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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是基因?

• 基因的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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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染色體上一段DNA序列，可轉錄成
RNA，再轉譯成蛋白質。

細胞

RNA

細胞核
染色體

基因/DNA

蛋白質

基因

• 基因：染色體上一段可轉錄成RNA，再轉
譯成蛋白質的DNA序列。

• 基因有顯隱性，但沒有好壞：

–正常基因vs.突變基因vs.有缺陷的基因

–正常紅血球vs.鐮刀型紅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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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基因)多樣性

有何重要性?

基因大作戰案例I

• 稻米：1970末期，東亞的稻作遭受「草狀矮化病」
的威脅，數千萬人的食物面臨重大危機。……

• 酪梨：1977年美國加州酪梨發生「枯萎病」，科
學家束手無策。……

基因大作戰案例I

• 稻米：1970末期，東亞的稻作遭受「草狀矮化病」
的威脅，數千萬人的食物面臨重大危機。科學家
搜尋「基因銀行」裡的47000種基因，最後是在印
度山谷找到一種不會感染這種病的野生稻，並在
三株中取得抗病基因，才挽救此稻米的生產危機。

• 酪梨：1977年美國加州酪梨發生「枯萎病」，科
學家束手無策。最後重回原產地厄瓜多爾，在一
處殘破的森林裡發現十二株酪梨的親緣種，由此
找到抗病基因，進而解救加州的酪梨產業。

稻米及酪梨的問題為何會發生?

基因大作戰案例II
• 咖啡：人類栽種的咖啡幾乎都源自於非洲衣索比
亞的少數野生種，今日世界各地農場上種植的咖
啡樹，只有衣索比亞野生種的1%。

• 可可樹：原產於亞馬遜河上游的厄瓜多爾，被引
進墨西哥的奧爾梅克帝國，再傳到馬雅人與阿茲
提克人手上，之後葡萄牙和西班牙人把這些樹送
到非洲和亞洲。1998年真菌病「蔟葉病」入侵巴
西，我們眼睜睜看著可可產量減少80%。現在又有
另一種真菌病「黑斑病」傳遍了拉丁美洲，很快
就要侵襲巴西，萬一不幸傳到西非，事態將難以
想像。遺傳學家莫塔梅爾(Juan Carlos Motamayor)
透過基因溯源發現，可可樹雖有10種主要品種，
但缺乏足夠的變異性來提供抵抗病害的能力。

• 咖啡或可可樹可能會發生什麼樣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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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多樣性
(基因多樣性)

• 遺傳多樣性 (genetic diversity)又稱為基因多樣性，
是同種個體間因為其生活環境的不同，經歷長時
間的天擇及突變所產生的結果。

番茄 (Solanum lycopersicum)

古巴蝸牛(Polymita picta)

遺傳多樣性
• 廣義的遺傳多樣性：指地球
上生物所攜帶的各種遺傳信
息的總和，因此，遺傳多樣
性也就是生物的遺傳基因的
多樣性。任何一個物種或一
個生物個體都保存著大量的
遺傳基因，因此，可被看作
是一個基因庫。

• 狹義的遺傳多樣性：指生物
種內基因的變化，包括種內
顯著不同的種群之間以及同
一種群內的遺傳變異。

遺傳多樣性
• 遺傳多樣性可以表現在分子、細胞或個體上。在
自然界中，對於絕大多數有性生殖的物種而言，
種群內的個體之間往往沒有完全一致的基因型，
因此種群就是由這些具有不同遺傳結構的多個個
體所組成。

• 族群的遺傳結構是由等位基因頻率所決定。

• 相同物種的遺傳基因組成大同小異，但這些「小
異」之處卻是維繫整個族群存續的重要元素：變
異愈豐富，對環境變動適應能力愈強。

遺傳多樣性
• 人類遺傳多樣性：性狀所表現的差異就是由基因的
差異所引起的。

–人類膚色：

–人類血型：

–冷熱或疾病耐受性：

–鐮刀型紅血球：

•與瘧疾共演化?

遺傳多樣性
• 人類遺傳多樣性：

–人類膚色/人類血型/冷熱或疾病耐受性/鐮刀型
紅血球：

–全基因組關聯分析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 study, or GWAS;又稱whole genome 
association study, WGA study, or WGAS)：在人類
全基因組範圍內找出存在的序列變異，如單核苷
酸多態性 (SNP)，在從中篩選出與疾病相關的
SNPs。

基因武器?

