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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的應用

• 農業：
– (一)轉基因動物：

1.羊 2.轉基因魚 3.牛 4.豬
– (二)轉基因植物：

1.抗旱,抗蟲,抗除草劑,抗鹽,抗凍等植物
2.作物改良
3.如洋蔥,花,黃金米,棉花,油菜

– (三)轉基因食品：
如大豆，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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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uppy

轉基因植物及應用

應用
• 熟控控制：如蔬菜、果實、花卉之後熟控制。
• 製造抗病、抗蟲、抗旱、抗鹽、抗凍植物：如抗
病之棉花。

• 醫藥品之製造：由香蕉中可製得B型肝炎疫苗。

植物 轉基因植物

（依不同應用目標而製得）

基因工程

（基因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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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
– (一)可分解聚合物：聚羥基烷基酯(PHA),聚乳酸(PLA)
– (二)綠色化學

• 環境：有毒物質之分解

• 生物能源：如生物柴油

• 製造蜘蛛絲：目前已可以基因製造，製造以磅為單位，如
用天然的蜘蛛絲抽取，需要60萬隻以上。
性質：最堅韌的天然生物聚合物，強度是鋼的6倍。

• 偵測地雷：利用基因改造阿拉伯芥(Thale cress)，可以偵
測地下有無地雷，作為掃雷技術。
原理：阿拉伯芥對NO2很敏感，如有地雷污染土壤超過三
週以上，它的葉子會由綠色變成紅色，以此來判斷地下有
無地雷，目前全世界尚有1億枚。

From bench to bedsideFrom bench to bedside

Erythropoietin(Epo)

1906年 1970年 1986年 1989年1987年1980年1968-
1977年

1985年

Paul Carnot發現
Hormone regulate the 
production of Redcell,
後來命名Epo

Bone Marrow
發現人類之
Anemia

發表在
NEJM

FDA通過
Epogen上巿

Goldwasser和Kung 
純化Epo 10ml

發部份定序及
gene isolated

化學合成Epo
作臨床測試

1985年林福坤取得Epo
基因表現CHO Cell

Translational MedicineTranslational Medicine

B-to-B 生物學的問題－臨床問題

提出假說

目標驅動型研究

學術性成果

(科學論文)

商業性產品

(生物產品)

應用性成果

(臨床應用)

實驗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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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譯醫學

• 將實驗室所得的醫學發現，運用到臨床，有別傳統藥物開
發過程，為基礎研究、藥物開發臨床研究。
– 基因體研究+生物資訊

• 結果
– 疾病可由分子層而來探討其病理機制
– 運用分子基因醫學方法治療疾病

分子醫學(Molecular medicine)

個人化醫學(Personalized Medicine)

五、生物技術在法醫學之應用

法醫DNA分型歷史
（Brief History of Forensic DNA Typing）

• 1980 - Ray White第一次使用限制性片段長度多態標記(RFLP marker)
• 1985 - Alec Jeffreys發現多位元點可變數目重複探針 （VNTR probes）
• 1985 - PCR的第一篇文章發表
• 1988 - FBI開始使用 DNA進行法科學調查
• 1991 - STR的第一篇文章發表
• 1995 - FSS 建立 DNA資料庫
• 1998 - FBI 啟動 CODIS 資料庫

首宗利用DNA技術定罪的案件
• 兩名女學生在英國一小鎮被姦殺(1983, 1986)
• 精液被檢定為A型 (當地10%人口是A型)
• 疑兇 Richard Buckland承認殺害次名死者
• Prof Alec Jeffreys 應邀作DNA分析
• Richard Buckland是首位藉此技術脫罪者
• 當地17-34歲男士被要求自願提供血樣本
• 兇手Colin Pitchfork 是第4583名血樣本提供者(1987)

法醫DNA技術的具體應用（一）

法庭案件（Forensic cases）
-- matching suspect with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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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在案件中的應用
（DNA Use in Forensic Cases）

