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生物科技與基因改造作物 

第一節  生物科技之意義與發展 

第一項  生物科技之定義 

由於基因改造作物為生物科技下之產物，因此，在介紹基因改造作物之前，

應先對生物科技有所瞭解，所謂生物科技(Biotechnology)，其表面字義為「運用

生物體或其特性之技術，以及由其所衍生之其他技術」。根據美國國家科技委員

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NSTC)在其所發表之「美國生物科技

白皮書（Biotechnology for the 21th Century: New Horizons）中對於生物科技所下

之定義，其認為生物科技為「一套利用活生物體，或部分活生物體來改良產品、

改良動植物、或發展出有特殊用途之微生物之一系列新技術，這些新技術包括基

因重組、細胞融合和一些生物製造程序等」1。歐洲生物技術聯盟(European 
Federation of Biotechnology)對生物科技之定義則為「生物技術為自然科學與工程

科學之整合運用，以達有機體、細胞及其部分及其分子類似物於產品開發與技術

服務上之應用2」，係從另一角度來定義生物科技。 

日本通產省工業技術院則將生物科技定義為「利用生物體及其機能或模擬利

用其特性以進行物質生產之技術均屬之3」。我國經濟部工業局則將生物科技定義

為「運用生命科學方法（如基因重組、細胞融合、細胞培養、發酵工程、酵素轉

化等）為基礎，進行研發或製造產品，或提升產品品質，以改善人類生活素質之

科學技術4」。而亦有明確區分廣義與狹義5之生物科技，認為廣義之生物技術係

「總合微生物學、動物學、植物學、細胞學、化學、物理學、乃至工程學等科學

而成之技術學門」；而狹義之生物科技則是指「新發展之關鍵技術，例如遺傳工

                                                 
1 Biotechnology is a set of powerful tools that employ living organisms (or parts of organisms) to make 
or modify products, improve plants or animals, or develop microorganisms for specific uses. Examples 
of the "new biotechnology" include the industrial use of recombinant DNA, cell fusion, novel 
bioprocessing techniques, and bioremediation. See Biotechnology for the 21th Century: New Horizons, 
available at http://www.nal.usda.gov/bic/bio21/intro.html. (last visited at 2005/4/29).  
2 參林麗文，生物技術產業之智慧財產權管理，私立東吳大學法律學系法律專業碩士論文，2001
年 5 月，頁 4。 
3 參張朝龍，生物技術專利權保護程度於進入模式的影響性探討，國立東華大學國際企業管理研

究所碩士論文， 2000 年 6 月，頁 57。 
4 參朱文深，生物技術與基因改造食品，環境檢驗雜誌第 34 期，

http://www.niea.gov.tw/month/issu.htm. (last visited at 2005/4/26). 
5 此之所謂廣義或狹義之區分，其中廣義生物科技包含傳統生物科技與現代生物科技，而狹義之

生物科技即僅指現代生物科技。而現代與傳統生物科技之區分係在於利用生物體之技術過程，see 
generally Michael John Gulliford, Much Ado About Gene Patents: The Role of Foreseeability, 34 Seton 
Hall L. Rev.711, 716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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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技術、蛋白質技術、及細胞融合瘤技術等」6。本文主要探討之生物科技則係

經濟部工業局所下定義之生物科技，亦即所謂狹義定義之生物科技7，且將著重

點將放在農業生物科技中之基改作物部分。 

第二項  生物科技之發展 

自 1953 年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二人發現去氧核糖核酸(DNA)雙股螺

旋結構為遺傳之基本構造以來，創新了生命科學之新里程碑。到了 1972 年，

Stanford大學Stanley Cohen教授發現質體DNA能送到大腸桿菌中進行體外大量培

養；以及加州大學Herbert Boyer教授發現革命性酵素—EcoR1，利用此限制性核

酸酵素，能將質體DNA的特定片段核酸切割下來，從此開啟了基因操作技術的

時代8。於 1988 年，美國開始推動人類基因解碼工作，1990 年跨國合作共同進行

人類基因組計畫，且同時各國開始展開基因組解碼後的專利競爭，而在 2001 年

人類基因組定序完成。生物科技之應用發展至今，其範圍包括生物醫學製藥、農

業、環保、食品和特用化學品等方面9。詳細之發展歷程可參見表 2-1。 

至於前所述之基因操作技術，事實上包含基因重組與基因轉殖技術，而何

謂基因重組技術，簡而言之，係指一項在體外進行去氧核糖核酸剪接的技術。利

用限制性核酸酵素，將特定的基因從染色體上切下，再用核酸連結酵素，將剪下

的基因連結到特定的載體上，最後將含有特定基因的載體送至大腸桿菌內培養以

便獲得大量的特定基因。然後配合基因轉殖技術，將特定基因送到動物或植物體

內表達，以達到基因轉殖的目的。這裡所稱之載體，有時候也被稱為質體，它是

細菌體內游離的核酸，具有承接外源基因以及將其帶至特定細胞內的能力。至於

基因轉殖技術，則是利用轉殖器如顯微注射器或基因鎗，將含有特定基因的質體

送到動物或植物體細胞及胚中，使特定基因在體內發揮功能的技術10。 

且事實上，基因重組技術又與細胞融合技術構成近代生物科技之基石，近

年來基於此基礎又開發出許多新技術以及新的應用領域，例如蛋白質工程技術可

以用來改進蛋白質的結構和活性，生物奈米技術可以用來製造生物感應器、生物

                                                 
6 參田蔚成主編，生物技術，2001 年 2 月，頁 32。 
7 亦即僅指現代生物科技。 
8 See David C. Hoffman, A Modest Proposal: Toward Improved Access to Biotechnology Research 
Tools by Implementing A Broad Experimental Use Exception, 89 Cornell L. Rev. 993, 1013-15 (May, 
2004). 
9 See Qin Zhang, A Proposed Global Solution for the Public and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9 Sw. J.L. 
& Trade Am. 195, 202 (2002/2003). 
10 參洪健睿、張清俊，生物科技的應用—農業生物技術，科學發展第 373 期，2004 年 1 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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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片和藥物輸送系統，組織工程技術可以利用幹細胞修補受損的器官，以及動物

複製技術可以利用細胞核轉移方法複製動物等11。 

時間 發展 
1882 年 德國胚胎學家 Walther Fleming 在顯微鏡下發現即將分裂之細胞核中

存有細絲，而此細絲即為所謂之染色體。 
1910 年 Thomas Hunt Morgan 證實遺傳因子存在染色體內，建立遺傳的染色

體說（Chromosomal Theory of Inheritance），並於 1993 年獲得諾貝爾

獎。 
1928 年 Alexander Fleming 開始進行抗生素盤尼西林的研究。 
1944 年 Oswald Theodore Avery、Colin Macleod 及 Maclyn McCarty 證實遺傳