遺傳多樣性
• 基因的多樣性是物種演化的基礎，一個族群或物種
遺傳多樣性越高或遺傳變異越豐富，對環境變化的
適應能力就越強越，愈容易擴展其分佈範圍。

• 物種或族群的遺傳多樣性大小是長期演化的產物，
是其生存適應和發展進化的前提：基因突變及基因
重組是產生遺傳多樣性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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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突變：

–生物性：自然突變、病毒、基因重組等

遺傳多樣性的改變

成對染色體
染色體互換

複製染色體

• 基因突變：

–生物性：自然突變、病毒、基因重組等

–物理性：輻射線或紫外線等破壞DNA後，DNA
修補過程有可能會改變基因序列

–化學性：致癌物質、自由基或可與DNA反應的
物質

遺傳多樣性的改變

• 基因突變：

• 基因重組：

• 人為影響：

– 種植或畜養特定品系物種：

– 濫用抗生素：

– 基改作物vs.超級雜草(大豬草、豬草、加拿大蓬、
強生草、莧草以及長芒莧)：對除草劑「農達」
(Roundup)的主成份嘉磷塞(glyphosate)產生抗性

遺傳多樣性的改變
• 基因突變：

• 基因重組：

• 人為影響：

– 種植或畜養特定品系物種：

– 濫用抗生素：

– 基改作物vs.超級雜草：

– 種族戰爭：

– 人擇：

– ……

遺傳多樣性的改變

VS.

• 遺傳漂變 (genetic drift)：
指族群中等位基因頻率在
代際(有性生殖)發生隨機
改變，但與天擇無關的一
種現象。

遺傳多樣性降低 遺傳漂變
• 大族群不會發生遺傳漂變，遺傳漂變對小族群影響大。

• 遺傳漂變趨向於固定某一個等位基因，降低遺傳多樣
性，會改變族群演化方向，漂變後的新族群不能代表
原族群。

• 遺傳多樣降低，將使族群拓殖新棲地的能力下降，一
旦出現環境變動，將導致許多個體死亡，於是族群變
得更小，終至滅絕。

• 瓶頸效應與拓荒者效應(founder effect )會造成遺傳漂
變，降低遺傳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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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多樣性的變異
• 滅絕漩渦是保育生
物學及生態學用以
描述某一生物族群
邁入滅絕風險的連
鎖效應。通常發生
在個體數目少的族
群中，如果族群量
低到某一程度，就
有極高風險落入滅
絕漩渦，使得整個
族群邁向難以挽救
的衰亡，這個族群
量的門檻稱為「最
小可存活族群」。

小族群

更小族群

低生殖率

基因隨
機漂變

高死
亡率

個體及族
群適應力
下降

降低基
因變異

近親繁殖

遺傳漂變
• 瓶頸效應：由於環境的改變導致族群變小，如天
災非選擇性殺死族群中的個體，使族群數量銳減，
並使某些等位基因從基因庫消失，降低遺傳多樣
性，稱為瓶頸效應。

• 在族群瓶頸之後，遺傳多樣性可能會大幅降低，
先前基因庫中的適應性變異也可能消失。因為應
對環境壓力需要足夠的基因多樣性作為選擇的基
礎，多樣性的喪失將使存活下來的族群對新的選
擇壓力，包括疾病、氣候變化、食物來源變化等，
缺乏抵抗能力。

遺傳漂變

• 「拓荒者效應」或稱「創始者效應」：當一小群
個體脫離母族群自行建立新族群時，新建立的族群
的遺傳多樣性會遠低於母族群的遺傳多樣性。
– 統計學中，隨機抽樣的樣本數越小，越有可能產
生偏差。同理，離開母族群的小族群，極有可能
產生遺傳組成的取樣偏差。即使後來這個小族群
繁衍成和母族群一樣大的
新族群時，由於喪失了一
些遺傳多樣性，新族群也
不會擁有像母族群那麼高
的遺傳多樣性。

遺傳漂變
• 「拓荒者效應」或稱「創始者效應」：當一小群個
體脫離母族群自行建立新族群時，新建立的族群的
遺傳多樣性會遠低於母族群的遺傳多樣性。
–生物族群內的少數個體，遷移到新棲地定居後重
新建立的新族群，未與其他同種生物的族群交配
繁殖，因此拓荒新族群繁衍出的個體，其遺傳多
樣性會比原居
住地的母族群
低許多。拓荒
者效應一般發
生於對外隔絕
的島嶼、湖泊
或較為封閉的
新棲地。