• 多數是強姦案 (>2 out of 3)
• 在物證和嫌疑犯間尋找匹配
• 必須和受害人的DNA資料相比對

混合斑（Mixtures）
DNA 降解（DNA degraded)
PCR抑制劑的存在（Inhibitors to PCR）

Challenges

A Need To

微量
DNA檢材

煙頭
郵票

毛髮
指紋

法醫DNA檢測的特點（1）

•犯罪現場可用的生物樣本很少是“乾淨的”
（Crime Scene samples rarely “clean”）
污垢（Dirt） - 表面（Surface）
陽光（Sunlight） - 熱（Heat）
潮濕（Moisture） - 時間（Time）
細菌（Bacteria） - 場所（Location）
化學品（Chemicals） -核酸酶 （Nucleases）

•DNA樣品的數量常常是有限的
（Amount of DNA is often limited）

必須妥善保存樣品
（Must conserve sample）
留取足夠的樣品以便再次分析
（Save for  possible defense re-analysis）
每次分析使用足夠的樣品
（Use enough to get good results）

法醫法醫DNADNA檢測的特點（檢測的特點（22））
•親子鑑定（Paternity testing）

-- identifying father

法醫DNA技術的具體應用（二）



6

Modern Use of Y-STR Testing
Captured December 13, 2003

Is this man really 
Sadaam Hussein?

Uday and Qusay Hussein 

Killed July 22, 2003

Matching Y-STR 
Haplotype Used to 
Confirm Identity

(along with allele sharing 
from autosomal STRs)

歷史調查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s）

法醫DNA技術的具體應用（三）

Thomas Jefferson II

Field Jefferson Peter Jefferson

President 
Thomas Jefferson

Eston Hemings Thomas Woodson

Different Y Haplotype

Same Y 
Haplotype

Jefferson 
Y Haplotype

Jefferson 
Y Haplotype

?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DNA Study 我們共同的亞當和夏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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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yfd.com/

失蹤人員調查（Missing persons investigations）
群難事故（Mass disasters）
-- putting pieces back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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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醫DNA技術的具體應用（四）

犯罪DNA數據庫（Convicted felon DNA databases）

法醫DNA技術的具體應用（五） DNA證據的來源
（Sources of DNA Evidence）

血液(Blood)
精液(Semen)
唾液(Saliva)
尿液(Urine)
毛髮(Hair)
牙齒(Teeth)
骨骼(Bone)
組織(T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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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縱列重複序列
Short Tandem Repeats (STRs)

不同樣本間引物結合區相同而基序重複次數是可變的
（the repeat region is variable between samples while the flanking
regions where PCR primers bind are constant）

7 repeats

8 repeats

AATG

雜合體（Homozygote） = both alleles are the same length

純合體（Heterozygote ）= alleles differ and can be resolved from one another

170 bp195 bp

TCAT repeat unit

DNA提取
（DNA collected）

1

2

3

4

DNA擴增
(DNA amplified if necessary)

DNA片段比較
(DNA cut into fragments)

DNA片段比較
(fragments compared)

犯罪现场 嫌疑人1 嫌疑人2

結論
• 生物技術的最終目的是造福人類，保護環境，人類壽命的

延長和生活素質的不斷提高，需要以生物技術在醫藥，農
業，生物能源和環境保護等方面取得突破才能完成。生物
產業是繼資訊產業後的新興產業，在後基因時代，將產生
巨大的“生物經濟”效益。

• 生物技術為Bench到Bedside整合的成果，造福人類為生物
經濟之重要技術。

• 生物技術未來發展之空間仍舊很大：
– 尚有許多標靶及功能尚未發現
– 生產技術仍有發空間，如rh Albumin量產
– 生物學基礎知識仍有待研究開發，如變異性太大(HIV, C型肝炎)

• 生物技術之進步，將使法醫鑑識更迅速，準確，如未來使
用DNA c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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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s!!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