物質在 DNA，而不是在蛋白質內；引起科學家對於去氧核糖核酸

(DNA)的廣泛研究。 
1953 年 生化學家 James Watson 和 Francis Crick 發表去氧核糖核酸(DNA)具雙

股螺旋構造，獲得 1962 年諾貝爾獎；開啟現代基因研究大門。 
1969 年 Jonathan Beckwith 及 James Shapiro 等人第一次分離出基因。 
1970 年 Har Gobind Khorana 等人以人工方式成功合成第一個基因。 
1973 年 Stanley N. Cohan 和 Herbert W. Boyer 剪切、拼接 DNA，對 DNA 進行

改造，成功的重組 DNA，並將新的 DNA 放入細菌內繁殖；開啟基因

工程技術的大門，代表現代生物科技的誕生。 
1978 年 首次利用基因工程產製人類所需蛋白質，使細菌製造胰島素。 
1980 年 Martin Cline 等人創造出基因轉殖老鼠。 
1983 年 生化學家 Kary B. Muliis 發明聚合脢連鎖反應技術(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該技術可快速製造大量特定 DNA 片段，加速基因檢

測和定序科技之發展，是研究生物科技相當重要的方法；獲得 1993
年諾貝爾化學獎。 
另 Mary-Dell Chilton、Jeff Schell、Robert Fraley 等人成功栽種出基因

改造作物。遺傳工程的技術已進步到可以利用農桿腫瘤菌載體將微生

物的基因送到菸草染色體，並且順利地表現出其性狀，就遺傳工程技

術而言，算是進入一個新的紀元。 
1990 年 人類基因研究計畫(Human Genome Project, HGP)正式展開，主要目標

包括決定 DNA 中 30 億個鹼基的排序、辨識人體大約 30,000 個基因、

將相關資訊儲存到資料庫中、開發快速有效的研究技術與工具、技術

移轉及討論衍生的道德及法律問題等等。 
1997 年 蘇格蘭 Roslin 研究所 Ian Wilmut 帶領之團隊，成功的由成羊乳腺細

                                                 
11參蕭世裕，生物科技的應用，available at http://nr.stic.gov.tw/ejournal/NSCM/9301/9301-00.pdf. 
(last visited at 200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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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複製出世界聞名之桃莉羊。 
2001 年 人類基因計畫定出所有人類 DNA 序列，而人類 DNA 序列發表後，

基因研究熱烈展開。 

表 2-1 生物科技之發展史12

第二節  生物科技產業之現況與前景 

第一項  概說 

在介紹完生物科技之定義與現今生物科技之發展之後，對於生物科技產業之

現況與前景之瞭解，在此也是必要的。因為若僅瞭解生物科技技術之發展到什麼

樣之程度，但是不去瞭解在產業上這些技術如何被利用，實不具任何意義。以下

即先從全球生物科技產業發展之發展現況與前景分析起，之後再進而分析我國生

物產業之發展現況。 

第一款  生物科技產業之定義與範疇 

生物科技產業一般指運用生物程序、生物細胞或其代謝物質來製造產品及改

進人類生活素質的技術產業，現今生物科技之運用已廣布生技醫藥、農業生技、

特用化學、再生醫學、生物晶片、檢驗試劑、食品生技、環保生技、生技服務業

等13。以下即以表 2-2 說明生物科技相關產品與產業間之關聯性。 

 產品類別         生技應用產品 
生技醫藥產品 •基因工程蛋白質藥物 

•血液製劑 
•疫苗及類毒素 

•過敏原製劑 
•基因治療 
•幹細胞 

特用化學品 •生技化粧品 •工業酵素 
農業生技產品 •基因轉殖植物 

•基因轉殖動物 
•動物用藥(含水產) 

•花卉組織培養 
•生物性農藥 
•生物肥料 

醫療/檢測產品 •生物晶片 
•生醫材料 

•醫用診斷試劑 

食品生技產品 •保健食品 •食用酵素 

                                                 
12 參高逢時，生物科技大事記，available at http://home.pchome.com.tw/science/dotttech/biotech.pdf. 
(last visited at 2005/6/15)；葉錫東等人合著，植物基因轉殖之原理與應用，頁 1，available at      
http://www.tles.cyc.edu.tw/book/book1.htm. (last visited at 2005/6/15).  
13 參許世明，生物科技產業，收錄於醫藥基因生物技術教學資源中心主編，後基因體時代之生

物技術，2003 年 7 月，頁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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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食品 
環保生技產品 •生物製劑 

•環保檢驗試劑 
•生物可分解材料 

生技/醫藥支援性服務 •實驗儀器/材料供應 
•平台技術服務 
•智財/技術鑑價 
•創投 

•委外研發服務(CRO) 
•委外生產服務(CMO) 
•資訊服務 
•人才培訓 

表 2-2 生技相關產品與產業之關聯14

第二款  生物科技產業之特性 

生物科技產業之特性主要可以分為兩方面來說，一方面是有關於其研發技術

與能力，另一方面是有關於相關政府法令政策，首先，就研發技術方面而言，由

於對於生物科技產業來說，大量研發為其成功之關鍵，故屬於一知識密集之產

業，且需要跨領域知識之整合，人才對於生物科技產業來說亦是公司最重要之資

產。且因研發通常無法短期見效，在初期需要大量資金之投入，而資金之回收卻

需一段時期過後。另因為研發之重視，對於智慧財產權亦相當重視，欲藉此制度

獲得專有權利而取得經濟效益15。 

而就政府法令政策面來說，政府對於生物科技產業採取高度管制，亦即相關

產品之安全性控管高，相對的由於此產業之前瞻性高，對於人民之影響亦大，政

府多採取鼓勵之措施16。 

第二項  生物科技產業在全球之發展與前景 

而根據OECD and Consulting Resources Corporation報告資料顯示，2003 年全

球生技產業市場價值達 740 億美元，預估 2013 年達 2,100 億美元。而 2002 年全

球生技產業營業額達 414 億美元，投入研發經費達 220 億美元，但產業仍處於虧

損階段(虧損 125 億美元)，全球生技公司約 4,362 家，其中 613 家公開上市，美

國佔上市公司的營業額約 73%，其次為歐洲(20%)、加拿大(4%)，亞太地區僅佔

3%17。而美國不僅是世界生技產業之先驅，亦為生技產品使用之大國，依據

                                                 
14 參林瑩禎，台灣生物科技產業發展現況，兩岸經貿月刊，2004 年 8 月號，available at 
http://www.seftb.org/mhypage.exe?HYPAGE=/03/03_content_01.asp&weekid=62&idx=2. (last visited 
at 2005/6/15). 
15 參田蔚城主編，生物產業與製藥產業(上)生物產業，1998 年，頁 4-6；溫東洲，生物技術產業

