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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O and GMF 

 

 GMO: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基因改造生物) 

 

 GM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基因改造食品) 



 

 定義 

是指利用”基因轉殖技術（gene transgenic 

techniques) 改良的植物、動物或微生物”所製造或
生產的食品、食品原料及食品添加物等。 

 就改造植物而言，現有之技術所能達成之改良特 

性有： 

抗蟲                       增加生長速度 

抗除草劑                改良營養價值 

延長保存期限         抗病  

耐運送                    抗低溫 

利於加工 

基因改造食品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ture Biotechnology 

 

巴西, 
印度 

第一個上市的基改作物  (1994年) 



 

   基因改造食品 

基因改造作物即是透過遺傳工程對作物於 DNA

層次上進行改進，以期生產符合人類希望之產物 
 
  傳統育種-研發時程久 
   限於同種或近原種雜交 
 
  基因改造-較快速 
   可以利用任何生物種的基因 



主要二種基因改造食品 
1. 抗蟲害  

   -蘇力桿菌 (Bacillus thuringiensis-Bt系列) 

   - Cry 蛋白質 

2. 耐除草劑農藥 

    - 抗嘉磷塞(Glyphosate- Roundup系列)，  

     含EPSPS 基因 

  - 抗固殺草，含PAT基因 



基因改造食品-抗蟲害的 BT toxin 

 蘇力桿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 BT) 

     - 孢子萌發大量分泌結晶毒蛋白-CRY蛋白質,又   

       稱為BT toxin 

    - 是一種昆蟲的病原菌 

    - 殺蟲劑 (生物農藥, 天然農藥) 

    - 有機農業、一般家庭廣泛應用 

    - 使用超過五十年，安全性高 

 將蘇力菌中的CRY基因轉植入植物中 

   - 基改植物就會生成結晶毒蛋白-CRY蛋白質(BT   

     toxin) 

  



http://www.healthworks.my/gmos/ 

天然農藥 蘇力菌 



https://www.slideshare.net/Adrienna/premarket-safety-assessment-of-gm-food-2013 

蘇力菌 

Cry 基因 

(BT 毒素)  

基改植物: 產生含有Cry 蛋白質 的作物 



https://www.slideshare.net/ditipriyahazra/bt-cotton-33450404 

以棉花為例 



https://www.slideshare.net/ditipriyahazra/bt-cotton-33450404 

公頃 



主要二種基因改造食品 

1. 抗蟲害  

   -蘇力桿菌 (Bacillus thuringiensis-Bt系列) 

   - Cry 蛋白質 

2. 耐除草劑農藥 

    - 抗嘉磷塞(Glyphosate- Roundup系列)，  

     含EPSPS 基因 

  - 抗固殺草，含PAT基因 



嘉磷塞除草劑(Roundup，年年春)的特性: 

1.廣效非選擇性地傷害雜草及農作物 

 

2.阻斷光合作用芳香族胺基酸合成 

 抑制芳香族胺基酸合成酵素EPSPS  

 (5-enolpyruvate shikimate-3-phosphate synthase) 

 

 

耐嘉磷塞大豆 ( Monsanto,1995) 

- Roundup Ready Soybean (RRS) 

- 抗農藥的基改作物 

 



耐嘉磷塞 

基改黃豆 轉植入來自於農桿菌
的CP4 EPSPS 

植物本身EPSPS 

耐嘉磷塞黃豆 ( Monsanto,1995) 

- Roundup Ready Soybean (RRS) 

- 抗農藥的基改作物 

 

耐嘉磷塞 

基改黃豆 



一般植物 

CP4 EPSPS (酵素) 

EPSPS 

EPSPS 

 嘉磷塞 

 

嘉磷塞 

 

耐嘉磷塞 

基改黃豆 

1. EPS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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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改造食品的優點 

