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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要聞 

日本推出世界上首款基因編輯番茄 

 

圖片來源：Sanatech Seed Co. 

近日，Sanatech Seed公司在日本推出了首款可以直接食用的基因編輯番茄。日

本政府主管部門宣佈，該基因編輯番茄將不作為轉基因產品監管。 

Sanatech Seed公司使用 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創制出富含γ-氨基丁酸

（GABA）的 Sicilian Rouge 番茄。其中，GABA被認為有助於人們放鬆並降低血

壓。據 Sanatech Seed公司總裁 Shimpei Takeshita介紹，該基因編輯番茄的GABA

含量是普通番茄的四到五倍。Takeshita表示，選擇 Sicilian Rouge番茄品種和

GABA特性是因為它們有較高的消費者認可度。他繼續解釋道：“Sicilian Rouge

是一種受歡迎的番茄，而消費者也傾向于購買GABA含量高的產品，因此我們認

為以消費已經熟悉的方式向他們介紹這項技術很重要。” 

國際種子聯盟就日本高GABA含量基因編輯番茄的發佈表示歡迎，並認為這

是日本實施基因組編輯政策的重要一步，也為種子部門繼續開展植物育種創新進而



為糧食系統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提供了機會。 

更多相關資訊請流覽：Eurofruit和 available here。 

土耳其批准 5項轉基因作物事件 

 

2021年 2月 27日，土耳其政府公告公佈了一批關於轉基因大豆和玉米進口的

生物安全決定以及生物技術作物批准與取消等資訊。根據土耳其生物安全法，轉基

因事件的批准在 10年後自動失效，必須重新申請才能延長。 

在本次公告中，土耳其農業部重新批准了三個轉基因大豆事件（A2704-12、

MON40-3-2和MON89788）、一個新的轉基因大豆事件（DAS-44406-6）和一個新

的飼料用途轉基因玉米事件（DAS-40278-9）。 

同時，土耳其農業部取消了 5個堆疊性狀的轉基因玉米事件（DAS 1507 X 

NK603、NK603 X MON810、 MON89034 X NK603、59122 X 1507 X NK603和

MON88017 X MON810）的批准。由於本次新的批准和取消，土耳其目前獲批的飼

料用途轉基因事件共有 36個。 

更多相關資訊請流覽：GAIN Report和 Official Gazette。 

http://www.fruitnet.com/eurofruit/article/184662/sanatech-seed-launches-worlds-first-ge-tomato
https://www.worldseed.org/wp-content/uploads/2021/01/202101210112-ISF-Statement-on-the-notification-of-genome-edited-high-GABA-tomato-in-Japan.pdf
https://apps.fas.usda.gov/newgainapi/api/Report/DownloadReportByFileName?fileName=Turkey%20Approves%20Five%20More%20Biotech%20Traits%20_Ankara_Turkey_02-28-2021
https://www.resmigazete.gov.tr/eskiler/2021/02/20210227-5.pdf


專家提議更新經合組織生物技術和生物安全建議書 

 

2021年 3月 19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簡稱經合組織）生物安全前首席負

責人等多位元曾為經合組織服務的專家在 Trends in Biotechnology雜誌發表文章，

提議更新《1986年關於重組DNA安全考慮的建議》文書，使其更適應現代生物技

術時代發展要求。專家們強調，各國對於基因組編輯及其各自監管方法之間需要相

互理解。他們還表示，經合組織 1986年的建議仍然是一項重要的法律文書，應當

得到更廣泛的推廣，尤其是對於有意遵守組織標準的經合組織候選國而言。 

專家們就先前檔更新提出了系列建議。首先，建議將先前文書更名為“現代生

物技術協議的安全考慮：在環境、農業和食品/飼料生產中的應用”。其中，第一

節將重點介紹與重組DNA生物體有關的分享經驗，以使重組DNA技術方法與生

物安全法規保持一致，同時保障生物技術的發展；第二節將強調良好工業大規模實

踐原則在處理現代生物技術衍生的工業微生物菌株方面的有效性；第三節是關於農

業和環境的應用，建議在風險或安全評估中應結合多年來積累的有關生物體對環境

和人類健康影響的知識。最後，作者認為，定期審查和更新相關文書有助於產生新

的安全性評估方法，以應對合成生物產品在應用熟悉度和安全評估方法方面的挑



戰。專家認為，修訂版建議書可以展望現代生物技術的可能性和經驗範圍，同時體

現當前討論與原始建議書的相似性。 

更多相關資訊請流覽：Trends in Biotechnology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解除轉基因作物禁令 

