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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基因改造?

Genetically Modified (GM)
非傳統育種技術

現代基因工程技術

基因重組、基因轉移、基因轉殖



什麼是基因改造生物?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GMO)
利用現代基因工程技術

將甲生物基因轉移植入乙生物

乙生物成為GMO
GMO包括植物、動物、微生物



什麼是基因改造食品?
GM Foods
從GMO製造出來的食品
分三大類:

1.本身含新基因: 大豆
2.加工食品含新基因: 豆腐
3.精製純化食品不含新基因:大豆油



基因改造食品的目的與意義

一、增加產量，解決糧食日愈缺乏的問題
抗病、抗蟲、抗逆境之基因改良

二、改善食品營養品質
提高胺基酸、維生素、抗體及風味

三、降低農藥污染維護生態清淨
抗病蟲害以降低農藥使用量、抗重金屬作物



世界上有那些

基因改造食品?



全球第一宗核准上市之基因改造食品

1994年美國加基公司生產之抗後熟番茄



主要基因改造作物之分佈

中國

1.菸草
2.棉花

加拿大

1.油菜籽
2.玉米

阿根廷

1.大豆
2.玉米

澳洲

1.棉花

美國

1.大豆
2.玉米
3.棉花







台灣有那些

基因改造食品?



台灣進口黃豆/玉米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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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豆 玉米
1995 2,582,088 6,521,265
1996 2,689,785 5,987,345
1997 2,757,532 5,786,226
1998 2,002,136 4,757,862
1999 2,354,508 4,823,072
2000(1-7) 1,448,609 3,065,565

單位/公噸

資料來源: 國貿局網頁

http://www.moeaboft.gov.tw/bi_trade/index_4.htm





木瓜輪點病毒(PRSV)

中興大學葉錫東教授
抗病毒基因轉殖木瓜 田間抗病試驗





一一、、常見的基因改造食品常見的基因改造食品

(一) 抗蟲害 (Bt系列)

(二) 抗農藥 (Roundup系列)

二、基因改造食品的檢驗

三、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

四、結論



基因改造食品-抗蟲Bt系列

Bt是蘇力桿菌 (細菌)

殺蟲劑 (生物農藥)

昆蟲的病原菌

有機農業、一般家庭廣泛應用

使用超過五十年，安全性高

蘇力菌含Cry毒蛋白

Bt作物帶有轉殖Cry基因



蘇力菌係產孢時形成伴孢晶體，內含結
晶毒蛋白(crystal)，具殺蟲能力。

殺蟲毒蛋白作用對象分:

1. cry I (鱗翅目) ：蝶、蛾類。

2. cry II (鱗翅目,雙翅目) 

3. cry III(鞘翅目) ：甲蟲類。

4. cry IV(雙翅目) ：蚊、蠅類。

5. cry V (線蟲)

基因改造食品-抗蟲Bt系列



基因改造食品-抗蟲Bt系列

蛋白質結晶 = 毒素前驅物

細菌孢子被昆蟲食入

結晶溶解於鹼性腸液

昆蟲腸壁細胞分泌酵素

酵素分解結晶蛋白質

Bt毒蛋白如何殺蟲?



基因改造食品-抗蟲Bt系列

蛋白質結晶 => 毒素

毒素溶解腸壁細胞

昆蟲中毒死亡

毒素蛋白質對昆蟲種類有特異性

對鳥類,爬蟲類,哺乳類無害



一一、、常見的基因改造食品常見的基因改造食品

(一) 抗蟲害 (Bt系列)

(二) 抗農藥 (Roundup系列)

二、基因改造食品的檢驗

三、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

四、結論

抗農藥基因改造作物- Roundup系列



嘉磷塞除草劑
Glyphosate Herbicide

(年年春)

Roundup

Monsanto孟山都公司

抗農藥基因改造作物- Roundup系列



抗農藥基因改造作物- Roundup系列

Roundup除草劑
特性:

1.廣效非選擇性
傷害雜草及農作物

2.系統性非局部性
吸收分佈傳達全株植物

3.阻斷光合作用
作用於葉綠體

4.阻斷芳香族胺基酸合成



抗嘉磷塞作物
Glyphosate Tolerant Crops

Roundup Ready

Monsanto孟山都公司

抗農藥基因改造作物- Roundup系列



一般植物

Roundup Ready

轉殖植物 CP4 EPSPS

EPSPS

EPSPS

抗農藥基因改造作物- Roundup系列

+ 嘉磷塞



1.EPSPS蛋白酵素基因
一般植物、細菌、黴菌

(動物沒有!) 
2.CP4 EPSPS基因
來自農桿菌

Agrobacterium sp. strain CP4

抗農藥基因改造作物- Roundup系列



Roundup Ready

轉殖植物

CP4 EPSPS

Roundup Ready Soybean (RRS)

Line 40-3-2 ( Monsanto,1995)

抗農藥基因改造作物- Roundup系列



一、常見的基因改造食品

二二、、基因改造食品的檢驗基因改造食品的檢驗

三、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

四、結論



二二、基因改造食品的檢驗基因改造食品的檢驗

(一) 檢驗什麼?