 目前世界人口不斷增加 

 二OOO年達六十二億 

 二O五O年將會逼近百億。 

 增加糧食作物之產量 

 基因工程技術增加糧食作物產量稱為第二
次綠色革命，其將可解決世界糧食危機。  

 生產較健康食品 

改造健康的生態環境 

  增進人類健康 



傳統大豆 RRS大豆 

1. 促進雜草控制                   2. 增加產量 

3. 降低成本                          4. 減少土壤流失  







(大豆 75 百萬公頃) 
(玉米 50 百萬公頃) 
(棉花 20 百萬公頃) 
(油菜  5 百萬公頃) 















- 這類基改蘋果「不會變成黃褐色」 

- 使用「基因靜默(gene silencing) 」的分

子生物技術讓導致蘋果褐化的多酚氧化酶

(polyphenol oxidase, PPO)獲得抑制 

基因改造蘋果 Arctic apple 





基因改造馬鈴薯 

- J. R. Simplot Company 
- Innate potato 

主要訴求: 降低丙烯醯胺產生 

http://nehrc.nhri.org.tw/toxic/ref/丙烯醯胺 

 



http://nehrc.nhri.org.tw/toxic/ref/丙烯醯胺 

 



https://www.geneticliteracyproject.org/2015/05/27/scientist-and-mom-evaluates-
simplots-gmo-innate-potato/ 

基因改造馬鈴薯 

- J. R. Simplot Company 
- Innate potato 





https://morebrainpoints.blogspot.tw/2013/10/aquadvantage-salmon.html 

基因改造鮭魚 
- AquAdvantage salmon 
- 美國已核可，全球第一個核准上市的基改動物食品 



訴求點- 終年製造成長激素 
          - 養殖時間短 (24-30月 降至 18個月) 
          - 減少養殖成本約25% 
生產地- 加拿大的卵    巴拿馬養殖製成魚 
 
生態防護  - 三倍體 
          - 全雌性 
          - 溫度及陸地養殖設備           



食工所林奐妤研究員簡報 



食工所林奐妤研究員簡報 



基因改造食品之安全評估 



美國對 基改生物安全評估之要求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田間試驗及環境安全管理       

        “安全地生長 (Safe to Grow)”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食物及飼料安全管理     

        “吃得安全 (Safe to Ea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農藥對環境、食品及飼料之安全、 

         登記與販售管理 

          “對環境安全 (Safe for the Environment)” 



我國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 

分上、中、下游架構: 

•國科會 (實驗室) 

    基因重組實驗守則 

•農委會 (農作物) 

    基因轉移動植物田間試驗管理規範 

•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TFDA) (食物) 

基因改造食品查驗登記辦法 

基因改造食品標示辦法 

基因改造食品安全評估方法 

 





 

基因改造食品標示新制， 2015年7月1日起上路 
資料來源：食品藥物管理署 
 
，本次增修訂重點包括:  
1. 擴大實施範圍，將現行包裝食品擴大至食品添加物及散裝食品。  
 

2. 非基因改造食品原料非有意攙入基因改造食品原料超過3％，即視為基
因改造食品原料，須標示「基因改造」等字樣，較現行5％規定嚴格。  
 
3. 直接使用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於終產品已不含轉殖基因片段或轉殖蛋
白質之高層次加工品(如黃豆油、醬油、玉米糖漿等)，由得免標示調整至 
應標示下列之一：  
(1) 「基因改造」、「含基因改造」或「使用基因改造○○」。  
(2) 「本產品為基因改造○○加工製成，但已不含基因改造成分」或「本  
      產品加工原料中有基因改造○○，但已不含有基因改造成分」。  
(3) 「本產品不含基因改造成分，但為基因改造○○加工製成」或「本產 
     品不含基因改造成分，但加工原料中有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食品檢測分析方法 

 偵測其是否為基因改造食品之標的物 

 

  1. 轉殖基因 

  2. 抗生素抗性基因 

  3. 基因產物—(蛋白質)。  



基因改造食品分析方法 

 轉殖基因部分—聚合酶鏈反應法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分析, 定量PCR 

 

