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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vs.合成生物學 

• 合成生物學對生物多樣性是否會產生衝擊? 

– 2014在韓國平昌舉行的第12屆生物多樣性公約
締約方大會(COP12)這個議題曾被提出討論，
然當時並未引起強烈的回應，更無具體的結論，
僅對「生物剽竊（Biopiracy）」提出明確的執
行方向。 

 



CBD12 - 生物剽竊（Biopiracy） 
• 生物剽竊（biopiracy）：過去跨國企業在第三世
界國家採集當地植物製藥，或改良原住民祖傳藥
方、療法後申請專利；而那些擁有遺傳資源與傳
統知識的國家、人民卻分文未取。 
 



CBD12 - 生物剽竊（Biopiracy） 
• 生物剽竊（biopiracy）： 

• 名古屋議定書：生物多樣性公約（CBD）51個會
員國批准了《名古屋議定書》，於2014年10月12

日正式生效。此議定書的目的在於保護各國擁有
遺傳資源的主權，確保「遺傳資源之取得與惠益
共享」，禁止強勢國家與跨國企業任意剽竊原住
民的傳統知識。 
 



CBD12 - 生物剽竊（Biopiracy） 

• 遺傳資源將永流傳：《名古屋議定書》也可稱做
《名古屋ABS議定書》，是規定遺傳資源利益分配
規則的新國際協議，通過適當的資金援助和技術合
作來保護生物多樣性，實現生物遺傳資源的永續利
用。其目的在於保障生物遺傳資源利益的公平、公
正分配。ABS是「access to genetic resources and the 

fair and equitable sharing of benefits arising from their 

utilization」的簡稱，A指「取得遺傳資源」；B指
「遺傳資源的獲益」；S指「遺傳資源的惠益要公
平分享」。 

 



CBD12 - 生物剽竊（Biopiracy） 

• 遺傳資源將永流傳：《名古屋議定書》也可稱做
《名古屋ABS議定書》，是規定遺傳資源利益分配
規則的新國際協議，…… 

• 實踐「愛知目標」：名古屋議定書生效，可說是
達成「愛知目標」第16項的一大步。該項內容是
「『基因資源取得與使用產生之利益公平與平等共
享』。」 

 



合成生物學in COP13 

• 合成生物學對生物多樣性是否會產生衝擊? 

– 2016在墨西哥坎昆舉行的COP13，有關合成生
物學、基因編輯(gene editing)或基因驅向(gene 

drive)的書面資料多達10多件，相關的side 

event近10場。 

–「Synthetic Biology and the CBD. Five key 

decisions for COP 13 & COP-MOP8」所楬櫫的
議題”Gene drive”、”Biopiracy”、”Socio-

economic impacts”及”Biosafety protocol and risk 

assessment” 。 



合成生物學 

• What is ”Synthetic biology”?  

• 「合成生物學」的定義? 



合成生物學 

• AHTEG (Ad Hoc Technical Expert Group) 給合成生
物學的定義 ”Synthetic biology is a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new dimension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that combine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to facilitate and accelerate the 

understanding, design, redesign, manufacture and/or 

modification of genetic materials, living organism and 

biological systems”  



• 基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 又稱為遺傳
工程、基因轉殖或基因
修飾，是使用生物技術
操縱有機體基因組，轉
移同一物種和跨物種的
基因，來改變細胞的遺
傳物質，達到改變生物
體的目的。 

• 轉殖基因來自現有生物 

 

 

 

生物技術 



• 基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 又稱為遺傳工程、基
因轉殖或基因修飾，是使用生物技術操縱有機體基
因組，轉移同一物種和跨物種的基因，來改變細胞
的遺傳物質，達到改變生物體的目的。 

• 轉殖基因來自現有生物 

 

 

 

生物技術 



• 基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 又稱為遺傳工程、基
因轉殖或基因修飾…… 

• 基因編寫的能力及技術，不論在成本、精確度、長
度及速度等各方面都一直在精進及改良，也就是說，
生物科技已經進步到能輕鬆的以人工設計編譯超過
數十kb的基因序列，甚至在可見的將來，有可能從
零開始來創造基因組，構築新的基因迴路(gene 

circuit) 。 

新的生物技術 

合成生物學
的目的在於
建立人工生
物體系，讓
它們像電路
一樣組裝及
運行。 



合成生物學 
• 基因編輯(gene editing)：主要是以稱為分子剪刀

(molecular scissors)的基因工程核酸酶(engineered 

nuclease)將生物體原有的DNA序列加以戡入、刪
減或取代。 

• 現有的基因工程核酸酶包括meganucleases，鋅指
核酸酶( zinc-finger nuclease; ZFN)，類轉錄活化因
子核酸酶(transcription activator-like effector-based 

nucleases; TALEN)及常間回文重複序列叢集/常間
回文重複序列叢集關聯蛋白系統 (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CRISPR-associated proteins; CRISPR/Cas)。 