新產品發展關鍵因素之探討，頁 3-16；劉常勇，生物科技產業發展策略個案研究，

http://cm.nsysu.edu.tw/~cyliu/case/case11.doc. (last visited at 2005/6/8). 
16 同前註。 
17 參林瑩禎，前揭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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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Market Report之資料顯示，美國生技產品主要銷售額預估於今年(2005)
可達到 279 億美元，且雖然從前面所顯示之數據可知，世界各國發展生物科技產

業尚非主要獲利之行業，不過各國皆看好其未來發展性，均認為生物科技產業雖

為一新興產業，但卻是潛力無窮，而因此許多國家均將之列為國家發展之重點產

業18。 

第三項  生物科技產業在我國之發展與前景 

第一款  我國發展生物科技之歷程 

就我國而言，我國發展生物科技之歷程可分為三個時期： 

 一、傳統生技產業發展期(1982 以前)：  

此時期以傳統發酵與醇造產品為傳統生技產業主力，其產品如醬油、醋、酒、

乳酸飲料、胺基酸(主為味精)，酵素與抗生素、有機酸(檸檬酸為主)等19。  

二、生技產業萌芽期(1982-1994)： 

在此時期，國科會於 1984 年擬定推動大型生物技術研發計畫，並設立財團

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行政院則是開發基金參與投資成立了台灣第一家生技公

司─保生製藥。1988 年農委會將農業生物技術列入國家級試驗研究計畫，1993
年經濟部與製藥產業界共同成立「財團法人製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1994 年中

研院組成生物技術推動委員會，且同年國科會也完成生物技術學門及資源規劃工

作20。 

   三、生技產業雛型期(1995-至今）: 

於 1995 年經濟部通過「加強生技產業推動方案」成立「生物技術產業指導

小組」，且同年衛生署也設立「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1996 年時，國科會

成立台南科學園區，設立農業生物技術專業區，並推動「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科

技計畫」、「基因醫藥衛生科技尖端研究計畫」等。同年經濟部也成立「生物技術

與製藥工業發展推動小組」；衛生署設立「國家疫苗研發中心」。1997 年，經濟

部召開第一次生物技術產業策略(SRB)會議，核准「經濟部所屬事業協助中小企

業推動研究發展方案」，由中油、台糖及台電公司的研發經費提撥 10~20%支援

                                                 
18 參許世明，前揭註 14，頁 460~461。 
19 參許世明，前揭註 14，頁 467~468；蘇遠志，生物技術產業國內外市場發展趨勢，生物醫學

報導第 1 期，2000 年 4 月，available at 
http://www.cbt.ntu.edu.tw/General/BioMed/Biomed1/Biomed1Su123.htm#1. (last visited at 
2005/6/15). 
2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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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從事生物技術研發工作。且行政院開發基金通過「行政院開發基金投資

生物技術產業五年計畫」21。 

1998 年時，衛生署設立「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中研院籌組生物農業

科學研究所。1999 年工研院成立「生物醫學中心」。2000 年時經濟部委託生技中

心執行「BioFronts計畫」。2001 年經濟部推動「中草藥產業技術發展五年計畫」，

「設立「行政院生物技術產業單一窗口」。同年中研院設立國家型基因體研究中

心。2002 年經濟部規劃籌組「生物科技產業投資聯誼會」及「生技創業種子基

金會」。2003 年則提出兩兆雙星計畫22。 

第二款  我國生物科技產業之產業現況 

2003 年我國生技產業總營業額約新台幣 1,316 億元。其中新興生技產業營業

額約新台幣 296 億元，廠商約 223 家，平均每家營業額約新台幣 1.33 億元。製

藥產業營業額約新台幣 614 億元，廠商約 429 家，平均每家營業額約新台幣 1.43
億元。另外比 2002 年增加 28%的醫療器材產業，營業額約新台幣 406 億元，廠

商 397 家，平均每家營業額約新台幣 1.02 億元。從 1997-2003 年，我國生技公司

依營業類別，國內屬於生技醫藥的公司最多，約占生技公司總數的 27%；醫療/
檢測類約占生技公司總數的 21.6%。 其餘則為食品生技、生技/製藥支援服務業、

農業生技、環保生技及特用化學生技等23。  

我國投入生技相關產業的投資金額自 1997 年起開始穩定成長，在 2001 年度

創歷年紀錄，達到最高峰，投資額為新台幣 215 億元。2002 年生物技術相關投

資額約新台幣 204 億元，2003 生技投資案計 93 件，投資金額總計約新台幣 213
億元。 我國上市上櫃公司中，五鼎生物技術(股)公司是國內第一家上櫃生化股

的公司，懷特新藥則是國內第一家到證券市場發行的新藥研發型生技公司，迄

今，我國生化科技上市上櫃公司已有 20 餘家24。  

第三款  我國生物科技產業之發展趨勢 

整體來說，台灣自 1982 年行政院頒佈「科學技術發展方案」明訂生物技術

為八大重點科技之一後，即開始推動生物科技產業之發展，目前行政院積極推動

的兩兆雙星產業發展計畫所指的雙星即是數位內容產業及生物科技產業25，但其

                                                 
21 同前註。 
22 同前註。 
23 參經濟部生物技術與醫藥工業發展推動小組全球資訊網，

http://www.biopharm.org.tw/2t2s/situation.html. (last visited at 2005/6/7). 
24 同前註。 
25 參丁錫鏞，台灣科技產業的回顧與前瞻，科學月刊，available at 
http://www.scimonth.com.tw/article.php?arid=667. (last visited at 200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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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發展近二十年，直至最近幾年生技產業才有穩定成長趨勢，其原因可歸因於生

物技術產業之價值鏈長，孵育期長，研發與投資密集26。 

且由於國外生物科技產業之發展已遠遠超過我國現今之發展，為此台灣必須

依照本身所具備之科技水準，所擁有資源及特色加以發揮，尤其考量到台灣有限

的資金及人力的投入，實有必要選擇具備競爭優勢的項目，將研發、生產、資金

能力集中於這些項目上，否則將難和國外之強勁競爭者競爭。而在生物科技之眾

多領域中，台灣的農業技術是唯一被全球認定為前 12 強之進國家，因此在既有

農業技術基礎上，運用生物科技來發展高附加價值的精緻農業，為台灣發展生物

科技最具利基之領域，同時，對於台灣農業來說，亦是未來發展之正確方向27。 

不過農業生物科技產業現今仍尚屬萌芽階段，除政府每年投入之研發經費

外，產業界投入之研發經費甚少，基因改造作物目前在我國亦僅屬研發階段，實

待產業界與政府機關之持續投入與努力。即以表 2-3表現出我國自 1993年至 2003
年整體在生物科技方面所投入之投資額及成長率，藉以表示我國推動生物產業之

狀況。     

 

