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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

冷凍方舟計畫
這個已經收集了五千多種、一萬多件台灣本土生物組織樣本的冷凍方舟，
不僅是保存國內自然界多樣生物遺傳物質的寶庫，
也是未來發展各類科學研究的珍貴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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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物種的遺傳多樣性對維持生態系健全有很大的助益，
是自然界的珍貴資源。

珍貴的生物多樣性
生物多樣性可分為遺傳多樣性、物種
多樣性與生態系多樣性 3 個層次。在這之
中，生態系統的穩定必須仰賴完整的物種
多樣性組成，而維繫物種存活的要件，則
必須倚賴豐富的遺傳多樣性，生物多樣性
在這 3 個層次具有緊密的關聯性。保存物
種的遺傳多樣性不僅對維持生態系健全有
很大的助益，對人類的生活、民生、醫藥、
食用、工業等產業提供極具發展潛力的生
物材料，是自然界的珍貴資源。
然而，目前人類利用的經濟性動植物

博物館是保存冷凍組織樣本憑證標本的主要場域，
圖中是生物多樣性研究博物館的魚類標本館。

僅占全球物種的很小部分，還有許多具有
潛在經濟價值的物種尚待發現，甚至可能
在被人們發現之前便已滅絕，而這些物種
滅絕所帶來的自然資源損失是難以估計的。
生物多樣性公約所揭櫫的 3 項主要目標
中，就強調了遺傳多樣性的重要性，包括：
保育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其組成、公平
合理分享由生物多樣性遺傳資源所產生的
效益。

冷凍方舟的誕生
鑒於生物多樣性的快速減損及物種滅
絕，各先進國家紛紛展開野生生物冷凍遺

冷凍組織複份樣本的儲存地―畜產試驗所種原保存
中心的液態氮儲存槽。

傳物質的典藏計畫。這種以超低溫保存冷
凍組織樣本的計畫，就是俗稱「冷凍方舟」

可應用於監控生物多樣性的改變，進行生

的計畫。

物分類學、演化及族群遺傳學，乃至生醫

不同於「創世紀」中為了挽救人類與
各種野生動物而建造的「挪亞方舟」，「冷
凍方舟」並不畜養任何生物個體，而是把

的研究。未來有朝一日，如同〈侏儸紀公園〉
的情節，讓已滅絕的生物重新復活的重生
（又稱「生物復活」）也不無可能。

多樣生物的遺傳物質以冷凍方式保存。它

生物多樣性公約賦予資源國對於境內

除了提供生物遺傳物質的永久保存外，更

生物遺傳資源的所有權，條約明文規定，

「冷凍方舟」並不畜養任何生物個體，
而是把多樣生物的遺傳物質以冷凍方式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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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家或地區生物的遺傳資源屬於該地區的
資產。因此建立適當的儲存庫以保存國內生物
資源便顯得非常重要，這也是為何許多國家都
制定「遺傳資源法」禁止或限制其遺傳資源外
流的原因。
然而生物遺傳資源的儲存現況，在不同
的生物類群之間有很大的差異。植物是較容易
保存的生物類群，通常以低溫保存的植物種子
庫型式保存，而動物遺傳物質的保存較難，啟

使用生命條碼分子鑑種技術發現重要的藥用真菌桑
黃是新種

動也較晚。真菌也是較容易保存的生物類群，
目前許多國家都設有專門保存真菌資源的菌

合作舉辦了「第二屆生命條碼國際會議及

種中心，以保存活菌株為主。

東亞區域合作會議」。
生命條碼的應用雖已日趨廣泛，甚至

分子鑑種的方法─生命條碼
無論哪一種生物類群，收集生物遺傳物
質的首要條件是必須正確地鑑定物種。過去傳
統的物種鑑定主要仰賴各個生物類群的分類
學家，然而由於物種很多，且許多近緣種的外
觀非常相似，要鑑定這些物種必須有相當豐富
的分類學知識，但分類學家越來越少，造成生
態調查及保育工作物種鑑定的困難。
幸而 2003 年科學家提出生命條碼分子鑑
種技術，提供了部分的解決方案。它的原理是
利用一小段 DNA 序列片段鑑別生物物種，隨
著定序儀器及技術的進步、成本的降低而受到
廣泛的應用。

