑以及生物燃料。這類化合物多半由
植物油及動物油生產而來。近年來，利用微生物進行脂肪酸衍生物之生產也
漸漸開始興起。烷烴類化合物可作為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之主要成分，為
了使藍綠菌 Anabaena sp. PCC 7120 生產烷烴，表現了來自另一株耐鹽藍綠
菌

Aphanothece

halophytica

之

acyl-ACP

reductase

(Aar)

和

aldehyde-deformylating oxygenase (Ado)。經過基因改造之藍綠菌 Anabaena sp.
PCC 7120 可在高鹽度環境下生產 C15 及 C17 之烷烴化合物，其產量可達到
1.25 mg/gDCW [25]。
(四) 脂肪醇
另外一種脂肪酸衍生物為脂肪醇，其通常為 C8 至 C22 之長碳鏈脂肪族
醇類。脂肪醇之應用非常廣泛，通常可用於洗滌劑以及合成其他化學品或燃
料之前驅物甚至還可用於化妝品和食品工業中之乳化劑。在藍綠菌
Synechocystis PCC 6803 中多為 C16 及 C18 之長鏈脂肪醇為主，在過去研究
中曾在此藍綠菌中表現富含高油脂之沙漠植物荷荷芭 (jojoba) 的 fatty
acyl-CoA reductase (FAR) 使基因改造之藍綠菌提升整體脂肪醇產量。其脂
肪醇之產量可達到 0.12 mg/L。為了進一步提升脂肪醇之產量，也過量表現
了藍綠菌本身之 acyl-ACP synthetase (AAS)，使脂肪醇之最終產量提升至 0.2
mg/L 達到約兩倍的提升[26]。目前於藍綠菌中建立之脂肪醇生產多半以長
碳鏈 (C12-18) 為主，而在 2018 年，有研究利用藍綠菌 Synechocystis P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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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3 並欲於此藍綠菌中建立生產 medium chain-length 之脂肪醇，於是表現
了 1-辛醇 (C8) 之合成途徑包括羧酸還原酶 (Carboxylic acid reductase,
CAR) 及較擅長合成 C8 化合物之 fatty acyl-ACP thioesterase 於此藍綠菌
中，使其產出 C8 及 C10 之 medium chain-length 脂肪醇，但是在先前之研究
中發現藍綠菌生產 C8 及 C10 脂肪醇之生產力非常低且對於細胞生長有抑制
的情形。因此為了改善此狀況，修正了其基因表現所使用之操縱子並在進行
生產試驗過程中以 isopropyl myristate solvent overlay 來分離產物，如此一來
便能達到 100 mg/L 之 C8 及 C10 脂肪醇產量。另外，為了更進一步提升 C8
脂肪醇之產量，額外表現了 phosphopantetheinyl transferase (Sfp) 並在生產試
驗過程中加入 octanoate，使產物全部轉換成 1-辛醇 (C8) 且其產量可高達
905 mg/L [27]。
四、 以藍綠菌光合作用進行氫氣合成
氫氣因燃燒後副產物僅為水而非二氧化碳，被視為未來具有高潛力的乾淨能
源，但如何有效的製備氫氣，而不在生產氫氣的過程中產生更多的碳足跡是重要
的研究發展方向。在眾多不同的藍綠菌種類中，有許多天然就能生產氫氣的菌
株，如魚腥藻屬 (Anabaena sp.)。藍綠菌主要利用兩種方式生產氫氣，其中一種
是固氮藍綠菌株在氮源不足的情況下以固氮酶 (Nitrogenase) 將大氣中的氮氣利
用水固化為銨，在這一過程中，會同時產生副產物氫氣；另一種則是氫化酶
(Hydrogenase)，藍綠菌中有兩種氫化酶，分別能單向進行氫氣的分解，與雙向催
化氫氣與氫離子之間的互相轉換，在合適的環境下，可產出氫氣。影響藍綠菌株
產氫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如：光強度、溫度、鹽度、養分、氧氣濃度等，因而在
藍綠菌產氫的研究中，主要可分為研究環境對菌株天然產氫效率的影響，和對菌
株進行代謝工程改良以增進產氫效率。
在藍綠菌正常行光合作用生長的過程中，會將水分解產生氧氣，因固氮酶與
多數種類的氫化酶都是極容易受氧氣抑制的酵素[28, 29]，藍綠菌演化出了一些不
同的機制來提供合適的厭氧環境固氮與產出或利用氫氣，第一種是異形細胞
(Heterocyte) 的演化，異形細胞是特化的藍綠菌細胞，因其失去的光合系統二的
活性，而不會產生氧氣，同時此種細胞具有較高的呼吸作用效率，有助於快速消
耗環境中的氧氣，形成微氧甚至是厭氧環境，供固氮酶等酵素反應；另一種則是
於光環境下生成糖原以儲存能量，再利用夜晚不行光合作用，細胞內氧氣濃度較
低的環境，進行反應固氮或生成氫氣。
在代謝工程改良方面，因藍綠菌有單一方向分解氫氣的氫化酶，會降低氫氣
產出效率，剔除其分解氫氣的氫化酶是一個常見被用來加強氫氣生產的方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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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產氫藍綠菌中皆被嘗試過，最有效的提升為在一藍綠菌 A. siamensis TISTR
8012 中剔除單向分解氫氣的氫化酶 HupS，達到提升 4 倍的氫氣產率[30]，最高
產率則為在 Nostoc sp. PCC 7422 剔除氫化酶 (hupL)，使產率達到 100 μmol
H2/mg-chlorophyll-a/h。
除了直接剔除氫化酶，因氫氣的產生需要細胞中多餘的電子將氫離子進行還
原，如何增加可用的電子供酵素反應產生氫氣是一個改良方向。呼吸作用是生物
體中常見用來將多餘電子主換為能量的方式，透過抑制藍綠菌株呼吸作用的電子
傳遞鏈增加可用的電子，可以達到更高的氫氣產率。利用黃酮類化合物 (Flavone)
抑制電子傳遞鏈，可以使藍綠菌株 A. siamensis TISTR 8012 提升兩倍[31]；而利
用魚藤酮 (Rotenone) 抑制更可直接觀察到藍綠菌氫化酶與固氮酶活性上升
[32]；進一步利用代謝工程技術直接改良菌株則可直接剔除呼吸作用中最後的氧
化酵素 (ΔctaI ΔctaII Δcyd) 提升雙向氫化酶活性與氫氣產率[33]。另一個增加可
用電子的方式則是抑制藍綠菌的硝酸利用途徑 (Nitrate assimilation)，因利用硝酸
作為碳源會消耗電子，透過剔除硝酸和亞硝酸還原酶 (ΔnarBΔnirA) 增加可用電
子，提升氫氣產率最高達 9 倍[34]。由這些研究可發現，增加藍綠菌株中可用的
電子供氫氣產生使用能有效地增加藍綠菌氫氣生產效率。
在剔除競爭電子源的代謝途徑之外，代謝工程改良藍綠菌生產氫氣的另一大
方向則是優化固氮酶或氫化酶，以提升酵素活性增加產氫效率，最直接的方法是
表現外源高活性蛋白，有趣的是氫化酶的成功表現並不容易[35-37]，經過適當的
優化基因密碼子，和共表現輔助蛋白質，才使得外來的氫化酶成功表現[38, 39]，
表現 Clostridium acetobutylicum 的氫化酶能提升 Nostoc PCC 7120 氫氣產量約 20
倍[40]，證明表現外源氫化酶可以有效增加氫氣產量。除此之外，也有研究團隊
藉由增加氫化酶的氧氣耐受性使其較不易受氧氣破壞而增加總氫氣產量[41]。相
較於氫化酶，固氮酶的結構與機制因被了解的較多，則有研究直接使用點突變活
性中心的方式增加產氫活性，使得原來高產氫效率所需要的氬氣環境，可被較便
宜的氮氣取代，並達到相同的高產氫效率[42]。
以藍綠菌進行氫氣生產的效率，在結合代謝工程與適當的環境控制後，目前
已可達到高峰產率 1.7 mL H2/L culture/h (850 μmol/mg –chlorophyll -a/h) 或是 6.2
mL H2/L culture/h (710 μmol/mg-chlorophyll-a/h)，而光能轉換為氫氣的能量轉換
效率分別為約 2.7% 與 4% [43]，在繼續改良提高產率以使其能產業化成為被有
效使用的綠能外，其無法一直維持最高產率產氫也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因
此，進一步使用代謝工程技術改良藍綠菌株使其能達到足夠穩定產氫效率的技術
還有待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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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因編輯大腸桿菌於生質能源生產之應用
沈若樸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一、 前言
近年雖因頁岩氣與頁岩油的開採，暫緩化石燃料蘊含量將耗竭的問題，但能
源危機依舊存在，加上化石燃料燃燒產生氣體所造成的溫室效應，對全球氣候環
境影響甚大。因此，致力於開發替代性的再生能源，一直是全世界關切的議題。
現今能以多種類微生物生產各種化合物，包括了替代性燃料、特用化學品、及藥
物，然而，大部分的微生物缺乏相關的生理、遺傳資訊及對應的基因編輯工具，
使得目標產物無法提升產量，工業化生產難以進行。在利用微生物工業化量產生
質 燃 料 的 相 關 研 究 中 ， 大 部 分 以 大 腸 桿 菌 (Escherichia coli) 及 酵 母 菌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為主要開發菌株，而大腸桿菌因具有以下幾點優勢，
成為目前學術研究及工業生產開發的主力微生物：(1) 可生長於簡單鹽類培養基
(minimal salt medium)，廣泛利用各種碳源，於有氧或無氧培養條件下，菌株能生
長及生產特定目標物；(2) 菌株生長及代謝速率快速，能夠短時間內培養高密度
的菌數，以提高產率；(3) 有關菌株的生理生化特性及遺傳基因資訊相當完備，
容易調控菌株生長培養與生產產物；(4) 相關的基因編輯工具已被開發，並且商
品化的方便使用，有助菌株利用代謝工程 (metabolic engineering) 技術及系統生
物學 (systems biology) 分析，進行大腸桿菌的基因編輯，創造新穎菌株以生產生
質能燃料，如圖 3.2.1 所示。
目前微生物利用木質纖維水解液 (lignocellulose hydrolysate) 為碳源，生產
生質酒精技術已趨於成熟，但因酒精的吸水性強、燃燒熱值相對低於化石汽油，
因此許多研究致力於開發菌株生產高碳數醇類 (大於 2 個碳數之醇類)、生質柴油
及航空燃油等生質燃料。由於大腸桿菌本身缺乏生產這類燃料的代謝途徑，或是
菌體內有相關生產代謝途徑，但產量很低，不具量產經濟效益，所以利用代謝工
程技術，對大腸桿菌進行基因編輯，調控菌株體內代謝途徑的基因表現，以生產
生質燃料並提高產量。以下則是針對大腸桿菌株經基因編輯，調控代謝途徑，生
產各種醇類、生質柴油、及航空燃油等生質燃料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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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處理

各式燃料
塑料單體
藥品前驅物
保健食品
有機溶劑
…等等

基改大腸桿菌

五碳醣
六碳醣
有機酸
蛋白質
脂肪酸
…等等

目標生質化學品

有機碳源

基因編輯

酵素改質
蛋白質工程

基改菌株
篩選與測試

小型發酵槽
放大製程

工業級放大

圖 3.2.1 基因編輯大腸桿菌用於生質化學品之生產概念圖 (上) 及菌株和製程優
化流程圖 (下)
二、 基因編輯大腸桿菌於生質汽油生產之應用
(一) 生質酒精發酵
因生產生質酒精原物料的種類改變與演進，現今以農、林廢棄之木質纖
維素 (lignocellulose) 為原物料，用以生產第二代生質酒精技術趨於成熟，
並於世界各地建置廠房，進行量產的驗證導入階段。目前製程將木質纖維
(lignocellulose) 經前處理 (pretreatment) 初步降解，及酵素水解的糖化步驟
(Saccharification)，獲得含有五碳與六碳糖液作為碳源，再利用微生物發酵
生產酒精。由於大腸桿菌本身具有發酵生產酒精之代謝途徑，並且能利用多
種類碳源生長，再加上基因編輯相關之技術與資訊的完整，因此，以代謝工
程進行基因編輯的大腸桿菌作為生產酒精菌株，具有很大的開發潛力。
Ingram 研究團隊將 Zymomonas mobilis 菌株完整酒精發酵途徑所需酵素
pyruvate decarboxylase (pdc)及 alcohol dehydrogenase (adhB)，表現於大腸桿
菌體[1]，改變原有菌株體內代謝碳流量，集中導向生產酒精代謝途徑(達到
混合酸發酵物總產量 95%)，減少混合酸發酵途徑 (mixed acid fermentation)
如乳酸、醋酸、甲酸等其他副產物生成，同時改善菌體生化反應的氧化還原
平衡，提高酒精的產量。接續之後改善大腸桿菌對酒精的耐受度，以及能利
用木質纖維水解液為碳源，於鹽類培養基生產生質酒精，以降低生產成本。
菌株經發酵 48 小時後，產量達到 45 g/L [2]。然而，木質纖維經過前處理步
驟時，會產生一些危害微生物生長的物質如 furfual、Hydroxylmethyl furf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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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F)、phenols 等，此外，菌株發酵所生產高濃度的酒精，亦會抑制菌株
的生長，不利後續發酵酒精生產。因此，學者利用基因調控來解決大腸桿菌
對這些化合物的耐受度。研究結果顯示，當大腸桿菌高度表現 ucpA (putative
oxidoreductase)或 pntAB (transhydrogenase) 基因[3]，以及降低 yqhD 及 dkgA
這兩種 furan reductases 基因表現，都能增強大腸桿菌對於 furfual 的耐受度
[4]。另外，在大腸桿菌高度表現 fecA (ferric citrate transporter gene) [5]可以
增加菌株對於酒精的耐受度，能在未來菌株不斷提升酒精產量時，不易受到
產物的回饋抑制生長。
大腸桿菌除了利用木質纖維水解液為原物料，也可利用生質柴油產生的
副產物—粗甘油 (crude glycerol) 為碳源，搭配厭氧發酵以生產酒精，同時
因甘油價格低廉，亦能降低生質酒精生產成本。由於大腸桿菌有 2 種甘油代
謝途徑，會因應培養環境氧氣濃度而有所選擇，因此學者 Yazdanim 與
Gonzalez 在大腸桿菌體內[6]，先將各式發酵競爭代謝途徑去除，獲得高酒
精產量突變菌株，進而表現在無氧環境能進行甘油代謝相關酵素。經基因編
輯後突變菌株培養於粗甘油培養基，進行酒精生產，其轉化率可達 95%最
高理論產值。此外，2017 年 Pang 等人[7]在牛胃內壁分離出一株可以分解纖
維素菌株 ZH-4，經過型態、生理生化試驗與 16S rDNA 序列比對，判定為
大腸桿菌，此菌株經由酵素分析，具有 exoglucanase 酵素活性、endoglucanase
酵素活性、與β-glucosidase 酵素活性，並能利用麥桿原物料生產酒精，雖
目前酒精產量不高，日後再經代謝工程進行菌株基因編輯可增加酒精產量，
相信這新穎大腸桿菌將可直接適用於未來發展趨勢之 CBP (consolidated
bioprocess) 製程生產生質酒精。
(二) 生質丁醇發酵
除了生質酒精 (乙醇) 外，中短碳鏈之醇類在近年也受到非常多的關注
[8]，如正丁醇 (C4)，因為其含有較高的能量密度、較低之揮發性和較不易
吸水，使得在運輸和存放方面較生質酒精方便。在天然微生物中，就有會經
由發酵生產正丁醇 (C4) 之生物 Clostridium，不過以此菌株生產正丁醇，必
須於非常嚴苛的無氧環境下進行，且生長速度較慢、孢子的形成造成工業生
產上具有許多問題，因此許多研究利用基因改質技術，嘗試將 Clostridium
生產正丁醇之代謝途徑表現於酵母菌[9]、乳酸菌[10]、戀臭假單孢菌以及枯
草桿菌中[11]。除了以上微生物，又以大腸桿菌為常見的宿主來表現外來基
因，因其生長速度較快且操作較為簡單，又有較完整之基因改質技術，且大
腸桿菌是一株兼性厭氧之細菌，可以於有氧環境以及氧氣有限環境下生存，
在氧氣有限環境下，大腸桿菌天然會進行發酵反應（如乙醇、乳酸及琥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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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使得細菌體內氧化還原可以達到平衡，所以大腸桿菌作為發酵正丁醇
是非常具有潛力的菌株。而將正丁醇發酵途徑表現於大腸桿菌後，為了將碳
通量導入目標產物丁醇，多數文獻選擇將其天然的發酵途徑：乳酸、琥珀酸、
乙醇的反應基因由此基改菌中剔除，使其無法在無氧狀況下正常發酵，造成
代謝瓶頸，利用這個方法進而將碳推入異源的丁醇發酵途徑，代替天然發酵
來達到菌體內氧化還原平衡的狀態，以得到較高產量和轉化率。而除了表現
正丁醇發酵代謝途徑於大腸桿菌之外，許多利用代謝工程改善及優化產量之
方式皆已被嘗試，如 (1) 將原本代謝途徑中效率較差的酵素 Bcd-etfAB 替
換，以其他菌種來源可催化相似反應之酵素 Ter 取代，此酵素替換使原本為
可逆反應之步驟變為不可逆反應，進而驅使碳通量只往目標反應方向前進，
使正丁醇產量提高，目前於實驗室規模之發酵槽正丁醇產量可達 30 g/L
[12]；(2) 以共同培養系統來生產正丁醇以降低副產物之生產，基改建構並
培養兩株不同之大腸桿菌於同一環境中，其中一株會生產正丁醇前驅物丁
酸，丁酸會被分泌出細菌體外，此時另一株菌將丁酸吸收至細菌體內，並將
其轉化為正丁醇[13]；(3) 另外也有研究開發出藉由大腸桿菌內源發酵控制
元件來表現正丁醇發酵途徑，這個方法不用外加誘導物及抗生素、不用嚴苛
的無氧環境生產正丁醇[14]，使得在製程上有更多應用空間及降低成本。
除了正丁醇外，正己醇也可以類似的代謝途徑發酵生產出，經由代謝工
程的技術，再表現一異源基因使代謝途徑之碳鏈加以延長，由原本 4 個碳鏈
加長至 6 個碳鏈，一開始於大腸桿菌中生產出約 30 mg/L 之正己醇[15]，在
經由基因編輯蛋白質工程之改造後，將酵素的專一性提高，目前正己醇產量
可達約 500 mg/L [16]。
(三) 胺基酸途徑衍生之各式生質醇類
α-酮酸 (α-keto acid) 為兩個羰基在相鄰碳上的酮酸，是生物體中胺基酸

合成與代謝途徑中的產物。自然界中最常見將 α-酮酸轉化成醇類即是釀酒過
程的酒精發酵：葡萄糖分解後產生丙酮酸，丙酮酸為 3 個碳的 α-酮酸，經
過丙酮酸脫羧酶作用轉化成乙醛，再經由醇脫氫酶產生乙醇。近年來研究便
是利用類似的反應機制，將大腸桿菌中不同胺基酸合成與代謝產生帶有不同
支鏈的 α-酮酸，透過脫羧酶 (α-keto acid decarboxylases, KDC) 轉化成醛，再
經由醇脫氫酶 (alcohol dehydrogenases, ADH) 生成三碳至五碳的醇類。
但由於這兩步驟對於大腸桿菌來說是非天然的反應途徑，需將其他物種
的脫羧酶以及醇脫氫酶基因放入大腸桿菌中使其表現。在植物、酵母菌、真
菌中多有脫羧酶存在[17]，James C. Liao 教授及其研究團隊選擇專一性較低
可作用於數種受質的乳酸乳球菌 (Lactococcus lactis) 之脫羧酶(Kivd)以及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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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酵母菌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之醇脫氫酶 (Adh2)，將這兩種基因高度
表現在大腸桿菌中，即可將天然胺基酸合成途徑中產生的 α-酮酸導入合成
醇之非天然途徑，進而產生各種醇類[8]，例如蘇胺酸 (L-Threonine) 代謝途
徑中會產生 2-酮丁酸 (2-Ketobutyrate)，經過脫羧酶及醇脫氫酶作用產生丙醇
(1-Propanol)；纈胺酸 (Valine) 代謝途徑中的 2-酮異戊酸 (2-Ketoisovalerate) 最

