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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ly羊



Dolly羊之誕生

 英國魏爾邁(Ian Wilmut)以成羊的體細胞進
行複製

 於一九九六年的七月成功複製出桃麗羊

 白面羊脂孔腺細胞 ,將其細胞核抽出 , 與黑
面羊提供的去核卵細胞經電融合作用成為一
個全新的胚胎 , 移入白面羊的子宮內順利生
成複製羊 , 其DNA 序列與原羊完全相同 . 值
得一提的是 , 這項實驗共失敗了276次才成
功的 , 換而言之其成功率是0.36% (1/277) ,



桃麗複製時的程序

 1.先在黑面羊身上取出
卵細胞,除去卵細胞中
的DNA

 2.再培養由白面成羊提
供的乳腺細胞之細胞核

 3.其兩者進行細胞轉殖,
將細胞核體與其細胞質
體通電使其融合,並培
養重組胚胎七天

 4.而胚胎中的細胞分
裂形成胚泡,重組胚胎

 5.植入代理孕母的子
宮

 6.懷孕150天後,複製
羊桃麗終於誕生了





桃麗也能做媽媽

 桃麗是第一隻由已分桃麗是第一隻由已分
化的成年細胞複製出化的成年細胞複製出

的小羊的小羊

 桃麗具有一般母羊之桃麗具有一般母羊之
生殖能力生殖能力﹐﹐生了六隻生了六隻
小羊小羊



震撼世界之原因在於無性生殖
不須經過染色體之交換

 成年的成熟體細胞（身
體內除性細胞精子或卵
子之外的所有細胞）被
認為是分化過程中的終
點細胞。它們的命運是
增長直至死亡﹐不可迴
轉或轉變成其它類細
胞。

– Ex.肌肉細胞就是肌肉細
胞﹐不能變成大腦中的神
經細胞。

 成熟的體細胞的基因
在許多次複製分裂過
程中積累了許多突
變﹐複製之個體年齡
與該體細胞之年齡相
同﹐已不適宜作為一
個新生物的基因藍
圖。



Clone(克隆)

是指一個個體本身自己複製自己
的過程。

生物學上所談的clone
1.細胞複製

2.生物體整體



Clone

1.細胞複製
– 細菌細胞的增長分
裂﹐一分為二﹐為
細胞clone性生長。

– 身體內細胞的分裂
增長亦為細胞
clone。

– 癌症細胞是由 初
始的突變的細胞
clone生長分裂所
致。

2.生物整體複製
– Dolly, 羊

– 都是由生物整體
水平clone技術
所產生。

– 其基因藍圖與細
胞核的供給者完
全一樣﹐是為整
體cloneclone。



桃莉羊之死
 2003年2月14日，科學

家們向世人宣佈，Dolly
因無法治癒的肺病，決
定賜安樂死。

 才六歲半，以羊的平均
年齡12歲左右看來，實
在是很年輕，差不多是
人類的40多歲。

 從三歲起就被發現有了
早衰現象。

 五歲半又被診斷出患有
老年才有的關節炎。



桃莉羊之死
難道真正死因和快速
老化有關？
– 用六歲母親的細胞複
製了Dolly，一出生下
來的基因年齡是不是
就已經六歲了？

– 這樣算來，死的時候
已經12歲半，如果不
是「壽終正寢」，那
些老化證據又該作何
解釋呢？

思考:兩性生殖應比
單性生殖更能確保基
因的多樣與抵抗力



新一代的複製羊 Cupid和Diana

2000年,用經過基
因改造之體細胞
加上細胞核轉移
(nuclear transfer) 
的方法，成功地
製造出基因轉殖
後之複製羊。

1.Kind等人首先將人
類胰蛋白脢抑制脢
(α1-antitrypsin)的基
因插入一個能在乳腺
細胞中表達的載體
(vector)。
– 人類α1-antitrypsin基
因的缺陷會造成遺傳
性氣腫
(emphysema)。



新一代的複製羊 Cupid和Diana

2.藉由同源基因重組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這
個攜帶α1-
antitrypsin基因的載
體又被用來插入來自
組織培養的原生纖維
母細胞(fibroblast)的
染色體中。

