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不要 GENE 種木瓜

圖片來源：支持香港無基改種植聯盟 Facebook



種木瓜都犯法？種木瓜都犯法？

《基因改造生物（管制釋出）條例》《基因改造生物（管制釋出）條例》

2011 年 3 月 1 日生效

個月過渡期6 個月過渡期

任何人若未事先獲得政府核准，都不能釋
放基改生物（包括種植） 否則即屬違法放基改生物（包括種植），否則即屬違法

履行國際義務

〈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
議定書

以預防原則保護生物多樣性以預防原則保護生物多樣性



香港有 GM木瓜嗎？香港有 GM木瓜嗎？

漁護署 10-11 年調查 ，GM %：漁護署 10-11 年調查 ，GM %：

44% 本地出產的木瓜

入口木瓜38% 入口木瓜（中國、夏威夷、馬來西亞）

24% 入口動物飼料（美國、西班牙）

17% 小麥（??）

20% 斑馬魚（台灣??）

11% 蘿蔔苗（日本）

圖片來源：養魚世界網頁



已批准作生產的 GM木瓜已批准作生產的 GM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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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來源：Hawaii Grown Papaya webpage



中國香港早有 GM木瓜中國香港早有 GM木瓜

2006 年春天2006 年春天

廣東省農科院的「穗中紅 48 號」早熟木
瓜種已有基改污染瓜種已有基改污染

本地有機農戶受污染

2006 年 7 月 20 日2006 年 7 月 20 日

華南農業大學的「華農 1 號」基改木瓜獲
批准在廣東省作商業生產批准在廣東省作商業生產

中國、香港早已種植 GM 木瓜

包括 已獲批准 及 未獲批准 生產的品種

圖片來源：廣東省農科院蔬菜研究所網頁



基改木瓜點樣分？基改木瓜點樣分？

目測（不準確）目測（不準確）

有否木瓜輪點病病徵

但不一定但不一定

有 F1 品種耐木瓜輪點病

有 GM 木瓜不太耐其他地方的輪點病

可能有其他 GM 木瓜在測試中已流出市面

抗其他病蟲害、抗除草劑、抗重金屬、生
產疫苗、延遲成熟、……

化驗

圖片來源：CTAHR of U. of Hawaii at Manoa、APS net 網頁



政府打算點做？政府打算點做？

2010 年 3 月 10 日2010 年 3 月 10 日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於立法會二讀辯論條例
草案時，表明準備豁免所有基改木瓜