後會轉化成異丁醇 (Isobutanol)，以此類推。
最終產物醇的產量取決於對應之 α-酮酸在大腸桿菌內所累積的量，因
此若要增加特定某種醇的產量，例如異丁醇的產量，可以將會產生 2-酮異
戊酸的代謝途徑中的基因也過度表現，同時將競爭同一碳源之基因移除，細
胞內 2-酮異戊酸的合成增加，異丁醇的產量也會隨之提升，可達到 22g/L，
有高達 86%的轉化率[8]。利用相似的技巧，其他短鏈的醇類，如：正丙醇、
正丁醇[18]、2-甲基-1-丁醇[19]、3-甲基-1-丁醇[20]，也已發展出具高專一性、
高產量的基因編輯之大腸桿菌。
利用天然胺基酸合成途徑中的 α-酮酸所產生出的醇類多為三碳至五碳
含支鏈的醇類，另有研究利用天然大腸桿菌中一系列催化碳鏈延伸的酵素
LeuABCD，可針對 2-酮異戊酸的 α-酮酸官能基作用，在其碳鏈上多增加一
個碳形成 2-酮異己酸，透過將 LeuA 做基因突變進行蛋白質工程，使其作用
位置 (binding pocket) 能容納更大分子的受質，可對不同碳數的 α-酮酸作
用，進而產生非天然之六碳至八碳的醇[21]。
三、 基因編輯大腸桿菌於生質柴油生產之應用
許多生質柴油的生產是藉由植物油以及甲醇的酯交換反應，也可利用微生物
(例如大腸桿菌) 為宿主，將生產柴油的基因表現於宿主以生物合成法生產生質柴
油[22]，由於大腸桿菌能夠天然地以五碳、六碳糖作為碳源並具有完整基因編輯
工具，目前美國許多新創生技公司如 LS9 皆選擇以大腸桿菌做為宿主經由脂肪酸
合成生產生質柴油。
生質柴油前驅物為脂肪酸，其中脂肪酸為生物體內細胞膜之主要成分，但脂
肪酸仍需經反應後，才能變成可利用之脂肪醇、脂肪酸烷基酯及由脂肪酸衍伸的
烷烴、烯烴，而這些原料皆是作為生質柴油的良好選擇，因具低水溶性、高能量
密度和低毒性[23]。天然的脂肪酸合成途徑，由乙酰輔酶 (acetyl-CoA) 經過酵素
acetyl-CoA carboxylase (ACC) 和 malonyl-CoA: ACP transacylase (FabD) 催化後
形成 malonyl-ACP [24]，接著脂肪酰基的碳鏈延伸反應由 malonyl-ACP 作為反應
物經酵素 FadH 催化後形成 acetoacetyl-ACP，之後藉由酵素 FadG、FadZ、和 FadI
完成一系列的還原、脫水反應，這幾步的反應可構成一個循環，若想要延長直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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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碳鏈長度，則可加入酵素 FadB 並重複此循環[25]，由於通常生質柴油利用的
碳數為 8~21 [26]，因此脂肪酸合成中的重複碳鏈延伸為極為重要之反應。
許多文獻皆指出，若想要在大腸桿菌內提高脂肪酸的產量，則必須要剔除酵
素 FadE 並要加強表現酵素 TesA，因為 fadE 會造成脂肪酸直鏈上不必要的氧化
反應[27]，另外有其他文獻也提出剔除酵素 FadD 並加強表現酵素 ACC，可更有
效的提升脂肪酸的產量[28, 29]，提供更多的前驅物，有利於提升後續轉化成其他
衍生物的產量。目前生質柴油的產量因種類具有許多而不同，其中脂肪酸衍伸的
烷烴、烯烴又為生質柴油中主要的原料[26]，由脂肪酸或是 acyl-ACP 經由加強表
現不同的酵素基因，可形成烷烴或是長碳鏈烯烴等等[30-34]，其中烷烴的產量在
40 小時後可達 300 mg/L [33]；脂肪酸烷基酯中的脂肪酸甲酯 (FAMEs) 和脂肪酸
乙酯 (FAEEs)，乃為生質柴油中應用於貨車、巴士及火車主要的成分，利用大腸
桿菌生產脂肪酸乙酯目前產量約達到 1.5 g/L [35]，脂肪醇產量約達到 60 mg/L
[27]。
四、 基因編輯大腸桿菌於生質航空燃油生產之應用
對於需消耗大量能量，及在高空中低溫飛行的飛機等飛行器來說，類萜
(isoprenoid) 因在主碳鏈上含其他支鏈及有環狀結構，有應用於航空燃料的潛力
[36, 37]。支鏈能降低分子堆積時的緊密程度，因而降低燃料的凝固點及能提高辛
烷值[38]。環狀結構則能提高燃料的能量密度，在燃燒時產生足夠的能量[39]。
現行能運用在航空燃油的主要為十或十五碳類萜[26]，唯獨產量往往需要進一步
的提升[40]。近年來，美國 Amyris 公司研發的生質航空燃油中有近半數成分就是
來自於十碳的類萜衍生物[41]。類萜燃料的前驅物包含兩種五碳化合物，焦磷酸
異戊烯酯 (IPP) 及二甲烯丙基焦磷酸 (DMAPP)，在生物體分別由 MEV、DXP
反應途徑合成。這些前驅物接下來就能藉生物體內的酵素催化成更高碳數的化合
物。其中有些就能被當成航空燃料使用，例如蒎烯 (pinene)、檸烯 (limonene) 等
等[42]。
因代謝工程及基因技術的進步，許多微生物被應用於類萜及其衍生物的生
產，例如大腸桿菌。而為了提升產量，可利用將外源基因或途徑移植到大腸桿菌
內的方式達到。例如將酵母菌中帶有 DXP 途徑的基因轉入大腸桿菌。在大腸桿
菌表現這些基因後，就能藉著反應外來的合成途徑來避開原本細胞內限制原生反
應途徑的因素，進而大大提升類萜的產量[43]。另一種方式則是改良大腸桿菌內
原生前驅物的合成途徑，以達到增加類萜產量的目的。改良的方式包含辨識途徑
中控制速率決定步驟的酵素，並加強該基因的表現使整條反應的速率提升、產量
增加。例如將大腸桿菌中決定前驅物 IPP 合成速率的基因表現後，讓最終產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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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比對照組上升了八倍[44, 45]，或使用基因工程技術將原本控制反應途徑的基因
組作隨機的調整修飾，產生成千上萬種變異的基因組合，最後透過偵測目標產物
的量，挑出生產力最高的變異基因組[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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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梭菌屬於替代能源之發展與應用
金煒智 劉憲霖 黃介辰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
一、 梭菌屬於人類歷史之影響
梭菌屬(Clostridium sp.)屬於微生物的一種族群，梭菌屬早期被發現與人類及
動物致病有關，但部分菌種逐漸也被發現在醫療及工業上的用途，用於某些高價
值化工原料的生產，其中像是 2,3-丁二醇(2,3-Butanediol) 就具有 430 億美金的全
球市場。在能源相關產業方面，一些特定梭菌種也發現能同時生產丙酮、丁醇與
酒 精 ， 因 此 被 用 於 工 業 量 產 上 ， 稱 作 ABE 發 酵 (Acetone-butanol-ethanol
fermentation)。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丙酮可作為一些武器的生產原料，ABE
發酵因而被用來大量生產丙酮。雖然此發酵產量大，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這些原料製程成本無法與從石油取得的價格競爭而慢慢被忽視[1, 2]。直到近代當
隨著全球能源議題的出現，科學家開始尋找新替代性的能源時發現丁醇的潛力，
主要在於丁醇具有比酒精更高的熱值及辛烷值，並且與現有引擎有較高的相容
性，能於汽油達到更高的混和比，甚至在無需現有車用引擎做修改就有機會取代
現有的汽油，此外在輸送和儲存上可使用既有的汽油管線及儲槽，因此不需投入
大量額外的建設費用，因此利用微生物生產丁醇的製程重新備受重視。
二、 梭菌屬於氫能及甲烷之影響
隨著尋找替代性能源的急迫性，科學家不斷嘗試不同的可能來源，除了液態
燃料之外，氫能也可能成為下個綠色能源的新星之一，主要原因來自於其產生能
量後潔淨的產物不是造成環境負擔的二氧化碳，而是純淨的淡水。此外，隨著電
動車產業的發展，氫燃料性電池也極具發展潛力，因此對於氫能源的生產與相關
設施的開發更是如火如荼。在微生物發酵技術上，某些梭菌種也被發現可作為氫
能源生產的天生好手[3]。
此外，許多研究也發現梭菌屬普遍存在農業廢棄物中，或存在反芻動物的瘤
胃及白蟻的腸道，其中一些菌種不僅具有產生氫氣的能力也能分解纖維素，其能
夠將纖維素水解後提供為其他微生物的養分。因此也需要研究將不同微生物與梭
菌屬共同培養，彼此合作各司其職，將農業廢棄物進一步善加利用，梭菌屬負責
水解纖維素提供養分，其他菌種利用水解出的養分生產所需要的產物，像是生質
能源。其他應用例子，像是梭菌屬也在提升甲烷發酵製程上具有相當潛力，當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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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屬與甲烷菌共同培養發酵下可以提供甲烷生成的前驅物，這也稱作發酵製程上
的『微生物共培養技術(Microbial co-culture)』
，在結合不同菌種的優勢下用於特
定能源或原料的生產，將來有機會成為替代能源的關鍵技術之一。
三、 梭菌屬在纖維素能源之影響
纖維素是全球含量最高的生物質(Biomass)，因此具潛力做為提供再生能源生
產所需的原料，然而因為纖維素本身物質結構上的特性，導致在使用上有一定的
瓶頸，就是在於如何有效率的將纖維素水解，很多研究試圖去了解水解醣化的方
法。物理化學法使用像是高溫強酸等方法可以有效的進行結構鬆解，再利用酵素
法或生物法進行纖維水解，然而處理過程所產生的化學物質會影響到酵素活性或
微生物的生長，如此在應用效率上將受到侷限，另一方面在產業的應用上將受到
成本考量的壓力，如果使用微生物直接進行水解將能解決以上種種的困難。
在自然演化下許多生物具有水解纖維素的能力，做為他們生長所需要的原
料 ， 藉 由 生 物 的 方 式 能 使 纖 維 素 更 容 易 被 使 用 ， 科 學 家 發 現 Clostridium
thermocellum 擁有目前為止最高效率的纖維素水解能力，主要來自這種微生物具
有一個特殊酵素複合構造，稱作 ”纖維素分解酶複合體 (Cellulosomes) ”，這特
殊的結構不僅將分解纖維素的酵素快速地帶到纖維素周圍，它的構造如同網狀支
架般將不同功能的酵素聚集在一起，增加酵素彼此間的協同作用，並提升纖維素
分解效率[4]。為了應用這項生物優勢，科學家藉由分子生物克隆技術便能將此生
物功能複製出來加以利用。此外根據需求引進更多特殊酵素結合至此複合體，便
能快速將水解後的原料轉換成想要的產物，像是再生能源等。這項計畫目前台灣
許多學術中心也與美國能源部聯合基因組研究所 DOE Joint Genome Institute 展
開相關合作研究計畫，美國提供先進的全基因合成技術 (Gene synthesis) 協助此
項計畫的開發。相對於傳統分子生物克隆技術，基因合成技術不僅可完全複製生
物基因，更能根據需求強化及添加不同生物功能進行量產。此種結合不同生物功
能於一體之技術，我們也稱作統合生物加工過程(Consolidated Bioprocessing, 縮
寫 CBP)，可融合許多生物製程於一體，降低生產所需成本。這些合成生物學基
礎技術包括全基因合成技術，未來也希望能積極引進台灣，提升未來台灣在合成
生物學產業上的發展。中興大學黃介辰教授及中研院李文雄院士的團隊也利用合
成生物學技術開發出表現人工纖維素分解酶複合體的技術及菌株，此類技術也將
可直接建構在目前一些主要的工業菌種中，使其能直接利用植物木質纖維素，而
將生物發酵產業透過植物與微生物所組成之碳循環，帶向綠色永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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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梭菌屬在二氧化碳之淨化與轉化應用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目前全球所關注的關鍵指標之一，他不僅反應人類化石
燃料的過度開發也將慢慢影響全球氣候的變遷。石油主要來自地球從古自今長年
累積的生物有機碳分子構築而成，埋沒於地底下後經過高溫高壓漫長的轉化而
成，當工業化的時代人們大量燃燒石油用於驅動電力或交通工具，導致這些有機
物轉化成二氧化碳釋放到空氣中，然而地球現有的植物卻來不及將其回收，導致
全球二氧化碳含量急遽上升，也引起許多爭議性的全球議題。人們開始思考如何
回收這些二氧化碳再度轉化回能源，不僅將會減少二氧化碳含量的上升，也主動
性的去維持所謂碳循環(Carbon cycle)的平衡性，即排放量等於回收量。如果將二
氧化碳固定回收並轉換成葡萄糖等基礎原料，這時可利用生物法轉換成需要的化
合物或能源型態，如此便可以達到永續性的能源循環。
梭菌屬也被發現可以利用氫氣的能量將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回收並轉換成乙
醇的型態，如此不僅能降低大氣中的二氧化碳，也能提供現有生質能源的生產轉
換方式之一。另一方面在微生物電合成學(Microbial electrosynthesis, MES)上也發
現，梭菌屬能接收陰極的電子將二氧化碳轉換成乙醇、丁醇及其他化合物，這證
實可以利用微生物及電能將二氧化碳轉換成所需要的化合物，如此說明隨處可得
的二氧化碳不再是大家所排斥的廢棄物，而是如同生物元件般可被轉換成高價值
的產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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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酵母菌於替代能源之發展與應用
金煒智 劉憲霖 黃介辰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
一、 酵母菌於人類歷史文化之影響: 釀酒工業背後的功臣
酵母菌在人類文化上參與重要的角色，早在古埃及時代考古學家已發現釀造
酒飲的存在，而後酒類商品更逐漸在全世界文化中廣泛流動，不僅在餐飲社交活
動中有不可取代的價值，更延伸到醫療產業上的應用，像是用於簡易的清洗與消
毒，而酒的釀造功臣其實是來自於極微小的生命『酵母菌』。
過去科學家發現酒類的發酵過程，是因為微小生命的存在所造成的現象，而
這些小生命就是我們所稱作的微生物。微生物遍布全世界且種類繁多，每種微生
物有它特有的工作與適合居住的環境，在科學物種分類上酵母菌便是其中一種微
生物族群，並且參與酒類的發酵過程。酵母菌會以糖分為食物，會將糖分吸收轉
換成生長所需的能量形式，最後形成二氧化碳排出空氣中，在發酵過程中因為環
境氧氣含量及代謝特性的關係會特別產生酒精，這便是酵母用於釀酒的主要原
理，其中像是啤酒中的氣泡，也是在生產過程中產生二氧化碳所造成的。
除此之外，日常生活中也有許多地方有酵母菌的參與，像是製作麵包所使用
的膨鬆劑也含有此類酵母菌，經過發酵過程產生的二氧化碳會使麵包更為蓬鬆，
此外還包括起士及優格等等。酵母菌充斥在我們生活當中，也因為其生長快速及
細胞特性，也被科學家作為研究目標並應用在更多未來產業上。
二、 酵母菌於近代生物技術之應用
隨著生物科技的發展，科學家建立了許多技術去協助生物的進化。在過去認
知的生命演化中，生物不斷改變自我的特徵及能力，去適應不斷改變的環境，其
實這樣的演化是來自於生命密碼『DNA』悄悄的突變及隨機排列組合所造成的變
化，因此衍生出許許多多不同的個體間差異，這也像是我們人與人之間為何長相
個性如此不同的原因之一，甚至有些變化是微小到外表上無法觀察，而這些變化
必須經歷環境變化的考驗，只有適合的 DNA 改變可以被保留下來，這就是所謂
的適者生存的概念，然而如此天生的變化並不是個人可以決定的，且如此隨機性
的變化更是每個人都須面對的風險。但當生命的密碼『DNA』逐漸被解開之後，
便開始慢慢能掌握這些風險的來龍去脈，並設計適當策略去修補 DNA 的缺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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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可能降臨的風險，更可進一步加強賦予特殊的功能滿足未來的需求，在這種
具備設計合成生物的基礎下逐漸走入所謂『合成生物學』的時代。
『合成生物學』的目的在生命的掌握、改善及衍生的合成應用，不同生命的
密碼 DNA 代表著不同的生物功能，如同電腦的程式功能需要特定的電腦語法編
碼來完成，在了解特殊生物功能所編寫的 DNA 密碼後，便能利用人工方式組裝
特定功能的生物元件 DNA，並安裝在需要的生物體中使用，如此便能改善此生
物體的缺陷，更進一步可雇用不同種類生物的功能來滿足特定需求。這也是合成
生物學在產業應用上極具價值的地方，應用性也將涵蓋農業、製造、能源、醫療
產業等等，因此這學問不只涉略生物科學，也將涵蓋電腦資訊工程協助處理龐大
的 DNA 密碼資訊，及物理機電或奈米化學材料的知識整合。如此交錯的跨領域
產業，平台技術的建設更顯得重要，為了滿足合成生物學所需要的 DNA 材料，
DNA 合成平台技術便是掌握這領域發展的關鍵之一。生命的密碼 DNA 可比喻成
四個不同字母的單元，會依照生物功能排列成特定順序密碼字串，起初 DNA 合
成技術便是利用人工合成的方式將四個不同的單元依照需求組合成特定字串，但
組成的字串越長困難度就越高，為了解決這個瓶頸，科學家開始借用微生物的能
力高效率組合密碼 DNA，而酵母菌便是完成這一步的重要角色之一。因為大多
數的生物功能需要多個生物原件來完成，隨著酵母菌等相關 DNA 合成技術發
展，DNA 的合成長度也逐漸增長，便能建立更為複雜的生物原件網絡，執行較
為艱難的任務。此外，利用酵母菌快速分裂生長的特性及工業化的潛力，在酵母
菌安裝生產原料的 DNA 便能用於大量化生產，像是再生能源。
三、 酵母菌與生質酒精
隨著全球對永續能源意識及環境保護的重視，已紛紛研究循環回收的方式生
產我們所需的資源，特別是設法取代現有的石油。隨著工業化發展，人們發現石
油的價值可應用在許多產業，像是我們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在大量開採下雖然
換來文明的蓬勃發展，但也付出環境破壞的代價，此外石油的儲量並非取之不
盡，尋找替代性資源勢必從長計議。利用生物法將二氧化碳轉化成我們所需的能
源型態，將是永續循環的概念，像是植物利用光合作用將大氣中的二氧化碳轉換
成醣類，將可作為許多生物的能量來源，當利用特定的生物功能，我們便有機會
將那些醣類轉換成現在機器所需的能源型態，像是液態燃料。現代能源主要以液
態的型式可以廣泛的通用在現有的交通工具內燃機上，因此在永續能源計畫上，
科學家初期將著重在液態生物燃料的生產，主要分為醇類和油類，油類就像我們
所使用的柴油，可應用於市面上的柴油引擎，而醇類在化學特性上比較接近我們
所使用的汽油，而酒精就是屬於醇類的一種，因此可以添加在汽油中供應汽油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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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的動力。而酵母菌因天生就是生產酒精的高手，除了應用在食品的酒飲生產
外，純化出的酒精便可作為替代能源使用，即我們所稱作的生質酒精。
四、 從基因編輯增加的逆境抗性，到能源策略的開源節流
酵母菌在天生可以產生酒精，但是可以發現當酒精生產到一定的濃度時就不
再升高，最貼切的例子就是為何天然發酵的葡萄酒總是在 12%左右。這顯示酵母
菌只能容忍在一定濃度的酒精下維持生長，因此對於酒精耐受度是一個提升產量
的關鍵所在，利用基因工程建立強壯的生產者，便能大大提升整體的生產比例。
同樣的原理可以反映對外逆境的影響，在工業化的大量製程下，大體積的發酵會
使發酵槽體內溫度攀升，如果沒有良好的降溫系統便會造成酵母菌無法承受高溫
而死亡，但這表示製程中降溫所需要的電力便會反映在成本上，同樣藉由基因工
程改善酵母菌對溫度的穩定性，便能降低降溫所需的電力，除了省去經濟成本更
能降低發電所失去的生態成本。此兩大策略不僅一方面提升能源生產的效率，另
一方面更進一步降低能源的消耗，達到開源節流的效果。
五、 基因設計結合生產者的優勢
發酵生質酒精能源的發展，早期主要利用農作物(像是玉米)所含有的醣類進
行發酵生產，然而這卻造成另一項議題，就是機器所使用的能源來源會與人類的
糧食競爭。因此，科學家著手開發非糧食性的發酵原料，而農作物收成後所剩下
的稻稈纖維便是最好的目標，原本可能廢棄的稻稈將利用轉換成高價值的能源或
原料。然而，就酵母菌而言天生並不能消化植物的纖維素，因此必須從其他物種
借用能夠消化纖維素的生物功能，像是牛胃部協助消化纖維素的菌種或是能夠分
解木質的真菌。合成生物學便在此時派上用場，科學家將能分解纖維素的生物功
能，通過密碼 DNA 合成並安裝到酵母菌內，便能賦予酵母菌分解纖維素的能力，
這時酵母菌便能直接從纖維素獲得生產酒精的原料，這也是我們所聽到的第二代
生質能源 『纖維素酒精』。不僅如此，為了提升整體纖維素酒精的產量，科學
家還可借用其他生物的特殊能力，像是前面所提到梭菌屬(Clostridium spp.)所具
有的生物功能『纖維小體 (Cellulosome)』，纖維小體如同網狀連結般，可以把
生物的功能酵素聚集在一起，如同連結並縮短工廠生產線與生產線之間的時間，
能大大提升生產的效率，此外纖維小體天生具有貼附纖維素原料的親和力，如同
加強原料的收集效率，提升纖維素分解的能力以供應酒精的生產[1, 2]。在此顯
示，合成生物學可依據生產的需求去加強或賦予生物全新功能，如同建立客製化
微小的生物工廠，又俗稱『細胞工廠 (Cell Factories)』，而細胞的代謝如同工廠
的生產線，不同的代謝途徑可以生產不同的生物產品，過去要修改整個代謝途徑
瓶頸在於 DNA 的編輯技術，如今隨著 DNA 合成技術的進步更容易進行代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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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的修改，因此也稱作『代謝工程』，因此藉由修改或引進特殊或高效率的代謝
路徑，便能在高效率低成本的效益下進行生產，此技術也進而應用在天然藥物的
生產與開發，建立永續性的生物醫療產業。
六、 酵母菌於代謝工程之現況與展望
(一) 化石燃料的接棒者
人類在歷史中不斷從自然界中尋找高價值的資源以提升生活品質，然而
天然資源的取得並不容易且受限於既有的存量與地理的分布，在人口快速成
長的情況下也為了爭奪資源付出許多戰爭的代價，科學家不停在尋求方式解
決對資源地理性的限制性，讓自然資源能夠在人工的方式下就地生產，能免
去採集所消耗的成本與無謂的爭奪。如同糧食在歷史的演進從野外的採集狩
獵慢慢進步到農業化的生產，如今仍有許多的經濟資源仍受限在此，像是石
油的開採。石油不只提供交通工具所需的燃料，分離出的許多化合物更是合
成我們生活中塑膠製品不可缺少的原料，隨著原油短缺危機的出現，這些原
物料也同樣將面臨短缺的危機，其次，塑膠本身在環境上的衝擊也是眾所矚
目的議題之一，因此開發能被分解的生物性塑膠，不只能解決永續資源的問
題，更能減緩人類文明對大自然的衝擊，而酵母菌也已開始被用來生產特殊
的生物性塑膠原料單體，像是特殊的生物性脂肪酸代謝產物
Omega-hydroxyfatty acids，然而在化學合成上需要成本太高，但透過密碼
DNA 的編輯技術修改酵母菌的代謝路徑，便有機會透過酵母菌進行低成本
的生產。此外此生物性脂肪酸用途廣泛，包括美妝原料甚至抗癌醫療用途，
如今生物製程的開發，不只能建立永續性的原料取代化石原料，更有助於醫
療美妝產業之發展[3]。
(二) 珍稀天然藥物不再上山下海
天然藥物在人類健康醫療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然而大部分天然藥物
在自然界相對珍貴稀少且取得不易。雖然有許多天然藥物已研發人工的培養
方式，但仍舊受到許多氣候及地理環境的限制，有些植物甚至要花上長久的
時間才能採收，像是我們熟知的人參。但由於合成生物學的發展與 DNA 合
成技術的進步，透過代謝工程技術便能將原本在藥草內的代謝生產途徑建立
在其他容易生長的微生物上，像是前面提到的釀酒酵母菌，便能透過發酵的
方式穩定大量的生產，不僅克服天然的地理限制在任何土地上生產，更能縮
短時間的限制在短時間內取得關鍵草藥原料。舉例來說像是蝦紅素
(Astaxanthin)，蝦紅素具有最強抗氧化物的稱號，廣泛應用在美妝保健食品
等，然而天然蝦紅素來自於海洋的藻類，如果人工飼養藻類會利用開放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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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飼養，然而要產生蝦紅素需要給予藻類需要一定程度的強光日照，因
此非常容易受到氣候的影響，利用 DNA 編輯的技術已成功開發蝦紅素生產
的酵母菌，利用發酵的方式便能穩定快速生產[4]。另外一個例子是鴉片罌
粟花，罌粟的一些特定內含物在醫療上有很大的用途，像是嗎啡 (Morphine)
在止痛上有很好的效果，同樣的在種植罌粟上會面臨許多環境及病蟲害的限
制，而美國史丹佛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成功利用 DNA 編輯技術，讓
酵母菌能夠生產來自罌粟的類嗎啡止痛藥物[5]。同樣的在抗瘧疾的藥物
上，科學家也成功將一種特殊植物的基因轉殖在菌內，除了成功生產抗瘧疾
藥物外甚至超越原有植物的產率[6]。種種證據顯示酵母菌在藥物的量產與
開發上具有非常大的潛力，未來將會有更多的藥物被開發及應用，此產業的
革命性逐漸在顛覆現有傳統產業，合成生物學及 DNA 合成技術的投入與開
發更是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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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基改技術對藻類生產生質能源之影響：微藻篇
吳意珣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一、 微藻料源作物的應用現況
微藻生物質因具有豐富的化合物，包括碳水化合物、色素、脂質及蛋白質等，
已經成為生產生質燃料最受歡迎的原料之一。目前可用於生質能源的藻種有衣
藻、柵藻、壺藻、小球藻、藍綠藻等，與其他生質燃料相比，微藻不與人爭糧及
與糧爭地，可以在海水、工業或生活廢水中生長，且生長速度更比其他植物快，
因此微藻作為非糧生物燃料原料是對環境友好的資源，有效舒緩溫室氣體排放，
目前估計佔全球固碳量的 40%。微藻的乾重含油量通常在 20%到 50%的範圍內，
而在一些特別藻種如壺藻 Schizochytrium 及 Thraustochytrium 中更可以達到 70%
[1]。2018 年全球能源業巨頭艾克森美孚 (Exxon Mobil) 發表一項革新技術，能
將藻類內部的燃油提升至 40%；Synthetic Genomics 與 Exxon Mobil 兩家公司更
設定合作於 2025 年量產藻類生質燃料[2]。此外，微藻具有生產高附加值化合物
的代謝途徑，如類胡蘿蔔素，多不飽和脂肪酸 (PUFA)，蝦青素和葉黃素，均可
應用於生物煉製的概念中。2018 年 4 月在台灣的網路開放平台 Gene Online 再一
次報導了藻類生質燃料作為能源危機的解決方案是可預期的[3]。
儘管微藻作為生質能源料源具有許多優勢，但商業化的過程中還有一些技術
難點需要克服。主要的限制因素是：(1) 細胞化學計量或質量平衡中的目標產物
不夠明顯；(2) 培養成本和條件仍昂貴；(3) 從收集到分離提純的成本仍高。使
用現行技術的藻類燃料成本大於每桶 200 美元，而石油的價格在 2016 年到 2018
年間仍維持每桶 40 美元到 60 美元，所以用於生質燃料的藻株必須具有更高的生
產速率和高碳水化合物對油脂生產力。其中的解決方案是以異養模式培養微藻，
可達成更高生物量及和提昇生產速度。另外，通過工程策略設計新型的光生物反
應器用於穩定培養，並採用浮選系統進行高生物量時的採收，同時針對不同基質
進行優化目標產品的生產以克服上述限制。但種種策略無法改善微藻積累油脂的
內在代謝能力，主要因為當細胞分裂硫或氮等營養物質被耗盡而阻塞，生胞生長
將受限，然而微藻中引發脂質積聚是在氮源受限之際。因此，在微藻快速生長期
間通常不能實現高脂質積累，從而嚴重限制了微藻的油脂最終生產力，表示同時
實現高細胞生長速率和高細胞脂質含量是非常困難。為了克服與微藻產生脂質或
其他功能化合物有關的內在限制，基因改造成為突破限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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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微藻基改發展歷史
基因工程獲得更多的關注是因為新型且強大的基因工具越來越多，而且自
2000 年後人類基因組或各式生物的基因組學發展迅速展開，這些生物資訊輔助
了更準確地進行基因編輯。代謝途徑或合成生物學兩個新的研究領域，由設計系
統外增的代謝途徑，為微藻的工業化開闢了新的可能性。在微藻基因工程中，轉
化和選擇方法是完成目標基因修飾的關鍵步驟。用於微藻轉化的主要方法有四
種：(1) 玻璃珠攪拌、(2) 電穿孔、(3) 粒子轟擊和 (4) 農桿菌感染。基於轉基因
的效率、整合位點、穩定性等因素，各方法都有其自身的優點和缺點，如玻璃珠
攪拌只能用於細胞璧缺陷藻，電穿孔與粒子轟擊分別將基因轉入於葉綠體和細胞
核，農桿菌成功率受限於感染技術的建立。另外不同的藻宿主和啟動子強度、系
統中合適的抗生素基因、報導基因的選擇，均影響選擇效率。
微藻基因工程主要分為葉綠體基因組和細胞核基因組編輯。如圖 3.5.1 所
示，近代微藻基因編輯發展源自 1988 年，Boynton 等人通過微粒轟擊將外源 DNA
輸送到葉綠體，1990 年 Kindle 通過玻璃珠攪拌藻細胞和 DNA 混合物進行核轉
化基因組中，隔年 Jarvis 及 Brown 在聚乙二醇存在下進行超聲處理成功融入
DNA，都是非常簡易的方式，但效率及藻株是有限制的。Dunahay 等人於 1993
年研究出適用於碳化矽晶鬚的核轉化技術；隨後，因反轉錄 (antisense) RNA 的
興起，Ebnet 與 Fuhrmann 兩個團隊在 2000 年時以 inverted-repeat RNAs 成功轉
入基因。根癌土壤桿菌在與植物病原體共培養是非常有效的轉植物基因技術，
Kumar 等人也於 2004 年成功應用於微藻中。2013 年後，是 ZFN 和 TALEN 靶向
特定基因編輯的時代，然而 ZFNs 因為手指結構域是 3-6 個核苷酸的三聯體，在
編程上更具挑戰性，並且它們所連接的核酸酶僅起二聚體的作用，因此 ZFN 對
需要針對特定的基因座。TALEN 與 ZFNs 相似，但不是識別 DNA 三聯體，而是
每個結構域識別單個核苷酸將更容易設計和操作[4]，但很快又被 CRISPR/Cas9
技術取代，2014 年 Jiang 等人首次在萊茵衣藻中成功表達 Cas9 和 sgRNA 基因；
2016 年基因編輯更提昇到另一層面，由韓國教授團隊開始了 Cas9-RNP 進行微藻
基因組編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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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 微藻基因改造技術的發展歷史
三、 跨世代的技術變遷：CRISPR/Cas9 技術在微藻之應用
在細菌中被發現的免疫系統 CRISPR-Cas9 (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 and CRISPR-associated systems) 自 2013 年受到廣泛關
注，來自化膿鏈球菌的 II 型 CRISPR-Cas9 系統，其依賴於 CRISPR RNA (crRNA)
和 反 式 激 活 crRNA (tracrRNA) 或 單 一 合 成 指 導 RNA (sgRNA) ， 當 中 的
Protospacer 序列 (20 個鹼基) 為辨識 DNA，緊接在 Protospacer 序列後的三個核
苷酸 (NGG) 稱為 Protospacer adjacent motif (PAM)，Cas9 就是辨識 PAM 並切割
緊鄰的雙股 DNA，觸發基因組 DNA 中雙鏈斷裂 (DSBs) [6]。目前除了原
CRISPR/Cas9 系統外，還有 Cas9-RNP 及 CRISPRi 的基因編輯，示意圖如圖 3.5.2。
傳統的 CRISPR/Cas9 是將帶有 Cas9 蛋白與 sgRNA 序列的質體送入宿主體內，
讓宿主自行生產 Cas9 蛋白與 sgRNA，並組合成 Cas9-RNP 複合體 (如圖 3.5.2a)；
較新興的方法則是在體外合成 Cas9 蛋白與 sgRNA，再組合成 Cas9-RNP 複合體
送入宿主體內進行基因編輯 (如圖 3.5.2b)；CRISPRi 則是 Cas9 蛋白改成失活的
Cas9 (dCas9)，因不具有編輯能力，只有阻擋轉錄的功能，因此若將 sgRNA 設計
於目標基因上，將阻擋 RNA 聚合酶 (RNAP) 往下轉錄，使得 mRNA 的量下降 (如
圖 3.5.2c1)；另外，若將 sgRNA 設計於啟動子 (promoter)，一樣會造成 RNA 聚
合酶無法往下轉錄，不會產生任何目標基因的 mRNA (如圖 3.5.2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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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2 (a) CRISPR/Cas9 系統，(b) Cas9-RNP 及(c) CRISPRi 的基因編輯
在過去的十年中，微藻的基因工程源於 DNA 的傳遞，重點在於轉化及選擇；
直到最近的 CRISPR-Cas9 新興基因組編輯工具出現後，更多可以實現基因修飾
的微藻例子 (如表 3.5.1)。萊茵衣藻是第一個被證明利用 CRISPR-Cas9 進行基因
修飾的模式微藻，但是由於 Cas9 蛋白的毒性而缺乏效率並且存活率低[7]。這個
極端的問題通過將 Cas9-RNA 核糖核蛋白 (Cas9-RNP) 直接遞送到萊茵衣藻中，
與先前的研究相比提高了 100 倍的效率，並解決了 Cas9 在細胞內生產所造成的
毒性[5]。另外，用 Cas9-RNP 同時敲除 CpFTSY 和 ZEP 雙基因，能生產玉米黃
素並增進光合作用速率[7]。通過優化的 CRISPR/Cas9 載體可以有效地編輯海洋
矽 藻 (Phaeodactylum tricornutum) 的 基 因 組 [8] 。 CRISPR 技 術 亦 在 擬 球 藻
(Nannochloropsis sp.) 上成功實施，成為碳封存和產油品種的新型微藻。於 2017
年，CRISPRi 首次應用於萊茵衣藻 CC400，通過有效抑制 CrPEPC1 基因來增強
脂質生產[9]。藍細菌 (Cyanobacteria) 作為原核微藻的模式藻種，常用於在光合
作用的研究機制。目前重要的化合物，如 1-丁醇，乙烯和檸檬烯均可由基因改造
的原核微藻 Synechococcus 生產。近期已有 CRISPR/Cas9 基因組編輯系統在藍藻
S. elongatus UTEX 2973 的報導及 CRISPRi 應用於 Synechocystis sp. 此外，研究
同時採用 CRISPR 和 CRISPRi 系統不僅觸發基因調控，更顯著改善了 S. elongatus
PCC 7942 生產琥珀酸[10]。為了增強乳酸產量，谷氨酰胺合成酶 (glnA) 抑制菌
株從藍藻 Synechococcus sp. PCC 7002 通過 CRISPRi 技術而不降低染色體上的自
養生長速率和突變[11]。
CRISPR/Cas 系統比起過去的基因編輯工具更能精準及簡單，因此被廣泛地
運用到各種高等生物中，在 2016 年唐獎 (Tang Prize) 生技醫學獎的三位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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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ifer A. Doudna，Emmanuelle Charpentier 及 Feng Zhang (張鋒) 就是對於
CRISPR 有 重 大 貢 獻 的 學 者 。 新 興 的 Cas9-RNP 的 方 式 採 用 在 體 外 合 成
Cas9-RNP 複合體再送入宿主進行基因編輯，不僅縮短了在體內進行基因編輯所
需要的時間，也能先在體外進行試驗，控制 Cas 蛋白與 sgRNA 所需的量，以類
似藥物釋放的原理投入，使得 Cas9-RNP 為基因無痕編輯而不會殘留抗性基因造
成的問題，也將是未來重要的基改工具。
表 3.5.1 近期利用 CRISPR/Cas9 系統成功進行微藻基改的例子
藻種

基因編輯方式

萊茵衣藻
(CC-530)

使用載體驅動之
CRISPR/Cas9 系統
（Cas9 蛋白以衣藻
密碼子優化）
Cas9 核糖核蛋白
（RNPs）
Cas9 核糖核蛋白
（RNPs）

萊茵衣藻
(CC-124)
萊茵衣藻
(CC-4349)
三角褐指藻
(CCMP2561)

細長集球藻
UTEX 2973

使用載體驅動之
CRISPR/Cas9 系統
（Cas9 蛋白以三角
褐指藻密碼子優化）
使用載體驅動之
CRISPR/Cas9 系統
（Cas9 蛋白經密碼
子優化）
使用載體驅動之
CRISPR/Cas9 系統
（Cas9 蛋白以衣藻
密碼子優化）
使用載體驅動之
CRISPR/Cas9 系統

集胞藻屬
PCC6803
細長集球藻
PCC 7942
細長集球藻
PCC 7942
聚球藻屬
PCC 7002

使用載體驅動之
CRISPR/Cas9 系統
使用載體驅動之
CRISPR/Cas9 系統
使用載體驅動之
CRISPRi/dCas9 系統
使用載體驅動之
CRISPRi/dCas9 系統

海洋微綠球藻
(IMET1)

萊茵衣藻
(CC-400)

標的基因

貢獻

三個外源基因：
首次成功將
r
mGFP、mGluc、Hyg
CRISPR/Cas9 系統於微
一個內源基因：
藻中表達
FKB12
MAA7、CpSRP43、 改善 Cas9 蛋白在微藻的
ChlM
胞毒性問題
CpFTSY、ZEP
透過敲除兩個基因以生
產玉米黃素並增進光合
作用速率
CpSRP54
展示 CRISPR 系統於矽
藻中基因編輯

NR (硝酸還原酶)

在新興的產油模式藻中
展示 CRISPR 編輯

CrPEPC1

首次成功於微藻使用
CRISPRi/dCas9 增進油脂
產量

nblA 缺失

展示 Cas9 酶胞毒性對藍
綠藻的影響，並進行無標
記基因組編輯
利用 CRISPRi 進行多基
因表達抑制
利用操控代謝路徑增強
琥珀酸鹽之生產
於藍綠藻內生產琥珀酸
生成
調節羧酶體以固碳與生
產化學品

phaE、glgc
ppc、glgc、gltA
glgc、sdhA、sdhB
Yfp、cpc 基因簇、
ccm、gl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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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微藻基改及應用的未來發展
增強參與油脂生產途徑中的二酯酰基轉移酶基因 (DGAT) 或阻斷競爭途徑
的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羧化酶 (PEPC)，以集中碳代謝流，可使微藻更適合成為生
物柴油料源。近來類胡蘿蔔素在健康食品領域中，因用於預防疾病及抗癌性質而
變得越來越具吸引力；在光合作用中，類胡蘿蔔素作為光能吸收劑並且保護葉綠
素免受光損害，當中 β-胡蘿蔔素和玉米黃質可被氧化形成更多高價值的生物化合
物，這意味著類胡蘿蔔素在有效光合作用中起關鍵作用。除了篩選高產量類胡蘿
蔔素的微藻外 (例如雨生紅球藻和綠球藻生產角黃素、紫黃素或蝦青素)，為了增
強類胡蘿蔔素的大量生產，還應用了代謝工程方法，故調控微藻中與類胡蘿蔔素
合成相關的基因簇，促進微藻中類胡蘿蔔素大量生產，以基因技術同步提高生長
速度及產率將是微藻應用的重要方向。
微藻是水陸中吸收利用二氧化碳的最佳生物，其生長速度快已成為理想的生
物質原料。為了降低微藻生產高價值生物組合物的生產成本，需要進一步探索新
的提取方法，擴大微藻和水產養殖的使用以及全細胞的利用。通過代謝工程開發
高性能微藻菌株，對於使微藻衍生產品具有經濟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然而，轉
基因微藻的使用仍面臨挑戰，因為非基因改造產品依然是人們較能接受的，儘管
超過 100 名諾貝爾獎得主聲稱轉基因產品的使用在 2016 年沒有安全問題。目前
使用 CRISPR 技術在某些微藻和藍細菌種類中，進行靶向基因組編輯的發展是值
得深思的，其最終可以進一步發展為無抗生素標記的無縫或無痕基因改造，因此
預計 CRISPR-Cas9 系統有望徹底改變未來的高效和精確基因工程，從而實現更
高效的微藻生物燃料或其他高價化產品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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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基改技術對藻類生產生質能源之影響：巨藻篇
李澤民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資源學系
一、 大型藻類與生質能源
藻類 (algae) 化石燃料逐漸缺乏，促使人類發展生質能，第一代生質能生物
質為可食用作物，形成與糧競爭，第二代生質能生物質為陸生植物纖維素
(lignocellulosic biomass)，去除木質素 (lignin) 成本高。因此藻類被選為第三代生
質能源生物質，這是由於藻類光合作用效率 (average photosynthetic efficiency) 約
在 6-8%，明顯高於陸生植物的 1.8-2.2%，而且可以利用廢水氮及磷營養鹽，可
以在惡劣環境養殖。
藻類分為微細藻類及大型藻類，利用微細藻類生產生質柴油最被重視。但是
如以氣化 (gasification) 能量而言，大型藻類 (11,000 MJ/t dry algae)大於微細藻
類 (9500 MJ/t dry algae) 能量。大型藻類型態類似陸生植物，比較好收穫，同時
含有大量碳水化合物，適合發展沼氣 (bio-gas)、生質酒精 (bio-ethanol) 及生物
油 (bio-oil) 等生質燃料，不過大型藻類發展生質燃料研發尚在初步階段。
大型藻類分為褐藻、紅藻、及綠藻，褐藻生長於冷水海域，紅藻多生長於熱
帶及亞熱帶水域，綠藻則分布全球。目前，大型藻類栽培多用於食用、肥料、及
膠體利用，栽培區域以亞洲的中國、韓國、菲律賓、日本等，產量約佔世界的
70%，生產力介於 150-600 ton fresh weight/year/ha，世界總產量約為每年 1 千兩
百萬噸乾重。
(一) 大型藻類化學組成
大型藻類乾物質約 10-15%，細胞壁的碳水化合物約占乾物質 60%，隨季節
而變化，以秋季為最高。由表 3.6.1，Mannan、ulvan、carrageenan、agar、laminarin、
mannitol、alginate、fucoidin、fucose 及 uronic acid 等與陸生植物含木質素的纖
維素不同，很適合後續處理程序，如發酵不須耗成本的前處理去除木質素。
紅藻含有 galactose 組成的多醣體： carrageenan 及 agar。例如 Palmaria
palmata [6]含有 354 mg/g carrageenan，適合進行生質酒精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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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醣類

單醣類

代表藻株
醣類
脂質
蛋白質
殘餘固體

表 3.6.1 大型藻類的化學組成[1]
大型藻類
綠藻
紅藻
甘露聚糖
卡拉膠
石蓴膠
洋菜膠(~52 [3])
澱粉
纖維素
纖維素(39-53)
木質素
葡萄糖
甘露糖
糖醛酸
石蓴[2]
(Ulva lactuca)
54.3
6.2
20.6
18.9

葡萄糖
乳糖
安曼斯石花菜[4]
(Gelidium amansii)
83.6
0.9
12.2
3.3

褐藻
昆布多糖(~35 [5])
甘露醇
褐藻酸鹽(~40 [6])
葡聚糖
木質素
葡萄糖
乳糖
糖醛酸
海帶[2]
(Laminaria japonica)
59.5
1.5
30.9
8.1

(二) 大型藻類生質燃料生產
大型藻類適合利用無氧分解、發酵、轉酯化、液化 (liquefaction) 及熱裂解
(pyrolysis) 生 產 生 物 甲 烷 (biomethane) 、 生 質 酒 精 (bioethanol) 、 生 質 柴 油
(biodiesel) 及生物油 (biooils) (圖 3.6.1)。
大型藻
乾燥藻體

生化反應

厭氧消化

發酵

熱化學反應

碳水化合

熱液化

熱裂解

生質原油

油、煤炭

物萃取

甲烷氫

酒精、丙
酮、丁醇

生質柴油、
副產物

圖 3.6.1 大型藻類生化及熱化學生質燃料轉換程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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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沼氣
大型藻類含水率 80-85%，適合微生物轉換的沼氣分解，比較不適合熱化學
生質燃料轉換程序，表 3.6.2 為各種大型藻類及不同前處理下甲烷氣產量比較。
大型藻類沼氣分解會遇到幾項不利因子 a. 某些藻類氮含量過高，致使 C:N
不利於微生物生長及氨氮過高對於甲烷菌有害，b. 必須有物理性或化學性ˊ處理
以破壞細胞壁釋放胞內物質以便進行有效的分解，c. 大型藻類鹼性金屬會阻礙甲
烷發酵程序。C:N 比例介於 20-30 有利於甲烷氣生產，一般大型藻類 C:N 約 10
左右，不利發酵。利用 C:N 比例較高的稻草 (33)或木材 (244) 與大型藻類共發
酵可以決解過高 N 的問題。
水解是大型藻類無氧分解發酵的第一步，也是關鍵步驟，方法包括研磨，浸
泡、加熱、擠壓等。
(四) 生質酒精
大型藻類含有大量碳水化合物，幾乎沒有木質素，很適合進行發酵產製酒
精。如圖 3.6.2 所示，大型藻類發酵生產酒精的技術程序與一般酒精製程相似。
前處理為醣化及發酵第一重要步驟。雖然有合適的發酵酵素進行水解，但是還是
無法充分進行，所以機械式破壞及酸水解可以增加酵素作用的面積。例如紅藻
Palmaria palmata，主含有卡拉膠 (carrageenan)，經過 0.4 M 硫酸在 125℃ 作用 25
min 可以釋放出 glucose、galactose 及 sugars，經發酵成為酒精[8]。
雖然目前酸分解被認為是最有經濟效益的方法，但是酸分解的副產物，如
5-hydroxy-methyl-furfural 及 levulinic acid 會妨礙酒精發酵過程[19]。酵素分解同
樣地遭遇許多困難，如酵素回收問題及較長分解時間。目前已有 membrane
separation 方法解決酵素回收問題。現在結合酸分解及酵素分解分階段作用方
式，獲得非常好的酒精發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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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藻

紅藻

褐藻

綠藻+
褐藻
總和

表 3.6.2 利用大型藻類進行甲烷發酵生產沼氣[1, 2007]
大型藻類
前處理
甲烷產量
石蓴
浸軟
271 L CH4/kg VS
(Ulva lactuca)
石蓴
250 L CH4/kg VS dried
浸軟
(Ulva lactuca)
183 L CH4/kg VS fresh
石蓴
0.43 L CH4/g VS 移除化
磨碎
學需氧量
(Ulva lactuca)
龍鬚菜
浸軟
481∓9 L CH4/kg VS
(G. vermiculophyllas)
海帶
物理破壞
430 cc gTS-1
(Laminaria sp.)
海帶
22 m3 CH4/t wet
(Laminaria sp.)
闊葉巨藻
磨碎
268 L CH4/kg VS
(S. latissima)
梨形囊巨藻
兩階段消
117.3 L CH4/kg VS dried
化反應
(Macrocystis pyrifera)
南極公牛藻
磨碎
(Durvillea antarctica)
256 L CH4/g VS 綠藻
179 L CH4/g VS 褐藻
平均 0.20 L CH4/g VS
10

參考

大型藻
酒精

前處理:
移除雜質
物理方式、酸洗等

步驟一

水解/醣化
副產物
發酵

步驟二

步驟三

圖 3.6.2 大型藻類發酵生產酒精的技術程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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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類別

表 3.6.3 三種大型藻類初步碳水化合物水解及合適的發酵酵素[1]
碳水化合物
化學結構
分解酶來源
R-卡拉膠

釀酒酵母菌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纖維素

釀酒酵母菌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紅藻

褐藻酸鹽

昆布多糖
褐藻

甘露醇

大腸桿菌 (Escherichia coli)
赤酵母菌 (Pichia angophorae)
乳酒念珠菌 (Kluyveromyces marxianus)
管囊酵母菌 (Pachysolen tannophilus)
赤酵母菌 (Pichia angophorae)
發酵桿菌 (Zymobacter palmae)
大腸桿菌 (Escherichia coli)
大腸桿菌 KO11 (Escherichia coli KO11)

澱粉

釀酒酵母菌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纖維素

釀酒酵母菌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綠藻

乳糖
共同
葡糖糖

釀酒酵母菌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酒香酵母 (Brettanomyces custersii)
釀酒酵母菌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酒香酵母 (Brettanomyces custersii)
梭菌 (Clostridium)
大腸桿菌 KO11 (Escherichia coli KO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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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生質柴油
藻類生質柴油多由微細藻類製造，大型藻類製備生質柴油的生產量極低。大
型藻類生質柴油多由先抽取出生物油，再抽取其中脂肪轉換而成。第一篇大型藻
類生質柴油製備文獻即由熱化學液化及二氧化碳超臨界進行而得[20]。由於濕的
大型藻類的生質柴油產率是乾的藻類的 10 倍低， 所以乾燥技術對於提升大型藻
類生質柴油產製非常重要。
(六) 生物油 (bio-oil)
利用熱化學轉換技術，如熱裂解及液化，可以獲得生物油。相對於微細藻類
而言，大型藻類熱化學轉換技術發展較少。
1.