有利用土壤、水、空氣等環境樣品採集環
境 DNA（eDNA），而不是直接由生物體採
集的技術，但其成功率及有效性視生命條
碼資料庫所收集到的物種序列是否齊全而
定。目前全球的研究人員雖可在生命條碼
資料庫上比對物種的生命條碼序列，但十
多年來大概只收集到約 60 萬種物種的生命
條碼，尚不及全球物種的 1 ∕ 3，很多尚未

被收納的物種或類群都屬於物種多樣性高、
鑑定困難、分布局限、罕見或瀕危、缺乏
關注或較少人研究的物種類群。
譬如，台灣有超過 9 千個特有種，收
集這些特有種生命條碼的工作無疑是國內

分子鑑種必須先建置物種的生命條碼資

研究人員必須承擔的責任。如生命條碼資

料庫，才能進行序列的比對分析。適合生命條

料庫中少了這些台灣特有種的序列，則生

碼的基因片段會因生物類群而有所不同，大多

命條碼在台灣本土生物多樣性的研究和應

數動物族群都使用粒線體 DNA 的 COI 序列片

用會大打折扣。

段，真菌是採用 ITS 片段，植物則通常採用葉
綠體的 rbcL＋matK 序列片段。

生命條碼的技術在學術研究上有助於
發現新種或新紀錄種，分辨近似種及探討

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國際生命條碼大會是

生物的親緣關係。在其他應用層面上，生

以生命條碼相關研究為主題的一個國際學術

命條碼可以用來鑑定已經沒有完整全貌的

會議，有效促進了國際間生命條碼研究的發展

動物製品或難以辨認的動物幼體，協助海

與研究者之間的交流。2007 年，中央研究院

關鑑定進口或走私的各種生物，防範入侵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曾與國際生命條碼聯盟

種的危害，這顯示生命條碼對商業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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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沙環礁島潟湖仔稚魚採獲的 1907 尾仔稚魚，經型態鑒定出 198 個 type，41 個
分類單元（taxa），19 個鑒定至科，13 個鑒定至屬，9 個鑒定至種
挑選 82 個仔稚魚利用生命條碼鑒定，取得 72 條序列，共鑒定出 54 個分類單元
（taxa），13 個鑒定至科，15 個鑒定至屬，26 個鑒定至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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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命條碼分子鑑種技術應用於東沙環礁潟湖的仔稚魚物種辨識

查緝走私、生態保育及維護社會安全具有

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以及台北市立動物園 4

重要貢獻。

個單位，分別成立了魚類、陸生無脊椎動
物、鳥類與哺乳類、兩棲爬行動物 4 個類

國內的冷凍方舟計畫

群動物的冷凍遺傳物質庫，以全國野生動
物物種的遺傳物質及生命條碼為目標主動

保存生物遺傳物質與建置生命條碼資
料庫這兩項工作有密切的關聯性，為了保

自 2008 年 起， 這 計 畫 把 收 集 範 圍 從

存台灣本土生物的遺傳物質，同時推動本

野生動物擴充到其他類群的生物，並向各

土生物的生命條碼資料庫建置工作，農委

個生物類群的研究人員公開徵求冷凍組織

會林務局在 2004 年起推動以液態氮保存為

樣本及生命條碼。為了增加收集的廣度，

主的「台灣野生生物遺傳物質典藏及生命

2009 年起開始與自然科學博物館合作，進

條碼資料庫（TaiBOL）」。在生物類群的選

行真菌樣本及其生命條碼的收集。目前，

擇上，由於國內包括林業試驗所等多個機

這個計畫以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與

構進行植物樣本典藏工作已行之有年，因

自然科學博物館為主要執行單位，分別負

而植物樣本並沒有納入收集規畫之中。

責野生動物與真菌兩大生物類群的遺傳物

在計畫執行早期的 2004 年至 2007 年
間，由林務局補助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
研究中心、自然科學博物館、農委會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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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與生命條碼收集工作。
在這項典藏任務中，迄 2019 年底總計