表 2-3 我國推動生物產業之狀況28

                                                 
26 參張靜文、李武忠、陳郁蕙，全球農業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政策研究／台灣農業生物技術現況，

http://agbio.coa.gov.tw/information_detail.asp?dno=2946&ito=32&item=4. (last visited at 2005/6/15). 
27 同前註。 
28 參我國生技產業概況，科技年鑑生技網，http://biotech.nsc.gov.tw/3-03.html. (last visited at 
20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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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基因改造作物之意義與發展 

第一項  基因改造作物之意義 

第一款 基因改造生物體之定義 

「GMOs」是近年來我們耳熟能詳的一個名詞，其原文為「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其中文譯名尚未統一，本文則將之譯為「基因改造生物體」。

而根據聯合國農糧組織（FAO）、世界衛生組織(WHO)所共同組成之「食品標準

委員會」及歐盟規範基因改造有機體蓄意釋出指令對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所下之定義為：「所謂基因改造生物體係指一透過某種非自然地交配或

自然的基因重組方式，而改變其遺傳物質之有機體(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GMOs) means an organism in which the genetic material has been altered in a way 
that does not occur naturally by mating and/or natural recombination.)29 」。而若再詳

加列述，則此等基因改造技術包括有「載體系統重組核酸技術」、「顯微注射技術」

和「細胞融合或雜交技術」等30；且此等基因技術不包含「體外受精（in vitro 
fertilization）」、「接合作用(conjugation)」、「傳導作用(transduction)」、「轉整形作

用(transformation)」、「多倍體誘發(polyploidy induction)」、「突變形成

(mutagenesis)」、「分類學上同一科細胞之細胞融合」31。簡單說來就是以人為恣

意的方式（非自然交配所產生）用基因工程生化技術從A生物體內抽出某特定基

因，植入媒介物（細菌或病毒），再透過這種細菌或病毒對生物的感染，把此特

定基因運入另一生物細胞B的基因中32。 

第二款 基因改造作物與基因改造食品之定義 

而所謂基因改造作物(transgenic plants or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則是屬於

GMOs其中之一部分，指的是透過上所述之基因技術所栽培出來之農作物。舉例

來說，科學家看中了一種北極魚的基因，認為其基因產物(蛋白質)有防凍的功

能，於是將其分離抽出，再植入蕃茄之內，育成新種的耐寒蕃茄，此種蕃茄就是

                                                 
29 See Council Directive 90/220/EEC of 23 April 1990 on the deliberate release into the environment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Official Journal L 117 , 08/05/1990 p. 0015 – 0027,Art.2(2), available 
at  http://www.shef.ac.uk/~sible/biolawsource/source9.htm. (last visited at 2005/6/15).   
30 參陳立中，基因改造食品和基因改造飼料之發展前景，畜牧半月刊，第 72 卷第 2 期，頁 40。 
31 參基因改造食品之管理(書面報告)，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資訊網，2000 年 11 月 7 日，

http://food.doh.gov.tw/chinese/gmo/gmo1_3.htm. (last visited at 2005/6/15). 
32 參郭金泉，新世代改造基因還是基因改造新世代，看守台灣，第 3 卷第 1 期，2001 年，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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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一種基因改造作物33。而利用這種基因改造動、植物製成的食物，就是基因

改造食品34。 

第三款 相關名詞之關係界定 

除了上述所提之基因改造生物體、基因改造食品與基因改造作物之外，尚還

有基因改造活體（Living Modified Organisms,LMOs）等相關之名詞，而這些名詞

相互之關係為何，則是在討論基因改造作物相關議題作進一步討論前，所需先釐

清之問題。首先，依據聯合國 2000 年 1 月 24 日至 28 日在加拿大蒙特婁市舉行

之締約國大會第一次特別會議，所通過之生物安全議定書(Cartagena Protocal on 
Biosafety)內容中，即將基因改造活體（Living Modified Organisms,LMOs）定義

為「凡憑藉現代生物技術獲得的遺傳材料所組合而成、能夠轉移或複製遺傳材料

的活體生物，包括不能繁殖的生物體、病毒和類病毒均屬之」。由此定義可知，

LMOs是包含於GMOs中之一部分，因為LMOs僅指活的基因改造生物體，GMOs
則涵蓋了活體與非活體之基因改造生物體35。 

至於GMFs之範圍則涵蓋了一部份之GMOs，因為GMOs其中部分並非用作食

品用途；同樣，GMFs的範圍亦僅包含一部份之LMOs，因為LMOs也一樣有一部

份非作食品用途。而基因改造食品則依照作為食品之基因改造生物體不同，可區

分為下列三種36： 

1. 基因改造微生物—例如用以生產酵素、氨基酸、維生素之食品   
添加物37。 

2. 基因改造作物—例如耐除草劑大豆、抗蟲害玉米、黃金米（即  
提高維生素A前驅物的含量的米）等等38。 

3. 基因改造動物—例如螢光鼠39。 

而依照以上對於個相關名詞所做之範圍、意義界定，可以整理如下圖： 

 

LMOs    

 

                                                 

  GMOs     GMFs   
 

33 參蘇遠志，基因改造食品，科學發展月刊，第 29 卷第 8 期，2001 年 8 月，頁 579。 
34 參郭金泉，前揭註 33。 
35 參徐源泰、方國運，生物安全議定書與其影響，生物產業，第 11 卷第 4 期，2000 年，第 237
頁。 
36 參杜姿瑩，基因改造食品現況，食品市場資訊，第 90 卷第 1 期，2001 年 2 月 8 日，第 5 頁。 
37 同前註。 
38 參潘子明，2003 年全球基因改造作物之發展，生物產業，第 15 卷第 1 期，2004 年，第 47 頁。 
39 參郭金泉，前揭文，第 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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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GMOs、GMFs、 LMOs範圍之界定40     