熱裂解
近年來，大型藻類熱裂解受到極大的重視，一、因為大型藻類容易收穫且極

易乾燥，二、熱裂解較其他生化方法對於非分 (金屬) 耐受性高。熱裂解條件是
溫度介於 400-600℃及一般的大氣壓力，但需要乾燥的藻體。熱裂解程序會使得
有機物轉換為揮發相 (vapor phase)、氣體、含碳量高的固體 (char)。揮發相可被
冷卻為生物油 (生物原油)。目前文獻指出大型藻類熱裂解的程序及生物油產量與
微細藻類及陸生植物相當[21-25]。生物油產量與藻類成分、熱裂解溫度、升溫速
度、無機物質成分等有關，文獻指出 500℃是大型藻類熱裂解生物油產量最佳溫
度[22, 26-27]。增加升溫速度也會提高生物油產量[21]。大型物藻類熱裂解生物油
成分含較高氧，並且含有較低的碳氫化合物，所以熱值最高介於 20-30 MJ/Kg。
2.

液化
水合熱液化 (Hydrothermal liquefaction (HTL)) 是一個以水為基質，進行次/

超臨界 (200–400oC) 在高壓情形下進行有機物的液化而產生生物油的過程[28,
29]。大型藻類 HTL 製備生物油熱值較熱裂解為高，約為 30-40 MJ/Kg。大型藻
類 HTL 生物油成分包含 ketones、phenols、alcohols、fatty acids、esters、aromatics
及 N-containing compounds [30, 31]，與微細藻類 HTL 生物油成分相似[32, 33]。

3-46

二、 大型紅藻與基因轉殖
基因轉殖分為暫時性基因轉殖及穩定性基因轉殖 (基因插入基因組) 兩類。
大型藻類基因轉殖仍處於初步階段，除少數成功的穩定性基因轉殖例子外，多屬
於暫時性基因轉殖，由於未插入基因組，基因表現屬於暫時性。
紅藻暫時性基因轉殖先由 Donald P. Cheney 做開路先鋒，利用粒子槍
(particle bombardment) 進行紅藻 Kappaphycus alvarezii 暫時性基因轉殖，這是大
型藻類的基因轉殖研究[34]。他是利用 cauliflower mosaic virus (CaMV) 35S 為啟
動子 (promoter) 接大腸桿菌 β-glucuronidase (GUS) 報導基因進行，加入 X-gluc
(5-bromo-4-chloro-3-indolyl-β-D-glucuronide) 受質會使得 GUS 基因表現呈現藍
色，因此可以被看到其表現，並且可以被定量而度量其表現量。因為 CaMV
35S-GUS gene 在陸生植物的強表現性，所以被選為大型藻類第一個轉殖之用。
目前紅藻轉殖主要是經濟價值高的紫菜 (Porphyra species)，表 3.6.4 顯示不
同紫菜 P. miniata、P. tenera 與 P. yezoensis 的原生質體 (protoplast) 以電穿孔
(electroporation) 轉殖成功 CaMV 35S-GUS gene。另外，紅藻 P. haitanensis、
Gracilaria chagii 及 K. alvarezii 以電穿孔或粒子槍轉殖動物病毒 simian virus 40
(SV40) 啟動子連接報導子大腸桿菌 lacZ (encoding β-galactosidase)，可以切斷沒
有顏色的受質 X-gal (5-bromo-4-chloro-3- indolyl-β-galactopyranoside) 產生藍色不
可溶產物[35, 36]。由於 CaMV 35S 及 SV40 具有 TATA 片段而大部分 P. yezoensis
基因的報導子都不具此一片段，因此推測兩者在紅藻表現量較弱與此有關，所以
目前研究以尋找其他或改造報導子基因序列為其中重點研究工作。
表 3.6.4 紅藻基因轉殖例子[1]
物種
耳突麒麟菜(Kappaphycus
alvarezii)
新斯科夏紅藻(Porphyra
miniata)
條斑紫菜(Porphyra
yezoensis)
紫菜(Porphyra tenera)
條斑紫菜(Porphyra
yezoensis)
條斑紫菜(Porphyra
yezoensis)

穩定
度

基因轉
殖方法

啟動子

辨識位

參考

不穩定

基因槍

CaMV35S

GUS

[34]

不穩定

電穿孔

CaMV35S

GUS

[39]

CaMV35S

GUS

[40]

CaMV35S

GUS

[41]

不穩定

電穿孔
基因槍
電穿孔

不穩定

電穿孔

rbcS

GUS

[42]

不穩定

電穿孔

CaMV35S

GUS

[43]

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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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斑紫菜(Porphyra
yezoensis)
張氏龍鬚菜(Gracilaria
changii)
壇紫菜(Porphyra
haitanensis)
條斑紫菜(Porphyra
yezoensis)
條斑紫菜(Porphyra
yezoensis)
條斑紫菜(Porphyra
yezoensis)
條斑紫菜(Porphyra
yezoensis)
條斑紫菜(Porphyra
yezoensis)

不穩定

電穿孔

CaMV35S
β-tubulin

GUS

[44]

不穩定

基因槍

SV40

lacZ

[45]

SV40

CAT

[46]

不穩定
不穩定

電穿孔

SV40

CAT,GUS

[47]

不穩定

電穿孔

Rubisco

GUS,
sGFP(S65T)

[48]

不穩定

基因槍

CaMV35S
PyGAPDH

PyGUS

[49]

不穩定

基因槍

PyAct1

PyGUS

[50]

不穩定

基因槍

PyAct1

AmCFP

[51]

基因槍

PyAct1

AmCFP,
ZsGFP,
ZsYFP,
sGFP(S65T)

[52]

不穩定

基因槍

PtHSP70
PyGAPDH

PyGUS

[53]

不穩定

基因槍

PyAct1

PyGUS
sGFP(S65T)

[54]

不穩定

基因槍

PtHSP70

PyGUS

[55]

CaMV35S

GUS

[56]

CaMV35S

lacZ

[57]

unknown

unknown

[58]

條斑紫菜(Porphyra
yezoensis)
紫菜(Porphyra tenera )
條斑紫菜(Porphyra
yezoensis)
紫菜(Porphyra )
髮菜(Bangia
fuscopurpurea)
紫菜(Porphyra )
髮菜(Bangia
fuscopurpurea)
條斑紫菜(Porphyra
yezoensis)
紫菜(Porphyra leucostica)
條斑紫菜(Porphyra
yezoensis)
耳突麒麟菜(Kappaphycus
alvarezii)
壇紫菜(Porphyra
haitanensis)
張氏龍鬚菜(Gracilaria
changii)
龍鬚菜(Gracilaria gracilis)

穩定
穩定
穩定

農桿菌媒
介轉質法
電穿孔
農桿菌媒
介轉質法

穩定

基因槍

SV40

lacZ

[59]

穩定

玻璃珠攪
拌

SV40

LacZ,EGFP

[60]

穩定

基因槍

SV40

lacZ

[61]

穩定

基因槍

SV40

lacZ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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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單胞藻 (Chlamydomonas reinhardtii) 的基因表現不佳，常因密碼子不合所
致，所以有人檢測紫菜 P. yezoensis 的 Expressed sequence tag (EST) 發現 P.
yezoensis 密碼子含有大量 GC 比例 (65.2%)，而且位於基因的第三個位置[37]。
由於 GUS 及 lacZ 報導子含較高 AT，因此推測可能轉譯表現不佳導致基因表現
較弱，所以改造其密碼子 GC 比例而不影響其胺基酸種類成為研究重點。經過修
飾為 66.5% GC 密碼子在紫菜 P. yezoensis 的 PyGUS 基因表顯明顯增加。
雖然 PyGUS 基因表現明顯增加, 但是表現還是屬於較弱的現象，可能是
CaMV 35S 表現度不夠強所致，尋找內生性表現較強的報導子也成為重點之一。
例 如 紫 菜 P. yezoensis 的 內 生 性 glyceraldehyde-3-phosphate dehydrogenase
(PyGAPDH) 及 actin 1 (PyAct1) 報導子明顯提高表現量 [38]。
GUS 表現要被觀察，必須殺死細胞，無法利用活的細胞 (圖 3.6.3A)。如果
利用螢光蛋白即可達到目的，例如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GFP) 可以在活細胞
進行胞內位置印證的報導基因。目前已有成功利用粒子槍表現 PyAct1 報導子驅
動人體細胞用 AmGFP 螢光蛋白及植物用 sGFP(S65T) 螢光蛋白於大型藻類紫菜

P. yezoensis 的例子，人體細胞用 AmGFP 螢光蛋白及植物用 sGFP(S65T) 螢光蛋
白的 GC 比例均達 60% 以上，所以容易在高 GC 含量的紫菜表現 (圖 3.6.3B)。
圖 3.6.3 成功利用粒子槍表現 PyAct1 報導子驅動 PyGUS (A)、人體用 AmGFP
螢光蛋白及植物用 sGFP(S65T) 螢光蛋白 (B) 於大型藻類紫菜 P.
yezoensi [1]
除了上述頭髮菜綱 (Bangiophyceae)，如紫菜外，真紅藻綱 (Florideophyceae)
包 含 許 多 工 業 上 重 要 種 類 ， 如 生 產 洋 菜 的 龍 鬚 菜 (Gracilaria) 及 石 花 菜
(Gelidium) ， 以 及 生 產 卡 拉 膠 (carrageenan) 的 角 叉 菜 (Chondrus) 與 卡 帕 藻
(Kappaphycus)，這些藻種也需建立轉殖系統。龍鬚菜以 SV40-LacZ 基因利用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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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槍穩定表現，利用 PCR 確認是插入基因組內 (表 3.6.4)。雖然部分紅藻可以進
行暫時性及穩定性基因轉殖，大部分紅藻仍未建立，意味基因轉殖在紅藻尚待努
力。
三、 大型褐藻與基因轉殖
秦松教授研究團隊首開大型褐藻基因轉殖，利用粒子槍成功在海帶
(Laminaria japonica) 及裙帶菜 (Undaria pinnatifida) 進行 CaMV 35S-GUS 基因
的暫時性表現[63] (表 3.6.5)。隨後，該團隊建立海帶 (L. japonica) 穩定性基因轉
殖 (SV40-GUS) 表現，更在 2005 年成功以 SV40- HBsAg 在海帶(L. japonica) 穩
定性表現人體抗 B 型肝炎病毒表面抗體，被稱作一種海洋反應器 (marine
bioreactor) [64] (圖 3.6.4)。SV40 報導子調控之大腸桿菌 LacZ 沒有組織或細胞的
特異性，其他報導子如玉米 ubiquitin、藻類 adenine-methyl transfer enzyme 及矽
藻 fucoxanthin chlorophyll a/c-binding protein (FCP) genes 也可做為暫時性基因表
現之用，甚至 FCP 也作為穩定性基因轉殖之報導子。
表 3.6.5 大型褐藻基因轉殖例子[1]
物種

穩定度

基因轉
殖方法

啟動子

辨識位

參考

海帶(Laminaria japonica)

不穩定

基因槍

CaMV35S

GUS

[65]

海帶(Laminaria japonica)

穩定

基因槍

SV40

GUS

[66]

海帶(Laminaria japonica)

不穩定

基因槍

GUS

[67]

海帶(Laminaria japonica)

穩定

基因槍

FCP

GUS

[68]

海帶(Laminaria japonica)

穩定

基因槍

SV40

HBsAg

[69]

海帶(Laminaria japonica)

穩定

基因槍

SV40

Rt-PA

[69]

海帶(Laminaria japonica)

穩定

基因槍

SV40

bar

[69]

裙帶菜(Undaria pinnatifida)

不穩定

基因槍

CaMV35S

GUS

[65]

裙帶菜(Undaria pinnatifida)

不穩定

基因槍

SV40

GUS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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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V35S,
UBI,AMT

孢子(n)

減數分裂
胚胎(2n)

複製

精細胞
F0 合子孢子體(2n)
配子(n)
受精
與雄性配子
(n)受精

基因槍

配子(n)

孤雌生殖
配子(n)

F0 孤雌生殖
孢子體(2n)

卵細胞

F1 合子孢子體(2n)

圖 3.6.4 秦松教授研究團隊 2005 年成功以 SV40-HBsAg 在海帶(L. japonica) 穩
定性表現人體抗 B 型肝炎病毒表面抗體 [64]
即使連成功轉殖的例子，抗生素也沒有用在大型褐藻的轉殖株篩選上。僅知
海帶 (L. japonica) 對於 抗生素 chloramphenicol 和 hygromycin 敏感而對抗生
素 ampicillin、streptomycin、kanamycin、neomycin 及 G418 不敏感，由於 hygromycin
和 chloramphenicol 較敏感，所以有必要在將來確定 SV40-hptII 應用在 kelp 海帶 (L.
japonica) 穩定性基因轉殖篩選上。
四、 大型綠藻與基因轉殖
第一個成功的穩定性基因轉殖綠藻是萊茵衣藻 (Chlamydomonas reinhardtii)
利用粒子槍及玻璃珠破損法進行的[71, 72]。接著電穿孔法在萊茵衣藻及小球藻
(Chlorella saccharophila) 成功應用基因轉殖[73, 74]。粒子槍也成功應用在許多微
細綠藻，如暫時性表現於雨生紅球藻 (Haematococcus pluvialis) [75]及穩定性基因
轉殖於團藻(Volvox carteri) 與 Gonium pectoral [75-78]。這些例子顯示陸生植物
基因轉殖方式可以成功應用於微細綠藻 (表 3.6.6)。
相反地，至今沒有成功的例子顯示穩定性基因轉殖可以成功於大型綠藻。目
前只有兩個例子指出大型綠藻暫時性基因表現，石蓴的電穿孔和網石蓴粒子槍方
法[79, 80]。在大型綠藻石蓴使用 CaMV 35S-GUS 表現量極低[79]。由於微細綠藻
萊茵衣藻密碼子合適性 (codon-optimization) 在提高表現基因有成功的表現，所
以啟動子及報導子密碼子合適性改造，應該有助於大型綠藻提高表現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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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6 大型綠藻基因轉殖例子[1]
物種

穩定
度

基因轉殖
方法

穩定

基因槍

穩定

玻璃珠攪拌

Nitrate
reductase

Nitrate
reductase

[72]

穩定

電穿孔

CaMV35S

CAT

[80]

穩定

玻璃珠攪拌

rbcS2

aphVlll

[81]

穩定

玻璃珠攪拌

β2-tubulin

Aph7

[73]

不穩定

電穿孔

CaMV35S

GUS

[72]

不穩定

基因槍

SV40

lacZ

[82]

穩定

農桿菌媒介
轉質法

CaMV35S

GUS,GFP,
hptll

[76]

穩定

基因槍

β2-tubulin

arylsulfatase

[83]

aphVlll

[84]

啟動子

辨識位

參考

微藻
萊茵衣藻(Chlamydomonas
reinhardtii)
萊茵衣藻(Chlamydomonas
reinhardtii)
萊茵衣藻(Chlamydomonas
reinhardtii)
萊茵衣藻(Chlamydomonas
reinhardtii)
萊茵衣藻(Chlamydomonas
reinhardtii)
小球藻(Chlorella
saccharophila)
雨生紅球藻
(Haematococcus pluvialis)
雨生紅球藻
(Haematococcus pluvialis)
團藻(Volvox carteri)

[71]

基因槍
Hsp70A-rbc
玻璃珠攪拌
S2 fusion

團藻(Volvox carteri)

穩定

團藻(Volvox carteri)

穩定

基因槍

β2-tubulin,
Hsp70A

aphH

[66]

盤藻(Gonium pectorale)

穩定

基因槍

VcHsp70A

aphVlll

[77

石蓴(Ulva lactuca)

不穩定

電穿孔

CaMV35S

GUS

[78]

孔石蓴(Ulva pertusa)

不穩定

基因槍

UprbcS

EGFP

[79]

大型藻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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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型藻類基改與生質能
大型藻類是一大群屬於光合作用的真核生物，演化上非常複雜，在世界海洋
及海岸非常豐富。一般而言，大型藻類油脂少而碳水化合物高，高碳水化合物是
轉化成各種生質能的最關鍵化合物。
由於基因轉殖的研發在大型藻類上屬於初步的階段，所以利用轉殖於大型藻
類生質能的發展上屬於紙上作業階段，尚未進入實際研發階段。許多新的想法，
如原生質體融合成為一株新的植株，正在進行中。由於大型藻類有關於基因轉殖
的基礎工作尚未進行，如基因體、轉錄體、蛋白質體及應用 gene editing 等，待
這些工作完成後，則可全力投入基因轉殖工作，將基因轉殖工具用於大型藻類碳
水化合物之生質能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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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基因編輯與能源作物
謝葦勳 郭舒孟 林彥蓉
國立臺灣大學農藝學系
一、 能源作物簡介
燃燒一般化石燃料，例如汽油與煤，會將其中的碳轉化為二氧化碳並排放至
大氣中，導致二氧化碳濃度上升。生質能源之概念與生化柴油和酒精類似，植物
的有機質經由光合作用將吸收的太陽能轉變成化學能，接著將水、二氧化碳與各
土壤礦物元素同化成的代謝物，如碳水化合物、蛋白質等。將這些有機質轉換成
不同形式的生質能源後燃燒，又將固定量的碳釋放回大氣中繼續循環，因此二氧
化碳之總排放量為零[1]。
能源作物為可以提供製取燃料原料為目的之作物總稱，一般能源作物即指生
長快、易於栽培管理、單位面積產量高且易轉化為燃料原料之植物。因此，作為
一理想的能源作物常有下列幾項特性：生育期短、栽培管理容易、生產力高、非
糧食作物、能生長於貧瘠的土壤、氣候適應性強、抗生物和非生物逆境、可宿根
密集栽培、可機械化採收且具高轉化效率等[2]，這些特性亦決定此產業之生產成
本與經濟效益。再者，選擇能源作物最重要的指數是能量產出與投入的比值，這
個比值必須大於 1 才具經濟效益[3]。根據資料顯示：美國以玉米製造酒精的比值
約為 1.4，巴西以甘蔗製造酒精的比值則可高達 10，在台灣利用甘蔗生產酒精的
比值僅 2.4，此外，第二代生質能源利用纖維素含量豐富的材料或農業廢棄物來
生產酒精，其比值更高達 30。纖維素是地球上最豐富的生物材料，可透過微生
物轉化為生物燃料和生物產品。然而，目前生產纖維素生質燃料的主要障礙是缺
乏將木質纖維素更有效率地轉化為能用於生產生質燃料和生質產品的方法，因
此，利用改良後創新的生物技術研究，以加速木質纖維素及其生物質的分解轉
化，為未來的改良重點之一 (圖 3.7.1)[1]。
生質能符合永續經營的理念，亦將生質資源能源化，同時兼具能源和環保的
貢獻，加上生質能的應用具有其經濟效益。其優點包括，生質能轉換過程二氧化
碳零排放，屬於低碳和低硫燃料，而燃燒時產生少量的灰分，亦能減少酸雨及煙
霧之產生。而生質能資源分布廣、產量高、轉化方式多，提供農民生產更多樣化
的能源作物，再者，利用農業廢料作為能源生產之機會，以改善農村經濟。其技
術可行性高，具可再生性，可減少環境公害。然而，利用生質能的缺點包括：植
物僅能將少量之太陽能轉化成生物量，生產能量不及化石能量。此外，生物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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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偏多 (50 - 59%)，影響轉化過程之效率和品質[4]。土地資源有限，生質能可
能會缺乏適合栽種植物的土地，也容易受環境限制。生物量的分布較分散。此外，
蒐集運輸和預處理的成本較高。因此，目前各國生質能源產業面臨之問題大致可
分為四項： (一) 其他替代性能源之競爭，目前生質能源主要用於運輸工具，用
以替代石油及柴油的使用，但運輸用途僅為化石燃料之其一用途，主要用途則為
發電。未來若核能或太陽能發電與其他再生能源能有效替代化石燃料，則化石燃
料供交通運輸用途之數量將會增加，其價格可能會調降，如此必將衝擊生質能源
產業之發展。(二) 生質能源之生產成本較高，售價亦偏高，現今仍須透由政府以
法令規定生質能源於化石燃料之混用比例，或透過減免稅賦的方式補貼消費者，
藉以擴大對生質能源的需求。因此，生質能源若需要政府長期的補貼，則表示其
有一些不適合當前時空背景之狀況。(三) 糧食作物與能源作物競用耕地，並在比
價效果之下，原種植其他作物之耕地亦將投入能源作物之生產，使糧食供給短
缺，導致糧食價格全面上漲。然而，全球可耕地面積有限，若糧食與能源作物相
互競爭，將影響糧食及能源的價格。此外，不論糧食或能源作物，其生長均會受
天氣氣候的影響，倘若作物主要產地發生明顯之氣候變化，則易造成農損，最終
導致糧價與油價雙漲。(四) 生質能源的效益仍存疑，生質能源之興起，主要係其
可替代化石燃料的使用，並益於自然環境的永續發展，但化石燃料之替代及自然
環境之保護非立竿見影，且糧食價格上漲的情勢卻已迫在眉睫，因此上述這些問
題是未來幾代的生質能源發展必須面臨之課題[5]。

圖 3.7.1 利用生物質發展更佳的生質燃料和生質產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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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興能源作物
(一) 生質酒精
生質酒精，亦稱生物乙醇，生物質中只要含有可發酵性醣類，如葡萄糖、蔗
糖、果糖、麥芽糖等，或是含有可轉化成發酵性醣類的原料，如澱粉和纖維素等，
皆能製造生質酒精。換句話說，即利用微生物發酵把生物質中的醣分轉化進而得
到酒精。對已開發國家而言，採用此類能源不但可大幅減少資金外流，更可提高
國內就業機會並促進經濟活動。生質酒精除了排放潔淨、馬力輸出較強外，無水
酒精可以直接與汽油混合使用，稱為乙醇汽油，只要酒精含量低於 10%以下，可
直接應用於一般汽車引擎不需改造。另外，因酒精含氧量和燃燒效率高，使用乙
醇汽油不僅可以降低一氧化碳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亦能減少排放其他如碳氫化
合物或氫氧化合物之有害物質。反之，若酒精含量高於 10%，因酒精本身對一般
金屬具有腐蝕性，需要改造適合的引擎，而燃料系統須使用不銹鋼材質，成本也
會較高[1, 4, 6]。
此外，纖維作物價格低廉，纖維素含量高，或是利用農業廢棄物作為第二代
生質酒精之生產原料，更符合環保與經濟效益，深具發展潛力 (圖 3.7.2)。由於
生產纖維酒精的原料為木質纖維素 (lignocellulose)，通常由植物中取得且並非糧
食作物，因此沒有搶糧的疑慮。例如水稻為亞洲地區的主要糧食，其廢棄物稻草
稈，除少數作為堆肥、農舍建材和飼料等用途外，亦能作為生質酒精的原料。台
灣每年也有近 200 萬公噸的稻稈就地掩埋或露天燃燒，會釋放甲烷與二氧化碳加
速全球暖化與造成空氣汙染，若能用於生產生質酒精，不外乎是循環農業的一環
[3]。而蔗渣亦為製糖業的廢棄物，能將其轉化為酒精也是回收能源的好方法，因
此，發展第二代生質能源將更有環保、節約能源等多種特性，且對農地的影響也
相對較小。全球每年各有 6 億公噸的小麥、玉米與水稻稻稈 (含 35% 纖維) 可
提供酒精之生產。雖然以農林廢棄物作為原料生產第二代酒精，更符合經濟效益
和環保要求。但目前發展纖維酒精仍須克服許多問題，成本上無法與醣類或澱粉
類為原料的能源作物匹敵。此外，如何降低纖維素水解反應的成本和提高分解的
效率也是發展纖維酒精最大的問題。以稻草稈為例，若直接使用未經處理的稻草
稈和酵素反應的話，水解效率會低於 10% [7]。
(二) 生質柴油
生質柴油，主要從天然植物油、動物脂肪、油脂純化副產物與食用或工業回
收廢油提煉。經轉化後產生酯類，可產生脂肪酸甲酯 (或乙酯) 及甘油等產物，
之後分離甘油，以蒸餾去除未反應完全的油脂，產生與一般柴油品質相當的液態
燃料，直接使用或混合柴油作為燃料，稱為生質柴油。首先，生質柴油因其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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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與化石柴油相似，可與化石柴油以任意比例混合使用，甚至完全取代化石柴
油，加上生質柴油的硫含量幾乎為零，廢氣中不產生含硫之物質，可降低溫室效
應。因此，生質柴油係符合永續、環保、易生產且可生物分解的低污染再生能源。
而其缺點主要是因其黏度較高且熱值比化石柴油低 7%左右，又植物油脂的成分
亦會影響柴油品質，植物脂肪酸因飽和度較高，其濁點也較化石柴油 (-37℃) 高
出很多，因此在低溫情況下容易結晶造成引擎管路阻塞。除此之外，含油酸較低
的油脂所產生的柴油儲存穩定度與燃燒特性也較差。生質柴油作物油源包含葵花
籽、大豆、油棕櫚、棉花籽、花生、油菜以及廢食用油 [3, 4]。其中，2016 年研
究發現，若以工業製成的方式將甘蔗的糖轉化為生質燃油，每一畝甘蔗田將可生
產 17 桶的油。換言之，利用甘蔗來提煉生質能源的效果非常好。因此，所謂的
「甘蔗石油」植株已經誕生！這種高油產量的甘蔗，有高達 12% 的產油量，在
團隊透過工業的方式改造後具有其他的優點，包括增加甘蔗的耐寒性和更有效地
進行光合作用，進而增加更多生物質產量，可用以製作更多的油 [8-10]。