合成生物學 
• Meganuclease基因剔除技術： 效率會受DNA甲
基化及染色體構造會影響 

 
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 



合成生物學 
• Meganuclease基因剔除技術：受DNA甲基化...影響 

• 鋅指核酸酶( zinc-finger nuclease; ZFN)及類轉錄活
化因子核酸酶(transcription activator-like effector-
based nucleases; TALEN)基因剔除技術：須經由繁
複步驟，組出擬辨認目標序列的蛋白區位，來辨認
並切割特定序列 

 

( zinc-finger nuclease; ZFN) 

(transcription activator-like 

effector-based nucleases; TALEN) 



合成生物學 
• Meganuclease基因剔除技術：受DNA甲基化…影響 

• 鋅指核酸酶( ZFN)及類轉錄活化因子核酸酶
(TALEN)基因剔除技術：須經由繁複步驟，…來辨
認並切割特定序列 

• 常間回文重複序列叢集/常間回文重複序列叢集關
聯蛋白系統 (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CRISPR-associated proteins; 

CRISPR/Cas) ：只要合成特定序列DNA或RNA即
可操作使用，在實行上較ZFN或TALEN更為方便快
速。         CRISPR/Cas 被認為是目前最方便、快速
及實用的基因編輯技術。 

 

 



合成生物學 
• 第一種CRISPR 在1987年
被發現，後又發現多種相
關蛋白如Cas9及Cpf1。到
2012年時，科學家了解
Cas9會經由與導引RNA

（guiding RNA）的結合，
得到辨認目標序列的能力，
進而切割目標DNA。因此
只要修改導引RNA的序列，
即可改變Cas9的專一性，
轉去裁切另一不同序列的
DNA。 



合成生物學 
• 本來不甚起眼的細菌免
疫系統CRISPR/Cas9，
被MIT的張鋒教授改造
成為一套簡單廉價的基
因改造工具，其設計與
操作容易的特性，可以
很簡單地在實驗室編輯
包括酵母菌、線蟲、果
蠅、阿拉伯芥、斑馬魚、
小鼠及大鼠等各類常見
模式生物，甚至人類細
胞的基因。 



合成生物學 
• 合成生物學應用範圍： 



合成生物學 
• 合成生物學應用範圍： 

– 農業方面： 

• 設計能帶來具抗病能力及能抵抗極端或惡劣
環境的農作植物品種。 

• 直接生產塑膠。 

• 以微生物直接生產香料或香精如鼠 

   尾草油(clary sage oil)或玫瑰花精油等 

 • 瑞士合成基因生物公司EVOLVA主要研發合成生物香草，
現有藏紅花、白藜蘆醇和甜葉菊等在生產線上，很快
這些產品都將會出現在市場上。藏紅花是世界上勞力
最密集且昂貴的作物；甜葉菊的甜蜜分子在該植物組
成中只佔不到百分之一，因此提煉的成本高昂；天然
生成於紅酒與巧克力當中的白藜蘆醇，可作為抗氧化
原料。 



合成生物學 
• 合成生物學應用範圍： 

– 農業方面： 

• 設計能帶來具抗病能力及能抵抗極端或惡劣
環境的農作植物品種。 

• 直接生產塑膠。 

• 以微生物直接生產香料或香精如鼠 

   尾草油(clary sage oil)或玫瑰花精油等 

• 動物長得更快更大。 

 • 新的乳製品是將不需要依靠乳牛。
Muufri這間新興公司使用工程酵母
發酵，製作成牛奶及羊奶；另外
還有科學家正在研發純素的基因
合成起司。 



合成生物學 
• 合成生物學應用範圍： 

– 農業方面： 

– 生物能源方面： 

• 改造細胞將纖維素更有效地轉化為醣及進一
步的酒精。 

• 進行碳中和化合作用，有助減少溫室氣體的
排放 



合成生物學 
• 合成生物學應用範圍： 

– 農業方面： 

– 生物能源方面： 

– 製藥業方面：改造細菌或酵母，大幅降低生產
成本，來生產抗瘧疾的青蒿素(artemisinin)或人
蔘皂苷等。 

– 醫療方面：使基因療法更 

    為可行，有助對抗癌病及 

    遺傳病。 



合成生物學 
• 合成生物學應用範圍： 

–農業方面： 

–生物能源方面： 

–製藥業方面： 

–醫療方面： 

–公共衛生方面： 

• 2016美國FDA通過以Oxitec基因改造 

   蚊子來對抗茲卡病毒(Zika virus) 



合成生物學 
• Oxitec將致死基因的 DNA轉殖入埃及伊蚊的卵中，
在這些蚊卵孵化後，選出雄性蚊釋放至野外，使
其與野外的雌蚊進行配對。由於雄性蚊不吸血，
因此釋放雄蚊並不會加劇茲卡病毒的擴散，然基
改雄蚊和雌蚊交配產生的後代會帶有該DNA而無
法存活至成年。 

• 此計畫在巴西皮拉西卡巴為期8個月的測試後，埃
及伊蚊的數量減少了82%，顯示Oxitec的方案可行。 

• 但此計畫擬在美國本土實施卻遭民眾連署反對，
原因是生態環境中少掉蚊子，是否會造成不可預
期的打擊？科學家對此沒有答案。當然，由於過
去基改的例子在民眾心目中的印象並不佳，因此
造成很多人對此作法抱著懷疑的態度。 