1.基因 DNA
2.蛋白質 protein



(二) 檢驗的方法

1.檢驗DNA
- PCR (聚合酵素鏈鎖反應)

2.檢驗蛋白質
- ELISA (酵素連結免疫血清試驗)



PCR檢測基因改造玉米Event176

(藥檢局五組闕麗卿博士提供)2%

Figure 4. PCR products amplified from delta-endotoxin and invertase gene regions 
of Event 176 GM-maize with primers CDPK-cry 03/04 (A), cry IA(b)-1/2 (B) and 
ivr1-1/2 (C).

0% 0.1% 0.5% 1% 5%



二二、基因改造食品的檢驗基因改造食品的檢驗

(二) 檢驗的方法

1.檢驗DNA
- PCR (聚合酵素鏈鎖反應)

2.檢驗蛋白質
- ELISA (酵素連結免疫血清試驗)



ELISA簡易檢測試條Strip:



二二、基因改造食品的檢驗基因改造食品的檢驗

我國基因改造食品之檢驗

-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
- 2000年建立PCR定性檢測方法
-基因改造大豆1種
-基因改造玉米5種



三三、、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

1.國科會(實驗室)

2.農委會(農作物)

3.衛生署(食物)



三三、、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

1.國科會(實驗室)

基因重組實驗守則

2.農委會 (農作物)

3.衛生署 (食物)



三三、、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

1.國科會 (實驗室)

2.農委會(農作物)

基因轉移植物田間試驗管理規範

基因轉移動物田間試驗管理規範

3.衛生署 (食物)



三三、、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

1.國科會 (實驗室)

2.農委會 (農作物)

3.衛生署(食物)
基因改造食品安全評估方法

基因改造食品標示辦法

基因改造食品查驗登記辦法



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法源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法源

第十四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用洗潔
劑、食品器具、食品容器及食品包裝，其製造、加工、調
配、改裝、輸入或輸出，非經中央主管機關查驗登記並發給
許可證，不得為之。登記事項有變更者，應事先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審查核准。

前項許可之撤銷、許可證之發給、換發、補發、展延、移
轉、註銷及登記事項變更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一項之查驗登記，得委託其他機構辦理；其委託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食品衛生管理法:  (查驗登記)



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法源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法源

第 十七 條 有容器或包裝之食品、食品添加物，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 顯著
標示下列事項於容器或包裝之上：

一、品名。

二、內容物名稱及重量、容量或數量；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應分別標
明。

三、食品添加物名稱。

四、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輸入者，應註明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
號碼及地址。

五、有效日期。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須標示製造日期、保存期限或保存
條件者，應一併標示之。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標示事項。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食品，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顯著標示營養成
分及含量；其標示方式及內容，並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食品衛生管理法:   (標示事項)



三三、、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
基因改造食品標示法規之考量:

- 正確標示基於嚴格品質制度

- 追查食品配方不容易

- 國際認可的取樣與檢驗方法尚待確立



三、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三、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
基因改造食品之標示

-強制/自願標示並行
-漸進式/三階段施行
-依產品加工程度
- 2~4年緩衝期
- GMO容許量5%



三三、、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

基因改造食品之標示
(一) 以基因改造黃豆或玉米為原料，

且該等原料佔最終產品總重量百
分之五以上之食品，應標示「基
因改造」或「含基因改造」字
樣。



三三、、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

基因改造食品之標示
(二) 以非基因改造之黃豆或玉米為

原料之食品，得標示「非基因
改造」或「不是基因改造」字
樣。



三三、、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

基因改造食品之標示
(三) 非基因改造之黃豆或玉米，若因採

收、儲運或其他因素摻雜有基因改
造之黃豆或玉米未超過百分之五，
且此等摻雜非屬有意摻入者，得視
為非基因改造黃豆或玉米。



三三、、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

基因改造食品之標示
(四) 使用基因改造之黃豆或玉米所製造之

醬油、黃豆油（沙拉油）、玉米
油、玉米糖漿、玉米澱粉等，得免標
示為「基因改造」、「含基因改造」
字樣。



三三、、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

基因改造食品之標示
(五) 前述標示字樣應加標示於品名或原料

成分之後或其他明顯處所，唯其字
體長度及寬度不得小於二公厘。



三三、、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

基因改造食品之標示
(六) 強制標示實施日期：
1.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農產品形態之黃豆及玉米，
括黃豆、黃豆粉、玉米、碎（粉）狀玉米。
2.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一日：以黃豆、玉米為主原料之初級
加工食品，包括豆腐、豆乾、豆漿、豆花、冷凍玉米、
罐頭玉米、黃豆蛋白製品。
3.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一日：其他較高層次含黃豆、玉米之
加工食品，惟不包括醬油、黃豆油（沙拉油）、玉米油、
玉米糖漿、玉米澱粉等加工層次高且最終產品中不含轉
殖基因片段或蛋白質之黃豆、玉米加工食品。