圖 3.7.2 多年生草本植物細胞壁主要成分之比例分布 – 纖維素、半纖維素和木質
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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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油料新興能源作物
痲瘋樹 (Jatropha curcas)，又名白油桐，為大戟科 (Euphorbiaceae)，痲瘋樹
屬 (Jatropha)，為多年生小喬木或灌木，原產於中南美洲。於聯合國「生物多樣
性公約」第 20 條款中提及「痲瘋樹油為極佳的柴油替代品」
。痲瘋樹具有抗旱耐
瘠的特性，生長適溫介於 18 到 28℃，適合栽種於熱帶和亞熱帶地區國家。痲瘋
樹之果實含油量介於 30% 到 61% 間，此外，痲瘋樹的野生種中更發現其含油量
最高可超過 60%，超過油菜或大豆等常見的油料作物，為公認最具潛力且未來最
可能成為替代柴油的樹種 [3, 11]。
水黃皮 (Millettia pinnata)，為蝶形花亞科 (Faboideae) 的喬木植物主要分布
於印度、馬來西亞、澳洲、中國南方和臺灣海岸地帶。水黃皮有許多用途，包含
作為景觀樹木、防風樹種、木材用和飼料用，而其種子亦可供榨油，尤其在印度
地區利用機械壓榨法可達 25% 的榨油產率。由於水黃皮分布範圍較小，因此於
國際上發展能源作物較少受到注意，然而，水黃皮為臺灣鄉土樹木，生產容易，
亦可同時作為景觀樹木，友善環境。此外，其與痲瘋樹類似，其種子油不可食用，
因此，價格也會相對便宜，對於發展生質柴油特性來說深具潛力[12]。
(四) 澱粉/醣類能源作物
作物科學家 Stephen Long 表示：「我們應該要回到規劃生產生質能源的起
點，避免再犯過去發展生質能源同樣的錯誤。除了作物的生產力需非常好之外，
還不能是人類主要的糧食作物，於是甘蔗和高粱這兩項作物就浮現在我們的腦
海。」[10]
甘蔗為禾本科之多年生巨大草本，屬於 C4 型植物，耐旱性強，為熱帶與亞
熱帶地區最普遍之糖料作物。生育期三到四年，生質產量高，每公頃產量平均
100-150 公噸，莖桿含糖量約 12-15%，其酒精產量一公頃超過 7,000 公升。優點
為可宿根栽培，國外一般進行宿根栽培四到五年，然而在炎熱高溫的臺灣僅一到
兩年。此外，甘蔗也是潛在的纖維素原料，目前已有「能源型甘蔗」之雜交品種，
其試驗產量已達到 253 噸/公頃 [2, 13]。此外，巴西甘蔗產量高，生產乙醇成本
相對低，具有很強的競爭力。
甜高粱屬於 C4 型植物，生育期短，相較同為 C4 作物之玉米更耐高溫與乾旱，
其莖桿產量每年約 60 到 80 噸/公頃，莖桿之含糖量可達 18%，研究預估甜高粱
理論酒精產量為每年每公頃 3,010 公升。而因高粱的遺傳歧異度很高，環境適應
力很強，為全球第五重要之作物。因此，以土地利用及能源之投入量較少之觀點
來看，能粗放栽培之甜高粱在臺灣為頗具發展潛力之生質能源作物之一。其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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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栽培管理容易、需水量低且水分利用效率高，單位時間產量高 (生長期短)，
適用機械播種、管理及採收，最後，可宿根栽培[14, 15]。
(五) 新興纖維能源作物
野生芒草 (Miscanthus)：如中國芒 (M. sinensis) 或經過育種改良的大芒草
(M. giganteus)，皆屬於多年生 C4 型植物，產量可達 45 公噸/公頃，主要生長於熱
帶與亞熱帶地區。芒草具有耐熱、耐旱、無病蟲害等特性，其可宿根栽培，此外，
對氣候之變化適應力佳，而植株本身含水量低 (20 到 30%) 等特性。芒草為少數
能耐寒的 C4 植物，因此在溫帶地區備受重視，若能將其耐寒的基因導入其他 C4
作物，如甜高粱、甘蔗、玉米等，更增加這些 C4 作物之環境適應性和世界分布
[16]。在溫帶地區的歐美國家每公頃之芒草乾物質可達 25-35 公噸，且以 5%的比
例直接與煤混合燃燒產生火力發電效果良好。
柳枝稷 (Panicum virgatum)：為多年生 C4 型植物，繁殖快速，草梗粗壯，其
多年生的特性減少人為管理的強度和投入，高度可達 3 公尺，其每公頃的產量為
10-12 公噸，為歐美國家廣泛利用的飼料用作物。柳枝稷是北美洲的原生植物，
不太需要施肥灌溉，適應性強，產量潛力大且對環境友好，可用於提煉纖維素酒
精，亦能降低農業對生態的破壞，為理想的能源作物之一。作為新興能源作物之
一，具有幾個特點：纖維素乙醇之碳排放量比玉米乙醇的排放量還低，且種植成
本也較便宜，然而生產纖維素乙醇的成本目前仍相對較高。柳枝稷可以直接燃燒
取得能源，最重要的是其能克服直接燃燒造成空氣污染的問題，因此，柳枝稷得
以取代一些煤炭。柳枝稷的根很深，在生態上可作為水土保持，且亦能增加土壤
有機質的含量，最後，柳枝稷是品質優良的牛用飼料 [17]。
三、 應用基因編輯於提升作物之生質柴油生產
合成生物學於微生物中已有許多應用實例，例如酵母菌及大腸桿菌，藉由操
控其代謝途徑以生產人類社會所需的資源，應用於食品、藥物，以及生質能源的
生產。調控基因表現為合成生物學重要目的，從基因表現至下游產物的合成量，
依據方法與應用目標的不同，可從 RNA、DNA，至蛋白質層次調控。如圖 3.7.3
所示，基因編輯的調控主要為 DNA 層級，亦可藉由基因編輯技術調控轉錄層次
的表現，甚至直接以 RNA 為目標進行編輯。CRISPR/Cas9 為近幾年來主要使用
的基因編輯系統，已知至少運用在 13 個植物物種，其中也包含生質能源作物，
例如高粱、玉米、大豆、毛白楊。除了 Cas9 核酸酶剪切後經非同源性末端接合
(non-homologous end joining, NHEJ) 在目標序列上產生隨機缺失及插入突變之
外，也可以添加欲在目標位點插入/去除/置換的 DNA 片段 (donor DNA)，以同源
性重組的方式編輯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dependent gene targ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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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GT)，進行精確的修飾以調控基因表現，例如變更酵素的催化中心序列，置換
基因的啟動子或是轉錄因子結合的區域。蛋白質活性的改變，進而影響到後續植
物型態的改變，例如生物燃料性狀、農藝性狀和糧食性狀等。另外，經過修飾使
Cas9 失去核酸酶的活性但保有以 sgRNA 結合目標 DNA 的能力，將 Cas9 與激活
蛋白 (activator)或抑制蛋白 (repressor) 融合後，亦為調控基因轉錄之工具 [18]。

圖 3.7.3 合成生物學從 DNA 至蛋白質層次的調控方式[18]
生質能源作物所要提升的性狀會依不同生物燃料所需之原料特性而異，大致
劃分為三大類，木質纖維素、油份、可溶性糖類 (圖 3.7.4)，而運用基因編輯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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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原料的性狀提高六碳糖、油籽和營養組織的含油量和糖濃度，目的皆希望能降
低生質能源成本，提高生產效率以因應急遽成長的能源需求 [18]。

圖 3.7.4 合成生物學應用於提升生質能源性狀之目標[18]
植物油的生產原料主要來自於作物種子或是果肉中的油，其他營養組織雖然
含油量低，但也會生成三酸甘油酯 (triacylglycerols, TAG)，例如葉肉細胞中存在
著胞內油體 (cytosolic lipid droplets)，且營養組織為植物的主要組成，若提升營
養組織含油量，將可大幅提升整株植物產油的能力 [19, 20]。以生質柴油為目的
而言，這類油料作物主要的改良目標為提高種子與營養組織的含油量，以及調控
油的組成，目前已有數個以基因工程提高含油量的成功案例，如圖 3.7.5 所示
[18] 。 藉 由 過 量 表 現 編 碼 三 酸 甘 油 酯 生 合 成 途 徑 中 關 鍵 酵 素 的 基 因 ， 例 如
monoacyglycerol acyltransferases (MGAT)、acyl CoA:diacylglycerol acyltransferase
(DGAT) 與 oleosin，可提高三酸甘油脂累積量；或修飾負責調控種子發育與成熟
的轉錄因子之編碼基因，例如 WRI1、LEC1 與 LEC2；或使轉化三酸甘油酯之酵
素其編碼基因突變失去功能，降低脂肪酸進入脂肪氧化作用 (beta-oxidation)，例
如 comatose (CTS2) ， Sugar Dependent1 (SPD1) ， trigalactosyldiacylglycerol1
(TGD1)，以及 Comparative Gene Identification-58 (CGI58)；突變 peroxisomal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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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er1 (PXA1) 防止脂肪酸在粒線體中氧化 [21]。除了直接修飾參與三酸甘
油脂生合成途徑的相關因子，也可透過調控生合成途徑的分支點，進而提高油產
量，運用基因編輯可有效的在種子發育過程中減少受質走向其他碳積貯 (carbon
sinks) 競爭路徑，例如抑制編碼澱粉合成路徑中關鍵酵素的基因 ADP-glucose
pyrophosphorylase (AGPase)。對於提升營養組織中的含油量，在甘蔗中藉由共同
表現 WRI1、DGAT1-2 與 OLE1，並同時抑制 AGPase 與 PXA1，顯著提升植株葉
片及莖稈中的含油量，這類高油含量甘蔗經提煉後植株內剩下的糖還可以轉換成
生質酒精 [20]。另外，基因堆砌相較於過量表現單基因而言，可更有效率的提高
油產量，在菸草中已成功將葉片組織的含油量大幅提升，與種子產油作物不相上
下 [22]。

圖 3.7.5 調控植物營養組織及種子組織中的含油量及成分之基因工程策略。藍色
文字表示適合過量表現的基因；紅色文字表示需要去活化的基因。用底
線標註的基因，表示其編碼的酵素使用 acyl-CoA 為受質。FAS = plastid
localised fatty acid synthase。[19]
油脂中脂肪酸的組成也是影響油脂營養成分與經濟效益的要素，過去已將大
豆油中的油酸含量提高以增進營養價值與穩定性。不同作物產出的生質柴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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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性質不同使之難以跨越各緯度地區使用。例如油脂的濁點 (cloud point) 在石
油工業中指的是生物柴油中的生物蠟或是柴油中的石蠟會呈現混濁的溫度，即燃
料開始硬化的溫度，而濁點會依生質柴油的提煉原料而異，以棕櫚油，芥花油作
為原料的生質柴油，其濁點分別是 17℃與 0℃，標準柴油 D2 的濁點則為-12℃，
因此需調整棕櫚油中三酸甘油酯中脂肪酸的組成，否則難以在寒冷地區使用。美
國生產作為生質柴油用途的植物油目前只佔柴油使用量的 10%，但近年來因為以
植物油供給生質柴油已造成植物油價格上漲。因此運用生物技術提高作物油的產
量，並減少對於食用油量與價錢的影響，方為永續生產生質柴油的解決之道 [18]。
四、 應用基因編輯於提升作物之生質酒精生產
生質酒精根據原料的不同可分為醣類酒精、澱粉酒精與纖維酒精。醣類酒精
的原料為可溶性糖類，欲增加作物的產糖量，提升作物光合成的能力，固定更多
的碳使之轉換為糖是最直接的方式，因此調控固碳的關鍵酵素 RuBisCO，減少光
呼吸作用，為提升產糖量的重要目標。另外，因為累積過多的蔗糖會抑制光合作
用，所以將更多糖類自供源 (source) 分配至各個積貯 (sink) 器官以不同形式儲
存亦為增加植物糖量的策略之一，SWEET 載體家族即為一系列調控碳水化合物
轉運到積貯組織的載體蛋白[23]。然而，即使可以利用生物技術使作物累積大量
可發酵的可溶性糖類，但在收成後卻無法耐貯藏，必須馬上加工以收集糖類，因
此若能將這類富含可溶性糖類的作物改良，使之有能力將糖類轉換成可直接作為
生物燃料的物質，例如三酸甘油脂，或是生物燃料前驅物，例如蒎烯 (pinene) 或
檸檬烯 (limonene)，將會提升生質能源產出的效率。而過程中亦需要調控許多基
因的表現，包括誘導或抑制原有基因，或是導入新的基因以開發新的代謝途徑，
這些目標將會需要基因編輯及合成生物學輔以完成 [24]。澱粉酒精的原料為玉
米、木薯、或是甘薯等的高澱粉含量作物，不過相較於糖類酒精的製程，因為澱
粉為多醣分子，而酵母菌轉換多醣的能力較差，因此製作澱粉酒精時需先進行水
解將多醣分解為單醣分子後再發酵。原料作物中的澱粉含量與酒精產量呈正相
關，提高澱粉累積量為增加產量的方法之一，例如大量表現參與澱粉生合成途徑
前端的 AGPase；另外，澱粉中的支鏈澱粉 (amylopectin) 的水解效率較高，因此
調 控 澱 粉 生 合 成 途 徑 中 參 與 支 鏈 澱 粉 合 成 的 相 關 基 因 ， 例 如 starch
synthesis-related genes，進而增加支鏈澱粉的比例，可提升生產澱粉酒精的效率。
植物中大約 70% 的碳都以醣類聚合物的形態存在於細胞壁中，因此植物細
胞壁為酵母菌發酵生質酒精 (纖維酒精) 的潛力原料。若要增加原料的產量，降
低栽種成本，最直接的方式便是提高作物的生物量。生物量可從器官型態，生長
激素，開花時間等調控著手。延後開花時間可以延長營養生長時間進而增加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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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累積，例如柳枝稷中的 PvFT1，PvAPL1-3，PvSL1 與 PvSL2 為花芽分化及
花器發育的重要基因 [25]。地上部的生物量亦為生質能源作物之重要性狀，柳枝
稷的分糵基因 teosinte branched 1a (tb1a) 與 tb1b 已成功運用 CRISPR/Cas9 造成
突變；除此之外，參與纖維素生合成途徑的基因亦為目標基因，包括纖維素合成
酶 (cellulose synthase, CESA) 基因家族以及 phosphoglycerate mutase (PGM)。調
控生長激素的相關基因亦為基因編輯的目標，像是 auxin response factors (ARFs)
[18, 26, 27]。
針對增加木質纖維素生物量的研究甚多，但木質素纖維酒精的原料為植物細
胞壁構造中的木質纖維素，而纖維酒精最大的發展阻礙是要先破壞木質素結構，
使酵素更容易水解纖維素。對於從纖維素轉化成糖的代謝途徑，以及如何有效破
壞或減少木質纖維素堅固的結構若有更深入了解，將可大幅降低前處理成本，加
速纖維酒精的發展。在木質素生合成途徑中與酵素競爭受質，或修飾關鍵酵素，
可減少木質素的含量使糖類更容易從細胞壁釋放，如圖 3.7.6 [28]。例如在柳枝稷
中已成功運用 CRISPR/Cas9 破壞編碼木質素單體 (monolignol) 生合成途徑中關
鍵酵素 4-Coumarate:coenzyme A ligase 的基因 Pv4CL1，進而降低細胞壁的厚度，
減少 8-30% 的總木質素含量，釋放的葡萄糖增加 7-11%，木糖則增加 23-32%；
木本的楊屬 (populus) 作物也同樣以 CRISPR/Cas9 成功突變 4CL1 基因 [29]。在
苜蓿中發現負向調控 cinnamyl alcohol dehydrogenase (CAD) 也會改變木質素組成
進而提高消化率。抑制菸草中的 O-methyl transferase (OMT) 基因表現，會在木質
素沒有降低的情況下提高生物量。木質素生合成途徑中尚有許多可作為修飾木質
素 及 提 升 糖 化 作 用 的 目 標 基 因 ， 包 括 caffeoyl shikimate esterase (CSE) ，
hydroxycinnamoyl CoA: shikimate hydroxycin-namoyl transferase (HCT)，coumaroyl
shikimate 3-hydroxylase (C3H)，cytochrome P450 reductases (CPRs)，laccases
(LACs)。此外，近年來也提出藉由改變細胞壁中糖的組成，提高六碳糖/五碳糖的
比值，因為與五碳糖相較之下，六碳糖可更有效率的讓微生物發酵產生酒精。已
知可透過基因工程將木聚糖含量降低，將半乳聚糖或其他混合六碳聚糖含量提
高，進而提高植株中六碳糖的比例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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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6 基因調控木質纖維素生物量的目的[28]
生質酒精生產過程中，水解纖維素所使用的水解酶目前多來自於微生物醱酵
的商業生產，價格昂貴。因此希望可藉由基因修飾讓植物可生產分解細胞壁的酵
素，包括纖維素酶 (cellulases)、半纖維素酶 (hemicellulases)，以及木質素酶
(ligninases)。於田間種植這類基因修飾的植物，所需投入的成本遠低於以微生物
生產酵素之所需。目前已知的纖維素水解酶來自於細菌，因此需要運用基因編輯
在纖維素水解酶基因的編碼區間調整密碼子，使之可在植物體內有效表現 [32]。
五、結論
合成生物學在植物代謝工程中已有顯著的進展，以下技術的發展對於因應糧
食、能源以及永續發展所帶來的挑戰，帶來莫大的助力，包括：(1) 與分析方法
發展的速度是否夠快，得以用更低的價格分析複雜的樣本；(2) 定序以及 DNA
合成的價格下降速度；(3) 高通量與微型陣列的技術發展能否降低 DNA 重組與
酵素分析的價格；(4) 開發因應大數據分析、代謝工程以及合成生物學的新演算
法。例如在本章節中所敘述對於生質能源作物的改良。除了生質能源所需的性狀
之外，找出新的目標性狀或是提升現有的農藝性狀，利用基因編輯技術將相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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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基因導入各具發展潛力的生質能源作物中，以此提升產率，同時亦能友善環
境，達到永續耕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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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綜論
黃智郁 張嘉修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能源是推動一個國家發展及經濟活動的基本動力，要如何落實穩定供應國內
能源需求對人民生活及國家安全極為重要，台灣先天化石燃料資源蘊藏貧乏，極
易遭受國際能源情勢變遷之影響，因此有必要發展再生能源，包括太陽光電、風
力發電、生質能、燃料電池、地熱、海洋能等。目前政府雖積極推動太陽能與離
岸風電，但生質能仍在整體再生能源之使用中，佔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因此，利
用生質燃料來取代部分的化石燃料是未來於再生能源的開發中重要的一環。畢竟
生物多樣性仍是目前地球上最大的資源寶藏，並且因應現在為解決溫室效應與氣
候變遷的減碳熱潮，源於光合作用的生物質乃是牽涉固碳與減碳最直接相關的物
質。故透過整合不同生物種的優勢下用於特定能源或原料的生產，並結合減碳製
程的效益開發將會是未來的趨勢，故開發生質能將有機會成為替代能源的關鍵技
術之一。生質能由最早期的以糧食進行開發演進到非食用的能源作物再到近期直
接以微生物快速轉化的發展，期間的演變過程與分子生物學及基因工程的進步有
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故本篇整合介紹了目前國內外以各種細胞工廠(cell factory)
轉化生物質料源為生質燃料的技術並利用基因工程與基因編輯技術進行效能優
化的技術進展。
生質能其實就是泛指所有有機物，經由各式自然或人為化學反應的應用方式
將其中蘊含之化學能釋出，轉化為供人類使用之熱能。生質能轉換 (Biomass
conversion) 主要有三種：最簡單的就是物理轉換，譬如直接從作物中榨油等。
或者是經由熱轉換的形式，例如最常用的燃燒。又或者是使用生物轉換利用微生
物或酵素將生質轉化成酒精、生質燃油或沼氣等。由於最早期之生質能發展直接
選擇可以生產高量油脂、醣類或澱粉類等農作物為主，如玉米、甘蔗、甘藷、甜
菜、高粱等，因此影響了人民需求的糧食產量。故後來生質能的料源需求改以栽
種能源作物為主。但即便是栽種能源作物，亦造成原本栽種糧食作物的農地減
少，因此目前有些新興能源作物的興起即是可以改善此缺失。例如痲瘋樹，被發
現可生長在不適於糧食作物生長的荒地、幾乎不需施肥，其種子亦不可食用，對
糧食生產影響更小。但就算能源作物本身不可食、也可以在不食之地種植，但是
還是有減少糧食生產的可能。故作為一理想的能源作物常有下列幾項特性：生育
期短、栽培管理容易、生產力高、非糧食作物、能生長於貧瘠的土壤、氣候適應
性強、抗生物和非生物逆境、可宿根密集栽培、可機械化採收並具高轉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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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特性亦決定此產業之生產成本與經濟效益。目前在新興能源作物的主要開發
對象如生產油料的痲瘋樹、水黃皮；澱粉/醣類可以使用能源型甘蔗與甜高粱，
以及新興纖維能源作物如野生芒草與柳枝稷等。
相對於能源作物的開發，直接使用農業廢棄物作為生質能料源則不會產生與
民爭糧的爭議，也同時進行廢棄物減量，不失為一石二鳥之計。例如農林業剩餘
資材、畜牧業廢棄物、廢油脂、都市或事業廢棄物等，只要是生物質都能加以利
用。最直接的使用方式當然是燃燒產熱，但燃燒容易造成碳排的問題，且能源效
率低，故利用生物轉化方式，產製各類型的生質燃料則是一個較佳的生物質使用
與產能方式的選項。現階段以農林業廢棄物為主的第二代生質能源需要克服的問
題則是在木質素或纖維素的分解上，為了能夠被微生物更有效利用並轉化成所需
要的燃料類型，其木質素或纖維素的分解糖化效率是必須改善的問題，因為不是
所有的微生物代謝途徑上都有木質素或纖維素的分解機制。
而現今以農、林廢棄之木質纖維素 (lignocellulose) 為原物料進行發酵生產
的製程做法主要是將木質纖維 (lignocellulose) 經前處理 (pretreatment) 初步降
解，及酵素水解的糖化步驟 (Saccharification)，獲得含有五碳與六碳糖液作為碳
源，再利用微生物發酵生產酒精。故目前世界上大多利用此成熟技術生產第二代
生質酒精。由於大腸桿菌本身具有發酵生產酒精之代謝途徑，並且能利用多種類
碳源生長，再加上基因編輯相關之技術與資訊的完整，因此，以代謝工程進行基
因編輯的大腸桿菌作為生產酒精菌株，具有很大的開發潛力。大腸桿菌因其生理
生化特性及遺傳基因資訊相當完備，且可生長於簡單鹽類培養基達到低成本培
養，並且能夠短時間內培養高密度的菌數增加產率，因此常成為目前學術研究及
工業生產開發的主力微生物。透過目前相關的基因編輯工具已被開發，並且商品
化的方便使用，有助菌株利用代謝工程 (metabolic engineering) 技術及系統生物
學 (systems biology) 分析，進行大腸桿菌的基因編輯，創造新穎菌株以生產生質
能燃料。
雖然大腸桿菌有其目前商品化的便利性能容易的進行基因編輯與改良菌
株，但受限於物種本身的代謝途徑影響，要透過利用目標碳源產生特定的高量目
標產物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尋求其他種能高量生產目標產物的菌株或物種則
開始漸漸被重視。而酵母菌因天生就是生產酒精的高手，除了應用在食品的酒飲
生產外，純化出的酒精便可作為替代能源使用，即我們所稱作的生質酒精。因此
酵母菌也常被應用於目前學術研究及工業生產的開發菌株。
除了尋找適當的發酵菌株以生產目標產物之外，尋求更好的目標產物開發亦
為一個能源改善的方式。例如丁醇具有比酒精更高的熱值及辛烷值，並且與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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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有較高的相容性，能於汽油達到更高的混和比，甚至在無需現有車用引擎做
修改就有機會取代現有的汽油，此外在輸送和儲存上可使用既有的汽油管線及儲
槽，因此不需投入大量額外的建設費用，因此利用微生物生產丁醇的製程近年來
亦備受重視。一些特定梭菌種(Clostridium spp.)被發現能同時生產丙酮、丁醇與
酒 精 ， 因 此 被 用 於 工 業 量 產 上 ， 稱 作 ABE 發 酵 (Acetone-butanol-ethanol
fermentation)。除此之外，某些梭菌種亦被發現可用於某些高價值化工原料的生
產，如 2,3-丁二醇(2,3-Butanediol) 就具有 430 億美金的全球市場。雖然梭菌屬具
有較佳的產丁醇能力，但其為厭氧細菌，在工業使用上具有不便性及其難度，因
此許多生產丁醇的研究將梭菌屬生產丁醇的代謝機制轉移到非厭氧菌中。例如中
研院廖俊智院長研究團隊利用改良藍綠菌生物體內處存能量的單元 ATP 作為丁
醇代謝途徑第一步的推動力，並改良丁醇代謝途徑所使用的輔因子，有效提高丁
醇代謝途徑的碳通量，並建立了不可逆的丁醇代謝途徑，替換原本會因氧氣而降
低活性的酵素蛋白，使其達到 26 mg/L/day 的產率，成功建構出能生產丁醇的藍
綠菌。
然而，由於化石燃料的漸漸枯竭，尋找替代性能源的急迫性是刻不容緩的，
除了生質柴油與生質酒精以及丁醇等液態燃料之外，氫能也可能成為下個綠色能
源的新星之一，主要原因來自於其產生能量後，不會產生二氧化碳，而是純淨的
淡水。加上近年來電動車產業的發展，氫燃料性電池也極具發展潛力。在微生物
發酵技術上，某些梭菌種也被發現可作為產氫的天生好手。除了梭菌本身的產氫
能力之外，其在提升甲烷發酵製程上亦具有相當潛力。為克服代謝途徑上的限
制，除了使用單一菌種發酵培養之外，目前在製程上亦可透過結合不同菌種的優
勢用於特定能源或原料的生產，這也稱作發酵製程上的『微生物共培養技術
(Microbial co-culture)』，如當梭菌屬與甲烷菌共同培養發酵下，梭菌屬的代謝產
物可提供為甲烷生成的前驅物，如此一來解決了甲烷菌的碳源問題，並大幅提昇
甲烷化之效率。
目前在碳源的利用上，要將木質纖維素做為原物料提供給微生物進行發酵生
產能源需先經過製程前處理的方式，故現階段科學家一直在尋找能夠使微生物直
接利用纖維素的菌 種以及方法。因此 ，科學家發現了一 株梭菌 Clostridium
thermocellum 擁有目前為止最高效率的纖維素水解能力，其原因是這種微生物具
有一個特殊的酵素複合構造稱作 ”纖維素分解酶複合體 (Cellulosomes) ”，這特
殊的酶複合體結構可將分解纖維素的酵素快速地帶到纖維素周圍，它的構造如同
網狀支架般將不同功能的酵素聚集再一起，增加酵素彼此間的協同作用，並提升
纖維素分解效率。為了應用這項生物優勢，科學家藉由分子生物克隆技術便能將
此生物功能複製出來加以利用。將來此類技術則可直接建構在目前一些主要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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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菌種中，使其能直接利用植物木質纖維素進行生物發酵分解。除此之外，在
2018 年的微生物電合成學(Microbial electrosynthesis, MES)研究中亦發現了梭菌
C. scatologenes ATCC 25775 具有可以利用氫氣的能量，將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回
收並轉換成乙醇的型態，如此不僅能降低大氣中的二氧化碳，也能提供現有生質
能源的生產轉換方式之一，這項新的生物特性將可能使非光自營性微生物亦能具
有吸收二氧化碳的可能。
而現階段以光自營性微生物生物質為主的第三代生質能源的開發，微藻類是
水陸中吸收利用二氧化碳的效率最佳的微生物，由於其生長速度快，且其生物質
具有豐富的化合物，包括碳水化合物、色素、脂質及蛋白質等，故已經成為生產
生質燃料最受歡迎的原料之一。目前已被用於生質能源生產的藻種有衣藻、柵
藻、壺藻、小球藻、藍綠藻等，與其他生質燃料相比，微藻不與人爭糧及與糧爭
地，可以在海水、工業或生活廢水中生長，且生長速度更比其他植物快，因此微
藻作為非糧生物燃料原料是對環境友好的資源，有效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微藻的
乾重含油量通常在 20%到 50%的範圍內，而在一些特別藻種如壺藻 Schizochytrium
及 Thraustochytrium 中更可以達到 70%。近年來由於 CRISPR-Cas9 新興基因組編
輯工具的興起，使得微藻實現更多可以基因修飾的例子。CRISPR 技術亦在擬球
藻 (Nannochloropsis sp.) 上成功實施，成為碳封存和產油品種的新型微藻。於
2017 年，CRISPRi 首次應用於萊茵衣藻 CC400，通過有效抑制 CrPEPC1 基因來
增強脂質生產。利用增強參與油脂生產途徑中的二酯酰基轉移酶基因 (DGAT)
或阻斷競爭途徑的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羧化酶 (PEPC)，以集中碳代謝流，可使微
藻更適合成為生物柴油料源。此外，微藻具有生產高附加值化合物的代謝途徑，
如類胡蘿蔔素，多不飽和脂肪酸 (PUFA)，蝦紅素和葉黃素，均可應用於生物煉
製 (biorefinery)程序。生物煉製的概念源自於合成生物學的發展與 DNA 合成技
術的進步，透過代謝工程技術便能將原本在藥草內的代謝生產途徑建立在其他容
易生長的微生物上生產。舉例來說像是蝦紅素 (Astaxanthin)，蝦紅素具有最強抗
氧化物的稱號，廣泛應用在美妝保健食品等，然而天然蝦紅素來自於海洋的藻
類，如果人工飼養藻類會利用開放水池的方式飼養，因此要產生蝦紅素就需要給
予藻類一定程度的強光日照，此過程非常容易受到氣候的影響，但利用 DNA 編
輯的技術已成功開發蝦紅素生產的酵母菌，利用發酵的方式便能穩定快速生產，
不僅克服天然的地理限制在任何土地上生產，更能縮短時間的限制在短時間內取
得關鍵草藥原料。
近年來為了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人類透過物理法、化學法及生物法來進
行二氧化碳的固定。尤其是生物固碳法多利用可行光合作用之光合微生物 (微藻
與藍綠菌) 來進行二氧化碳再利用，因為光合微生物的生長速度快，且其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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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理論效率約為 10% 較陸生植物 0.1%~4% 來的高。由於藍綠菌光自營特性，
以及原核生物在基因工程上的便利性，使其在合成生物學與代謝工程亦漸成為優
秀的模型。藍綠菌做為新世代生物工廠可透過基因編輯合成不同型態的生質能
源，例如生質柴油、生質酒精。較微藻不同的是，藍綠菌生物工廠可直接將產物
排出，而不需破菌，可降低能耗，並可重複使用菌體。目前此類技術被稱為第四
代生質能源。藍綠菌主要利用兩種方式生產氫氣，其中一種是固氮藍綠菌株在氮
源不足的情況下以固氮酶 (Nitrogenase) 將大氣中的氮氣利用水固化為銨，在這
一過程中，會同時產生副產物氫氣；另一種則是氫化酶 (Hydrogenase)，藍綠菌
中有兩種氫化酶，分別能單向進行氫氣的分解，與雙向催化氫氣與氫離子之間的
互相轉換，在合適的環境下，可產出氫氣，但其使用代謝工程技術改良藍綠菌株
使其能達到足夠穩定產氫效率的技術還有待開發。
除了光合微生物可使用二氧化碳外，能源作物的概念亦同此理，但陸生植物
大多數具有較難分解的木質纖維素，故在製程處理上多了一道繁瑣的步驟。
而海洋植物如大型藻類型態類似陸生植物，但卻比較好收穫，同時含有大量碳水
化合物，幾乎沒有木質素，很適合進行發酵產製酒精。尤其大型藻類含水率
80-85%，適合微生物轉換的沼氣分解，比較不適合熱化學生質燃料轉換程序。不
過目前大型藻類在沼氣分解上有幾項不利因子需克服。第一點，某些藻類氮含量
過高，致使 C:N 不利於微生物生長及氨氮過高對於甲烷菌有害。第二，雖然大型
藻類無木質素，但仍必須有物理性或化學性處理以破壞細胞壁釋放胞內物質以便
進行有效的分解。第三，大型藻類內含一些鹼性金屬會阻礙甲烷菌進行甲烷的發
酵程序。但目前利用 C:N 比例較高的稻草 (C:N=33)或木材 (C:N=244) 與大型藻
類共發酵可以解決過高氮的問題。而利用熱化學轉換技術，如以熱裂解及液化的
方式獲得生物油，目前大型藻類仍處於少數發展。
同樣地，透過利用大型藻類基因轉殖改善其本身特性的技術，現階段仍處於
開發初期，除少數成功的穩定性基因轉殖例子外，多屬於暫時性基因轉殖，由於
未插入基因組，基因表現屬於暫時性。至今沒有成功的例子顯示穩定性基因轉殖
可以成功於大型綠藻。目前只有兩例指出大型綠藻暫時性基因表現，石蓴的電穿
孔和網石蓴粒子槍方法。在大型綠藻石蓴使用 CaMV 35S-GUS 表現量極低，此
可能受到物種密碼子合適性 (codon-optimization)所致。由於微細綠藻萊茵衣藻密
碼子合適性 (codon-optimization) 在提高表現基因有成功的表現，所以啟動子及
報導子密碼子合適性改造應該有助於大型綠藻提高表現基因。而大型藻類是一大
群屬於光合作用的真核生物，演化上非常複雜，在世界海洋及海岸非常豐富。其
油脂少而碳水化合物高的特性將適合轉化成各種生質能。且大型藻類易於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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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可於海洋或海岸邊種植，可減少陸地使用並增加海洋地使用，因此大型藻類
生質能的發展，也是未來發展的趨勢之一。
綜合以上各物種之技術分析，現今生質能源的利用可朝向兩大目標進行。第
一種即利用現有不必要的廢棄物做更有效的利用與開發，達到資源回收再循環利
用的概念。另一種即是配合減碳目的，創造可直接使用大氣中的二氧化碳並同步
生產更高經濟價值的產品的生物發酵製程。相較於廢棄物的使用，二氧化碳的利
用少了一個地利的限制。例如主要的農林業廢棄物資源，為了減少收集與運輸成
本與時間，適合開發在地的小型生質能產製設備，以配合生物發酵製程產能的開
發，並達到提供在地或地區性的能源使用方式。舉例來說，中油公司由工廠進行
石油提煉生產好的汽油，必須再分批運送到各個加油站以提供人民使用，但若能
達到在地生產循環使用，則可以省去運輸的不便與期間的耗能。而像是二氧化碳
的利用，如使用微藻進行固碳，則可連結於定點的大宗碳排工廠，或是於廢水處
理廠等地使用。如此一來，各類的廢棄物漸漸地都能夠迅速地被有效的利用。
相對於傳統分子生物克隆技術，基因合成技術不僅可完全複製生物基因，更
能根據需求強化及添加不同生物功能進行量產。此種結合不同生物功能於一體之
技術，也稱作統合生物加工過程(Consolidated Bioprocessing, 縮寫 CBP)，可融合
許多生物製程於一體，降低生產所需成本。這些合成生物學基礎技術包括全基因
合成技術未來也希望能積極引進台灣發展，提升未來台灣在合成生物學產業上的
發展。目前合成生物學在植物代謝工程中已有顯著的進展，包含定序以及 DNA
合成的價格下降，利用高通量與微型陣列的技術分析與開發因應大數據分析、代
謝工程以及合成生物學的新演算法等。
透過代謝工程以及合成生物學方式，將能促進生物轉化技術的發展，不但能
開發更低汙染及低成本之化學製程，此類技術也將掀起傳統化石原料合成產業的
革命。我們將不再需要透過傳統化石燃料資源的發掘，然後產製能源與原料提
取，再進一步利用能源產製各類我們所需的民生用品原料。只需要透過生物本身
利用大自然原料或者民生產製的廢棄物即可進行轉化成特定的生物原料，此技術
將節省了原料生產期間的繁複步驟與過多的能源消耗。
雖然現在基改技術已經可以整合多種生物特性或修飾生物的功能，但其相關
產業的應用現今大多數仍舊處於實驗室規模階段，主要還是受制於基改物種的規
範與限制。以物種來說，微生物還是較易控管的物種，因其主要透過發酵槽培養
進行發酵轉化。但如運用基因編輯技術修飾生質能源作物所要提升的性狀，如木
質纖維素、油份與可溶性糖類的增量，例如高粱、玉米、大豆、毛白楊等作物透
過目前的新興編輯工具 CRISPR/Cas9 調控基因之表現已有成功的案例。若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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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法規能夠朝基因改造目的來嚴格建立基改作物的施行細則，將可能更進一
步增進生質能源的發展。
目前台灣現已有的生質能發電應用主要有垃圾焚化發電及沼氣發電二大
類。前者已成為我國多數焚化廠之營運常態；後者則以豬糞尿厭氧消化處理為先
驅，持續開發烹調、發電及運輸。而利用農林業廢棄物進行生物發酵轉化的方式
仍佔少數，包含所製造出的生質燃料，現今仍須透由政府以法令規定生質能源於
化石燃料之混用比例，才能藉以擴大對生質能源的需求。因此當前在生質能源的
發展所需面臨的挑戰不僅僅只是基改生物的規範限制性，其他替代性能源之競爭
也是考量的因素。該如何將各類型能源作最有效用的分配是我們政府與人民未來
需要多深加思考的課題，也是未來幾代的生質能源發展必須面臨的挑戰。人類早
期扮演著一個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角色，我們似乎忘了做好分解者的角色。如今，
因氣候的急遽變遷，警醒了我們對於環境的關懷。我們需要開始考慮在製造所需
的資源過程中，先了解各種資源該如何分解或處理，才能如同大自然一般，達到
永續的方式。台灣地處四面環海，縱使土地面積小，仍有豐富的海洋資源與海洋
地可以利用。並且我國具有富含高度的生物多樣性，尚有許多未被開發的生物潛
能與特性。如果我們能了解並善用上天賦予我們的這些生物密碼，相信可以替台
灣開創一個開源節流與永續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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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篇 基因編輯於農業領域運用之潛在效益探討
林桓億 溫芳宜 許仁弘 留浩洋 戴卉姍
中華經濟研究院
試想如果過去沒有發展農作物育種技術，世界將會變成怎樣？根據 Mahaffey
et al. (2016)的研究顯示，他們利用經濟學的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評估當假設基因改造作物被禁止時，可能對全球經濟和
溫室氣體排放造成的影響，同時也衡量了基因改造作物對經濟活動與環境影響的
價值。結果發現當以傳統育種技術取代基因改造的玉米、大豆和棉花時，依區域
的不同將使糧食成本增加 0.27%至 2.2%；此外，禁止種植基因改造作物也可能會
引發負面的環境後果，將使原本的牧場和森林轉變為農田，預估全球將會再增加
310.7 萬公頃的可耕種田地，以彌補種植傳統育種作物的低生產力，同時也會額
外增加 8.6 億噸二氧化碳的排放，初步估計全球將可能因此而遭受 85 億美元的
經濟福利損失[1]。由此可知，面對基因改造或基因編輯等農作物育種技術，政府
單位或許可以採取嚴謹的法規管制，一般民眾亦有權利選擇是否購買基因改造或
基因編輯的食物，然而不應輕視這類的生物技術對整體經濟及環境的影響力。
美國微軟公司共同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在 2018 年 5、6 月號的外交事
務(Foreign Affairs)期刊上發表一篇題為“Gene Editing for Good”的文章[2]，他
指出在未來十年內，基因編輯可運用在疾病診斷及治療，幫助人類對抗每年造成
數百萬人致死、致殘的疾病；此外，透過基因編輯可提高農作物和經濟動物的產
量、增加營養價值、以及增強抗旱耐熱能力。因此，比爾蓋茲認為不應低估基因
編輯的重要性，CRISPR 和其他基因編輯的創新科技在未來將是消除疾病和貧窮
根源的關鍵。
近十年來的新興基因編輯技術讓科學家能夠利用分子剪刀工具直接修改基
因組序列，除了對於基因進行定點改變之外，也將 DNA 序列從不利或有害的形
式，改變為正常或是有益的基因，進而突破傳統的轉基因技術限制，開啟了精確
育種與基因治療的大門。新興基因編輯技術包括 ZFN (zinc finger nuclease, 鋅指
核酸酶)、TALENs (transcription activator-like effector nucleases, 類轉錄活化因子
核酸酶)和 CRISPR (clustered regularly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 群聚且
有規律間隔短回文重複序列)等技術，其中的 CRISPR 技術又可細分為 2 種，分
別 為 CRISPR/Cas9 (CRISPR associated protein 9) 以 及 CRISPR/Cpf1
(CRISPR-associated endonuclease in Prevotella and Francisella 1) [3]。
目前發展中的基因編輯技術以 CRISPR 技術之進展最為快速，主要是因為此
一技術的設計與操作容易且迅速，同時操作成本相對低廉(如表 4.1.1 所示)，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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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殘留外源異種基因，因此已成為各國進行基因研究的重點發展技術。中國、美
國與歐洲等主要國家，更是全力發展 CRISPR 技術，該技術的應用發展上不僅針
對人類生醫領域，同時在農業領域上亦成績斐然。
表 4.1.1 新興基因編輯技術的種類與特性
類別
目標基因序列選
擇
建構組成
價格
多重編輯
效率
脫靶效應
(Off-target
effects)
整體評估