 

近日，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政府宣佈對轉基因作物的禁令將於 2021年 7月

1日解除，該州 18年的轉基因作物禁令將失效。此項行動旨在提高新南威爾士州

的農業競爭力和生產力。 

該州農業部長Adam Marshall表示，政府這一決定為該州初級產業部門採用新

的轉基因技術打開大門，將會給新南威爾士州帶來經濟效益。 

Adam Marshall 解釋道：“轉基因技術的採用預計將在未來 10年內為新南威

爾士州初級產業帶來高達 48億澳元的總效益。同時，轉基因技術可以為農民節省

高達 35%的成本，並將提高近 10%的產量。這將是我們在 2023年實現 190億澳元

產業這一目標的發展道路上的一個關鍵增長領域。”此外，Marshall還讚揚了聯邦

基因技術監管機構實施的強有力的監管體系。 

更多相關資訊請流覽：NSW Government。 

https://doi.org/10.1016/j.tibtech.2021.03.001
https://www.dpi.nsw.gov.au/about-us/media-centre/releases/2021/ministerial/nsw-lifts-ban-on-gm-crops


科研進展 

國際研究團隊發佈黑麥基因組序列 

 

圖片來源：KWS媒體庫 

黑麥是一種具有較強耐逆性的小麥族作物，是北半球國家的重要糧食作物。黑

麥和小麥、大麥是近親，並且有著密切而漫長的進化史。隨著小麥和大麥在大約 1

萬年前被馴化後，作為田間雜草的黑麥隨之傳播到北歐，逐漸融合小麥與大麥的特

徵，並在 5000-6000年前被馴化成為純系栽培作物。黑麥是具有較大基因組的二倍

體，比大麥和小麥的亞基因組大 50％。 

近日，由國際黑麥基因組測序小組以及德國萊布尼茲植物遺傳與作物研究所領

導的國際研究小組合作公佈了黑麥基因組序列，這對於德國和東北歐國家具有重要

意義。相關研究結果於 2021年 3月 18日發表在 Nature Genetics上。 

在該項研究中，研究人員使用了來自植物育種公司KWS SAAT SE＆Co. KGaA

的純合種子。KWS黑麥育種負責人Andres Gordillo表示：“自交系 Lo7的新基因



組序列是一項偉大的技術成就，也是朝著向更全面解析黑麥遺傳特徵邁出的重要一

步。”他還認為，新的基因組序列有助於研究人員更容易將抗性等表型與基因進行

關聯。 

更多相關資訊請流覽：IPK，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University of Maryland 

韓國研究人員證明 Bt和非 Bt轉基因水稻品種的成分相同 

通過四種不同的統計分析，韓國研究人員證明了Bt水稻與非Bt水稻在成分上

是等同的。這意味著兩種作物的營養物質和抗營養素含量彼此沒有區別。相關研究

結果於 2021年 3月 1日發表在GM Crops & Food上。 

研究人員採用多種多變數分析，包括百分比變異性分析、相似性分析、相似性

百分比分析和置換多元方差分析，並對連續兩年、兩點的水稻大田試驗資料進行分

析。其中，分析物件除 Bt轉基因水稻外，還有水稻近等基因系和 4個商業品種。 

研究結果表明，Bt水稻與非 Bt水稻之間的差異是在參考範圍內的，並且環境

因素對水稻成分變異的影響大於遺傳因素。除了得出Bt水稻與非 Bt水稻在成分上

等同的結論外，研究人員還指出，多變數方法是一種可對這兩種作物進行重要評估

的強有力方法。 

更多相關資訊請流覽：GM Crops & Food。 

https://www.ipk-gatersleben.de/en/aktuelles-2/aktuelle-meldungen/ipk-aktuell/article/ein-technischer-meilenstein/
https://news.usask.ca/articles/research/2021/usask-scientists-help-find-the-key-to-decoding-rye-genome.php
https://agnr.umd.edu/news/umd-helps-establish-international-rye-genome-sequencing-group-co-publishes-first-full
https://doi.org/10.1080/21645698.2021.1893624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開發出可測量植物電信號的設備 

 