第二項  基因改造作物在全球之種植情況 

第一款  概說 

基因改造作物之發展非常快速，其自 1996 年開始商業化種植到今年(2005
年)已邁入第 10 年，九年來全球基改作物的種植面積逐年增加，歷年成長率均達

10％以上，可見其發展速度之驚人，以下即就全球各個生產基因改造作物之國家

的種植面積、所種植之基改作物的基因轉殖性狀與品種等來加以介紹，並比較開

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之情況。 

第二款 全球各國基改作物種植面積之發展情況 

第一目  全球總種植面積與種植之國家 

根據統計，2004 年全球種植基改作物總面積為 8100 萬公頃，而 2003 年時，

種植總面積僅有 6770 萬公頃，相比之下增加了 1330 公頃，創下歷年來新增種植

面積的第二高峰。2004 年，在 17 個種植基改作物之國家內約有 825 萬人民種植

基改作物，與 2003 年之 18 個種植國家 700 萬人民相比較，有一定之增長。2004
年有 14 個種植面積在 50,000 公頃以上之國家，而 2003 年僅有 10 個，其中包含

9 個發展中國家與 5 個已發展國家。按種植面積大小排列，依序是美國、阿根廷、

加拿大、巴西、中國、巴拉圭、印度南非、烏拉圭、澳大利亞、羅馬尼亞、墨西

哥、西班牙和菲律賓。而在 1996 年至 2004 年間，全球基改作物之種植累積面積

為 3.85 公頃，相當於美國或中國土地面積之 40％41。 

 而由種植面積之數據可知，在 1996 年到 2004 年的九年間，基改作物之全球

種植面積增長超過 47 倍，從 170 萬公頃發展至 8100 萬公頃，其中發展中國家所

佔之比例亦有所提高，2004 年中超過三分之一之面積係在發展中國家所種植

的，且其所佔比例亦有持續增強之趨勢，2003 至 2004 年間，如就基改作物種植

面積之絕對增長數量，發展中國家所種植之面積首次超越已發展國家之面積，且

                                                 
40 參牛惠之，論開放生物科技運用所潛藏之社會衝擊與法律省思—以法律對於GMOs之保障與規

範趨勢為例，available at http://www.bio.idv.tw/data/data2/2001061001.htm. (last visited at 
2005/6/14)。 
41 See Clive James, EXECUTIVE SUMMAR SUMMARY No. 32 – 2004 PREVIEW, Global Status of 
Commercialized Biotech/GM Crops, available at 
http://www.isaaa.org/kc/CBTNews/press_release/briefs32/ESummary/Executive%20Summary%20(En
glish).pdf. (last visited at 200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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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4 年，種植基改作物之發展中國家的數目亦約為已發展國家之二倍42。2004
年各國種植面積與 2003 年之比較如下表43。即以下表比較 2003 年至 2004 年全

球種植基改作物國家之面積成長。 

  2004 年 2003 年 
國家 種植面積 比例 成長率 種植面積 比例 
美國 47.6 59% 11% 42.8 63% 
阿根廷 16.2 20% 17% 13.9 21% 
加拿大 5.4 6% 67% 3 4% 
巴西 5 6% 67% 3 4% 
中國大陸 3.7 5% 32% 2.8 4% 
巴拉圭 1.2 1% － － 0% 
印度 0.5 1% 400% 0.1 <1% 
南非 0.5 1% 25% 0.4 1% 
烏拉圭 0.3 <0.3% － <0.1 <1% 
澳洲 0.2 <1% 100% 0.1 <1% 
羅馬尼亞 0.1 <1% － <0.1 <1% 
墨西哥 0.1 <1% － － 0% 
西班牙 0.1 <1% － － 0% 
菲律賓 0.1 <1% － － 0% 
合計 81 100% 20% 67.7 100% 

表 2-4  2004 與 2003 年基改作物在全球種植之情形比較44                       
(單位：百萬公頃) 

                                                 
42 Id. 
43 Id. 
44 作者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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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   2004 年基改作物於全球之種植面積分佈情形45

                           （單位：百萬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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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3   1999 年至 2004 年基改作物全球種植面積之成長情況46  

                          （單位：百萬公頃） 

                                                 
45 作者所製。 
46 作者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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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4   2003 年與 2004 年全球各國種植面積之比較47

                           （單位：百萬公頃） 

第二目  基因改造作物種植面積在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之分布 

從 1997 年到 2004 年，開發中國家基因改造作物產量之增加百分率分別為

14%、16%、18%、24%、26%、27%、28%與 35%。2004 年 81 萬公頃耕種基因

改造作物之面積中，約有 5350 萬公頃 (34%) 耕地是在開發中國家。2003 與 2004
年比較，已開發國家之耕種面積增加 620 萬公頃，是首次在絕對增長數量上，

比開發中國家所增長之面積（710 萬公頃）少，而增加比率南半球開發中國家的

                                                 
47 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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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約為北半球已開發國家 13% 的 2.7 倍48，即以下表表示自 2001 至 2004 年

全球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基因改造作物之種植面積成長。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已開發國家 39.1 74 42.7 73 47.3 70 53.5 66 
開發中國家 13.5 26 16.0 27 20.4 30 27.5 34 
總  計  52.6 100 58.7 100 67.7 100 81 100 

  表 2-5   2001 至 2004 年全球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基改作物之種植面積49  

(單位：百萬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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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2001 至 2004 年全球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基改作物之種植面積50              

                         (單位：百萬公頃) 

第三目  基改作物種植之種類與轉殖基因之性狀 

    目前截至 2004 年為止，基因改造作物之種類主要為四個作物，分別為基因

改造大豆 4840 萬公頃 (佔全球基改作物種植面積之 60%)、基因改造玉米 1930

                                                 
48 See Clive James, supra note 41；潘子明，基因轉殖食品與微生物之現況與前景，

avai lable  a t  h t tp : / /agbio.coa.gov. tw/information_detai l .asp?dno=10542&ito=30.  
( las t  v is i ted at  2005/6/7) . 
49 作者所製。 
50 作者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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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公頃 (23%)、基因改造棉花 900 萬公頃 (11%) 以及基因改造油菜 430 萬公頃 
(6%)。於 2004 年，基因改造作物之總種植面積約佔全球總種植面積之 5%51。 

60%23%

11%
6%

大豆 玉米 油菜 棉花
 

      圖 2-6  四大基改作物占全球基改作物總種植面積之比率52

而就所表現之轉殖基因性狀來區分，在 1996 至 2004 年的九年期間，具抗除

草劑特性之基改作物一直佔居市場市場之主導地位，其次為具抗蟲性狀之基改作

物。在 2004 年，具抗除草劑特性之基因轉殖大豆、玉米、油菜和棉花，總共占

全球基改作物種植之總面積的 72%，而具抗蟲性狀之基改作物則占 19%。且具

抗除草劑特性與抗蟲特性之基因轉殖棉花與玉米之種植總面積仍持續增加中。於

2004 年，居於首位之基改作物為抗除草劑大豆，其占全球基改作物總種植面積

之 60%，即 4,840 萬公頃，種植於 9 個國家中；而居於次位的則為抗蟲玉米，其

種植面積為 1120 萬公頃，相當於全球總種植面積之 14%，且亦在 9 個國家裡種

植。而雖然美國之抗蟲玉米之種植面積增長量最大，但在其他國家亦有不小增

長，尤其南非在 2004 年種植 155,000 公頃之抗蟲玉米較 2001 年剛引進時增長將

近 25 倍之多53。 

                                                 
51 See Clive James, supra note 41. 
52 作者自製。 
53 See Clive James, supra note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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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9%（其中14%