ZFN

TALENs

CRISPR/Cas9

CRISPR/Cpf1

有限制

豐富

非常豐富

非常豐富

費力
非常昂貴
困難
低

費力
昂貴
困難
中等

簡單
低廉
簡單
高

簡單
低廉
非常簡單
高

低

低

低

低

好

很好

傑出

傑出

資料來源：Zhang 等(2017) [3]；自行整理。

然而，正當全球科學界對 CRISPR 的前景一片看好之際，歐盟的歐洲法院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於 2018 年 7 月 25 日裁定，針對使用 CRISPR 技術之生
物(包括動物、植物及微生物)判定為基因改造生物(GMO)，此一消息造成歐美
CRISPR 技術相關公司的股票與市值劇烈波動。由此將可預期的是美國與歐盟對
於 CRISPR 生物監管作法與方向截然不同，同時也凸顯未來 CRISPR 技術在美國
與歐洲市場發展潛力的巨大差異。本文嘗試從社會經濟的角度，以蒐集目前可獲
得的市場訊息與經濟相關文獻的方式，提供由社會經濟面向的觀點來分析此一生
物技術在未來所要面對的挑戰與市場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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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市場綜觀
一、 CRISPR 技術在農業領域之發展
根據 Web of Science (WOS)英文科學文獻資料庫的搜尋結果顯示，自 2014 至
2018 年期間，CRISPR 技術在農業領域發表的文獻總共有 92 篇，其中以 2017 年
發表 38 篇最高，2018 年發表篇數為 18 篇(截至 2018 年 8 月 12 日)(如圖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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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OS；自行繪製。

圖 4.1.1 近 5 年內 CRISPR 技術在農業之科學文獻發表篇數(截至 2018 年 8 月 12
日)
CRISPR 技術在農業前 7 名的研究領域中，以植物科學最高(27 篇)，其他依
序為生物技術應用微生物學(26 篇)、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23 篇)、科學技術其他
主題(11 篇)、農業(10 篇)、基因遺傳(9 篇)與細胞生物學(5 篇)(如圖 4.1.2)。
細胞生物學
基因遺傳
農業
科學技術其他主題
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
生物技術應用微生物學
植物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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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OS；自行繪製。

圖 4.1.2 前 7 名 CRISPR 技術在農業之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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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對於各國發表 CRISPR 科學文獻前 8 名的累積文獻數量進行比較，以
美國(45 篇)與中國(20 篇)發表的文獻最多，接著為加拿大、印度、南韓、
德國、義大利與巴基斯坦(如圖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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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OS；自行繪製。

圖 4.1.3 前 8 名發表 CRISPR 科學文獻國家
二、 CRISPR 技術在農業之應用
(一)農作物
在農業領域上，由於 CRISPR 技術將傳統育種需要 5~7 次回交的方式，縮短
成只需 1~2 代的育種時程，目前已經實際應用於農作物品質改良上。由於中國政
府對於 CRISPR 農作物採取開放態度，因此中國的科研發展似乎較其他國家快速
(如表 4.1.2 所示)。2014 年中國科學院將 CRISPR 技術首先應用於防治小麥白粉
病之研究上[5]，中國科學院希望未來可以針對歐洲地區，研發抵抗白粉病之大麥
品種，以改善目前歐洲大麥白粉病之困境。
在玉米生產方面，普通玉米中含有 75％的支鏈澱粉和 25％的直鏈澱粉，美
國杜邦先鋒公司和維爾紐斯大學以及 Caribou Biosciences 公司藉由 CRISPR 技術
破壞蠟質(wx1)基因[4]，以減少核仁中的直鏈澱粉，並使支鏈澱粉達到 97 ％以上，
成為糯玉米(waxy maize)，目前已於 2015 年 12 月 14 日獲得美國農業部(USDA)
BRS (Biotechnology Regulatory Services)寄發之許可通知函，預計將於 2021 年前
將此一產品商業化並進行實質的交易與販售。
2016 年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植病學家 Yinong Yang 博士[6] 利用 CRISPR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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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引發褐變的 6 個多酚氧化酶(polyphenol oxidase, PPO)基因家族的其中 1 個基
因，使酵素活性降低 30%，成功開發抗褐化蘑菇，延長蘑菇賞味的時間。該研發
團隊考慮成立蘑菇商品化公司，進行抗褐化蘑菇之銷售。根據動植物衛生檢驗局
(APHIS)提供的資料，美國農業部於 2016 年 4 月 13 日認定此一 CRISPR 改良之
抗褐化蘑菇，由於其不含有「對植物有害」的病毒或細菌等外來 DNA，屬於非
基改作物，所以不需進行監控管制。
美國 Mars 公司為解決可可樹愈來愈嚴重的病害問題[7, 8]，以及可可樹只生
長於赤道南北緯度約 20 度範圍內之特定生長環境需求，因此承諾於 2018 年 9 月
提供 10 億美元研發經費，給予創新基因組學研究所(Innovative Genomics Institute,
IGI)的科學家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遺傳學家 Jennifer Doudna，以及植物與微生
物生物學系 Brian Staskawicz 教授，共同利用 CRISPR 技術開發抗病毒和抗真菌
的可可樹。目的是在避免 2050 年之前，可可樹因為氣候溫暖和乾燥的環境條件，
而可能導致種植面積減少以及病毒和真菌等病害問題，造成巧克力生產量短缺，
甚至將影響全球可可產業 4,000~5,000 萬的就業人口，該研究團隊預計將可可樹
的抗病研究經驗應用於木薯、水稻和小麥等農作物上。
表 4.1.2 CRISPR 技術於農作物之產業應用
項目

國家

技術研究機構/產
品開發公司

抗白粉病小麥

中國

中國國家科學院

政府官方意見

技術開發進程

開放，不監管。

未來將開發歐洲抗白
粉病大麥。

美國

杜邦先鋒公司、維 2015 年 12 月 14
爾紐斯大學、
日 BRS 已寄發
許可通知函。
Caribou
Biosciences 公司

2021 年前將產品商業
化販售。

美國

賓州州立大學植
病學家 Yinong

[5]
糯玉米(waxy
maize) [4]

抗褐化蘑菇[6]

2016 年 4 月 13
考慮成立蘑菇商品化
日 USDA 回信表 公司。
示認為此作物無
外來基因，不屬
於基改作物，故
不監管。

Yang

抗病可可樹[7,

美國

8]

Mars 公司、加州柏 克萊大學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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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 公司投資 10 億
美元經費研發，希開
發抗病毒和抗真菌可
可樹，避免未來巧克
力生產不足。

(二)畜牧與水產

根據 ARK Invest 於 2018 年 8 月 20 日所發表 CRISPR Genome-Editing：Market
Opportunity and Key Players 的研究報告指出[9]，CRISPR 技術將使全球農業產業
(包括農作物、經濟動物和水產養殖等)提高產量、耐氣候特性、增加食品營養價
值、提高生產效率及降低環境風險。此外，據聯合國的統計，到 2050 年全球人
口將從目前的 70 多億人增加至約 96 億人，且糧食需求約增加 70％。考量現有
技術恐無法滿足糧食生產目標，故 CRISPR 技術發展將有助於提升高產量和高營
養價值的農產品供給。此外，CRISPR 技術應有助於產生足夠的卡路里供給來源，
以因應未來 5 到 10 年的全球人口成長。目前，全球人口數每年正以 1.12％的速
度成長(約年增人口 7,800~8,300 萬人)，預計 2017 年至 2025 年間約將增加了 6.3
億人，所需基本糧食約要多增加 460 億卡路里才能滿足，但若能善用 CRISPR 技
術可以將全球消費的總卡路里提高 6％，將超過 6.3 億人所需的數量。
其他 CRISPR 應用於農業的例子，包括(1)經濟動物：抗結核牛、賦予抗病
特性、更快且精確的育種實踐、脂肪含量較低的豬、提高產奶量；(2)農作物：產
量更高，減少使用農藥、抗病蟲害、增強營養價值等；(3)水產養殖：將孵化期縮
短一半、提高飼料轉化率、抗病水產養殖等。F. Forabosco et al. (2013)探討基因
改造對動物和魚類在農業中可能應用的狀態，文中指出過去以來，基因改造於經
濟動物應用旨在提升經濟上重要價值，如增進生長速度、肉質、免疫系統、抗病
性和存活率等；另外，魚類則以鮭魚，鯉魚和羅非魚研發為主，且以提升肉質和
抗病性。此外，絕大多數基因改造動物應用於食品和飼料生產仍處於研究階段，
較少有案例獲得政府核准，因此皆未達商業化，如 AquaBounty 鮭魚的例子[10]。
基本上，基因改造動物的商業化在已發達國家證明是較困難的，但在少數發展中
國家卻存在需求，如中國在 2008 年至 2012 年間，在研發基因改造豬、牛、羊和
鯉魚投資近 8 億美元，且開發 20 多種基因改造食用動物。儘管如此，雖基因改
造動物的科學技術已經到位，但消費者的態度仍將影響基因改造食品的成敗。豬
繁殖及呼吸道綜合症(Swine Reprodutive and Respirator Syndrome)，又稱藍耳病
(Blue-eared Disease)是當前危害豬隻的重大傳染病，每年在美國及歐洲造成高達
25 億 美 元 的 經 濟 損 失 。 目 前 英 國 愛 丁 堡 大 學 羅 斯 林 研 究 所 (University of
Edinburgh's Roslin Institute)的研究人員嘗試使用基因編輯技術移除一小段與藍耳
病有關的 CD163 基因，而該研究也顯示基因編輯後的豬隻並未感染藍耳病，此
結果雖令人振奮，仍需長期研究以確認這些基因變化對動物沒有任何不良影響
[11]。
三、 CRISPR 全球市場產值預測
依據 MarketsandMarkets (2015)的研究報告指出，預計到 2019 年全球基因編
輯市場產值將達到 35.14 億美元，且該市場涵蓋的應用領域包括生命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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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醫療、動物健康和生物技術[12]。基因編輯技術的全球市場是一個相對年
輕的市場，隨著這些技術在生物製藥、農業和工業產品等領域上找到了大量商業
化應用模式，因而使市場迅速擴大。根據 Kalorama Information 的報告指出 (如
圖 4.1.4)，以 CRISPR 為基礎的基因編輯技術已經擴展並加速在各個領域的採用
和使用，2017 年市場價值估計為 7.79 億美元，預計到 2023 年將繼續推動該市場
的快速成長至 52 億美元[13]。

資料來源：Carlson, B. (2016) [14]，Ferreira [15]，Kalorama Information (2018) [13]。

圖 4.1.4 基因編輯技術的全球市場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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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市場動態
一、 CRISPR 技術之主要發展公司
生命科學研究是基因編輯的一個重要發展領域，因為研究工具和服務的使用
跨越所有下游商業部門。由於在生物醫學研究、藥物發現、非轉基因育種和臨床
治療等廣泛應用領域產生的相關效益，進一步推動了該領域的快速增長 Brinegar,
K. et al. (2017)，估計基因編輯研究市場的市場估值如下：動物模型(8,600 萬美元)；
細胞株(8,400 萬美元)；基因編輯服務(2,800 萬美元)和基因編輯工具(1.97 億美元)
[16]。此外，CRISPR 專利權的大部分屬於幾個學術機構，且應用領域主要投入
於醫療，農業和生物研發等技術(詳見圖 4.2.1)。

資料來源：Brinegar, K. et al. (2017) [16]。

圖 4.2.1 CRISPR 技術專利之專屬與非專屬授權分佈圖
目前提供基因編輯工具作為研究工具的公司包括了 Sigma Aldrich、Integrated
DNA Technologies 和 Transposagen 三家專注於 CRISPR 技術。Sigma Aldrich 還提
供 ZFN 基因編輯工具。除研究工具外，一些公司還提供基因編輯研究服務，如
Caribou Biosciences。許多公司還使用基因編輯來創建疾病的動物模型以及細胞
模型和細胞株。

4-9

二、 CRISPR 技術發展市場競爭概述
基因編輯技術也點燃了下一場的基因改造食品戰爭。Monsanto、Syngenta AG
和 DowDuPont Inc 等公司，在 90 年代出現的基因改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GMO)技術中，成為全球種子開發主導者，如今他們面臨來自廣泛領域
的新創公司和其他小規模公司的競爭，這是因為使用基因編輯技術開發農作物的
成本大幅降低，而且美國農業部也決定不對其進行管制，包括 Calyxt、Cibus 和
Benson Hill Biosystems 等相對不為人知的公司，都已經在發展自己的基因編輯技
術開發項目，以爭取農業轉型技術的主導地位。
以 Calyxt 為例(如圖 4.2.2)，它是一家由遺傳學教授創立僅八年的公司[17]，
主要使用基因編輯技術改變了大豆植物的基因，以生產更健康的油，並在 2018
年春天，由 78 名農民在南達科他州和明尼蘇達州的 17,000 英畝土地上種植，有
望成為第一個商業化銷售的基因編輯作物。而 Calyxt 與其他農業公司採用傳統基
因改造的開發方法相比，其農業基因編輯技術解決方案可以提供顯著的速度和成
本優勢，能夠以更低的成本、更快地使產品商業化[18]。

資料來源：Calyxt (2018) [17]。

圖 4.2.2 作物育種開發歷程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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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產業動向
一、 CRISPR 專利之全球概況
根據 Ferreira 等人(2018)的研究指出全球獲得 CRISPR 專利擁有者約有 20
家公司，這 20 家公司的分佈情形如圖 4.3.1 所示。此外，Ferreira 等人(2018)也針
對全球前四大 CRISPR 專利擁有者之授權情形及應用領域整理如圖 4.3.2 所示，
實線表示專利權非獨家授權許可，虛線表示專利權獨家授權許可；此外，藍色區
塊表示獲得 CRISPR 授權公司將 CRISPR 應用於健康相關領域，在綠色區塊是將
CRISPR 應用於農業和生物技術領域，黑色區塊是將 CRISPR 應用於開發細胞株
和動物模型與工具。

資料來源：Ferreira, R., David, F., & Nielsen, J. (2018) [15] 。

圖 4.3.1 全球獲得 CRISPR 專利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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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erreira, R., David, F., & Nielsen, J. (2018) [15]。

圖 4.3.2 全球前四大 CRISPR 專利擁有者授權情形及應用領域
隨著不斷增長的世界人口，以及天然災害、溫室效應對農作物產量的影響，
維持全球糧食安全的壓力正逐漸增加，農業與糧食系統亟需具備更完善的抗災力
與生產力，以面對氣候環境的變遷，因此藉由農作物育種改良將有望解決全球食
糧不足之危機。農作物育種常見改良方式如傳統育種與基因改造等，而基因編輯
技術 CRISPR 是農業技術上的一項突破性改變，讓植物育種學家將過去一百年積
累的大量知識應用到更廣泛的農作物中，此將加速作物科學研究，並進入第二次
綠色革命[19]。
基因編輯技術可能意味著使農作物收穫更多，且具備更理想特徵，如味道更
好的番茄、低麩質小麥、不褐變的蘋果、抗旱大豆或更適合冷藏的馬鈴薯等，而
這些發展可能在十年內使全球 150 億美元的生物技術種子市場價值翻倍 [19]。然
而，2018 年 7 月 25 日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ECJ)裁定使用基因編輯
技術之農作物應遵守歐盟現行基因改造生物的法令規範，此一宣告對於科學家及
企業，無疑是一個重大打擊。此判決的反對者認為基因編輯技術是農作物發展的
重要研究工具，若基因編輯技術的產品需經歷歐盟的漫長審查程序，此將阻礙投
資者(如生技公司)投資農作物基因編輯研究的意願，並且對基因編輯的商業化無
益；贊成者則認為應更進一步管制所有基因編輯製成的產品，同時評估其對健康
的影響與對環境的危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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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判決也反映在基因編輯技術 Editas Medicine、CRISPR Therapeutics、Intellia
Therapeutics 三大新創公司的股價上。由表 4.3.1 與圖 4.3.3，三大基因編輯公司的
股價趨勢變化可發現，判決公布前後的股價有下滑趨勢，進一步比較判決前一天
(7 月 24 日)與判決當天(7 月 25 日)的股價變動幅度，分別下降 1.97%、1.91%、
0.98% [21]。
表 4.3.1 三大基因編輯公司 2018 年 7 年 23 日-7 月 26 日之股價(單位：美元)
日期

Editas Medicine

CRISPR Therapeutics

Intellia Therapeutics

7 月 23 日

35.37

57.27

30.45

7 月 24 日

32.46

51.81

28.49

7 月 25 日

31.82

50.82

28.21

7 月 26 日

31.54

49.77

27.53

7 月 27 日

29.70

47.01

26.38

資料來源：YCHARTS [21]。

資料來源：YCHARTS [21]。

圖 4.3.3 三大基因編輯公司的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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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IP Pragmatics Ltd. Pattni et al. (2016)的研究報告指出，在考量 2050 年全
球人口預估將達到 90 億人，而人均耕地面積正逐漸減少的情況之下，世界農糧
組織 (FAO)估計，若要維持目前營養與糧食水平，農作物產量必須增加 70％，
且食品價格上漲和全球氣候變遷的影響也更加劇對農產品的迫切需求[22]。一般
認為農作物應具有更高的單位產量和更能承受各種災害的威脅(如蟲害、病毒和
乾旱)。此外，近年來已觀察到諸多的合作和交叉授權專利許可等發展趨勢，基
於這些因素，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很可能會持續且顯著性地成長。截至 2013 年，
全球共已有 27 個國家種植了此類作物，並有 127 項監管核准紀錄，顯示基因編
輯技術已逐漸獲得許多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認可，也就是說，全球各國政
府都意識到需要更高的糧食產量來滿足不斷增加的人口需求，並且越來越願意資
助和採用基因編輯的農產品，並獲得公共和監管機構的核准。舉例而言，美國
USDA 已經核准 ZFN，TALEN 和 CRISPR 等公司所採用基因編輯技術生產的食
品為非轉基因食品。然而，基因編輯作物相關的潛在監管要求、環境、和倫理問
題仍可能會阻礙其發展。
新興基因編輯技術的出現改變醫療、農業和工業技術[22]，此外，研究發現
CRISPR 與早期的基因編輯技術相比具顯著的主導地位，並已成為學術研究機構
及其他公司爭取智慧財產權的重點項目，進一步加速 CRISPR 產品的商業化。如
圖 4.3.4，自 2005 年以來，基因編輯技術領域的專利申請數量增加了 15 倍。

基因編輯技術專利申請數

40

CRISPR

CRISPR

35

Zinc Finger

30

Meganucleases

25

TALEN

20
TALEN

15
10

Meganucleases

5

Zinc Finger

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資料來源：Brinegar, K. et al. (2017) [22]。

圖 4.3.4 2005~2014 年間基因編輯技術專利申請情況
4-14

2014

現今許多國家的研究單位與監管機構認為基因改造作物的商業化對人類消
費和環境是安全的。尤以 Wilhelm Klumper 與 Matin Qaim (2014)研究結果說明了
採用基因改造技術的農產品可使化學農藥使用量減少 36.9%，農作物產量增加
21.6%，農民利潤增加 68.2%，該研究結果將有助於提升公眾對基因改造技術的
信任(如圖 4.3.5) [23]。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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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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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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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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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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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cost
(n=115)

Farmer profit
(n=136)

***significant at 1% level

-36.9

-60

資料來源：Wilhelm Klumper 與 Matin Qaim (2014) [23]。

圖 4.3.5 基因改造技術對農業相關影響分析結果
Martin Vezér et al. (2017)表示 CRISPR 雖然對於醫療，農業和工業等領域應
用提供了各式發展機會，但該技術對動植物和人類細胞等基因工程產生潛在的環
境、社會和健康的道德問題，意即使用 CRISPR 技術的公司將可能面臨道德和聲
譽風險[24]。儘管基因工程技術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但落實「降低與 CRISPR 相
關的潛在道德和聲譽風險」以及「遵守與該技術相關的監管機制政策」上，在整
個產業中並不常見。經 Martin Vezér et al. (2017)的調查發現，1,000 家上市公司
樣本中，卻只有不到 7％的公司有執行前述相關政策[24]。
由於美國是大多數生物技術創新的基地且遍布全球，美國新基因改造作物的
商業化速度不僅取決於監管機制，還取決於美國開發廠商是否能夠滿足其他國家
在法規上的要求。如果一個國家要全力發展這個領域的產業與技術，並讓採用這
種技術的國家或公司能夠從創新技術中獲益，加速監管審查流程以及縮短該技術
商業化的核准時間將是重要的關鍵，也是對此一技術研發的公司或法人是否能夠
籌募足夠投資基金的重大考量因素之一。根據 Kalaitzandonakes et al. (2007)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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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新基因改造作物開發和商業化的主要因素是冗長且昂貴的法規遵循與核准
流程[25]。科學研究和基因改造作物商業化核准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與經驗，
改善了核准效率 [26]。2015 年 7 月美國科技政策辦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已經多次呼籲有關當局的監管原則應基於產品本質而非生產
的過程，這種對科學認定步驟的改變有可能加速基因改造植物的核准，因為重複
和冗長的科學調查將被排除，這可減少基因改造作物核准的非同步性，從而對國
際貿易環境做出正面貢獻，因為大多數基因改造農作物的研發工作源自於美國。
美國政府於 2015 年 7 月實施的生物技術產品監管體系現代化計劃，強調要減少
中小企業的監管負擔，並宣布審查規定刪除非必要的監管負擔認為如果能夠實現
這一目標，不僅美國將受惠，世界其他地區(如歐盟)也會受益[27, 28]。
二、CRISPR 技術在中國發展之現狀
科技創新在中國十三五時期 (2016-2020 年)產業發展扮演關鍵角色，現今在
農業、生物及醫學領域屬於技術前沿的 CRISPR 基因編輯技術，相當受到中國的
政策關注，諸如《十三五農業科技發展規劃》
、
《十三五農業農村科技專項規劃》，
以及《十三五生物技術創新專項規劃》等政策文件，皆提到基因編輯對於中國十
三五時期科技及技術發展的重要性。以 2017 年 6 月公布的《十三五農業農村科
技專項規劃》為例，該政策已將基因編輯列入十三五期間中國必須發展的新一代
農業技術。中國政府除了針對水稻、小麥等主要糧食作物，重點支持基於基因編
輯技術的性狀改良研究之外，也將透過基因編輯技術，創造高產量、高品質以及
具有抗病、抗逆境能力的海水養殖新品種。
CRISPR 基因編輯技術雖然是由美國學者率先提出，然而近年來中國相關領
域的研究正急起直追。目前，不論就學術文獻或是專利取得的角度而言，中國在
基因編輯領域實力已不容忽視。在學術研究方面，2014 至 2017 年全球植物領域
的 CRISPR 研究文獻中，有 42%來自於中國研究團隊，19%來自於美國團隊。不
過，若以作物應用的角度而言，則中國 CRISPR 文獻高度聚焦於水稻作物，此與
美國農業領域 CRISPR 文獻分散於玉米、番茄以及水稻作物的情況有所不同 [29]。
中國特別重視 CRISPR 技術在水稻領域之應用，也反映了其對糧食安全的重視程
度。
在專利佈局方面，中國的農業 CRISPR 專利同樣以水稻作物為重。以 Brinegar
et al. (2017)提出的專利資料為基礎進行分析，可發現在 2010 年至 2016 年 5 月，
中國 130 筆 CRISPR 專利資料中，與水稻有關的共有 10 筆，主要應用方向與育
種、延長生育期、提高產量以及穀粒重量等有關[29]。另外，自 2015 年起，中國
多項 CRISPR 專利申請皆聚焦於豬隻領域，惟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專利雖與畜牧
業發展有關 (例如: 透過基因編輯技術對抗常見的豬隻疾病，或是產生高肌肉量
的豬隻基因)，但大部分專利是將豬的 CRISPR 基因編輯成果應用於醫學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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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希望獲得異種器官移植的成果，與畜牧業發展並無直接的關聯性。
以專利權人的類別來看，中國農業領域 CRISPR 基因編輯的專利權人，大多
出自農業特色大學或是官方研究機構，包括：中國農業大學、四川農業大學、中
國科學院、中國農業科學院、安徽農業科學院等，凸顯學術及官方研究機構在中
國 CRISPR 技術發展上扮演重要角色。前述與水稻相關的 CRISPR 專利中，即有
多項出自安徽農業科學院水稻研究所的研究成果。
除了中國本身的大學或研究機構之外，國際上 CRISPR 研究及推廣之要角，
例如：CRISPR 研究先驅張鋒所屬的 Broad Institute、在全球農業生技領域具有領
先地位的杜邦公司，以及 2017 年與杜邦公司完成整併的陶氏益農(現為陶氏杜邦)
等國際機構或企業，過去幾年亦陸續向中國知識產權局申請 CRISPR 專利進行專
利佈局。在上述國際機構/企業中，杜邦公司旗下之杜邦先鋒於 2015 年與 Caribou
BioSciences 公司策略合作，藉此獲得 Caribou BioSciences 公司 CRISPR 技術在農
作 物 應 用 的 獨 家 授 權 [30] 。 杜 邦 先 鋒 公 司 亦 於 2016 年 宣 布 已 成 功 應 用
CRISPR-Cas 技術開發新一代糯玉米品種，預計在 2021 年前上市[31]。由於杜邦
公司在中國設有全資子公司－先鋒國際良種公司，於當地進行玉米育種研究，因
此亦可推斷，杜邦公司在中國基因編輯作物的商業發展上具有優勢。
在此同時，Broad Institute 及 UC Berkeley 的 CRISPR 專利之爭，也延伸至
中國市場。2017 年 6 月，Intellia Therapeutics 以及 CRISPR Therapeutics 宣布獲
得 中 國 官 方 單 位 授 權 的 CRISPR 基 因 編 輯 技 術 專 利 ， 該 專 利 涉 及 利 用
CRISPR/Cas9 單嚮導基因編輯技術修改細胞和非細胞環境下的目標 DNA(包含
對脊椎動物如人類或其他哺乳動物細胞的修改)，同時涵蓋利用 CRISPR 技術生
產治療疾病之藥物[32]。此一專利授權被視為中國與歐盟及英國立場一致，認同
Jennifer Doudna 及 Emmanuelle Charpentier 為 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首位
發明者。此外，由於專利授權與後續商業應用之權利金息息相關，而中國市場不
論就農業、生物技術、醫療等角度而言，都具有龐大商機，因而此一消息受到各
界相當程度的重視[33]。
目前中國對於農業基因編輯的監管尚無明確的法律條文可供依循，但是對基
因改造生物的監管，主要根據《種子法》
、
《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
、
《農
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管理辦法》、《農業轉基因生物進口安全管理辦法》，以及
《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管理辦法》進行。目前已有專家學者提出，中國對於基因
改造生物的規範範疇，或許不完全適用於基因編輯技術產品，因而必須在現有法
規上進一步修正，以符合基因編輯技術發展現況[34]。關於基因編輯技術產品是
否屬於基因改造生物之範疇，目前中國官方仍未有定論。然而由「十三五」各項
國家級發展戰略文件看來，中國官方對於基因編輯技術採取開放而鼓勵的態度，
這對其基因編輯技術的研發進展具有正向效果。惟與農業相關的研發成果能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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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進行產業化的商業應用，仍視官方政策而定。
以基因改造作物為例，中國對於基因改造作物的發展原則是按照「非食用－
間接食用－食用」的戰略路線，在此原則之下，目前官方雖然批准了基因改造的
棉花、番木瓜、水稻、玉米等作物之生產應用安全證書，以及大豆、玉米、油菜、
棉花與甜菜的進口安全證書，然而在商業化生產方面，僅批准了基因改造的棉花
與番木瓜兩項作物，而未批准基因改造的糧食作物在中國商業化種植[35]。未來，
中國對於農業基因編輯成果之發展應用是否將依此原則進行，將影響其產業化發
展成果，值得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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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綜論
在農業科技的研發進程上，科學家歷經蛋白質層次的外表性狀篩選，以及基
因調控機制之探討，現今已提升至基因序列編修層次。在基因安全性上，新興基
因編輯技術遠優於傳統基因工程技術。因為傳統基因工程，會殘留外來物種基因，
因此具有基因變異可能性。而基因編輯技術，只會專一修復生物體內故障基因，
使其復原成正常，並不會殘留外來物種基因，因此沒有基因變異之疑慮，所以比
傳統基因工程技術更加單純、安全與可靠。
由中國近期在農業基因編輯技術的發展來看，可知其不僅在政策上大力支持，
在學術文獻及專利取得方面也具有豐碩成果，顯示中國在全世界基因編輯領域研
究角色上的重要性已不容忽視。此外，由於中國農業領域基因編輯(特別是糧食
作物)的專利權人大多出自學術單位或是官方研究機構，因此本研究推測中國的
相關研究未來幾年仍將在官方政策支持之下，持續投入對於基因編輯技術的研究。
然而在商業化發展上，目前中國對於農業基因編輯的監管尚無明確的法律條文可
供依循，而就官方對於轉基因作物的態度而言，主要以非食用或是間接食用的作
物優先發展，目前尚未批准基因編輯的糧食作物在中國商業化種植。若依此原則
推斷，則即使官方在政策上鼓勵發展糧食作物的基因編輯技術，然而在商業發展
上，仍可能選擇以經濟作物或是飼料作物為優先。
面對美國、中國對於基因編輯產品相對開放積極且寬鬆的態度，以及歐盟法
庭之保守態度，這樣兩極化的反應，不禁令人深思，在改善人類生活品質與基因
編輯生物安全性這兩方面，應該如何取捨，才能找到令大家滿意的平衡點。未來，
歐盟法庭若是持續採取嚴格保守的態度，以過去針對傳統基改技術的嚴格法規，
套用於新興基因編輯技術產品上，預計將造成歐洲基因編輯研發速度遠遠落後於
美國與中國等國家。
目前臺灣基因編輯技術正在起步階段，政府對於此類科技尚未進行規範，本
研究建議應召開國內產、學、研、民多方專家座談會，儘早確立國內法規制定的
範圍與方向，以讓對基因編輯領域有興趣投資的國內外廠商能夠瞭解我國法律制
訂上的明確根據，並由市場面來定位台灣未來在全球基因編輯領域相關的市場上
所要扮演的角色。在國際層次上，建議我國農業相關單位應該積極參與世界各先
進國家針對基因編輯技術的法規討論會議，以利我國農業法規能與全球法規即時
接軌，這樣才能兼顧生物安全與研發效率，讓基因編輯科技的發展進程更加安全
與快速。
基因編輯技術在各領域的應用有其優點也潛藏危機，但此技術肩負著解決全
球糧食危機的重任，如何有效掌控與利用值得謹慎思考，因此本研究初步對於基
因編輯技術在我國發展的監管、推廣、應用層面提出下列建議：