拓荒者效應

•拓荒者效應如近親交配的概念，被廣泛應用：

–在保育上可以解釋為何以圈養繁殖復育瀕危物種
時，會碰到遺傳多樣性偏低的問題。

拓荒者效應

•拓荒者效應如近親交配的概念，被廣泛應用：

– …..圈養繁殖復育瀕危物種…..遺傳多樣性偏低

– 在醫學上可以解釋為何遺傳疾病在某些封閉的人
類社群特別普及：居住於美國賓州的Amish族群，
是早期由少數德國人移民至此，同族通婚繁衍的
結果，使Amish族群中攜帶有的隱性突變基因容
易造成罕見疾病。如：埃利偉氏症(患者身材較
矮小，還合併有多指（趾）症，約半數的患者有
心房中膈缺損或是單一心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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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遺傳多樣性
• 保護“在地”特殊品系：

–減少基因流失：避免獨尊

–發覺潛在價值：天生我來必有用

–增加環境韌性：

維護遺傳多樣性
• 保護“在地”特殊品系：

–減少基因流失：
–發覺潛在價值：
–增加環境韌性：
–種原中心：

•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
•台灣：

–種子庫：農業試驗所國家作物種原保存計
畫

–植物種原中心：林務局母樹林保存計畫、
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

–動物種原庫：澎湖青灣水產種原庫、畜產
試驗所畜產生物品種資源保存計畫

挪威朗伊爾

拯救遺傳多樣性

• 近親交配的結果使得頻臨絕種的黑腳貂族群具有極
近親緣關係，因此容易患遺傳疾病，也容易受到潛
在病原體或環境變化影響，而導致整個族群滅亡。

• 為了拯救黑腳貂，美國科學家計畫把標本中的
DNA重新導入黑腳貂族群，增加基因多樣性。
「基因重現及復原計畫」（Revive & Restore）可
透過複製或CRISPR基因剪輯技術等方式再導入現
存族群。目前科學家嘗試透
過上述方式讓滅絕物種例如
旅鴿復活，

CRISPR基因剪輯技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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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SPR基因剪輯技術
• CRISPR/Cas9被視為是細菌免疫系統，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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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很方便地在實驗室編
輯包括酵母菌、線蟲、果蠅、阿拉伯芥、斑馬魚、
小鼠、大鼠及人類細胞等的基因。

• 過往基因轉殖所需的基因來自現有生物，但新的基
因編寫能力及技術，不論在成本、精確度、長度及
速度等都一直在精進及改良，現在生物科技已經到
能輕鬆的以人工設計編譯遠超過10kb以上的基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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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被稱
為合成生物學。

CRISPR基因剪輯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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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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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PR基因剪輯技術
• 合成生物學應用範圍：

遺傳多樣性的利用
• 生物族群中遺傳變異的大小與其演化速率成正比：
對遺傳多樣性的研究可以揭示物種或族群的演化
歷史（起源的時間、地點或方式），也能進一步
分析其演化潛力和為未來的命運提供重要的資料，
尤其有助於探討瀕危原因及過程。

• 對於不了解的物種，我們是無法保護的：對珍稀
瀕危物種保護方針和措施的制定，如採樣策略、
遷地或就地保護等都有賴於我們對物種遺傳多樣
性的認識。

• 對遺傳多樣性的研究有助於人們更清楚地認識生
物多樣性的起源和演化，進而為動植物育種和遺
傳改良奠定基礎。

遺傳多樣性的利用
• 遺傳多樣性是物種演化的本質，也是人類社會生存
和發展的物質基礎：遺傳多樣性的研究無論是對生
物多樣性的保護，還是對生物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以及未來世界的食物供應，都有重要的意義。

• 班固的《漢書/
卷三十/藝文
志》：「仲尼有
言：『禮失而求
諸野。』……」

• 「一枝草、一點
露」 (台語)