幾十年來，科學家們已經知道植物會發出電信號來感應和響應環境，因此測量

植物發出的電信號可以幫助科研人員進行各種應用，比如基於植物的機器人或用於

食品安全的早期疾病檢測。 

近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NTU）的科研團隊開發了一種通信設備，它可以

向植物傳遞或接收來自植物的電信號。該研究結果發表在Nature Electronics上。

NTU團隊使用水凝膠作為粘合劑，並將合適的電極粘貼在捕蠅草表面，從而形成

了植物“通信”設備系統。通過該系統，研究人員可以接收電信號以監測植物對環

境的反應，並向植物發送電信號以刺激植物葉片關閉。然而，植物不規則表面會干

擾設備的連接，電信號往往較弱，因此研究團隊使用了另一種與心電圖類似的方法

進行植物電信號檢測。 

此外，研究人員對植物電信號檢測設備概念可行性進行了驗證。結果表明，當

研究人員將 3毫米大小的設備連接到捕蠅草的表面後，該系統能成功刺激葉片的按

需閉合，並實現了通過機械臂撿起一根電線的操作。 

更多相關資訊請流覽：NTU Singapore。 

https://media.ntu.edu.sg/NewsReleases/Pages/newsdetail.aspx?news=ec7501af-9fd3-4577-854a-0432bea38608


新技術 

美國研究人員發明基因編輯新工具 

 
一種被稱為“proGuides”的特殊設計的嚮導 RNA分子，它可允許科學家在一段時間內對連續的基因編輯進行程式設計。 

近日，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的研究人員發現了一種新的基因編輯技術，它可

允許研究者隨時間對連續剪切或編輯進行程式設計。相關研究發表在 2021年 1月

的《分子細胞》上。 

該方法包括使用一種稱為嚮導 RNA的特殊分子，它可引導 Cas9酶進入細胞

並確定Cas9切割的精確DNA序列。這種特殊設計的嚮導 RNA分子被研究人員稱

為“proGuides”，它允許使用Cas9對DNA進行程式化的順序編輯。 

論文主要作者 Bradley Merrill表示，目前CRISPR的編輯系統存在的一個缺點

是，所有的編輯或剪切都是一次完成的，沒有辦法引導它們以 proGuides允許的順

序方式進行操作。雖然 proGuides仍處於原型階段，但Merrill的團隊計畫進一步對

其進行開發，並希望研究人員很快就能使用這項技術。 

更多相關資訊請流覽：UIC Today。 

https://today.uic.edu/uic-researchers-invent-new-gene-editing-tool


加拿大解除對非新型基因編輯生物的監管審查 

 

目前，加拿大正在修改基因工程植物和食品的風險評估政策。其中，含有外源

DNA的轉基因植物將繼續受到監管，而沒有外源DNA的基因編輯生物將免於安

全性評估。 

基因工程植物將被歸為新型和非新型兩類。其中，新型生物體是指具有非天然

特徵並含有外來DNA的生物，非新型生物體是指具有安全使用歷史、沒有引入新

特徵性狀並且不包含外來遺傳物質的生物。加拿大衛生部和加拿大食品檢驗局將通

過一個稱為“新穎性判定”的程式來確定該生物/產品是否為新生物體。 

更多相關資訊請流覽：Genetic Literacy Project和 Health Canada。 

https://geneticliteracyproject.org/2021/03/16/canada-exempts-gene-edited-plants-from-regulatory-review-speeding-new-crop-development/?utm_source=jeeng&utm_medium=email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food-nutrition/genetically-modified-foods-other-novel-foods/requesting-novelty-determination/list-non-novel-determinations.html


英國科學家培育基因編輯小麥以減少麵包致癌風險 

 
 

丙烯醯胺在麵包烘焙過程中形成，在麵包烘烤時會進一步增加，並且烘烤的麵

包顏色越深，其含有的致癌化合物就越多。近日，由英國洛桑研究所領導的團隊使

用 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來減少麵包中常見的致癌化合物。 

由於天冬醯胺在麵包烘焙和烘烤時會轉變成丙烯醯胺，因此研究人員利用基因

編輯技術敲除了小麥天冬醯胺合成酶基因 TaASN2，以減少小麥中天冬醯胺含量，

進而降低麵包烘烤的致癌風險。研究結果表明，與未編輯的小麥相比，基因編輯小

麥粒中的天冬醯胺含量顯著降低，並且其中一個株系中的天冬醯胺含量降低了 90%

以上。 

更多相關資訊請流覽：Rothamsted Research。 

 

https://www.rothamsted.ac.uk/news/genome-edited-wheat-reduce-cancer-risk-bread-and-toa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