4-19

1. 公部門應儘快完善基因編輯技術監管機制，以降低生態及環境風險：在既有
醫療、農業、藥物、食品等涉及生物技術之法規規範下，我國除檢核監管機制
適用性外，應參酌歐美等國家之發展經驗，加速研訂一套基因編輯技術監管機
制，以避免基因編輯技術對各領域之衝擊。
2. 提升民眾對於基因編輯技術的基本科學常識，以營造良好基因編輯技術發展
環境：為避免基因編輯技術造成各界針對生態及環境等領域之疑慮，我國政府
應加強生物科技技術之教育與推廣，形塑我國未來可能發展基因編輯工程技術
的良好研發環境。
3. 擴大基因編輯技術研發與應用，加速技術商業化：依目前全球基因編輯技術
市場預計在未來可能達到的規模及發展潛力，我國應積極鼓勵民間部門(如：
生技產業)投入技術研發與應用層面，並提供申請 CRISPR 專利獎勵的技術研
發優惠政策，以加速基因編輯技術的發展與後續的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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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篇 國內外基因體工程相關法規掃描與探討
召集人 盧虎生
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朱文深 林奐妤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洪子淵 陳南宏
農業科技研究院產業發展中心
科學家在 1973 年首次成功發展重組 DNA 技術後，相關的產品陸續商業化，
也開啟了各國討論此類生技研發及生技產品的管理規範。最初只有美國及歐洲少
數國家考量有無立法管理之必要，美國以既有的規範體制管理基因體工程科技，
而歐盟則是另立專法管理。在國際上，1991 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世界衛生
組織及聯合國糧農組織共同合作制定「基因改造生物食品安全評估原則」
。自 1996
年開始商業化種植基因改造作物後，聯合國在 2000 年制定「生物多樣性公約」
中的「生物安全議定書-卡塔赫納生物安全協議書」
，宗旨為規範以保護生物之多
樣性，目前已有 157 個國家是「卡塔赫納生物安全協議書」之成員國，以協議書
的內容作為各個國家基因改造生物管理規範的參考準則。我國雖並未簽屬「卡塔
赫納生物安全協議書」，但也在 2005 年制定「基因轉殖植物輸出入許可辦法」，
於 2008 年制定「基因改造食品安全性評估方法」
，追隨國際的腳步規範管理基因
改造產物。從管理法律層面上，雖然各國對於基因改造作物管理的方式及管理程
度略有不同，但針對生物技術衍生產品的管制實屬有志一同。
近年來基因工程與基因定序技術的迅速發展，許多突破性的創新研發成果亦
陸續孕育而出，尤其以基因編輯之 CRISPR/Cas9 技術為本世紀以來生物技術領
域最重大的創新突破技術，至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及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兩個研
究團隊仍在爭奪專利擁有權，可見基因編輯產品背後有著龐大的利益及商機。基
因編輯技術已應用於農業作物研發中，2016 年各路媒體報導美國農業部解除對
賓州州立大學利用 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所開發的抗褐變蘑菇之管制，而
Cibus 公司的基因編輯耐除草劑油菜已在美國及加拿大上市。各國紛紛開始討論
透過基因編輯技術所生產之動植物是否屬於基因改造生物之規範與定義範疇，許
多國家之政府機構研提相關計畫並籌組專家學者研究會，討論基因編輯衍生產品
管理規範，目的不僅要確保創新的生物技術不會因管理制度而限制產業發展，更
要確保創新的生物技術產品不會破壞自然生態環境及影響人類、動物的健康。本
篇將探討各國基因改造作物管理制度，深入剖析各國對基因編輯技術管理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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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分析基因改造產品開發趨勢並探討產品個案，期望從法規管理面向深入淺
出的了解國內外基因體工程產品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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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各國對基因改造作物之定義與管理方式
在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DB）的
「卡塔赫納生物安全協議書」（Cartagena Protocol on Biosafety）中基因改造生物
也就是改造活生物體（living modified organisms, LMO），其定義為透過現代生
物技術所產生具新組合遺傳物質之活生物體。根據我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一
章第三條，基因改造之定義為「指使用基因工程或分子生物技術，將遺傳物質轉
移或轉殖入活細胞或生物體，產生基因重組現象，使表現具外源基因特性或使自
身特定基因無法表現之相關技術。但不包括傳統育種、同科物種之細胞及原生質
體融合、雜交、誘變、體外受精、體細胞變異及染色體倍增等技術」。
各國囿於不同的研究氛圍與其民族特性，對於基因工程研究與相關產品亦產
生出不同的風險管理模式，大致區分成兩種概念，一種是以最終產品為基礎之管
理模式（product-based regulation），包含：美國、阿根廷、加拿大、菲律賓、孟
加拉、日本、韓國等國；另一種是以技術為基礎之管理模式（ process-based
regulation），包含：歐盟、紐西蘭、澳洲、英國、巴西、印度、中國、巴基斯坦
及南非等國（表 5.1.1）（Ishii and Araki, 2017）。

基因改造之定義

表 5.1.1、各國對於基因改造定義之分類
國家

以產品為基礎

美國、阿根廷、加拿大、烏拉圭、菲律賓、墨西哥、哥倫比
亞、蘇丹、宏都拉斯、哥斯大黎加、孟加拉、日本、韓國、
俄羅斯

以技術為基礎

巴西、印度、中國大陸、巴基斯坦、南非、玻利維加、澳大
利亞、西班牙、葡萄牙、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歐盟、
英國、紐西蘭、臺灣

不確定

巴拉圭、緬甸、智利、越南

資料來源：Ishii and Araki, 2017，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整理
一、 最終產品為基礎之管理模式
美國是此管理模式下最具代表性的國家之一，由三個機關各司其責來管理基
因改造作物，分別為美國農業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
之動植物衛生檢驗署食品安全檢查局，主要負責基因改造作物的田間試驗及商業
化販售許可證的發布，針對基因改造肉類、家禽及蛋類等相關基因改造產品之安
全與標示進行管理；美國環境保護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負責建立殺蟲劑標準容許量來管理具殺蟲劑活性的基因改造作物的使用及安全，
任何有殺蟲劑活性的基因改造食品農作物都必須經過其審查；美國食品藥物管理
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負責植物新品種的加工食品及飼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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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進行基因改造食品、食品添加劑及基因改造動物、飼料、獸藥的安全性
管理，確保基因改造食品對人類健康的安全。除此之外，食品藥物管理局還需要
對植物新品種（含基因改造作物）生產的食品（含動物飼料）的安全性及營養價
值進行諮詢與評估，負責基因改造生物及含有基因轉殖成分的食品上市前審查管
理，也對基因改造食品的標示提供指導。
美國認為無論是基因改造或非基因改造作物兩者之間並無本質上的差別，進
行監控管理之對象應是技術產品，而非生物技術本身，也因此美國並沒有為基因
改造生物單獨制定法規，而是在現有的法規基礎上增加了重組 DNA 技術的內容
說明，同時在技術產品的查核管理上亦是採用「無罪推定」的策略，也就是說如
果不能提出充分的科學證據，證明基因改造產品是不安全的，就可假設此產品是
安全的，沒有必要對相關研究與商業化採取過多的限制。
二、 技術為基礎之管理模式
歐盟對食品安全與環境問題非常重視，因此對這類農業基因改造生物之管理
採取比較嚴格的方式，認為不論是何種基因或生物，只要是透過重組 DNA 技術
所獲得的基因改造生物就具有潛在危險性，全都需要接受安全評估及監控管理，
同時建立相對應之管理條例及指導文件，以及多個與生物技術有關之標準。歐盟
這類型的管理模式也影響了部分基因改造產業的發展，所以同隸屬於歐盟的各個
國家中，在管理或法律方面仍存有部分的分歧意見，尚有部分國家並非完全按照
歐盟有關基因改造產品管理體系來運行與研擬制定相關規範。
以基因改造食品而言，若想要在歐盟上市銷售需要通過成員國與歐盟的同時
核准，生產者或進口商若想將含有基因轉殖成分的食品投放市場，需要向該投放
市場之歐盟成員國主管機構提出申請，並接受該國主管機構對其進行初步的風險
評估。若通過成員國規定之要求，就可以透過歐盟委員會告知其他成員國，當其
他成員國沒有異議後，該種基因改造食品就可以在歐盟境內上市銷售。但若是其
他成員國提出反對該基因改造食品上市銷售之意見，歐盟的「食品科學委員會」
將會應歐盟委員會之要求，進而重新進行審查。
我國相較於美國與歐盟這種鮮明之管理態度，雖說是較偏向於以技術為基礎
的規範，但實質上是更傾向於採取較為折衷的管理態度，由科技部在研究階段擬
訂規範守則，管理實驗室基因改造生物的安全；而在基因改造動植物之田間試驗
部分，則是由農業委員會進行把關及審核作業，針對其風險安全評估試驗係在隔
離環境中進行及審慎評估，以確保基因改造動植物對原生生物體及環境等方面是
安全無虞的；最後在食品上市販售與標示方面則是由衛生福利部進行管理與審核，
由於國內尚未核可任何基因改造生物之種植或養殖，故目前均以進口原料之登記
許可、抽查檢驗與標示管理等為主，進行產品在安全審核與抽查之把關作業，以
避免標示不清或參雜不明含基因改造之原料流入市場，確保民眾在食品衛生安全
方面之選擇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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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各國對生物技術（含基因改造）研發與安全評估規範
隨著基因工程技術的快速發展，將其應用於農業與糧食產業，甚至醫藥用途，
已成為國際間的新興科技趨勢之一。近年來更有許多國家實際應用在動物、植物
及水產生物等食物生產方面，據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the Acquisition of Agri-biotech Applications, ISAAA）統計顯示，2017
年全球有 1.898 億公頃的土地用於種植基因改造作物，總面積比 1996 年時增加
超過 111 倍（圖 5.2.1）。自 1996 ~ 2016 年，基因改造作物耕作面積累積達 21.5
億公頃，前五個種植基因改造作物最多的國家中有三個是開發中國家，包含：巴
西 5,020 萬公頃，阿根廷 2,360 萬公頃及印度 1,140 萬公頃；而另外兩個則為美
國 7,500 萬公頃及加拿大 1,310 萬公頃。此五個國家共計種植面積為 1.733 億公
頃，佔全球基因改造作物種植區域的 91%。

資料來源：ISAAA, 2017
圖 5.2.1 1996~2017 年間生物技術/基因改造生物的種植面積
統計全球 2017 年種植最多的四種基因改造作物，以大豆 9,410 萬公頃為最，
玉米 5,970 萬公頃次之，另棉花 2,410 萬公頃及油菜 1,020 萬公頃則分居第三第
四名。儘管基因改造作物的爭議仍在持續，但事實上從因基因改造作物提供之多
重效益及優勢，有多達 30 個國家及 1,800 萬農民受益，也因此造成越來越多的
基因改造食品在市面上市。為了保障民眾食的安全，各國對於所有基因改造食品
上市前，均設有嚴格的安全評估及規範（表 5.2.1）
。各國相關規範說明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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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1

2

3

表 5.2.1、各國之生物技術與安全之相關規範
生物技術(含基因改造)研究階 添加、銷售、進出口、防檢疫等階段之
國家
段之相關規範
相關規範
1. Guideline for the conduct of food
safety assessment of foods derived
from recombinant-DNA animals.
(2008)
世界
2. Guideline for the conduct of food
衛生 1. Laboratory biosafety manual
safety assessment of foods produced
(2004)
組織
using recombinant-DNA
(WHO)
microorganisms (2003)
3. Guideline for the conduct of food
safety assessment of foods derived
from recombinant-DNA plants. (2003)
1. Regulation (EC) No 1829/2003
1. Directive 2001/18/EC
歐盟
2. Regulation (EC) No 1946/2003
2. Directive 2009/41/EG
3. Regulation (EC) No 1830/2003
1. Federal Regulations, Title 7
Agriculture, Subtitle B, Chapter III,
1. Coordinated Framework for
Part 340
美國
Regulation of Biotechnology
2.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Involving
(1986)
Recombinant DNA Molecules or
Synthetic Nucleic Acid Molecules
1. 植物品種及種苗法

修訂)
2. 基因轉殖水產動植物繁殖養殖管理
布，2004 修訂)
規則 (2011 發布，2012 修訂)
2. 基因轉殖水產動植物田間試
3. 基因轉殖植物輸出入許可辦法(2005)
驗管理規則 (2009 發布，2016
4. 基因轉殖植物之標示及包裝準則
修訂)
(2005)
3. 基因轉殖植物田間試驗管理
5.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1975 發布，
辦法 (2005 發布，2014 修訂)
2018 修訂)
4. 基因轉殖種畜禽田間試驗及
6. 基因改造食品安全評估方法 (2008
生物安全性評估管理辦法
發布，2010 修訂)
(2012)
7. 混合型基因改造食品安全性評估原
則 (2008)
1. 基因重組實驗守則

4

臺灣

(1988 發布，2018

(1989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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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國家

生物技術(含基因改造)研究階
段之相關規範
1. 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

5

中國

例 (2001)
2. 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管
理辦法 (2002)
3. 基因工程安全管理辦法
(1993)
1. Biosafety

6

日本

regulations in Japan

(2017)
2. 遺伝子組換え生物等の使用
等の規制による生物の多様
性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案
(2017)
3. Act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through Regulations
on the Use of Living Modified
Organisms (2003)
4. Guidelines for Application of
Recombinant DNA Organisms
in Agriculture, Forestry,
Fisheries, the Food Industry
and Other Related Industries
(2000)

加拿
大

1. Procedure

of Application for Safety
Assessment on Foods and Food
Additives Produced by Recombinant
DNA Techniques (The
Announcement No.233, 1 May 2000)
2. Standard for Manufacturing Foods and
Food Additives Produced by
Recombinant DNA Techniques (The
Announcement No.234, 1 May 2000)

1. Food

and Drugs Act (1985)
2. D-12-02: Import Requirements for
Potentially Injurious Organisms (other
than Plants) to Prevent the Importation
of Plant Pests in Canada (2017)

1. Directive

7

添加、銷售、進出口、防檢疫等階段之
相關規範
1. 農業轉基因生物加工審批辦法
(2006)
2. 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管理辦法
(2002)
3. 農業轉基因生物進口安全管理辦法
(2002)
4. 進出境轉基因產品檢驗檢疫管理辦
法 (2001)

Dir 2000-07
2. Directive 94-08
3. The Laboratory Biosafety
Guidelines 3rd. (2004)
1. The

8

澳洲

Gene Technology
Regulations 2001
2. Gene Technology Amendment
Act 2015 (2016 生效)
3.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Control Act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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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Free Areas
Act (Act No. 79 of 2003)

序
號

國家

生物技術(含基因改造)研究階
段之相關規範
1. Recombinant

9

印度

10

芬蘭

DNA Safety
Guidelines and Regulations
(1990)

1. Gene

Technology Act (No. 377
of 1995) (2010)

瑞士

英國

13

奧地
利

(2006)

fédérale sur l’application du génie
génétique au domaine non humain
(2003 發布，2018 修訂)

on Handling
Organisms in Contained
Systems (2013)

1. The

12

1. Food Act

1. Loi

1. Ordinance

11

添加、銷售、進出口、防檢疫等階段之
相關規範
1. Rules for the Manufacture, Use,
Import, Export and Storage of
Hazardous Micro Organisms,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or
Cells (1989)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Contained Use)
Regulations (2014)
Technology Cultivation Ban Framework
Act (2015)

1. No.

2443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2)

1. Genetic

Technology Act (2015)

1. Act

14

斯洛
伐克

15

越南

16

巴基
斯坦

on Use of
Genetic Technologies and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2002 生效，2012
修訂)
1. Decree No. 69/2010/ND-CP on
Biosafety for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Genetic
Specimens and Product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2010)

1. Genetic

1. Pakistan

1. Act

on Cultivation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Plant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2006)

1. Law

No. 55/2010/QH12 on Food
Safety (2010)

(Amendment) Act 2015 (1976 發
布，2015 修訂)

1. Seed

Biosafety Rules

(2005)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產業發展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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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歐盟
歐盟已經制定了嚴格的法律管理基因改造生物，以及用基因改造生物製造的
食品、飼料及添加物。歐盟立法中所呈現的預警原則，旨在防止基因改造生物對
環境與人類的健康及安全造成不利影響。基因改造生物及用基因改造生物製造的
食品或飼料只要通過嚴格的環境及安全評估後獲得授權即可銷往歐盟。「第
1829/2003 號規章」與「第 1830/2003 號規章」中規定，可能釋放基因改造生物
進入環境之風險評估須由歐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
執行，相關產品會被賦予一個可追朔標籤，使消費者在購買時能夠有所選擇；但
考量到對健康及環境的潛在不利影響，成員國有權禁止或限制核准的基因改造生
物的銷售或種植。可追溯標籤中須包含以下資訊：
1. 使用基因改造生物製造的每種成分；
2. 使用基因改造生物製造的每種原料或添加劑；
3. 成分清單須明確；
4. 銷售商須確保包裝上有明確的成分標籤，而無包裝產品則須附於展示位
上。
「第 2001/18 / EC 號指令」與「第 1946/2003 號規章」的總體目標是統一有
關基因改造生物的立法，在歐盟成員國間遵守預警原則，並確保個人及公司採取
必要措施保護環境及社會，要求歐盟成員國及委員會確保進行基因改造生物進入
環境中或市場之前的相關研究。各成員國必須根據情況為此項研究分配適當的預
算，以尊重研究人員的知識研究權，而關於基因改造微生物之用途也在第
98/81/EC 號指令規範中有明確規定。
二、 美國
美國沒有任何針對基因改造生物的聯邦立法，根據白宮科學及技術政策辦公
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OSTP）於 1986 年發布的「生物技術
管理整合架構」（Coordinated Framework for Regulation of Biotechnology）表達了
三項原則:（1）美國的政策將側重於基因改造技術的產物，而非過程；
（2）法規
只容忍經評估核准的科學風險；
（3）現有的法規足以審查產品。因此管理形式取
決於涉及基因改造生物的類型，受環境、健康及安全法律的一般法定管理，由不
同機關訂定相關規範。
涉及管理基因改造生物的三個主要機構是美國農業部動植物衛生檢驗局
（USDA/APHIS）、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及環境保護局（EPA）
。動植物衛生
檢驗局根據「植物保護法」
（Plant Protection Act, PPA）管理基因改造植物的種植、
進口或運輸，授權農業部長可禁止或限制州際進出口的植物電子商務及植物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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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6 年的生物技術管理整合架構中，動植物衛生檢驗局以許可制來管理所有
管制物，直至 1993 年，動植物衛生檢驗局累積較多審查經驗後，始導入通報制
度，以簡化的申報流程取代許可制。然並非所有基因改造植物的引進皆適用通報
制度，僅有符合以下六項要件者方可採取通報，包括：
1. 接受基因改造的植物並不被列為有害的雜草或也不被動植物衛生檢驗
局視為釋放區域中雜草；
2. 轉殖基因穩定地嵌入植物體中；
3. 轉殖基因已知不會造成植物病害；
4. 基因物質不會誘發傳染病原、不會對非目標生物產生毒性、並且非用於
生產工業用或藥用產物；
5. 無顯著產生新型植物病毒之風險；
6. 轉殖基因不含有人類或動物病原菌基因序列。
不論以申報制或許可制進入田間試驗的基因改造作物，動植物衛生檢驗局皆
執 行 管 制 作 業 。 通 過 申 報 程 序 之 基 因 改 造 作 物 田 間 試 驗 ， 依 據 「 7 CFR
340.3-Notification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certain regulated articles. 5」的規定必須接
受動植物衛生檢驗局及當地州政府之查驗，查驗作業主要採隨機並配合風險相關
因子進行（包括基因改造作物型式、試驗區數目、申請者過去是否有違規紀錄等）
，
以評估是否確實遵守法令規範。此外，田間試驗報告應於田間試驗終止後 6 個月
內提 交 予 動植 物 衛 生檢 驗 局 。相 同 地 ， 依 據 「7 CFR 340.4-Permits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a regulated article. 6」的規定則是由聯邦或各州政府所組成的查驗
人員對申請引進的基因改造作物執行抽驗，查驗人員可扣留、隔離、處理及提出
其他改善要求以預防管制中基因改造作物植物的擴散，且田間試驗報告必須於環
境釋放期終止後 6 個月內提交動植物衛生檢驗局。
若基因改造作物屬於含有抗蟲基因之作物，因其具有殺蟲劑特性，故此類含
有殺蟲劑活性之基因改造作物（genetically introduced plant-incorporated protectants,
PIPs）在上市前尚須經環境保護局核准。環境保護局所依據之法源為「聯邦殺蟲
劑、殺菌劑及滅鼠劑法」（Federal Insecticide, Fungicide and Rodenticide Act,
FIFRA），依據該法各類殺蟲劑在上市使用之前，必須向環境保護局及各州政府
申請登記並經公告或申請核發許可證，而環境保護局依「聯邦殺蟲劑、殺菌劑及
滅鼠劑法」之授權，負責審查及登記各類殺蟲劑產品。環境保護局審理登記申請
案件時，則依風險評估原則，分析、確認各項產品風險係維持在合理範圍內，方
核發許可證。
環境保護局在核可殺蟲劑登記案前，會要求開發商提交有關產品是否符合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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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安全標準之資料。對於所有殺蟲劑產品，包括基因工程殺蟲劑，環境保護局要
求測試產品組成與化學成分、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對非目標害蟲的環境影響及最
終存在環境中的情況等。當所有資料皆已備齊，環境保護局同時檢視殺蟲劑是否
可能觸發免疫反應。對於基因改造作物，環境保護局主要考量對人體健康、非目
標生物及環境的風險評估，基因流佈的可能性，以及植物昆蟲抗性管理的需求等。
針對人體健康及環境風險分析測試，環境保護局檢視的資料包括：
1. 所有新蛋白質的最大毒性試驗；
2. 新蛋白質與已知毒性物質或過敏原的比較；
3. 對鳥類、蚯蚓及代表性昆蟲如蜜蜂、瓢蟲、草蜻蛉（lacewings）的毒性試
驗；
4. 對於目標害蟲的毒性試驗；
5. 新蛋白質在環境中分解的時間。
此外，環境保護局亦有權利根據「有毒物質控制法案」（Toxic Substances
Control Act, TSCA）進行基因改造生物與基因改造微生物之管理，對於可能對健
康與環境造成傷害或具有潛在風險之化學物質進行監控與評估，同時制定專用於
基因改造微生物使用之法規，規範其在使用於商業目的之前，需要提交微生物商
業活動通知（Microbial Commercial Activity Notice, MCAN）
，該通知必須包括微
生物特徵、遺傳資訊、副產品、對健康及環境影響數據等。
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基因改造生物的管理對其發展相對有利，由於基因改
造生物是生物技術產業中重要的經濟角色，而美國是世界領先的基因改造作物生
產國，在美國種植的幾種作物品種現在佔據了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基因改造作物市
場與地區。
三、 臺灣
有鑒於生物技術產業具有高附加價值及知識導向型等特點，行政院為促進生
物技術產業發展，建立完整的生技發展體系，加速推動生物技術研發與提升基因
改造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於 92 年 10 月設立「行政院生物技術產業指導小組」，
統籌掌理生物技術產業發展之規劃、推動與評估事宜，並在其下設置「基因改造
產品跨部會工作小組」，以建立環境生態風險評估及監測管理體系；建立食用安
全評估及檢測認證體系；推動基因改造產品智慧財產權保護；推動基因改造產品
風險諮詢與溝通等。
而為安全起見及消除社會大眾之疑慮，所有基因改造食品上市前均須接受嚴
格的安全評估。我國目前是參照美國分責管理方式，主要是由科技部、農業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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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及衛生福利部分別在上、中、下游，就實驗室研究、田間試驗、飼料安全及食
品衛生等方面，層層把關基因改造產物的安全性，並在確認基因改造食品/飼料
完全符合有關的安全規範後，方才准許基因改造食品/飼料在市面出售。
目前臺灣並未開放種植基因改造作物，而任何進口的基因改造作物在上市前，
須進行生物安全評估，並經主管機關查驗登記核發給許可證後，始准其製造、加
工、調配、改裝、輸入或輸出。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之食品藥物消費
者知識服務網，目前我國允許進口的基因改造農產品最大宗為玉米及黃豆，另有
棉花、甜菜、苜蓿等多項。衛生福利部同時在104年7月開始施行新的基因改造食
品標示制度，舉凡基因改造作物製成之食品，其基因改造成分達 3％以上者，應
標示「基因改造」或「含基因改造」字樣，維護國內消費者「知」的權益及「食」
的安全。
四、 中國
中國基因改造生物的檢測、生產及營銷須經政府批准，欲進口基因改造生物
材料，必須向農業部申請並獲得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根據 2011~2015 年為加強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計畫與其他補充計劃，農業部提議加強研究涉
及基因改造生物重大育種新技術研究項目，因此將繼續進行基因改造生物品種的
研發，此外該計畫還將生物安全評估及管理納入生物技術產業發展的重點領域。
農業部是中國基因改造生物的相關安全管理之主要負責機構，此外中國還設
立了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負責評估基因改造生物安全證書申請的相
關法規。目前農業部及國家質檢總局已頒布實施「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
，
其中分別規定了轉基因生物的安全評估、加工、標籤、進口及出入境檢驗檢疫的
相關規定，包含：「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管理辦法」
、「農業轉基因生物加工
審批辦法」
、
「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管理辦法」
、
「農業轉基因生物進口安全管理辦
法」
、「進出境轉基因產品檢驗檢疫管理辦法」
。而與基因改造生物的相關法規則
包含，「基因工程安全管理辦法」等。然對於食品之相關規定，則目前暫無專一
的管理法規進行規範。
五、 日本
「生物多樣性公約」中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協議書」為西元 2000 年簽訂
的國際協定，旨在維護生物安全中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項目，該協定於 2003 年生
效。為呼應該協定，日本於 2003 年頒布了「卡塔赫納法 Cartagena Act」
，規範基
因改造活體使用的類型與限制，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用途為「Use under the open
system」，包含野外的試驗性使用（即隔離圃場試驗，相當國內之田間試驗）及
基於商業目的所為之一般田間使用；第二類則是「Use under the closed system」，
為在基因改造生物體之使用上對環境之擴散採取預防性措施者，也就是在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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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研究。兩種類別基因改造活體的管轄機關則視使用目的作為界定，例如農林
水產省（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of Japan, MAFF）規範設施
內的作物與動物改良與動物疫苗開發；厚生勞動省（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 MHLW）規範基因治療的病毒與人用醫藥品；文部科學省（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XT）規範研究單位的基因重
組實驗；經濟產業省（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METI）規範生產
過程中的項目；環境省（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MOE）進行環境風險之影響
評估，以確保不影響環境生物之多樣性等。
若依照申請項目，屬於第一種用途，則根據基因改造生物體之種類或品種，
附上生物多樣性影響評估報告向管轄機關申請並且得到核准，但如果是先前已在
國內核准之基因改造生物體則不需要隨著此規範重新受到核准。若是屬於第二種
用途之情況，則依照基因改造生物體之使用目的加以區分管轄省廳，例如若為研
究開發相關之基因改造實驗的使用是屬文部科學省管轄，若為在工業用酵素之生
產工程的使用則屬經濟產業省管轄，若是在實驗用動物或是動物醫藥品製造之相
關微生物生產工程之使用則歸農林水產省管轄。
此外，農林水產省早已於 2000 年 4 月發布了「Guidelines for Application of
Recombinant DNA Organisms in Agriculture, Forestry, Fisheries, the Food Industry
and Other Related Industries」
，清楚標示基因改造植物、小型動物與微生物於實驗
室或生產區域中的界定、設備與規範。
六、 韓國
「生物技術支持法」（The Biotechnology Support Act）是韓國於 1983 年所公
告之第一部要求採取措施防止生物技術發展潛在風險的法律，以促進其國內生物
技術之發展，而在 2000 年 9 月時韓國也加入簽署了「卡塔赫納生物安全協議書」
。
為執行該協議書，韓國在 2001 年 3 月先行頒布了「基因改造活體生物越境轉移
與相關事項管理法案」（Living Modified Organisms and Other Related Matters,
LMO Act），規範了所有基因改造活體生物從進口、研究開發及培育等風險評估
與審核作業等相關流程，而對於基因改造食品則須依據其「食品衛生法」（Food
Sanitation Act）進行安全評估與銷售標示要求。雖然韓國國內近年來有越來越多
的專家投入相關基因改造生物之研究，但迄今仍是未有核准之基因改造植物種植。
在 2007 年時韓國也正式訂定「基因改造活體生物法案統一執行條例」
（The Unified
Enforcement Regulation of the LMO Act）
，進而有效執行基因改造食品在食品、醫
藥、農業等不同領域之使用，以及進行產品釋放到環境之安全評估等技術措施，
以提供「基因改造活體生物管理法案」
（LMO Act）之詳細規範說明。
依據「基因改造活體生物管理法案」（LMO Act）之規範，韓國產業通商資
源部（Ministry of Trade, Industry and Energy, MOTIE）為其指定之管理基因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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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體生物的主要統籌主管機關，並負責工業相關的基因改造生物法規之制訂，而
韓國外交部（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則係國家對外聯絡窗口。另
依據此法案，產業通商資源部（MOTIE）將統籌相關中央行政機關，共同成立生
物安全委員會（Biosafety Committee），其包括科學信息通信技術與未來規劃部
(Ministry of Science ICT and Future Planning, MSIP)，負責基因改造生物之研究與
開發管理；衛生福利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MW）負責健康、衛生與
醫療相關等基因改造之研究設施管理規範；環境部（Ministry of Environment, ME）
負責基因改造生物體釋放到環境之風險評估與管理；農業、食品與農村事務部
（Ministry of Agricultural, Food & Rural Affairs, MAFRA）負責農業、林業與畜牧
業之動物健康改良相關之基因改造生物監控與管理；海洋與水產部（Ministry of
Oceans & Fisheries, MOF）負責海洋或陸地養殖相關之水生生物基因改造管理與
規範；食品與藥物安全部（Ministry of Food and Drug Safety, MFDS）負責基因改
造食品、醫藥或醫療器械（技術）等相關產品之管理規範。
從基因改造生物之各項風險評估、生產或產品進出口之核准、實驗室研究之
核准、食品/飼料之許可販售及產品之標示等，均須符合各主管機關之要求以及
相關申請與審核程序，若有違反者則將被處以監禁或罰款等相關懲罰。
七、 加拿大
加拿大是世界第三大基因改造生物生產國，也是基因改造油菜的最大生產國
之一，另亦種植其他基因改造作物，包括玉米及黃豆等。1993 年，加拿大政府
制定了「Federal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Biotechnology」，為聯邦各機構之間所
協議之有效管理生物技術的制定原則，依照現有法規管理生物技術的相關產品，
避免為此創建獨立的機構及法規，重複現有之機構與法規的功用。
加拿大的管理方式主要是審查產品而非流程，依據加拿大環境部
（Environment Canada, EC）相關法規授權，基因改造種子與飼料之生產及進口
皆須經其核准後方可進行販售。而基因改造食品或藥品則主要係受加拿大衛生部
（Health Canada, HC）的「食品與藥物管理法案」（Food and Drugs Act）進行管
理，並與加拿大食品檢驗局（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 CFIA）共同進行
上市前評估與審核，同時基因改造作物與種子的開發與種植同樣須經由食品檢驗
局的植物生物安全辦公室（Plant Biosafety Office, PBO）監督，並在試驗前提供
相關的作業訊息，以進行釋放到環境與人體之風險評估。截至 2018 年 6 月，加
拿大衛生部與食品檢驗局對於基因改造食品與新型食品核准了約 120 件。
八、 澳洲
在 2000 到 2001 年間，各州簽署了政府間基因技術協議之聯邦法案，藉由「基
因技術法 2000」
（Gene Technology Act 2000）和「基因技術條例 2001」（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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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Regulation 2001）
，管理基因技術與基因改造生物所帶來的風險，以保
護人體健康及環境安全。法案的關鍵組成包括：（1）建立基因技術管理辦公室
（Office of the Gene Technology Regulator, OGTR）
；（2）建立諮詢委員會向監管
機構提供專家意見；
（3）評估基因改造生物各種交易風險；
（4）建立澳洲核准的
所有基因改造生物及基因改造產品的中央公開數據庫。
此外，由於澳洲大部分的基因改造食品都沒有標示，為了區隔產品是否為基
因改造生物來源，Cert ID Europe 及 HACCP Australia 聯合推出澳洲食品行業的首
個非基因改造生物認證項目，該項目將由一家名為 GMO-ID Australia 的專業實體
進行管理。
九、 巴西
巴西的基因改造生物受第 11.105 號法律管轄。第 11.105 號法律定義了基因
改造生物的概念，並建立基因改造生物研究的授權程序、生產及銷售規則，以限
制基因改造生物釋放到環境中。同時依據該法律，巴西國家亦成立了生物安全理
事會（National Biosecurity Council, CNBS）
，負責制定和實施國家生物安全政策，
以及重組國家生物安全技術委員會（National Biosecurity Technical Commission,
CTNBio），負責管理所有生物技術部門。生物安全技術委員會已經核准了約 50
種基因改造生物的商業用途，其中 35 種是植物，包括棉花，玉米及黃豆。基因
改造產品必須經過五個不同階段的通過才能銷售，首先公司必須將擬開發項目提
交給生物安全技術委員會審核，委員會進行審查作業與實地考察，以確定是否實
施該項目。一旦提案獲得批准，該公司將可開始在受限制的隔離環境中執行進行
相關的開發及測試，之後生物安全委員技術會（CTNBio）再評估收集的數據是
否符合生物安全標準，最後再經由生物安全理事會（CNBS）進行判定，以決定
該公司之基因改造產品是否可正式販售。同時第 11.105 號法律也規定，人或動物
食品及添加物中含有基因改造生物或其副產品的飼料必須提供相關資訊，以標示
告知消費者。
十、 墨西哥
墨西哥於 2005 年所擬定的「基因改造生物安全法」
（Biosecurity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是其最主要管理基因改造生物的相關法規，提供基因改造
生物的發表、商業化與進出口管理，目標在於預防生物技術/基因改造對人類健
康及環境、生物多樣性造成的風險。墨西哥政府已經建立了全國檢測實驗室網路，
負責研究基因改造生物的識別及量化評估，並提供必要的資訊以確定基因改造生
物帶來的風險。基因改造種子或農業生產用植物必須用標示說明這些產品是基因
改造生物，並且必須描述它們的遺傳特性，特殊種植要求及繁殖能力的變化。
墨西哥政府也有權採取部分措施來管理未經授權或禁止的基因改造生物，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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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1. 臨時關閉儲存或處理有機體的地點及/或設施。
2. 直接預防性管制基因改造生物與相關車輛、器具及器械。
3. 退運基因改造生物回出口國。
4. 銷毀基因改造生物。
十一、 南非
南非於 1997 年設立「基因改造生物法」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Act）
，
成立執行理事會及諮詢委員會，並設有書記官，有效執行「基因改造生物法」對
研究、生產及營銷基因改造生物之規定，例如事前的風險評估與許可證的發送，
並在基因改造生物進入環境之前採取適當措施及公開通知大眾。同時該法案還進
一步要求所有與基因改造生物接觸之相關研究實驗設備與田間隔離設施，均須進
行登記，以及證明其對環境之安全性才得以批准與發布。
除了主要立法及管理機構之外，部分非洲國家與歐盟簽訂了聯繫合約，
因此相關的基因改造生物安全法規也會隨著歐盟規定而調整。衛生部的食品管理
科負責管理相關的基因改造食品法規，南非食品安全的任務由美國食品及藥物管
理局管轄，並監督食品立法的管理。另外，南非國家生物多樣性研究所進行定期
監督與報告環境中釋放的基因改造生物對生物資源及多樣性的影響，如果發生涉
及意外環境釋放或越境轉移的基因改造生物，業者必須通過口頭及書面形式通知
書記官，提供相關資訊，包括估計數量、日期以及可能的影響。若遇此緊急狀況，
將由一個單獨的機構監測基因改造生物對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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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各國對基因編輯技術之規範及管理措施
近年來基因工程與基因定序技術的迅速發展，使得合成生物學（synthetic
biology）及基因編輯（gene editing）成為眾所矚目的討論議題，許多突破性的創
新研發成果亦陸續孕育而出，其中基因編輯技術更是在近幾年獲得重大的突破。
雖然此些技術最早之應用層面，多設定以較高產值的生醫領域為目標，以基因編
輯技術而言，最早是期望能透過 DNA 組成的修正，進而永久性治癒疾病，為一
些先天代謝性或癌症疾病患者帶來治療的新希望，也因此在相關基因療法欲投入
臨床進行人體試驗前，國內外均設有相當嚴謹的規範、申請流程及審核機制。但
隨著全球農業科技議題的顯現，以及相關新興植物育種技術的發展，基因編輯技
術已逐漸應用於農業領域中，各國亦開始討論透過基因編輯技術所生產之動植物，
是否屬於基因改造生物之規範與定義範疇。
一、 美國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於2017年1月起針對基因編輯植物衍生食品或
飼料之管理辦法公開徵求公眾意見（案卷號FDA-2016-N-4389），並於2017年4月
延長徵求時間至2017年6月，至今尚未公布徵詢結果。針對植物的基因編輯提出
四點徵求評論，即（1）針對做為人類食品及動物飼料之基因編輯植物衍生產物，
提供具體方法或數據以作為食用安全之評估方法；
（2）依基因編輯植物分類，與
傳統育種植物是否具有相同或更低之食品安全風險；就管理層面而言，與傳統育
種植物是否有所區別；基因編輯植物是否有理由無須在上市前向食品藥物管理局
諮商；
（3）提出科學依據說明基因編輯植物比傳統育種植物更可能有食品安全風
險；
（4）提出方法幫助正考慮使用基因編輯技術開發用於食品或動物飼料的新植
物品種的公司（FDA, 2017）
。
美國農業部動植物衛生檢驗局（USDA/APHIS）對於基因改造作物或基因編
輯作物之案件，是根據「植物保護法」
（Plant Protection Act, PPA）針對某些基因
工程生物可能存在的植物健康風險進行管理，在2012年官方發表聲明指出，如果
使用鋅指核酸酶技術（ZFN）技術並由非同源末端連接修復系統（NHEJ）機制
修復DNA所產生的作物，且此作物不含對於植物有害之外來轉殖基因，則不受管
制。業者可將產品之基本資料送交動植物衛生檢驗局檢視，以確認是否須受管制，
因此，動植物衛生檢驗局在「7 CFR part 340」規範設計了一個”我須受管制嗎?
（Am I regulated?）”的程序（USDA, 2017）
，申請者須提出生物之分類描述、預
期的表現型、預期在環境中的狀態、產品之遺傳變化（如嵌入、刪除、取代等）
、
使用的載體或載體試劑、重組DNA的描述（包括操縱子、啟動子、複製起點、終
止子、核醣體結合區等）。動植物衛生檢驗局目前已完成審理68件案件，其中以
基因編輯技術申請的案件共18件，開發的物種包含玉米、黃豆、稻米、小麥、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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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薯、蘑菇、番茄、狗尾草（Setaria viridis）
、亞麻芥（camelina）
、紫花苜蓿、
菸草等（表5.3.1）。因產品中不含有外來基因，或是外來基因經篩選後移除，動
植物衛生檢驗局根據「植物保護法」，只要產品對植物不具危害性，對於雜草不
具毒性，皆不受美國農業部管制，但申請案件的回覆信中皆強調，仍需受到食品
藥物管理局及環境保護局的管制（USDA, 2018a）。
表 5.3.1 美國農業部對於基因編輯作物的諮詢審理
時間 機構
技術
產品
特性
結果
2012. 道禮公司
ZFN
玉米
降低生產 非植物病害
3.8
質酸