 轉殖表現蛋白質—酵素連結免疫吸附分析法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轉殖表現蛋白質—快速免疫檢驗試劑條 (Immunostrip) 

 

     轉殖表現蛋白質—西方墨點分析法 (Western blot  

     analysis) 分析 

 













基因改造食品安全評估報告 
(一) 『基因改造植物』之描述 
     1. 植物種類及轉殖品項  
     2.  改造之目的及性狀  
(二) 宿主植物及其食物用途 
      1. 俗名、學名及分類學資訊  
      2. 育種栽培及發展之歷史，特別是對有礙人體健康之性狀 
      3. 與宿主植物安全性相關之基因型及表現型資訊 
      4. 安全食用歷史， 
 (三) 基因提供生物（可包括類緣種）之描述  
     1. 俗名、學名及分類學資訊 
     2. 安全食用歷史資訊  
     3.  毒素、抗營養素及過敏原之有關資訊 
 (四) 基因改造之描述 
 (五) 基因改造之特徵 
     1. 嵌入植物基因體之轉殖 DNA 的相關 
     2.  提供基因改造植物體內任何新表現物質 



 
 
 
 
 
 
 
 
 
 
 
 
 
 
 
 
 (六) 安全性評估  

   1. 關鍵成分之組成分析  

       - 主要成分，如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纖維素、  

         水及灰分等 

       - 微量成分，如維生素及礦物質等， 

       - 抗營養素，如酵素抑制劑等，依植物之種類不同而異  

       - 主要毒素 

   2. 關鍵成分之組成依照國際公認之關鍵成分項目分析 

   3. 新表現物質之毒性初步評估 

   4. 新表現蛋白質之過敏誘發性初步評估 

   5. 代謝物之評估 

   6. 營養變異之評估 

 



. 新表現物質之毒性初步評估 

1. 胺基酸序列性評估 

   - 利用電腦資訊模擬的方法比對資料庫，新蛋白質 

    與已知毒性物質或抗營養素是否同源或結構相似 

2. 胃蛋白酶耐受性試驗 

   -利用人工胃液模擬新蛋白質在胃中被分解 

     的速率及安定性 

3.腸道蛋白酶耐受性試驗 

4.熱安定性試驗 

  -具有酵素活性的新蛋白質在加熱後的定性 

 

 



. 新表現物質之動物毒理試驗 

單一極限劑量之口服急毒性 

- 大鼠或小鼠 

- 每個劑量組使用至少10隻動物，雌雄各半 

- 胃管經口餵食，一次或24小時內多次餵食 

- 觀察至第14天 

- 期間測量體重和癥狀觀察 

- 試驗結束: 解剖，肉眼病理檢查，組織病理檢查 



. 新表現物質之動物毒理試驗 

全食品90天亞慢性口服毒性 

- 大鼠或小鼠 

- 每個劑量組雌雄至少各10隻 

- 自由餵食或胃管經口餵食連續90天 

- 高劑量組(不會影響營養失衡的最高劑量)，1/4及1/2高劑量 

- 臨床觀察，體重及食物消耗，血液檢驗，血清生化檢驗， 

  尿液檢驗，神經學測驗，解剖，組織病理檢查 





大鼠: 60000 mg/kg/day         人: 866 mg/kg/day      

MOS 值 (margin of safety): 安全邊際值 



NOAEL : no observable adverse effect level (in the most sensitive  

                    tested animal)  (不會造成不良反應的最高劑量) 

Acceptable daily intake  
- 每日連續食用食物或飲用水中的某物質(食品添加物，畜產用藥 或
農藥殘餘劑量) 而不會造成可察覺到的健康風險的一個每日安全攝取
量建議值。以體重為基準，ADI的單位為：毫克/每公斤體重 (mg/kg)
。 ADI = NOAEL/safety factor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