三三、、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

基因改造食品之標示
(七) 自願標示實施日期:

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





三三、、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外國)

日本強制標示制度

2001.4.1起施行
GMO容許量5%



三三、、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外國)

美國是主要生產與輸出國

GMO與傳統食品實質等同
2001.1.17宣佈自願標示規範



三三、、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外國)

歐盟規範嚴格

採取預防原則

1998.所有基因食品須標示
GMO容許量1%



三三、、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外國)

澳洲/紐西蘭共同管理
2000.12.7公告標示規範
GMO容許量1%



三三、、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國際組織)

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組織(CBD)
-生物安全議定書(Biosafety Protocol)

-規範「基因改造活生物體」 (LMO)



三三、、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國際組織)

聯合國食品標準委員會(Codex)
GMO統一規範 – 2003年 (?)



三三、、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國際組織)

世界貿易組織(WTO)
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SPS)

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TBT)



基因食品的四大爭議基因食品的四大爭議
一、食品安全

二、生態環保

三、社會倫理

四、國際貿易



基因食品的四大爭議基因食品的四大爭議

一、食品安全
- 毒素

- 過敏原

- 營養組成

- 基因轉移

- 抗生素標識基因



基因食品的四大爭議基因食品的四大爭議

一、食品安全
-案例1: 1998英國

基因改造馬鈴薯事件

-案例2: 2000美國
星鏈(StarLink)玉米



基因食品的四大爭議
一、食品安全

二、生態環保

三、宗教倫理

四、國際貿易





基因食品的四大爭議
二、生態環保

(一) 威脅非目標生物

(二) 降低生物多樣性

(三) 基因散佈污染生態

(四) 產生超級抗性雜草



基因食品的四大爭議
一、食品安全

二、生態環保

三、社會倫理

四、國際貿易



(一) 動物基因在植物裡

(二) 科學家扮演上帝

(三) 違反自然

(四) 生命智財權



基因食品的四大爭議
一、食品安全

二、生態環保

三、社會倫理

四、國際貿易



三三、、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國際組織)

重大國際貿易障礙與環保條約之衝突



一、常見的基因改造食品

二、基因改造食品的檢驗

三、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

四、結論



(一) 吃基因改造食品安全嗎?
世界衛生組織(WHO)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
均指出安全無慮

四四、結論一、結論一



(二) 吃基因改造食品會過敏嗎?
通過審核評估的都不會

基因改造食品安全評估重點之一

四四、結論一、結論一



(三) 基因改造植物有動物基因嗎?
目前上市商業生產的都沒有

沒有葷素的問題

四四、結論一、結論一



台灣民眾的接受度

四四、結論二、結論二



結論二結論二::台灣民眾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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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1999



台灣民眾接受度高…黃金米…防治污染

結論二結論二::台灣民眾的接受度



一、對基因改造食品的生產原理缺乏瞭解

二、並不強烈反對基因改造食品

三、購買食品時希望有選擇的權利；

即要求食品具有標示說明

衛生署2000年民意調查

結論二結論二::台灣民眾的接受度









切洋蔥會流淚的確是件不愉快的事，雖然不一定會令人傷心。洋蔥催淚的化合物
稱為propanthial S-oxide，它被認為能保護洋蔥免遭蟲害。日本千葉家庭食品公司
（House Foods Corporation）的Shinsuke Imai等人發現propanthial S-oxide是由一種
「催淚因子合成酵素」（lachrymatory-factor synthase）所製造出的。

過去的研究認為洋蔥的味道化合物是罪魁禍首。剁切洋蔥使那些化合物和洋蔥的
一般常見酵素allinase作用產生propanthial S-oxide，因此催淚因子是洋蔥滋味的副
產物。那意味著利用基因工程的方法改造洋蔥，會大大影響其味道。剛在美國華
盛頓州上市改良「無淚洋蔥」，嘗起來味道就是有差。

但這次的研究卻給了基改洋蔥的方法扳回一城。因為單一與滋味無關的酵素被發
現了。Imai的小組主張現在可以簡單地剔除該基因來製造「無淚洋蔥」。他們認
為就算改變了propanthial S-oxide的量會影響了洋蔥的辛辣口味，卻應該不至於造
成口味上的嚴重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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