備註
IPK gene 刪

2015. Cellectis
TALEN
5.5
Plant
Sciences
2015. Cellectis
TALEN
5.20 Plant
Sciences
2015. 愛 荷 華 州 TALEN
5.22 立大學

黃豆

去除 FAD2

公 TALEN

小麥

抗白粉病 非植物病害

gene

2016. 賓 州 州 立 CRISP
4.13 大學
R/Cas

蘑菇

非有害雜草
非植物病害
非有害雜草

除

2016. 杜 邦 先 鋒 CRISP
4.18 公司
R/Cas

糯玉米

改變醣組 非植物病害
成
非有害雜草

waxy gene
刪除

公 TALEN

馬鈴薯

改善加工 非植物病害
特性
非有害雜草

PPO gene
小片段刪除

2016. Simplot 公 TALEN
12.2 司

馬鈴薯

降低褐變 非植物病害
發生
非有害雜草

PPO gene 小

2017. Donald
4.7
Danforth
植物科學
中心
2017. Yield10
8.29 Bioscience

CRISP
R/Cas

狗尾草

延緩開花 有害雜草，須 ID1 gene
突變/失活
保持隔離

CRISP
R/Cas

亞麻芥

-

2016. Calyxt
2.11 司

2016. Calyxt
9.15 司

2017. Calyxt
9.25 司

公 TALEN

FAD2KO

非植物病害

除

非有害雜草
黃豆

FAD3KO

非植物病害

去除 FAD3

非有害雜草
稻米

抗病

非植物病害

刪除

非有害雜草

抗褐變

小片段 刪

片段刪除

非植物病害

基因無法表

非有害雜草

現

紫 花 苜 提高營養 非植物病害
蓿
價質
非有害雜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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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 MLO

基因刪除

2017. 美 國 農 業 CRISP
10.16 部 ARS
R/Cas

黃豆

抗旱和耐 非植物病害
鹽
非有害雜草

Drb2a,
Drb2b 突變

2017 北 卡 羅 來 Meganu 菸草
12.29 納 州 立 大 clease
學

低濃度尼 非植物病害
古丁
非有害雜草

BBL gene
刪除 106 bp

2018. 杜 邦 先 鋒 CRISP
1.16 公司
R/Cas

抗玉米煤 非植物病害
紋病
非有害雜草

NLB18 基

營養強化 非植物病害

基因失活

2018. Calyxt
3.20 司

公 TALEN

玉米
小麥

插入 47 bp
因取代

非有害雜草

2018. 佛 羅 里 達 CRISP
5.14 大學
R/Cas

番茄

2018. 愛 荷 華 州 CRISP
7.12 立大學
R/Cas

玉米

易摘採

非植物病害

J2 基因刪除

非有害雜草
-

非植物病害

插入 1 bp

非有害雜草

刪除 50 bp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整理
動植物衛生檢驗局在 2018 年 3 月 28 日針對新興植物育種技術（New Plant
Breeding Techniques, NPBT）衍生的植物提出聲明，這些技術也包含基因編輯技
術。新興植物育種技術對植物造成的變化可能僅是任何小片段的基因刪除
（deletion）
、改變單一鹼基對（substitution）
、嵌入來自相容植物的序列（insertions
from compatible plant relatives ）及已 不 含有轉殖基因之子 代（ complete null
segregants）。聲明提及，動植物衛生檢驗局依據其生物技術法規，目前不會管理
或有任何計畫來管理原來就可以用傳統育種技術產生的新興育種植物，只要這種
植物的產生過程中未使用植物有害生物作為供體（donor）或載體（vector），且
這種植物本身不是植物有害生物就不受管制（USDA, 2018b）。
目前動植物衛生檢驗局於 2018 年 6 月 29 日發布意向通知，因應基因工程技
術之進步及多年來實施現行法規管理層面之經驗，正考慮要更新生物技術法規以
減輕管理面的負擔（USDA, 2018c）。
二、 阿根廷
阿根廷是第一個針對新興植物育種技術發布管理規範的國家。阿根廷生物技
術 辦 公 室 之 農 業 生 態 安 全 諮 詢 委 員 會 （ Agro-ecosystem Safety Advisory
Commission/Office for Biotechnology, CONABIA）及生物安全委員會（Argentinean
Biosafety Commission）於 2014 年針對鋅指核酸酶技術進行討論，初步結論認為
第一類鋅指核酸酶技術產物無法與傳統突變技術產物分辨，應不會提高食品之安
全風險，故非屬基因改造生物；第二類鋅指核酸酶技術產物則須依個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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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by-case）原則判斷是否屬基因改造生物；第三類鋅指核酸酶技術因於宿主
基因體嵌入轉殖基因，其產物被認為屬基因改造生物。在寡核苷酸定點突變技術
產物方面，阿根廷管理當局認為寡核苷酸定點突變技術不會增加或產生新的風險
疑慮，且衍生產物與傳統突變或自然發生突變衍生產物難以分辨，故非屬基因改
造生物（表 5.3.2）
（Schuttelaar and Partners, 2015）。
阿根廷在 2015 年根據農業畜牧漁業部（Ministerio de Agricultura, Ganadería y
Pesca, MAGP）之基因改造生物第 763/11 號決議（MAGP, 2011）
，提出第 173/15
號規範，採用以產品為基礎的新興植物育種技術管理程序，建立一套界定新興植
物育種技術產物是否為基因改造生物的諮詢流程（圖 5.3.1）
，以決定哪些新興植
物育種技術產物不會受到基因改造生物規範之管制。此流程主要是依據新興植物
育種技術產物是否含有新組合的遺傳物質，以及新興植物育種技術的最終產物是
否含有外來的轉殖基因或 DNA 序列而判定（MAGP, 2015）
。
新興植物育種技術產物之研發者須提供有關育種及篩選作物的過程、導入新
特性的技術及方法、最終產物中存在的遺傳變化的證據，以及開發過程中可能短
暫使用的轉殖基因等資訊。透過諮詢流程，經過 60 天的審查時間，即可收到當
局新興植物育種技術產物是否須受管制的回覆。依此流程，應用第一類與第二類
定點核酸酶及寡核苷酸定點突變等技術，使作物中特定 DNA 序列改變的終產物，
只要不含有外源基因，將可不受現有基因改造生物規範的管制（Whelan and Lema,
2015）
。
表 5.3.2 阿根廷基因編輯產物之判定趨勢
技術分類
產物判定趨勢
實際判定
第一類定點核酸酶技術（SDN-1） 豁免
須提供相關資料並由委
第二類定點核酸酶技術（SDN-2） 依個案決定
員會判定產物是否為基
第三類定點核酸酶技術（SDN-3） 視為基因改造
因改造生物
寡核苷酸定點突變技術（ODM） 豁免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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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整理
圖 5.3.1、阿根廷界定新興植物育種技術產物管理範圍的流程
三、 加拿大
加拿大農業部的食品檢驗局（CFIA）與加拿大衛生部（HC）依照「新穎性
食品法」
（Novel Food Regulation）共同負責管理新穎作物（plant with novel traits,
PNT）
，新性狀可能是經由傳統育種、突變或基因重組工程而產生，依個案審查。
加拿大是以基於產品的審查模式作為管理原則，因此針對 CRISPR/CAS9 技術衍
生的基因編輯產物或其他新技術衍生之產物，皆屬於新穎性的產物，不需要針對
新技術修改審查法規。加拿大衛生部以實質等同的原則針對新穎性植物食品進行
安全評估，確認其成分及營養與傳統食品等同，並確認新穎性食品是否會產生毒
素或引發過敏反應；食品檢驗署則針對環境安全及動物飼料進行審查，確認新穎
性植物與其他植物雜交後不具有雜草化之潛力，確認新穎性植物影響生物多樣性
的可能性，並確認動物食用新穎性植物的安全性及新穎性植物與傳統植物有等同
的營養價值，且接觸不會造成危害（CFIA, 2018）
。目前在加拿大通過的基因編
輯作物僅有 Cibus 公司利用寡核苷酸定點突變技術（ODM）開發的油菜，已於
2013 年核准上市（表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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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3 加拿大衛生部對於基因編輯作物通過列表
時間 機構
技術
產品 特性
結果
備註
2013. Cibus 公 ODM 油 菜 耐 imidazolinone 核准
BnAHAS1C,
11.26 司
BnAHAS3A
5715 及 sulfonylurea
1 bp 基因突變
除草劑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整理
四、 歐盟
歐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於 2011 年啟動評估
八種新興植物育種技術，要求基因改造生物小組評估目前的指導文件是否仍適用
於使用這些新技術開發的植物。八種新興植物育種技術中包括兩種基因編輯技術，
即鋅指核酸酶技術與寡核苷酸定點突變技術。歐盟基因改造生物小組在 2012 年
10 月發布關於鋅指核酸酶技術的意見，以第三類鋅指核酸酶技術之生物含有準
確地嵌入目標位置之外來轉殖基因，被視為是基因改造生物，目前的基因改造生
物風險評估適用於評估這類技術衍生的食物及飼料。2013 年，歐盟委員會要求
歐洲食品安全局對新興植物育種技術進一步評估，以便基因改造生物小組能夠將
重點放在基因改造生物應用評估及制定指導文件上（EFSA, 2018）。
歐盟食品安全管理局基因改造生物委員會（EFSA GMO Panel）特別針對第
三類定點核酸酶生物技術或定點核酸酶技術產物安全評估所提供之科學意見，包
括（1）應考量所嵌入基因的來源及基因產物的安全性。若嵌入的基因為同源基
因（cisgene），則其產物實質上是與傳統育種技術產物相似，而若嵌入基因為非
同源基因，其風險評估應與基因改造作物相同；
（2）應考量基因嵌入位置是否會
對宿主基因體造成改變，第三類定點核酸酶技術可以將 DNA 片段準確嵌入至目
標位置，因此隨機嵌入所造成的風險會大幅降低，同時減少宿主基因體中調控因
子或基因被破壞的情形。不過若使用非同源末端連接修復系統（NHEJ）修復機
制，可能會有重覆嵌入（duplication）、部分片段移除或嵌入及 DNA 嵌入片段序
列翻轉（inversion）的風險存在。定點核酸酶可能會在非預期的 DNA 位置進行
切割，即脫靶效應，因此需考量宿主基因體造成的改變，然而歐盟食品安全管理
局基因改造生物委員會認為發生脫靶效應之產物，實質上與傳統突變方法的產物
是類似的（EFSA, 2012）
。第三類定點核酸酶技術可以將 DNA 片段準確嵌入至目
標位置，得以最佳化基因表現的環境，並減少宿主基因體中調控因子或基因被破
壞的情形。由於此類產物與一般基因改造方法所得之產物並無不同，因此須依照
「Guidance for risk assessment of food and feed from genetically modified plants」
（EFSA, 2011）及「Guidance on the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plants」（EFSA, 2010）進行風險評估。
歐盟法院於 2018 年 7 月 25 日判決，使用基因編輯技術改變生物遺傳物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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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基因工程，因此基因編輯技術產物屬於基因改造生物的管理範圍。生物經過
突變係屬於基因改造生物的管理範圍，突變造成生物體內的遺傳物質改變，而此
突變並非是自然發生的，但是傳統的物理/化學突變技術因具有長久的安全使用
歷史，其產物不屬於基因改造生物指令所定義的基因改造生物。雖然基因編輯技
術可以僅造成生物的突變，但因為基因編輯技術並沒有長久的安全使用紀錄，因
此基因編輯技術產物仍須受到基因改造生物規範的管理，須評估其對人類健康及
對環境可能帶來的風險，亦須確認其可追溯性，且產品也須標示，並進行上市後
監控（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8a）。
五、 紐澳
澳洲健康與高齡事務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Ageing）根據 2000 年頒布之
「基因技術法」
（Gene Technology Act）及 2001 年頒布之「基因技術條例」
（Gene
Technology Regulations），負責核准與管理澳洲基因改造作物及新興作物。2014
年澳紐食品標準局（Food Standards Australia New Zealand, FSANZ）根據專家工
作小組之科學諮詢意見，發布新興育種技術的相關意見書。當作物導入新的基因，
此類技術相當於基因改造，因此其衍生食品應被視為是基因改造食品。針對第一
類及第二類鋅指核酸酶技術及寡核苷酸定點突變技術，因類似於傳統植物育種中
使用的傳統突變，且寡核苷酸定點突變技術產物與傳統突變或自然發生突變所衍
生之產 物難 以分 辨 ，故不 應被 視為 基 因改造 食品 （ Schuttelaar and Partners,
2015）
。
澳洲基因技術管理辦公室（OGTR）在 2016 年 10 月討論現行基因技術法之
基因改造的定義，並提出三個方案：
（1）所有新技術皆須受到管理，因此鋅指核
酸酶技術及寡核苷酸定點突變技術衍生作物皆須管理；
（2）根據「技術」為基礎
的管理，認為第二類與第三類鋅指核酸酶技術及寡核苷酸定點突變技術衍生作物，
因有核酸模板送入生物中，因此都需要受到管理，而第一類鋅指核酸酶技術則可
免除管理；
（3）根據「產品」為基礎的管理，則第一類與第二類鋅指核酸酶技術
及寡核苷酸定點突變技術衍生作物皆可被排除，第三類鋅指核酸酶技術產物以基
因改造生物管理，並進行公眾徵詢（OGTR, 2016）。
澳洲政府從 2017 年 7 月啟動國家基因技術計畫（National Gene Technology
Scheme, NGTS）
，成立基因技術審查之專業諮詢小組，透過三階段諮詢過程收集
多方意見。第一階段為收集書面意見，第二階段探討政策上可能解決的方案，第
三階段提出調查結果，並辦理 2 次網路研討會（DOH, 2018）
。國家基因技術計劃
於 2018 年 3 月公布初步諮詢結果，針對技術、法規、政府及社會倫理層面分別
進行探討，在法規管理層面上，認為 2000 年制定的基因技術法及 2001 年的基因
技術條例仍然適用，應予以保留，並強烈建議新興生物技術仍是根據「技術」為
基礎的模式進行管理（表 5.3.4）（NGT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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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4 澳洲基因編輯衍生產品之判定趨勢
技術分類
判定趨勢
第一類定點核酸酶技術（SDN-1）
豁免
第二類定點核酸酶技術（SDN-2）
視為基因改造
第三類定點核酸酶技術（SDN-3）
視為基因改造
寡核苷酸定點突變技術（ODM）
視為基因改造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整理

實際判定

尚未公布

澳紐食品標準局（FSANZ）於 2017 年成立新興育種技術專家諮詢小組（Expert
Advisory Group on New Breeding Techniques , EAGNBT）
，討論植物新興育種技術
管理方法，其中包含不具有外源基因之基因編輯技術，預計於 2018 年中完成，
後續再考量是否修改目前的法律規範（Standard 1.5.2）之定義（FSANZ, 2018）。
六、 日本
日本農林水產省（MAFF）於 2013 年 10 月 4 日針對新興育種作物，召集專
家學者成立了新興育種技術研究會，至 2015 年 7 月 22 日已召開七次會議，討論
新興育種技術的定義及範圍，研究開發及實際應用對於生物多樣性之影響等。由
於日本之基因改造生物受到「卡塔赫納生物安全協議」之規範，基因改造生物為
使用基因工程技術獲得核酸之生物，此研究會提出新興育種作物應（1）考慮植
物中是否存在外源基因；
（2）與現行的管理原則相同，排除自我選殖
（self cloning）
及自然產物（natural occurrence）的規定，並與傳統育種農作物比較（MAFF,
2015）
。
日本基因改造生物對環境風險的影響評估是由環境省管理。2018 年 5 月 28
日環境省（MOE）自然環境小組委員會決定要成立基因編輯技術研究小組，考
量基因編輯技術作物是否屬於「卡塔赫納生物安全協議」所定義之基因改造生物，
即使不受協議的影響，基因編輯作物是否可視為一般作物，並確保不影響生物多
樣性（MOE, 2018）。自然環境小組委員會於 2018 年 8 月 7 日召開專家會議，會
中提出以第一類基因編輯技術所產生的不含有外來 DNA 之生物不被視為基因改
造生物，若有外來嵌入基因之生物則視為基因改造生物（表 5.3.5）
，將於今年 10
月份總結並對外公布結果（JA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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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5 日本基因編輯衍生產品之判定趨勢
技術分類
判定趨勢
第一類定點核酸酶技術（SDN-1）
豁免
第二類定點核酸酶技術（SDN-2）
視為基因改造
第三類定點核酸酶技術（SDN-3）
視為基因改造
寡核苷酸定點突變技術（ODM）
視為基因改造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整理

實際判定

尚未公布

七、 中國
中國積極發展基因編輯技術相關領域，將其列入 2016 年制定的國家五年計畫
中，預計在 2030 年前投入人民幣 600 億元的研發經費，新一代的基因編輯技術
也被列為發展重點。在農業領域方面，中國農業大學(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與中國人民大學(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合作以基因編輯技術探討番茄抗旱
的相關基因(實驗室階段)，中國科學院及美國普渡大學合作開發產量增加 25~31%
的基因編輯稻米(田間試驗階段)。雖然中國強力推展基因編輯技術，但尚未制定
相關管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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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基因體工程技術管理發展進程
科學家在1973年首次成功發展重組DNA技術後，美國於1975年建立了基因工
程管理框架，管理所有利用基因工程技術產生的產品。1976年美國國家衛生研究
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成立了重組DNA顧問委員會，隨後是美國
農業部、環境保護局及食品藥品管理局等政府主管機構，有效地從各方面嚴格監
管所有重組DNA研究。1982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提出基因改造植物開發後釋放到環境中可
能產生潛在危害（Bull et al., 1982）
。美國科學及技術辦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STP）建立委員會制定重組DNA商業產品之管理機制，於1986年將
基因改造植物的管理許可交給美國農業部、環境保護局及食品藥物管理局（OSTP,
1986）。
1991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及聯合國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FAO）共同合作
制定基因改造生物食品安全評估原則，提出「生物技術衍生食品之安全評估策略」
報告（WHO, 1991）。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根據此國際共識，於1992年提出「生
物技術安全考量」報告（OECD, 1992）及1993年出版「現代生物技術衍生食品
之安全評估：概念與原則」
（OECD, 1993）
，提出以實質等同（substantial equivalence）
的概念評估基因改造食品。2000年1月29日聯合國制定之「生物多樣性公約」中
的生物安全議定書-「卡塔赫納生物安全協議書」於2003年9月11日生效，規範以
保護生物多樣性為宗旨，因此管理基因改造生物之轉移、處理及使用，使生物科
技所能帶來之利益最大化，同時將環境及人類健康所可能面臨的負面影響減至最
小（CBD, 2003）。目前已有157個國家是“議定書”的成員，許多國家將此作為各
個國家基因改造生物管理規範的參考準則。聯合國糧農組織及世界衛生組織建立
之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又稱CODEX），於
2003年訂定「生物技術衍生食品原則及指南」，幫助各國協調與規範基因改造食
品的管理，確保公共安全及促進國際貿易發展（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2003）。美國國家科學、工程及醫學學院（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NASEM）於2014年籌組基因工程作物委員會，審閱過
去20年共900多篇基因改造作物之文獻報導，於2016年公布報告「基因工程作物：
經驗與展望（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experiences and prospects）」。報告指
出基因改造作物與傳統作物對人體健康及生態環境的影響並無差異，至目前為止
尚未發現基因改造作物會對環境造成不利的影響，但建議政府應持續監控管理，
另提出未來應以體學技術評估基因改造作物之安全性，並建議政府的審查應更加
透明且納入公眾意見，才可贏得公眾之信任（NASEM,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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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國基因改造技術管理之發展進程
我國基因改造科技管理模式從上游的科技研發、中游的田間試驗至下游的產
品上市是由不同部會依其權責加以管理，而非由單一主管機關立專法規範（表
5.4.1）。上游的科技研發最早是由國家科學委員會（現科技部）於民國78年訂定
「基因重組實驗守則」管理，經四次修訂，現為民國93年6月修訂版，主要規範
涉及基因重組相關之研究計畫（科技部，2004）。中游田間試驗的主管機關為農
業委員會，依據「植物品種及種苗法」，於民國94年6月訂定「基因轉殖植物田
間試驗管理辦法」規範基因改造植物之田間試驗（農業委員會，2005）；依據「畜
牧法」，於民國91年11月訂定「基因轉殖種畜禽田間試驗及生物安全評估管理辦
法」規範基因改造動物之田間試驗（農業委員會，2002）；依據「漁業法」，於
民國98年4月訂定「基因轉殖水產動植物田間試驗管理規則」規範基因改造水產
動植物之田間試驗，經三次修訂，現為民國105年1月修訂版
（農業委員會，2016a）
。
關於基因改造微生物，環境保護署根據「環境用藥管理法」僅針對環境用藥微生
物製劑，於民國87年8月訂定「遺傳工程環境用藥微生物製劑開發試驗研究管理
辦法」加以規範，現為民國95年6月修訂版（環境保護署，2006）。
基因改造生物產品上市，須經主管機關之同意並取得查驗登記許可證。基因
改造食品須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並以民國97年8月制定之「基因改造
食品安全性評估方法」（目前為民國99年9月修訂版）評估基因改造食品之安全
性，經由衛生福利部許可後才能上市（衛生福利部，2010）。衛生福利部另於民
國104年公告「包裝食品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標示應遵行事項」、「食品添加物
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標示應遵行事項」及「散裝食品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標示應
遵行事項」
，自民國104年12月31日起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的食品或食品添加物，
不論有無包裝，也不論是在何處販售，都須標示（衛生福利部，2015）。基因改
造飼料或飼料添加物上市由農業委員會管理，依據「飼料管理法」規定，訂定「基
因改造飼料或飼料添加物許可查驗辦法」，辦理基因改造飼料或飼料添加物之查
驗登記（農業委員會，20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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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1 我國基因改造科技管理規範
階段
主管機關 管理範圍
相關法規
基礎研發 科技部
研究計畫
1. 基因重組實驗守則
1. 植物品種及種苗法
植物
2. 基因轉殖植物田間試驗管理辦法
1. 畜牧法
農業委員
動物
2. 基因轉殖種畜禽田間試驗及生物安全評
會
估管理辦法
田間試驗
1. 漁業法
水產動植物
2. 基因轉殖水產動植物田間試驗管理規則
1. 環境用藥管理法
環境保護
微生物製劑 2. 遺傳工程環境用藥微生物製劑開發試驗
署
研究管理辦法
1.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食品
2. 基因改造食品安全性評估方法
1.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2. 包裝食品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標示應遵
衛生福利
行事項
部
標示
3. 食品添加物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標示應
產品上市
遵行事項
4. 散裝食品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標示應遵
行事項
1. 飼料管理法
農業委員
飼料
2. 基因改造飼料或飼料添加物許可查驗辦
會
法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整理
二、 基因編輯技術管理之發展進程
歐盟對於基因編輯技術的管理一直存在有兩派不同意見，過程中多個會員國
也實際討論基因編輯技術所衍生產物的適法性，會員國以 1990 年歐盟對基因改
造生物之定義及「卡塔赫納生物安全協議」之原則，提出基因編輯技術所衍生產
物之管理方針。然而，歐盟法院已於 2018 年 7 月 25 日裁定，使用基因編輯技術
改變生物遺傳物質屬於基因改造生物的管理範圍，很明確的決定如何管理基因編
輯技術。
Cibus 公司利用寡核苷酸定點突變技術（ODM）研發的耐除草劑油菜是第一
個新興植物育種技術之產品，並自 2011 年起向歐盟的六個政府主管機關諮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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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上市之意見。英國環境釋放諮詢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 on Releases to
the Environment, ACRE）認為 Cibus 公司以半衰期實驗證明寡核苷酸片段只暫存
於細胞中，雖提出寡核苷酸片段對於目標序列的專一性，但無法確認是否會引起
非預期的突變。英國環境釋放諮詢委員會認為寡核苷酸片段在細胞中幾個小時內
很快便會被降解，因此與傳統突變技術使用化學突變劑實質上應是相同的。另外
使用寡核苷酸定點突變技術所衍生的產物，難以與使用傳統突變技術生產的產物
加以區分。較有爭議之處為送入細胞中的寡核苷酸片段是否應視為重組核酸，英
國環境釋放諮詢委員會認為寡核苷酸片段並非使用基因重組技術合成，而是利用
化學技術人工合成，且此片段並未嵌入宿主基因體中，因此寡核苷酸定點突變技
術產物不屬於歐盟指令所定義的基因改造生物（ACRE, 2011）。
德國聯邦消費者保護與食品安全局（Das Bundesamt für Verbraucherschutz und
Lebensmittelsicherheit, BVL）、英國環境、食品與農村事務部（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 Rural Affairs, DEFRA）及瑞典基因技術顧問委員會（Gene
Technology Advisory Board）認為 Cibus 公司以寡核苷酸定點突變技術開發之油
菜不屬於基因改造生物（Sprink et al., 2016）
。德國聯邦消費者保護與食品安全局
（BVL）於 2016 年 10 月 31 日提出關於寡核苷酸定點突變技術及 CRISPR-CAS9
法律分類之意見，認為此兩種生物技術對植物僅造成點突變，其產物與傳統突變
產物難 以分 辨。 歐 盟對於 基因 改造 生 物的定 義 在 2001 年就已 經排 除突 變
（mutagenesis）之產物（Directive 2001/18/EC, Annex IB）
，因此利用寡核苷酸定
點突變技術及 CRISPR-CAS9 技術所產生之點突變植物應非屬基因改造生物
（BVL, 2017）
。
由挪威及瑞士的國家科學院組成之歐洲科學院科學諮詢委員會（European
Academies Science Advisory Council, EASAC）
，於 2017 年的政策報告中指出，歐
盟管理機構應該確認，當基因體編輯技術衍生產物不含有與生物體不相關的
DNA 時，應非屬基因改造生物指令的管理範圍。此外，歐洲科學院科學諮詢委
員會也強調，如果新技術衍生產物的基因變化與傳統育種的產物相似或無法區分，
且此產物並未發現新的風險，則新技術將不受管制（EASAC, 2017）。
法國部分團體認為，Cibus 公司利用寡核苷酸定點突變技術研發的油菜會造
成巨大之人體健康及環境危害，因此向歐盟法院提出訴訟。歐盟法院之佐審官
Michal Bobek 於 2018 年 1 月 18 日提出意見書，認為在突變產物是否視為基因改
造生物的問題上，需確認此突變是否屬於基因改造生物的範圍，基因改造生物並
非一定要嵌入外來轉殖基因，亦需判斷改變遺傳物質方式是否是自然產生的。若
未使用重組核酸，或未使用歐盟基因改造生物指令排除範圍所列方法之外的方式
產生突變，則此突變技術產物即可豁免於基因改造生物規範的管理。歐盟目前並
不會針對此議題更新基因改造生物管理範圍，並授權給各會員國，在不違背母法
精神前提下，可對突變產物進行立法管理（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5-30