為玉米）

72%(其中60%

為大豆)

抗除草劑 抗蟲 其他
 

        圖  2-7  各轉殖基因性狀所占全球基改作物總種植面積之比率54

第四節  基改作物產業之現況與前景 

第一項  基改作物產業在全球之發展情形 

基因改造作物是生技產業中相當重要之一項研發項目，由西元 1970 年末至

1995 年間，許多農業生技公司投入基因改造作物的研發，西元 1995 年首次基因

改造番茄上市。由西元 1995 年至 2000 年初期，許多基因改造作物紛紛上市，創

造高成長佳績。西元 2003 年後，由於多種作物基因解碼的成功，基因改造作物

也會以不同形態出現。而在全球之市場概況上，基因改造作物占整體農業生技市

場最大宗，依Global Industry Analysis統計，西元 2000 年農業生技的市場產值美

金 27 億元，其中基因改造作物就占其中之美金 21 億元。預估西元 2004 年市場

將成長至美金 30 億元，西元 2010 年將成長至美金 60 億元，平均年成長率為

11.2%。而 2004 年全球基改作物的市場包括生技種子的銷售與技術授權或服務費

用估計有 47 億美元，占 2003 年全球作物市場之 15%，且占全球銷售種子市場之

16%，且根據估計，2005 年全球基改作物之市場價值預計將會超過 50 億美元55。 

全球第一項基因改造作物為Flavr Savr番茄－Calgene公司在西元 1993 年獲

美國核准商品化，且於西元 1994 年獲供食用許可，這是以基因改造技術來延緩

番茄的成熟以延長保存期限。西元 1996 年首件耐除草劑與抗蟲的基因改造作物

上市、西元 1998 年棉花、玉米、油菜及大豆的基因改造品種持續推出。基因改

                                                 
54 作者自製。 
55 參全球生技產業發展動向與研發趨勢，科技年鑑生技網，available at 
http://biotech.nsc.gov.tw/3-01.html. (last visited at 20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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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作物市場以北美及拉丁美洲為主，銷售額占 98%以上。Agrow Reports 選出全

球 20 大農業生技公司56，詳見下表。 

公司名稱（國家） 公司類型 已上市的基因改造作物 
Advanced  Technologies Cambridge
（英國） 

技術平台 無 

Advanta（荷蘭） 種子 油菜、玉米、大豆 
BASF（德國） 作物保護 無 
Bayer CropScience（德國） 作物保護 油菜、玉米、大豆、稻米、甜

菜 
Ceres Inc （美國） 技術平台 無 
CropDesign NV（比利時） 技術平台 無 
Delta and Pineland（美國） 種子 棉花、大豆 
Dow AgroScience（美國） 作物保護 玉米 
DuPont（美國） 作物保護 大豆、棉花 
Exelixis（美國） 技術平台 無 
Group Limagrain（法國） 種子 玉米、大豆 
KWS SAAt（德國） 種子 玉米、大豆 
Large Scale Biology Corp（美國） 技術平台 無 
Maxygen（美國） 技術平台 無 
Mendel（美國） 技術平台 無 
Monsanto（美國） 作物保護 番茄、玉米、大豆、油菜、棉

花、馬鈴薯 
Paradigm（美國） 技術平台 無 
Savia （Seminis/Bionova）（墨西哥） 種子 南瓜 
Stine Seed Company（美國） 種子 玉米、大豆 
Syngenta（瑞士） 作物保護 甜菜、玉米、番茄 

表 2-6   全球前 20 大農業生技公司57   

    基因改造作物為生物科技在農業應用上最重要之例子，由前面對於基改作物

之種植面積在全球迅速擴展之趨勢，即可見一斑。根據基改作物研發之歷程，可

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代的基改作物主要針對抗蟲、抗病、抗除草劑、耐環境

逆境等性狀，而由前節所述可知，截至目前為止，種植之基改作物仍以抗除草劑

占最大之種植面積，故可知現階段大部分已種植之基改作物，仍屬於第一代之基

改作物，其基改之目的仍主要以降低農民的成本支出為主。但在第二、三代之基

                                                 
56 同前註。 
5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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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作物則有不同之目的，較強調對於消費者的益處，如第二代主要針對質與量之

提昇，例如：延緩後熟、提昇營養成分、改變氣味及顏色等，黃金米即為一個最

好的例子。而第三代醫療用或工業用基改作物之研發，例如：抗過敏、降血壓、

產生抗體、胰島素、口服疫苗等之製造更是未來之發展趨勢58。    

  這些新技術及新應用對於農產業之結構性造成影響，為了因應農業生物科技

之快速發展與研發需求，許多新創之農業生技公司成立，一些大公司的農業生技

部門也獨立而為新的公司，農業生技公司基於經營策略的考量，也如醫藥生技公

司一般，走上購併之路，較大規模的例子如Bayer購併Aventis CropScience，金額

高達 66 億美元59；且在今年(2005 年)初Monsanto以 14 億美元併購蔬菜、水果種

苗界龍頭Seminis，欲接收Seminis的商業市場並透過新的育種技術開發新產品
60；而目前主要的跨國的農業生技大廠有Syngenta，Monsanto，BASF，DowAgro，
DuPont及Bayer等61。  

 而就基改作物之研發而言，許多基改作物均為少數幾家跨國公司所研發，

如在全球所允許種植之作物中62，20種基改玉米，由Monsanto所研發的為6種、

Pioneer Hi-Bred4種、Bayer與Syngenta各3種、Dekalb Genetics Corporation2種、

ASF Inc.與Aventis CropScience則為各1種。而所種植之15種油菜則分別為Aventis 
CropScience 研發其中6種、Bayer4種、Monsanto3種、Calgene Inc. 與Pioneer 
Hi-Bred International Inc.各1種。另外，棉花則是其中3種由Monsanto所研發、2
種由Calgene Inc.所研發，Bayer 與DuPont則各研發其中1種；大豆則是由Bayer
研發3種，以及Monsanto、Aventis CropScience、DuPont各研發1種63。 

 

 