因為本地已廣泛種植基改木瓜

而且本地野外並無番木瓜科的野生植物

2011 年 7 月 5 日
法例的專家小組會議上大比數同意豁免所
有（不論已獲批准生產與否）基改木瓜

2011 年 9 月 1 日前

估計政府會刊憲，豁免所有基改木瓜



基改木瓜有甚麼問題？基改木瓜有甚麼問題？

1998 年在夏威夷開始商業生產1998 年在夏威夷開始商業生產

無即時不良影響，但卻仍有風險

可能引致過敏反應可能引致過敏反應

可能令病菌產生抗藥性

可能出現 GM 基因轉移可能出現 GM 基因轉移

可能影響泥土中的微生物群

可能容易出現新病毒病可能容易出現新病毒病

污染本地有機木瓜

……



怎麼會產生過敏反應？怎麼會產生過敏反應？

GM 木瓜GM 木瓜

加入木瓜輪點病病毒的鞘蛋白基因

抗木瓜輪點病抗木瓜輪點病

木瓜輪點病病毒的鞘蛋白

與一些已知致敏原的氨基酸序列接近

須要更多研究始能確定安全須要更多研究始能確定安全



怎會令病菌產生抗藥性？怎會令病菌產生抗藥性？

基改過程中的標識基因（marker gene）基改過程中的標識基因（marker gene）

抗生素抗性基因

卡那黴素（k i ）卡那黴素（kanamycin）

新黴素（neomycin）
十分重要抗生素

四環黴素（tetracycline）

慶大霉素（gentamicin）
最重要抗生素

（g ）

聯合國食品法典委員會的建議

食物中不應含有能表達對臨床應用抗生素食物中不應含有能表達對臨床應用抗生素
有抗性的抗生素抗性基因

圖片來源：Method of Healing 網頁



GM 基因怎樣轉移？GM 基因怎樣轉移？

水平基因轉移水平基因轉移

基因逸出，整合進其他生物的基因組內

GM 基因包含多種外來基因片段（ 如標識GM 基因包含多種外來基因片段（ 如標識
基因、啟動子基因等等）

可能更容易出現水平基因轉移可能更容易出現水平基因轉移

科學家發現

基改木瓜的抗生素抗性基因可以轉移去泥
土中的微生物

種植基改木瓜的泥土中 微生物對抗生素種植基改木瓜的泥土中，微生物對抗生素
抗性指標高 0.63 至 4.46 倍

圖片來源：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網頁



怎樣影響泥土中的微生物？怎樣影響泥土中的微生物？

種有基改木瓜及非基改木瓜的泥土，種有基改木瓜及非基改木瓜的泥土，
有顯著的差異

化學性質化學性質

多種酵素活動

微生物群（包括細菌、放線菌及真菌）的
數量

圖片來源：Fierer Lab Group, U. of Colorado 網頁



新病毒病怎樣發生？新病毒病怎樣發生？

病毒增效作用病毒增效作用

寄主植物體內的病毒蛋白可以令其他病毒
更易感染同一寄主更易感染同一寄主

基改木瓜

可能更易受一些本來不感染木瓜，或感染
性不強的病毒侵襲

加速病害發生 並加深病情 甚至增加新加速病害發生，並加深病情，甚至增加新
病毒病發生的機會

圖片來源：Future Hi 網頁



怎樣污染本地有機木瓜？怎樣污染本地有機木瓜？

自 2006 年後，認證木瓜做 GM 檢驗自 2006 年後，認證木瓜做 GM 檢驗

GM 種子污染

花粉污染GM 花粉污染

嚴重影響有機農戶的種植選擇權

冒被污染、受懲罰的風險去生產木瓜

影響到消費者的消費選擇權影響到消費者的消費選擇權

難吃到食物里程最短、最合時令的本地有
機木瓜機木瓜



其他問題其他問題

可能野化可能野化

GM 木瓜有較高的耐病能力

影響本地木瓜的農業生物多樣性影響本地木瓜的農業生物多樣性

木瓜在嶺南種植有 300 多年歷史

已有不少地方品種出現

GM 木瓜污染可能令這些地方種消失GM 木瓜污染可能令這些地方種消失



應該怎樣規管？應該怎樣規管？

《條例》精神《條例》精神

以預防原則保護生物多樣性

正式申請正式申請

風險評估

風險管理計劃（隔離帶、限期等）

如批准後才發現問題如批准後才發現問題

仍可減低對本地環境的衝擊

政府也可以容易處理政府也可以容易處理



豁免GM木瓜有甚麼問題？豁免GM木瓜有甚麼問題？

本地無基改或有機木瓜市場消失本地無基改或有機木瓜市場消失

本地 GM 木瓜將會越來越多

其他品種的木瓜將越來越少其他品種的木瓜將越來越少

市民健康無保障

GM 木瓜充斥市場

包括獲批准及未獲批准生產的包括獲批准及未獲批准生產的



促請政府促請政府

三年後確切檢討豁免三年後確切檢討豁免

三年內積極清除境內基改木瓜

盡快向公眾、農戶，宣傳此法例

勸籲勿再使用不確定是否基改的種子作繁
殖

保障市民及農戶免受基改污染的權利

盡快制定強制性基改食物標籤法



怎樣清除香港的GM木瓜？怎樣清除香港的GM木瓜？

提供無基改種植的資訊提供無基改種植的資訊

全港性木瓜種植調查

鼓勵放棄原先未知是否 GM 的木瓜

贈送無 GM 木瓜種子

一換一無 GM 木瓜

繼續要求強制性的基改食物標籤法繼續要求強制性的基改食物標籤法



其他可能 GM 物種？其他可能 GM 物種？

曾在港驗到曾在港驗到

黃豆、西瓜、蘿蔔苗、小麥、動物飼料

可以繁殖的食物可以繁殖的食物

番茄、網紋瓜、南瓜、花生、芒果、甜椒、
薯仔、番薯、波羅、稻穀

其他可能

廚餘堆肥微生物、斑馬魚、獸藥

圖片來源：Wikipedia: Compost 網頁



我們可以做甚麼？我們可以做甚麼？

網上行動網上行動

聯署「支持香港成為無基改種植城市‧反
對豁免基改木瓜」對豁免基改木瓜」

加入「香港無基改種植區」申報行動

瀏覽「支持香港無基改種植聯盟 的瀏覽「支持香港無基改種植聯盟」的
facebook及blog

小心選擇木瓜食用或種植小心選擇木瓜食用或種植

勿再使用不確定是否 GM的種子繁殖

將這個資訊告訴你的親友



完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