2018b）
。佐審官的意見使得基因編輯作物的定義趨於明確，未來利用基因編輯技
術所誘導的產品，應可免除基因改造生物的法律管理，不需受到等同基因改造產
物的嚴格管制。然而，倫敦國王學院遺傳學家 Michael Antoniou 卻持有不同的看
法，他認為基因編輯技術會產生脫靶效應，可能會干擾生物的生化反應，甚至產
生新的毒素或過敏原物質（Offord, 2018）。最後歐盟法院仍然裁定基因編輯技術
衍生產物屬於基因改造生物的管理範圍，除了須評估對人類健康及對環境可能帶
來的風險，亦須確認其可追溯性，其產品也須標示，並進行上市後監控（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8a）。
三、 從法規面看基因編輯技術未來應用趨勢
儘管基因改造作物已上市二十年，經過數十個國家評估基因改造作物作為食
品及飼料之安全性，基因改造生物至今仍然存有爭議，民眾對其安全性仍有疑慮。
近年來研發商為減少產品上市前安全性評估之龐大花費，轉而開發基因編輯技術
衍生產物，希望這類新科技不僅可加速新品種開發時程，亦可豁免於基因改造規
範的管理，降低產品開發成本。近年來，基因編輯技術蓬勃發展，各國主管機關
著手修正管理規範，但畢竟研發在前，管理制度在後，在空窗期尚無法律可依循。
目前大多數國家對於基因編輯衍生產物的管理規範卻仍不清楚，各個主管機關在
面臨制定新技術之管理規範時，不僅要考量是否與原本的法律有所牴觸，更要考
量新技術衍生產物所引起之生物安全風險，對企業發展、社會經濟等之影響，以
確保管理規範不會扼殺新技術的發展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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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個案探討
一、 第一代基因改造食品/飼料
自第一個基因改造番茄 Flavr Savr 於 1994 年在美國通過食品核准上市以來，
至今已超過 20 年歷史，緊接著基因改造黃豆、玉米、棉花及油菜陸續核准，目
前已核准上市的基因改造作物有大豆、玉米、棉花、油菜、甜菜、木瓜、南瓜、
茄子、馬鈴薯、蘋果、木瓜、甘蔗。2017 年全球種植基因改造作物的面積有一
半是種植大豆，就個別作物而言，大豆種植面積有 77%是基因改造大豆，基因改
造棉花佔 80%、基因改造玉米佔 32%、基因改造油菜佔 30%。根據基因改造作
物的特性，主要可分為耐除草劑、抗蟲及混合品系或稱堆疊品系（stacked traits）
。
基因改造作物上市前須經過各個國家的主管機關許可，2014 年有 22 個國家通過
基因改造作物的許可，但至 2017 年僅 18 個國家通過許可，而美國在 2017 年僅
通過 6 件基因改造作物，通過件數相對前幾年大幅減少。2017 年 70.8%通過的案
件為混合品系，混合品系已是近年來開發的趨勢，2013 年達到最大件數（圖 5.5.1）
（James, 2017）
。

資料來源：James, 2017
圖 5.5.1 全球基因改造作物核准之件數
近年來核可之基因改造產品，多數傾向於以同種生物之基因進行染色體上之
修飾，以減少轉殖基因來自於不同物種間之疑慮，並多利用 RNAi 干擾技術抑制
自生基因表現，以獲得基因改造之性狀。以下介紹數個近年來核可上市之基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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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食品：
(一) 基因改造蘋果：加拿大Okanagan Specialty Fruit公司採用RNAi技術，抑制
蘋果中多酚氧化酶合成，研發出不易褐變之Arctic™ Golden Delicious
Apple （轉殖品系GD743）
、Arctic™ Granny Smith Apple （轉殖品系GS784）
及Arctic™ Fuji Apple（轉殖品系GS784）
，已於2015年到2018年在美國及
加拿大獲得食品、飼料及環境之許可。
(二) 基因改造馬鈴薯：由於馬鈴薯在高溫油炸過程會產生有害之丙烯醯胺
（acrylamide）成分，J. R. Simplot公司採用RNAi技術成功研發出低丙烯
醯胺含量之基因改造馬鈴薯。2014年到2018年在多個國家通過Innate®
Potato，包含轉殖品系E12、E24、E56、F10、F37、J3、J55、J78、G11、
H37、H50、W8、V11、X17及Y9等15個品系於食品、飼料及環境之核准。
(三) 基因改造鮭魚：AquaBounty公司的基因改造鮭魚自1995年開始研發，轉
殖入國王鮭的生長賀爾蒙基因及大洋鱈魚抗凍蛋白基因的啟動子，改變
大西洋鮭魚的生長激素調節方式，使得鮭魚生長不受季節限制，可將飼
養期從原先24~30個月縮短至18個月，大幅降低養殖鮭魚的成本。2001年
首次向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獸藥中心（Center for Veterinary Medicine,
CVM）提出上市申請，直至2015年才獲得美國核准，2016年獲得加拿大
食品核准，基因改造鮭魚成為全球第一個商品化之基因改造動物食品。
(四) 基因改造鳳梨：食品供應商美國Del Monte Fresh Produce公司研發出果肉
呈現粉紅色的基因改造鳳梨（轉殖品系EF2-114），此新品種的鳳梨是利
用基因工程技術，將蜜柑的基因與三段抑制鳳梨基因之RNAi，轉殖入鳳
梨中，使鳳梨中之茄紅素無法轉為β-胡蘿蔔素，因此果肉會呈現粉紅色，
並且抑制果實熟成以延長保存期。2016年底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已完成
諮商程序，此新品種的基因改造鳳梨可以在美國上市販售，目前規畫將
於哥斯大黎加種植生產並銷售至美國。
(五) 基 因 改 造 甘 蔗 ： 巴 西 在 2017 年 核 准 甘 蔗 技 術 研 究 中 心 （ Centro de
Tecnologia Canavieira, CTC）
的抗蟲基因改造甘蔗
（轉殖品系CTC175-A），
可作為食品、飼料及種植用途使用。加拿大在2018年核准作為食品用途
使用。甘蔗技術研究中心CTC表示，基因改造甘蔗僅將在巴西中南部進
行商業種植，再銷售到各國，目前正在美國、歐盟、紐澳、日本及臺灣
等國申請審查中。
二、 我國基因改造螢光觀賞魚之產業
(一) 觀賞魚與基因改造螢光觀賞魚之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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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統計資訊表示，全球活體觀賞魚及其相關附
屬水族設備等相關總體產業具有近 150 億美元的產值。根據聯合國商品貿易統
計資料庫（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統計 2012~2016 年全球觀賞魚
進出口貿易總額（圖 5.5.2）
，2016 年之出口總額約為 3.37 億美金，進口額約
2.86 億美金；前三大出口國依序為新加坡（出口貿易金額 4.19 千萬美元，占
全球 13%）、西班牙（出口貿易金額 3.95 千萬美元，占全球 12%）
、日本（出
口貿易金額 3.20 千萬美元，占全球 10%）
；前三大進口國依序為美國（進口貿
易金額 5.56 千萬美元，占全球 20%）
、英國（進口貿易金額 2.30 千萬美元，占
全球 8%）、德國（1.86 千萬，占全球 6%）。
臺灣在觀賞魚蝦產業發展方面雖具有得天獨厚的環境優勢及養殖技術，
許多品種均外銷到世界各國，替臺灣在國際上贏得了「慈鯛王國」的美名，但
由於臺灣非屬聯合國之會員國，因此並未列入上述的統計數據中。依據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在 2016 年漁業統計年報所列之觀賞魚養殖的產值為新台幣
9.94 億元，加計其他周邊產業其整體產值將高達新台幣 36.7 億元。

資料來源：聯合國 UN Comtrade Database，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整理。
圖 5.5.2 2012~2016 年度聯合國會員之進口與出口貿易總額。
隨著生物技術發展，邰港科技公司於 2001 年時積極與學界共同研究以斑
馬魚及青鱂魚為標的，進行基因改造螢光魚之開發，同年邰港科技公司成功發
表了全球第一隻的綠色螢光觀賞魚，更於 2003 年應用育種遺傳及基因轉殖技
術，成功進行繁殖量產。由於當時國內基因改造產品尚未有明確銷售規範，因
此一個月內就銷售了 10 萬多條，以每條 18.6 美金的販售價格遠高出於同類觀
賞魚種的數倍之多，而此項創新技術成果榮登時代雜誌票選最佳發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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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產業商機之下，國內另一家觀賞魚業者芝林企業亦投入了此一新興生
物技術之開發，更積極與中研院、臺灣海洋大學及高雄海洋科大共同進行產學
研之合作研究，於 2010 年成功研發出全球首見的綠色螢光神仙魚及九間波羅
魚之中型慈鯛螢光觀賞魚（圖 5.5.3）
，使得世界各國產學研單位無不紛紛到臺
灣與業者及相關研究團隊進行商業合作洽談與學術交流。然而，2005 年漁業
法增訂第六十九條第三項明定「水產動植物涉及基因轉殖者，應完成田間試驗
及生物安全評估，始得推廣利用；其基因轉殖水產動植物田間試驗及繁、養殖
管理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相關基因改造水產動植物未通過田間試驗
是禁止販售的，且 2010 年代社會大眾對於基因改造之觀感不佳，在安全疑慮、
環境議題及輿論壓力之下，使得這項原本領先全球之臺灣獨有創新技術發展受
到阻礙。時至今日螢光觀賞魚之產品仍無法在國內進行銷售，更遑論出口到國
外，與此同時其他先進國家在基因工程技術與基因轉殖技術方面之研究開發也
陸續超越我國。

照片提供：芝林企業有限公司
圖 5.5.3 九間波羅魚之中型慈鯛螢光觀賞魚
目前全球唯一有基因 改造螢光觀賞魚合法上市販售的國家是美國，
Yorktown Technologies 公 司 建 立 了 GLOFISH® 的 專 利 與 商 標 品 牌 ， 包 括
DANIOS、TETRAS、LONG-FIN TETRAS、BARB 及 SHARKS 等五種螢光觀
賞魚商品（圖 5.5.4）
，基因改造已從螢光斑馬魚擴展到其他魚種。美國對於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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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基因改造觀賞魚的上市許可審核，主要考量是這類觀賞魚之魚種並非食用魚，
不會影響食物供應鏈，其次則是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裁定這類觀賞魚之原生魚
種已經在美國境內販售多年，且並未造成環境上的汙染，因此給予上市許可。

資料來源：GloFish® （https://www.glofish.com/）
圖 5.5.4 GLOFISH® 之基因改造螢光觀賞魚商品。
歐盟雖是國際上觀賞魚主要的交易中心，但其對於基因改造螢光觀賞魚
接受度較低，以釋出規範來說，歐盟各國均係依據歐盟執行委員會所訂定之
「90/220/EEC 指令」及 「2001/18/EC 指令」進行審核作業，故而在基因改造
螢光魚的評估與上市許可證的審核極為謹慎，目前並未認可任何基因改造螢光
觀賞魚在其國境內進口與進行商品販售行為。亞洲地區則是以日本為觀賞魚的
主要進口國，日本雖訂定基因改造生物使用規範之生物多樣性確保「卡塔赫納
法」及建立基因改造生物使用認可程序申請，規範當使用基因改造生物時，業
者需依照使用類別提出生物多樣性評估，並提交「緊急措置計畫書」與「監控
計畫書」，且對基因改造相關研究單位可進行實地檢查，同時規範上也明文列
出基因改造螢光觀賞魚相關上市前之審核辦法，但目前日本仍未核可相關基因
改造螢光魚產品進口與上市販售。
(二) 基因改造螢光觀賞魚之困境及契機
基因工程技術的發展，也為我國生技產業帶來了莫大商機與挑戰。基因
改造觀賞魚產業可說是我國基因改造生物產業化的先驅者，在此產業發展過程
中所遭遇的共同問題多存於法規規範與技術瓶頸，相關主管機關雖已極力協助
研擬基因改造螢光觀賞魚之上市許可辦法，制定了「基因轉殖水產動植物田間
試驗管理規則」
，並設置「基因轉殖水產生物田間隔離試驗設施」
，也輔導業者
進行相關安全性評估與產品上市前的驗證與推動，但相較於美國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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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仍採取較為謹慎的態度，所需審核作業與田間試驗時間較長，加上關鍵技
術尚未突破至能夠開發出 100%不孕或品種之基因改造螢光觀賞魚，使得業者
卻步不敢貿然進行田間試驗申請，也因此目前國內仍未有相關產品取得上市販
售許可。隨著基因編輯技術的突破，以及 CRISPR-Cas9 物種基因剔除技術的
系統建立，將可加速觀賞魚或螢光觀賞魚選育出特定體型大小、體態形狀與體
表顏色等特徵，或研發出真正達到 100%不孕的關鍵技術，為產業帶來極大的
發展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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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綜論
生物技術的進步帶來更多創新的新興育種產物，目前已有許多不含有外源基
因的基因編輯產物即將上市，不僅讓各國主管機關面臨挑戰，也與現有的基因改
造生物管理法規密切相關，各國主管機關需要即時地檢視目前的管理規範，針對
管理範圍做必要的調整。目前為止，僅少數國家提出明確的基因編輯產物管理規
範（表 5.6.1），加拿大很明確地以新穎性作物管理，歐盟以基因改造生物管理，
美國農業部及阿根廷採送件諮詢方式以確認是否管制，大多數國家包含美國的食
品藥物管理局、紐澳、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及我國都尚未有明確的管理規範。
基因編輯技術的應用，不僅是學研界積極研究發展以維持我國生物科技立足於國
際領先地位之契機，更是產業界突破基因改造生物框架，開創新興生物產業的關
鍵，過度嚴格的管理將會扼殺創新生物技術的發展及實現基因編輯技術的潛力。
創新技術需伴隨著有效管理、法規制定及實質應用，才能最大化帶動我國生物科
技產業創新與轉型發展。
表 5.6.1 各國對基因編輯產物的管理規範
基因編輯技術
第一類
第二類
定點核酸酶
定點核酸酶
（SDN-1）
（SDN-2）
豁免*
依個案決定*
USDA
美國
*可經諮詢判定是否受到管制
尚未公布
FDA
豁免#
依個案決定#
阿根廷
#
須經諮詢判定是否受到管制
加拿大
以新穎性作物管理
歐盟
以基因改造生物管理
澳洲、紐西蘭 尚未公布
日本
尚未公布
韓國
尚未公布
中國大陸
尚未公布
臺灣
尚未公布
國家

第三類
定點核酸酶
（SDN-3）
基因改造*

寡核苷酸
定點突變
（ODM）
豁免*

基因改造#

豁免#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整理，調查至 201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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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篇 新世代基因體技術之機會與挑戰
未來人類的糧食生產安全，由三個因子來決定：糧食、能源與水資源，而目
前糧食生產的最主要影響變因就是氣候變遷。氣候變遷來得非常迅速，應付氣候
變遷所帶來的影響對於科學家來說是很大的挑戰。基因體技術的快速發展為人類
提供有效率的工具，篩選出可以因應氣候變遷的基因體組，使各式農林漁畜物種
能夠對抗快速變化的環境。近年來新的基因體技術，尤其是 CRISPR/Cas9、分子
育種等技術，正為農業界帶來巨大的影響。除了研發成本較過去更為低廉，產品
設計及育種性狀提升更為精準，尤其可避免因導入外源基因所帶來的健康及環境
風險。而在全球能源安全、減碳、降低空汙的需求下，新世代基因體技術已使生
質能源的生產與應用具有經濟可行性。
為了增加各界對新世代基因體技術的認識，並且了解國際上最新的法規與產
業發展的趨勢，中技社與美國在台協會及台大生農學院合作，於 2018 年 11 月 1
日舉辦一場「基因體科技於農業之發展與展望」國際研討會，會中邀請到多位美
國、歐盟、日本的專家及國內中研院、台大、成大等學研機構之學者共襄盛舉。
研討會針對技術進展、國際法規趨勢、產業發展等議題進行主題演講，並在會後
舉辦綜合討論。研討會相關資料置於中技社網站，歡迎參考。本篇係彙編研討會
中專家提出的專業意見，以及本專題報告之相關內容，將各個面向之現況及可能
面臨的問題提出說明，期望各界能夠充分了解目前基因體科技在農業及能源領域
的機會與挑戰。
一、基因體技術在農業及生質能產業之潛力與現況
歐洲種子協會 (Europian Seed Association) 估計種子產業規模約 68 億歐元，
帶動農產品的產值約 700 億歐元，而農產品衍生的加工產品等的產值達 7,000 億
歐元，由此可知種子產業對於農業之重要性。目前基因編輯、分子輔助育種等技
術在植物、動物、微生物等領域都正快速推出相關產品，而作物改良、登革熱防
治、畜產等方面都是國內未來可能的應用方向。
基因工程用於增加生質燃料產量，也將是能源安全及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主
要選項之一，近年越來越受到重視，較為大宗的生質能包括甲烷、生質酒精及生
質柴油，主要用於發電及運輸燃料能源使用。2016 年全球生質能發電量約 504 億
千瓦時(TWh)，而全球生質能發電裝置容量約為 112 GW，估計約佔全球總能源
使用量之 6％，其中用於運輸業之生質酒精與生質柴油產量分別為 986 億公升與
308 億公升。過去認為生質燃料與糧食在種植上為競爭關係，尤其是在 2005-2008
年之間，生質燃料的增加與糧食價格上漲具有關聯性；但從 2008 年起，生質酒
精產量持續增加，但玉米價格卻震盪甚至大幅走低，兩者之間已無顯著的關聯性，
主要原因即在於基因改良技術的進步。近年來美國基改玉米產量持續增加，生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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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產量從 2013 年的每日 85 萬桶增加至 2017 年的 102 萬桶，其售價甚至已低
於汽油，已廣泛添加在美國的汽車中。此外，航空生質燃油研發取得很大進展，
波音、空中巴士等公司也都已使用生質燃油進行試飛，生質燃油作為航空業減碳
工具已具有可能性，也將是生質燃油產量持續成長的契機。
二、法規管理限制與挑戰
2016 年起，美國農業部解除對賓州州立大學利用 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
術所開發的抗褐變蘑菇之管制， Cibus 公司的基因編輯耐除草劑油菜也已在美國
及加拿大上市。隨著 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的發展，各國紛紛開始討論透
過基因編輯技術所生產之動植物是否屬於基因改造生物之規範與定義範疇，許多
國家之政府機構研提相關計畫並籌組專家學者研究會，討論基因編輯衍生產品管
理規範，目的不僅要確保創新的生物技術不會因管理制度而限制產業發展，更要
確保創新的生物技術產品不會破壞自然生態環境及影響人類、動物的健康。然而，
正當全球科學界對 CRISPR 的前景一片看好之際，歐盟的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於 2018 年 7 月 25 日裁定，針對使用 CRISPR 技術之生物(包括動
物、植物及微生物)判定為基因改造生物(GMO)，為後續發展增添了不確定性。
基因改造在我國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3 條第 11 項所定義之法規名詞；
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第 3 條第 2 項也明確地定義了基因轉殖。基因編輯產品若含有
外源基因就可以鑑定出來，但有些產品在特性上與天然突變無異，在技術上無法
區分，因此基因編輯產品若不含外源基因，是不是就屬於非基改產品，就法規上
仍有討論的空間。現行台灣的法規，即使產品中不含外源基因，但來自基改作物，
仍須加以標示，這是屬於消費者的權益。
從目前基改食品管理的制度來看，為確保基改產品的安全性，法規上採取從
嚴管理的態度，包括上市前審查、上市後監督、定期更新資訊等作法，其中基改
食品的安全性是消費者最關心的。基改食品的安全性評估是以傳統食品當作基準，
如基改黃豆與公認為是安全的傳統黃豆的比較，主要的比較有三方面，第一個是
組成分，有沒有因為基改的關係而有所改變，這個分析包含所有營養成分、是否
有有害代謝物，以及抗營養素；第二個是有沒有因為基改而產生或改變有毒的物
質，包括轉殖的外源基因產生的蛋白質是否有毒性，以及原本存在於作物中的抗
營養素與毒素的含量是否因為基改而有所改變；第三個是有沒有因為基改而產生
或改變致敏的物質，包括轉殖的外源基因產生的蛋白質是否有致敏性，以及原本
存在於作物中的過敏原的含量是否因為基改而有所改變。如果都通過這三方面的
檢測，就會認定這個基改食物是跟傳統食物是一樣的安全。
法規管理對於基因體技術產業具有重大影響，長期執行下來，也有一些聲音
對於是否要維持嚴格管理有不同的看法。根據歐盟食品安全管理委員會(EFSA)
超過十年經驗的專家表示，把基改產品與傳統育種產品做差異比對，從過去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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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的案例中，在科學上目前尚未看過有意義的差異；台灣目前也沒有上市的基改
產品因為安全的因素而被召回。因此，每個產品投入數千萬，甚至上億美金進行
基改食品的上市前測試，是不是具有實質的意義？還是應把確保食品安全的資源
用在刀口上，比如說農藥檢測，會更有意義。也因為有嚴格的法規限制，造成了
資金雄厚的公司才有辦法投入基改技術，也是過去少數公司可以壟斷市場的主因
之一。
基因編輯是用植物本身的基因進行改質，數千年來都是以此作為作物改良方
式，只是以更現代的方式來進行。由於科技的長足進步，基因編輯技術的演進已
達到精準編輯，可避免外源基因進入產品，與傳統育種的產品無異。雖然脫靶率
仍需注意，但若以植物及動物育種而言，因脫靶造成不良的性狀，在選拔過程中
即會被淘汰，因此還有篩選的機制可以排除不良的變異種，篩選後的產品將與一
般產品無異。
而在相關法規管理上，若美國、巴西、阿根廷等國家，將無外源基因產品視
為非基改產品，而不須受到基改法規的管制，將替生技公司省下大筆的法規驗證
成本，也將創造出相對於今日較為公平的競爭環境。因為投入成本降低，在美國
已有一些基因編輯相關技術的小公司開始崛起，有望打破被大公司壟斷市場的現
況。
到目前為止，僅少數國家提出明確的基因編輯產物管理規範，加拿大很明確
地以新穎性作物管理，歐盟以基因改造生物管理，美國農業部及阿根廷採送件諮
詢方式以確認是否管制，大多數國家包含美國的食品藥物管理局、紐澳、日本、
韓國、中國及我國都尚未有明確的規範，顯示各國對於基因編輯技術之管理仍未
有明確定論。目前台灣基改產品的法規管理，雖有討論空間，但若以既有的管理
方式來管理，未來在執行上將有困難，其原因在於 CRIPSR 技術所產生的產品，
既有的科學工具根本無法分辨其差異，與一般自然界的突變或經由雜交改良的品
種無異。再者，我國的糧食主要進口國，美國、巴西、阿根廷等國之法規若將此
類產品視為非基改產品，不需要登記，也不會去做後續的測試報告，但台灣仍保
有自己的規範，那要如何控管規範？是否有適當檢測工具？如果在實務上無法檢
測出來，與一般育種出來的產品是一樣的，又該如何去規範？台灣每年進口
400-500 萬噸的玉米，200 多萬噸的黃豆，還有約 110 萬公噸的小麥，因與產地
國在法規管理認知的落差，未來將造成法規管理與糧食進口的一大挑戰。
三、產業發展
相關技術與產品開發除了要投入一筆研發資金外，每個產品對於產品毒性測
試等驗證報告，還需要花費數千萬，甚至上億美金才有辦法通過法規的查驗登記，
進而獲准上市。育種業者過去在食品安全方面的紀錄良好，無論是美國、歐盟、
台灣，都沒有因為育種方面的問題而下架，因此業者對於投入大筆經費進行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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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測試的必要性存疑。在技術研發成本越來越低的情況下，因應法規管理所需
投入的成本，將是產業在當地能否順利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
過去由於各界對於基改產品的安全性存疑，因此須嚴格管理，但也造成大公
司才有辦法投入大筆資金進行研發與上市，也是過去少數公司壟斷市場的主因之
一。以巴西為例，巴西是全世界栽種基改食品最廣泛的國家，但栽種的面積這麼
高，卻沒有任何種子是來自於巴西國內。若基因編輯技術也是如此，法規管理嚴
格的國家將失去產業發展的契機。政府在思考法規管理問題時，也應考量國際法
規趨勢，以確保在地產業能夠有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
基因編輯技術已有一些小型公司投入市場，在美國較為開放的法規下，即使
僅有 5%市占率，也可以讓小型公司有生存空間。未來在策略上，小型公司只要
可以開發出好的性狀，可以互相合作放到對方的種源裡，將是這類型生技公司的
合作模式。對於小型公司而言，能不能發展起來，法規成本仍是重要因素。
台灣農業技術非常好，可是我們沒有那樣的資源去發展產品跟大公司競爭，
CRISPR 技術為研究機構與小公司帶來新的希望，像蘋果、馬鈴薯和蘑菇，都是
一些小公司開發出來的產品，或是一些研究單位就可以開發出來的產品，在不需
要花太多成本去證明安全性下，可以有很多新的產品推廣出來。即使台灣無法種
植基改產品，但也進口很多基改產品，如玉米、黃豆等，民眾也已吃了很多年。
過去台灣有很多好的技術，大都是因為法規限制而無法種植，失去很多機會，在
產業發展上是否應記取過往經驗，多方面權衡思考，才不會再次失去機會。
四、生質能技術發展潛力
從生質能技術的進展，最早期之生質能發展直接選擇可以生產高量油脂、糖
類或澱粉類等農作物為主，如玉米、甘蔗、甘藷、甜菜、高粱等，因此影響了人
民需求的糧食產量。新興能源作物的興起，可種植於貧瘠的土壤，加上氣候適應
性強等改良，使生質能作物逐漸具有經濟效益。目前在新興能源作物的主要開發
對象如生產油料的痲瘋樹、水黃皮；澱粉/糖類可以使用能源型甘蔗與甜高粱，
以及新興纖維能源作物如野生芒草與柳枝稷等。微生物可以快速轉化能源產物，
與分子生物學及基因工程的進步密不可分，透過基因工程與基因編輯技術進行效
能優化，可迅速開發出各種細胞工廠(cell factory)轉化生質料源為生質燃料的技
術。
五、因應氣候變遷
要改良的農藝性狀與園藝性狀有太多面向，不是只有抗殺草劑或是抗蟲，還
有對抗環境逆境，如乾旱、抗炎、高溫、低溫、淹水、病蟲害等，所要因應與解
決的問題非常多，需要集中眾人的智慧來完成這些任務。人口增加與環境變化速
度太快，如果還是依照目前育種的速度，不久的將來將會面臨很嚴重的糧食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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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惡化亦將遠高於預期，光是溫度的改變對產量的影響，就會讓人膽顫心驚。
若是不仰賴進步的新世代基因體技術，是否足以對抗極端氣候變化所帶來的衝擊，
也需進一步思考。
六、解決農民問題
從農民角度來看，能不能讓產量增加，產品賣得更好，例如增加鳳梨的保鮮，
延長櫥架壽命等新技術應用，讓台灣的農產品能夠突破外銷的困境，農民接受新
技術的意願應就會增加。畜產方面則是解決牛、豬、羊、雞等動物疾病的問題，
科學家與技術開發者需針對農民的痛點來研發。
七、環境永續
當新的科技導入農林漁畜等農業的生產，除了影響人類的食、衣、住外，更
直接與生態環境息息相關，需要考慮很多面向。當基因體技術逐漸降低對於人類
健康的風險後，對於生態環境的影響仍需要長期仔細地評估，是否會影響生態環
境，尤其是在生物多樣性方面，在溫室或田間的評估仍是需要的，都須好好界定
其影響與衝擊。此外，以目前耕種的狀況，仍須仰賴肥料與農業，才能讓農作物
生長的好並有一定的經濟價值，如果能透過基因改良技術，增加產值，並減少農
耕地，或是不需要太多農藥與肥料，就能讓種植的農作物更具經濟價值，這也是
需要列入考量。很多時候都需要有所取捨，尤其在環境影響方面更是需要全面審
慎思考的議題。
八、 消費者溝通
由於民眾與科學家在科學知識上的認知是有差距的，難以判斷新技術對健
康帶來的影響，因此在歷史上各種新科技推出時，造成的擔憂與疑慮也都在所難
免。事實上消費者對技術本身並沒有興趣，對於健康的影響或幫助才是消費者關
心的事情，如何證明或說明就成為科學家推動新產業技術發展的責任。
從科普的角度來看，社會大眾需要的是對於科技的正確認知，科學家需要
成為溝通的橋樑。根據長期投入農業生技領域的專家表示，在科學上，基因改造
就是改變一點 DNA，一點蛋白質，這些成分跟我們平常吃的食物成分是一樣的，
DNA 就是四個核苷酸所組成，蛋白質則是由 20 個胺基酸組成的，吃到腸胃裡面，
就有很多酵素把他消化掉，就跟其他食物一樣，所以安全性是沒問題的。這樣的
說明已有越來越多的民眾能夠接受，尤其是越有科學知識的民眾越能接受，事實
也證明過去接近 30 年的過程中，安全性是越來越不需要擔心的。不僅是基改或
非基改，使用的防腐劑與農藥用量可能才是直接傷害健康的因素，也應讓社會大
眾有了解的權利，以科學證據與數據做為論述的依據，開展與消費者與民眾的對
話。以上的優缺點的檢視，政府機關與業者應盡量做到公開透明，公平的讓消費
者有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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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前的社會氛圍，在管理上需兼顧民眾與 NGO 的疑慮，還要讓科學家的
研究做得下去，國外的產品能夠進得來，消費者又能信服是非常大的挑戰，這是
台灣目前的處境，也是專家學者與政府機關需持續努力溝通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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