合成生物學 
• 合成生物學應用範圍： 

–農業方面： 

–生物能源方面： 

–製藥業方面： 

–醫療方面： 

–公共衛生方面： 

–人造生命： 



合成生物學 
• 克萊格·凡特的研究團隊在2010年5月宣布造出「第
一個合成細胞」，他們將百萬鹼基對的Mycoplasma 

mycoides基因組插入遺傳物質經移除的Mycoplasma 

capricolum 。雖然「我們不認為這是從頭湊成的細
胞，而是從已有的生命使用合成DNA創造生命」。 

• 他們認為，建造合成
生命會允許研究者通
過創造生命來了解生
命。還提議，延展生
命和機器的邊界，直
到兩者重疊，產生
「真正可以編程的生
物」 。 



合成生物學 

• 合成生物學對生物多樣性
會有何衝擊？ 



合成生物學 
• 合成生物學會增加生物多樣性或減少生物多樣性？ 

– 產生新物種 

 



合成生物學 
• 合成生物學會增加生物多樣性或減少生物多樣性？ 

–產生新物種 

–以基因驅向 (gene drive)的方式使得某些性狀或
特徵在單一族群中呈現的比例在短時間內大幅
提昇，所造成族群遺傳的影響仍有爭議，是否
會減少生物多樣性？ 

 



合成生物學 
• 合成生物學會增加生物多樣性或減少生物多樣性？ 

–產生新物種 

–以基因駕驅 (gene drive)的方式使得某些性狀或
特徵在單一族群中呈現的比例在短時間內大幅
提昇，所造成族群遺傳的影響仍有爭議，是否
會減少生物多樣性？ 

–當種植具抗病能力及能抵抗極端或惡劣環境的
農作植物品種，或以微生物直接生產鼠尾草油
或玫瑰花精油等時，有了特定DNA，物種保存
是否會被忽略？ 

 



合成生物學 
• 合成生物學會增加生物多樣性或減少生物多樣性？ 

• 合成生物學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有了合成生物學的技術，很多現在需要大規模
土地環境空間的生產，轉到精緻的生物化學工
廠，人類對環境開發及土地利用或生物實體資
源的需求會大幅降低，人類不用再擔心目前到
處發生的環境污染或物種滅種的威脅。 



合成生物學 
• 合成生物學會增加生物多樣性或減少生物多樣性？ 

• 合成生物學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 合成生物學對人類經濟的影響？ 

– 如前所述，合成生物學可減少環境的需求及開發；
減少醫學及公衛的支出；改進食物的生產；…… 

– 然而如此一來，現有小農或未開發中國家的經濟
特別是農業經濟將如何面對？ 

– 當基因編碼能如現行電腦語言般的操控時，生物
剽竊的問題將被提升到新的境界：目前所需的實
體運輸或走私問題，會被基因碼的傳輸或破解所
取代，有了基因碼，生產不再需要原始生物的實
體，先民智慧或特有種原產地的所有權等更不易
受到保護。 
 

 

 



合成生物學 
• 合成生物學會增加生物多樣性或減少生物多樣性？ 

• 合成生物學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 合成生物學對人類經濟的影響？ 

• 合成生物學對人類社會環境的影響？ 

–基因改造生物釋放到環境中，能否如科學家預
期的控制方式來運作？ 

–萬一合成生物因疏失或甚至是刻意操作(生化戰
劑)，因而發生無法控制的結果，造成對環境或
人類負面的影響時，這種生物災難有人能夠承
擔？ 

 

 

 

 



合成生物學 
• 合成生物學有無限想像空間，不但可改造生命甚至
可以創造生命，因此整個科技的發展不僅止於生物、
醫學、農業及製造業等需要關切，甚至整個人類社
會都應很嚴肅的重視它的發展，仔細認真的評估可
能造成的各種風險。 



合成生物學 
• 合成生物學有無限想像空間，不但可改造生命甚至可以
創造生命，因此整個科技的發展不僅止於生物、醫學、
農業及製造業等需要關切，甚至整個人類社會都應很嚴
肅的重視它的發展，仔細認真的評估可能造成的各種風
險。 

• 例如：先進合成微生物的複雜性，使根據遺傳序列和結
構等來進行功能預測，增加了新的不確定性，現有的風
險評估方法無法用來預測複雜的適應系統。此外，儘管
許多科學家認為轉基因生物體在自然環境中可能無法生
存或繁殖，但合成有機體是可以發生變異和進化，這引
起了人們的擔憂，擔心它們如果釋放到環境中，其遺傳
物質可能擴散到其它有機體，或者與其它有機體交換遺
傳物質。這種風險同樣與基改生物引發的風險類似，只
是要預先評估複雜的合成生物體的風險將更為困難。 



合成生物學 
• 人類用智慧改變生物基因排列或發展機械人來改
變生活，但是否有足夠智慧，不讓科技發展反過
來對人類造成傷害？ 

該踩油門還是剎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