3.這個帶有人類α1-
antitrypsin基因的纖
維母細胞中取出細胞
核，再放入一個被去
掉細胞核的卵子中。

4. 後這個含有雙套
染色體細胞核的卵子
被植入母羊的子宮內
發育。



基因改造加複製之技術

新的整體clone技術可以極大地提高效率和降
低成本。

把計畫中之一個基因導入到一個胚胎細胞的
細胞核中﹐然後在體外培養傳代來檢驗證實
細胞是否已具有外來基因。

可把細胞核(含有外來基因)取出並移植到一個
除掉了細胞核的卵子細胞﹐再移入子宮內﹐
便可產生子代。

首先可讓胚胎細胞在體外生長分裂成幾十個
細胞﹐這樣可以同時做幾個卵子的細胞核移
植﹐產生數個子代﹐以提高成功率。



動物的複製

可以製造出與人類相容的動物器官以供器官
移植。

使動物成為活的製藥廠，大量生產人類所需
要的藥物。

– 可利用動物來合成人類所急需的蛋白質藥物

– ex.胰島素﹑凝血因子等。

複製優良品種的家畜



醫療性複製

 核置換複製技術，一
直是被寄予厚望的器
官複製技術。

 先進細胞科技公司
(Advanced Cell 
Technology Inc.) 以
此方式製造出具有功
能的肌肉與腎臟組
織 。

 核置換技術，細胞核
是來自接受移植者本
身，因此可以避免大
部分的排斥問題。

 因為其細胞質來自其他個
體。因此其粒腺體
(mitochondria)所帶有的
基因是否會造成免疫反
應，也引起疑慮。

 先進細胞科技的研究結果
顯示，這些細胞至少可以
在體內存活，而體外進行
的實驗也顯示這些細胞並
不會引起激烈的免疫反

應。



醫療性複製之具體步驟

 將一隻牛的纖維母細胞
(fibroblasts)的細胞核，
替換到牛的授精卵中。

 並將替換細胞核的受精
卵著床到母牛子宮中，
待胚胎發育到約八週，
便取出胚胎並且將其中
的肌肉細胞(心肌與骨骼
肌)以及腎細胞，經過培
養增加數目後，植回到
原本的核捐贈者中。

 發現這些細胞已經分
化，而具有應具有的
型態，並表現應有的
蛋白質。特別是腎細
胞，不但分化出腎小
球，腎小管等構造，
在小心取出轉植細胞
進行體外實驗，也證
明具有透析尿素，形
成尿液的能力。



不使用胚胎之幹細胞研究

威爾邁教授於2007年宣布放棄自己的
醫療性複製研究，轉支持日本福田正之
運用小鼠皮膚細胞培育幹細胞之研究

 2008年日本科學家山中伸彌（Shinya 
Yamanaka）利用人類纖維原細胞培養
出誘導多能幹細胞iPS

避開了胚胎幹細胞的理論爭議
但是卻發現易導致腫瘤及由iPS細胞發
育出的嵌合體小鼠（chimeric mice）會
表現出顯著的健康問題



台灣之研究成果

 2002年以成年的阿爾拜因乳羊的耳朵細胞作
為供核源，進行乳羊的複製，是我國第一例
複製羊，產下雙胎複製羊並且順利存活。

 2002年我國第一例複製豬為利用豬乳鐵蛋白
及人類凝血第九因子之雙基因，轉殖母豬體
細胞作為供核細胞進行核移殖，成功獲得四
頭雙基因轉殖的複製豬，為全球第一頭攜雙
轉殖基因之複製豬。

 2002年我國第一例以成年荷蘭牛卵丘細胞為
供核源之複製牛，產下三頭複製犢牛。但很
不幸，這三頭複製犢牛雖順利地誕生，但分
別於出生後之第一、第三和第六天後相繼死
亡。



複製羊(Made in Taiwan)



酷比豬(Made in Taiwan)



複製牛(Made in Taiwan)



技術的進步帶來社會之風險

除少數之器官組織複製以外，多數之複
製技術仍須將胚胎植入，歷經懷胎生產
以生成一新個體。

被複製個體、複製出之新個體當然有其
人性尊嚴上疑慮，高失敗率下之被毀損
胚胎之製造課題，亦值得醒思。

替代方案之考量，亦是人類社會之重大
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