作物 件數 性  狀 許可於環境釋放之國家  

大豆 6 抗殺草劑，油品質 美國、加拿大、日本、阿根廷、南非、

                                                 
58 參劉麗飛、張孟基，GM作物的現況與前景，收錄於基因改造議題：從紛爭到展望，2004 年

12月，頁 12-13；王明來，農業生物技術發展的新趨勢，農政與農情第 146期，2004年 8月， available 
at http://bulletin.coa.gov.tw/view.php?catid=7633. (last visited at 2005/6/8). 
59 詳細併購發展情形可參李崇僖，農業生物技術之智財權與管制體系研究，國立臺灣大學國家

發展研究所博士論文，2002 年，頁 29。 
60 關於此併購之相關新聞，see generally SeedQuest News section, 
http://www.seedquest.com/News/releases/2005/may/12144.htm. (last visited at 2005/6/16). 
61 參農業生技產業概況—總論，農業生技產業資訊網，available at 
http://agbio.coa.gov.tw/overview.asp. (last visited at 2005/6/16). 
62 見表 2-7。 
63 參郭華仁、周桂田，基改作物之全球經驗，收錄於基因改造議題：從紛爭到展望，2004 年 12
月，頁 126，available at  http://gmo.agron.ntu.edu.tw/sym2004/3-2-article.pdf. (last visited at 20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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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捷克、巴西、烏拉圭 

玉米 20 抗殺草劑，抗蟲，雄不

孕 
美國、加拿大、日本、阿根廷、南非、

歐盟、菲律賓 

油菜 15 抗殺草劑，油品質，雄

不孕 
加拿大、日本、美國、澳洲 

棉花 7 抗殺草劑，抗蟲 阿根廷、中國、印度、日本、墨西哥、

南非、美國、加拿大 

菊苣 1 抗殺草劑，雄不孕 美國 

木瓜 1 抗病毒 美國 

馬 鈴

薯 
4 抗蟲，抗病毒 加拿大、美國 

稻 1 抗殺草劑 美國 

小麥 2 抗殺草劑 加拿大 

南瓜 2 抗病毒 美國 

甜菜 2 抗殺草劑 加拿大、美國 

蕃茄 6 延遲成熟，抗蟲 日本、墨西哥、美國 

菸草 2 抗殺草劑，低尼古丁 美國 

康 乃

馨 
3 抗殺草劑，花色，開花

時間 
澳洲、歐盟 

亞麻 1 抗殺草劑 加拿大，美國 

表 2-7    全球核准於環境釋放之基改作物64  

第二項  基改作物產業在我國之發展情形 

基改作物產業屬於農業生技產業之一環，我國推動農業生技產業的工作，政

府部門是以行政院頒訂的「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方案」為基礎，計劃的擬定、

                                                 
64 此數據為作者統計自AGBIOS GM Database，至 2004 年 7 月以前之數據資料，該資料庫總共

涵蓋歐盟與另外其他 18 個國家，另需注意的是，核准環境釋放包括田間試驗，但不一定表示允

許商業種植或已有品種可以種植，available at http://www.agbios.com/dbase.php. (last visited at 
20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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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執行主要由農委會負責，因為若干研究、法規及產業推動工作涉及國科

會、衛生署、經濟部及財政部等，因此，行政院設有「生物技術產業指導小組」，

由科技政務委員及各部會副首長組成，統合跨部會協調事宜，行政體制上堪稱完

整；為了整合上、中、下游資源，使研發計畫與產業發展充分結合，農委會亦與

中研院及國科會合作進行「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科技計畫」，目前已完成第一期

的三年計畫，並以花卉與觀賞植物、植物保護、水產養殖、畜產/動物用疫苗、

植物有用基因之利用、環境保護及保健/藥用植物等領域為重點，進行第二期計

畫。農委會本身近年則一方面積極修訂相關法規，一方面大力投入資源鼓勵相關

研究，並根據台灣地處亞熱帶、生物資源豐富的利基及國際競爭的分析，擬定了

我國農業生技產業未來發展的方向，重點包括植物種苗、水產養殖、畜禽產業、

動物用疫苗、生技食品、生物性肥料及生物性農藥等七大領域，作法上則嘗試突

破傳統，以充分結合產、官、學、研各界的力量，初步的成果如基礎設施的規劃

及建立、法規修訂的討論、研究方向的共識等，均已逐漸顯現65。而針對我國農

業生物科技產業所作之SWOT分析如下表所示： 

優勢(Strength) 劣勢(Weakness) 
a.具備豐富的農業生產技術及經驗 
b.優良的農業科技研究團隊 
c.民間的游資充沛且投資意願高 
d.與國外生技團體維持良好互動關係 

a.基礎架構及相關配套措施尚未周全 
b.欠缺有遠見的生技領導人才 
c.投入農業科技之研發經費偏低 
d.國內消費市場有限 

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 
a.傳統產業面臨結構性調整的壓力 
b.對生態環境維護日趨重視 
c.生技產品具龐大之商機 

a.許多農業科技成果已被其他國家搶先

申請專利權（包括中草藥、黃豆等） 
b.國際間對農業生技產品的製造流程與 
安全性規範趨向嚴謹 

表 2-8   台灣農業生物科技產業的SWOT分析表66

而由於台灣地處亞熱帶、生物資源豐富，因此植物種苗業為農業生物科技

產業未來發展的方向重點之一。而近年來利用生物科技之組織培養大量繁殖技術

與轉殖基因品種之育成已成為種苗產業發展的主流。基於市場之需求與自有品種

之開發程度，我國現階段基改種苗產品以蘭科植物最為普遍，其次為切花用之宿

根性草花及盆栽用之觀葉植物。蘭花類種苗中則以蝴蝶蘭與文心蘭佔多數。由此

                                                 
65 參農業生技產業概況—總論，前揭註 61。 
66 參陳郁蕙，淺談農業生物科技之經濟評估，台大校友雙月刊第 22 期，available at 
http://www.alum.ntu.edu.tw/read.php?num=22&sn=386. (last visited at 2005/6/7). 
 25