已收集 4,442 種 14,571 件動物冷凍組織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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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屬於 9 個門，包括刺胞動物門、節肢動物門、

生動物冷凍遺傳物質保存資料庫」網站，簡稱

軟體動物門、棘皮動物門、脊索動物門、輪蟲

TaiBOL（http://cryobank.museum.biodiv.tw），

動物門、星蟲動物門、環節動物門及扁形動物

公開供國內外研究人員及大眾查詢使用。

門。在各類門動物中，以較早收集且最受重視
的脊索動物門在物種收集的覆蓋率最高，總計
已收集到全國脊索動物門總物種數的 53％，
其餘類門的物種覆蓋率都明顯較低。部分類門
的動物如圓形動物門、線形動物門、鉤頭動物

挑戰與願景
該針對哪些類群的生物進行收集，一直
是這個計畫在執行上的核心問題。近年來，主

門等，由於體型較小、鑑定困難、採集困難、

要針對目前仍缺乏的生物類群、研究或鑑定人

缺乏相關研究人員等緣故，目前尚未收集到這

才面臨斷層的生物類群、台灣特有生物、中高

些生物類群的冷凍樣本。

海拔生物、救傷野生動物、珍稀或保育類野生

在 真 菌 方 面， 目 前 已 累 積 收 集 了 1,291

動物 6 大生物類群進行組織樣本的收集工作。

包括擔子菌門 912 種、子囊菌門 874 種、接合

有生物以及目前仍然缺乏的生物類群這兩大

樣本，大多數保存於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博

又例如由於全球暖化已對許多中高海拔

物館的液態氮儲存庫，真菌樣本則保存於自然

生物的生存造成嚴重威脅，因此這個計畫把中

科學博物館以及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

高海拔生物列為優先收集的類群，並且透過與

所。為了分散保存風險，目前大多數的動物組

中高海拔物種研究者或管理單位的合作，達成

織樣本都已把複份樣本儲存至位於新化的農

保存中高海拔物種冷凍組織樣本的目標。這個

委會畜產試驗所種原保存中心。

計畫也與國內各個涉及野生動物救傷的單位

種，1,217 件乾標本及 1,274 件活菌株，其中

這些納入優先收集考量的生物類群中，台灣特

菌門 715 種。目前計畫所收集的野生動物組織

類群的收集長年以來始終是重點工作項目。

除了 TaiBOL 計畫外，實際上國內還有不

合作，或與申請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的研究人

少研究機構如特生中心、水試所或各大學研究

員取得聯繫，在不額外造成野生動物傷害與負

人員的實驗室，也收集自己研究類群生物的組

擔的前提下，收集到所需的組織樣本。

織樣本及生命條碼，但因未公開及整合資訊，

此外，由於分類學式微，分類人才流失

因此很難估計實際的數量。此外，在生命條碼

日益嚴重，許多類群的分類人才出現斷層，分

的收集上，TaiBOL 計畫也取得很好的成果，

類學的經驗和知識快速流失，物種的消失和滅

總計在動物與真菌類別分別已經累積收集到

絕因各種人為因子的破壞及氣候變遷的影響，

4,441 筆及 1,857 筆的生命條碼。

也使冷凍組織樣本及生命條碼的收集更形困

冷凍組織樣本收藏的首要條件是必須能
夠正確地鑑定物種，因此執行單位與不同生

難。因此這個計畫正在和時間賽跑，如不儘速
大力推動會錯失先機。

物類群的分類學家合作，依其各自不同生物
類群的分類專長收集、鑑定與留取組織樣本，
同時確保每件組織樣本都在博物館或標本館

黃世彬、邵廣昭、鍾國芳

中留存可供查驗的憑證標本，以便未來對鑑定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的正確性有疑慮時，仍有重新檢視標本的機

吳聲華

會。這個計畫所收集的所有組織樣本與生命條

自然科學博物館

碼詳細資料，目前都已數位化建置於「臺灣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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