遺傳多樣性的利用
• 遺傳多樣性強調了許多以前認為不起眼，甚至
是多餘物種的重要性：這些生物原來就存在，
只是我們未發現它對我們有何用途，所以一直
不予重視。

–海藻萃取物：化粧品及藥物等

–熱帶雨林：世界上最大的藥房

–雜草價值與功能：
–蚯蚓(地龍)：《本草綱目》

遺傳多樣性的利用

• 遺傳多樣性強調了許多以前認為不起眼，甚至是多
餘物種的重要性：

• 多樣性基因供人類進行動物育種或基因轉植用：
–蜜蜂：目前市面上的蜂蜜多半是由義大利蜂所生
產的，義大利蜂很勤勞，產蜜量很高，且牠們脾
氣好不大會螫人，更不太容易隨便落跑，這些遺
傳特性使得義大利蜂成為蜂農的最愛。而臺灣原
產的中國蜂（分布於中國、日本及臺灣），牠們
的蜜產量比義大利蜂低，而且容易逃跑，但義大
利蜂在臺灣高溫高溼的環境下容易染病，而中國
蜂則沒有這個問題。如果能將中國蜂的抗病基因
轉殖至義大利蜂，那麼蜂農的成本就會大大降低。

遺傳多樣性的利用
• 供人類進行動物育種或基因轉植用：
– 蜜蜂：
– 胰島素、生長賀爾蒙及凝血因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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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多樣性的利用
• 供人類進行動物育種或基因轉植用：
– 蜜蜂：
– 胰島素、生長賀爾蒙及凝血因子等：
– 水母螢光基因：螢光魚、….

遺傳多樣性的利用
• 供人類進行動物育種或基因轉植用：

• 選材：

–酗酒基因(RASGRF-2)：”快樂荷爾蒙”多巴胺

–運動基因：

–友善基因：狗vs.狼

–就業甄才：冷靜、剛毅、忍耐度、服從性？

遺傳多樣性的利用
• 最近十年生物科技快速發展，使各國開始重視遺
傳資源的價值，「基因產權」的觀念已逐漸普及。
過去「生物多樣性是人類共同遺產」的觀念早被
駁斥，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強調各國對其
生物資源擁有主權。該公約第十五條並規定：
「取得遺傳資源的決定權屬於各國政府，並依該
國法律行政。」因此，開發中國家紛紛立法保障
「本土基因」，確保基因資源不會在環境開發中
淪喪，甚至任人採集，他們也要求與先進國家共
享開發基因科技的利益。

基因及種源爭奪戰
• 國際上已經上演了許許多多場的基因、種源的爭
奪戰，先進的生技先進國家都想在生物多樣性公
約 (Convention of Biodiversity; CBD)體制下的生
物安全議定書簽字生效，開始強制約束地球上物
種的移動、變遷之前，儘量在還沒有規範的時候
利用技術優勢多搶一些基因或種源到自己手上，
到時候才能據以向買方叫價。

基因及種源爭奪戰

• 南方遺傳資源豐富的國家積極保護自己的動作，首
在一套完整的法令，例如，印度科學與技術部於

1990年頒布「重組DNA安全指南」、埃及在1994年
也制訂了「生物安全 -法律與指南」，中國也在1993
年發布「基因工程安全管理辦法」。

• 北方的生物技術先進國家在取得新種源不再那麼容
易後，竊取、拐騙南方遺傳資源豐富的開發中國家

種源的案例就不斷傳出，另方面對已掌握到手上的

一些基因、種源也就更嚴密的保護。

•

基因及種源爭奪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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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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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及種源爭奪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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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及種源爭奪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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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及種源爭奪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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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傳資源法
• 在台灣，儘管政府高唱生技產業的美好遠景，但
「基因產權」的觀念仍然薄弱，「生物安全法」
與「遺傳資源管理法」至今尚未正式討論。然而
不重視生物多樣性保育，侈談生技產業。

• 中央研究院院士周昌弘及推廣「生物多樣性」觀
念的台灣大學動物系教授林曜松指出，全球已有
30多個國家已經或正在制訂管理與保護遺傳資源
法．同時建立本土的基因資料庫。台灣呢？他說：
「我們將會慢慢地感覺到被別人限制，卻完全無
法限制別人，未來不但會失掉談判空間，更談不
上與別人共享利益。」

感謝聆聽

Dr. Jane Goodall ” Only if we understand can 
we care. Only if we care will we help. Only if 
we help shall they be saved.” 

(珍古德博士：「唯有了解，才會關心；唯有
關心，才會行動；唯有行動，生命才有希
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