可知，我國與前述之跨國種子企業發展之主要作物不同，因而具產品區隔性而有

發展潛力67。 

不過目前我國基改作物產業所面臨之問題，除了產銷資訊不足外，還有生產

技術及管理能力於業者間落差很大，導致整體產業之產品品質不一等，以致於在

國際競爭力方面臨嚴重考驗。而為加速產業升級並因應加入WTO產業國際化後

所面臨的競爭，在未來實需著重現有資源之整合、建立產銷資訊服務體系、積極

落實健康種苗驗證制度以確保基改種苗產品品質68，以及推動基改作物生物安全

評估國際認證制度，以利我國基因改造作物及其產品之外銷。而目前為止，相關

研究多集中於花卉與觀賞植物稻米、蔬果等69，且目前基因改造之研發重點是以

轉殖具經濟價值之功能性基因以提高各目標作物之產品品質、增強對逆境之耐性

以減少收穫損失為主；在觀賞花卉部分著重於花期調節與花色花型改良與採收後

保鮮期延長；另在基因改造品種選育方面，除基因改造木瓜品系已進入商業生產

與番茄、水稻、馬鈴薯已進入隔離田間試驗外，多數基因改造作物尚停留在實驗

室效能評估試驗階段。且我國私部門的投資甚少，大部分均為公部門所進行之投

資研發70。 

近年來在農業國家型計畫項目下，積極推動基因改造作物的研發。這些計

畫包括抗病木瓜、水稻、番茄、瓜類、結球白菜、甘藍菜、火鶴花、菊花、文心

蘭、彩色海芋等。耐溫度及高鹽逆境番茄、耐高熱、耐淹水文心蘭等，可說屬於

第一代者；耐儲青花菜、香蕉、苦瓜、文心蘭、木瓜是屬於所謂的第二代；而生

產疫苗番茄、耐高溫澱粉水解酶的稻米、含高效能植酸的馬鈴薯與稻米等則是消

費者導向的第三代基因改造作物。目前有初步成果者，由已經申請轉基因植物隔

離田間試驗的案件來看，包括轉抗老化基因的青花菜、能生產高效能植酸的馬鈴

薯與稻、生產高效能澱粉水解酶的稻、抗輪點病毒的木瓜等五項，其中木瓜在隔

離田間試驗的法規制定之前，據傳已經在農民間流傳種植71，2004 年全國抽驗，

雖然數量大減，尚得到 4 件檢體；另還有尚未達品種階段之甜甜米72。 

而由下表關於我國核准進上市的基改作物及其產品可看出幾乎皆為跨國企

業在台之分公司，尚無我國本地之公司。其理由可能係由於基改作物之研發不同

於傳統育種，研發企業雖然可以創造出理想之基改作物，但是卻無力完成後續將

其商品化的繁瑣作業，故目前能得以上市之基改作物產品，幾乎都依賴大型商業

                                                 
67 參農業生技產業概況—植物種苗生技，農業生技產業資訊網，available at 
http://agbio.coa.gov.tw/overview.asp?sno=2&en=N&fsno=0&dno=23. (last visited at 2005/6/16). 
68 同前註。 
69 參牛惠之、郭華仁、滕沛倫、彭英泰、陳詩欣，基因改造產品發展、爭議、管理與規範，2005
年，頁 159。 
70 參http://gmo.agron.ntu.edu.tw/. (last visited at 2005/6/8). 
71 參郭華仁，GMO與農業政策，available at http://seed.agron.ntu.edu.tw/publication/GMOpolicy.htm. 
(last visited at 2005/6/7). 
72 同註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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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操作，這些公司擁有雄厚的人力與財力，掌控了大多數的專利，反觀國內

的基改作物產業環境，則非常缺乏這些優勢，恐怕很難能與之競爭，其實從現已

申請上市之基改作物的申請廠商其可看出，我國企業尚未佔有一席之地。本文認

為，發展之道應將重點放在產品之區隔性上，即針對我國處與亞熱帶地區，和上

述之跨國企業多處於北美之溫帶地區不同，故我國可針對在亞熱帶地區適宜種

植，且大型跨國企業尚未投入研發之作物種類加以研發，以取得技術上之優勢，

而因而可有發展之機會。  

案

號 
種類 品名 轉殖品系 申請者 核准日期 備註 

1 
大豆 耐 嘉 磷

塞 基 因

改 造 黃

豆 

40-3-2 
(RRS) 

孟山都遠

東股份有

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91.07.22 有效日期

至 96.07.22

2 
玉米 抗 蟲 基

因 改 造

玉米 

MON810 孟山都遠

東股份有

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91.10.15 有效日期

至 96.10.15

3 
玉米 耐 嘉 磷

塞 基 因

改 造 玉

米 

GA21 孟山都遠

東股份有

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核給臨時許

可 
91.6.3 通過

食品安全

書面審

查；唯檢驗

方法尚待

確立 

4 
玉米 耐 嘉 磷

塞 基 因

改 造 玉

米 

NK603 孟山都遠

東股份有

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92.04.11 有效日期

至 97.04.11

5 
玉米 抗 蟲 及

耐 固 殺

草 基 因

改 造 玉

米 

Bt11 台灣先正

達股份有

限公司 

核給臨時許

可 
92.3.31 通

過食品安

全書面審

查 

6 
玉米 抗 蟲 基

因 改 造

玉米 

Event176 台灣先正

達股份有

限公司 

核給臨時許

可 
92.3.31 通

過食品安

全書面審

查 
玉米 耐 固 殺 T25 拜耳作物 91.08.16 有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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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草 基 因

改 造 玉

米 

科學股份

有限公司 
至 96.08.16

8 
玉米 抗 蟲 及

耐 固 殺

草 基 因

改 造 玉

米 

TC1507 台灣杜邦

股份有限

公司 

-- 審查中 

9 
玉米 抗 蟲 及

耐 固 殺

草 基 因

改 造 玉

米 

DBT418 孟山都遠

東股份有

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 92.4.28 通

過食品安

全書面審

查；唯檢驗

方法尚待

確立 

10 
玉米 耐 固 殺

草 基 因

改 造 玉

米 

DLL25 孟山都遠

東股份有

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 92.4.28 通

過食品安

全書面審

查；唯檢驗

方法尚待

確立 

11 
玉米 抗 根 蟲

基 因 改

造玉米 

MON863 孟山都遠

東股份有

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 審查中 

表 2-9  衛生署已核准上市之基改作物73

第五節  小結  

從以上之探討可得知新興之生物科技產業具有很大之發展潛力，就我國而

言，較具發展前景者為農業生物科技部分，其中又以基因改造作物最具發展性。

且基因改造作物於近幾年在全球發展迅速，對於農業經濟、消費者、農民與生態

環境之影響亦漸重要。而雖然現階段我國基改作物仍處於研發未上市之狀態，且

許多跨國企業已掌控某些種類之基改作物市場，惟就如同前述，我國若可發展和

跨國企業不同之產品，如亞熱帶水果、花卉等具產品區隔性之產品，仍具相當前

                                                 
73 至 2003 年 4 月 28 日之數據資料。參衛生署官方網站，available at 
http://www.doh.gov.tw/cht/content.aspx?dept=R&class_no=3&now_fod_list_no=4268&array_fod_list
_no=4228&level_no=2&doc_no=12839&show=. (last visited at 20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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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性，也因此本論文以基因改造作物為探討之對象，分別在後面之幾章中針對基

因改造作物之管理，以及基改作物相關智財權保護與爭議，來進行探討相關政策

法令之現況與未來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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