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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於娛樂性生物資源的開發與行銷策略義涵

黃麗君

國立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與發展學系　助理教授

　　生物科技幾乎成為近代產業科技的顯
學，也一直被認為是繼電子通訊產業之後，
最具潛力的明星產業。根據我國經濟部的定
義，廣泛的生物科技是“總和微生物學、動
物學、植物學、細胞學、化學、物理學、乃
至工程學等科學而成的技術學門”。而狹義
的生物技術則是指運用近代發展的關鍵生物
技術，如遺傳工程技術、蛋白質工程技術及
細胞融合瘤技術等，以透過生物程序、生物
細胞或其代謝物質來製造產品及改進人類生
活品質之科學技術(經濟部技術處，2006)。
依經濟部技術處(2006)的公告資料，生技產
業的產業領域包括八大範疇：生技藥品、
再生醫療、醫用檢測、生技/製藥服務、特
用化學生技、農業生技、食品生技與環保
生技。其中農業生技的產值約佔我國生技產
業產值的17%，僅次於食品生技(33%)與生
技服務業(19%)，位居第三。依成立的廠商
家數而言，依序以食品生技(21%)、農業生
技(17%)與生技服務業(14%)的產業規模最
大。根據行政院所公告之產業發展策略，可
發現在國家政策上，我國生技產業政策係以
農業生技、高階醫療器材與生技製藥為發展
重點(行政院，2007)。
　　雖然生物科技有廣義與狹義之分，但不
可諱言的，狹義中關鍵技術(如遺傳工程技
術、蛋白質工程技術及細胞融合瘤技術)的
開發與運用，才是近代被各界競爭角逐的重
點。其中基因改造技術的應用牽涉經濟發
展、食用安全、生態與生命倫理等議題，故
其開發與應用也常引發各界人士的爭辯。但
隨著人類急欲克服的能源與糧食需求問題，
基改作物的發展已逐漸成為近代農業的主流
之一。根據報導，基因改造種子九成以上為
大豆、棉花、油菜及玉米，其各佔其該類市
場銷售量的64%、38%、18%及17%。但由
於人類對生質能源的需求，近一兩年以基改
玉米的種植面積成長幅度最大，2007年的
成長速度幾近40% (余祁暐，2008)。

基因轉殖技術於娛樂性生物資源的開發
應用
　　根據衛生署食品衛生管理法的公告定
義，基因改造技術係指「使用基因工程或分

子生物技術，將遺傳物質轉移(或轉殖)入活
細胞或生物體，產生基因改造現象之相關技
術」。基因改造作物一直在食用安全與生態
保護上存在很大的爭議，各界正反意見爭論
不休。但隨著基改作物所展現的實質效益與
人類對食物與能源的需求殷切，基改作物的
種植面積於這幾年大幅成長。透過基因改造
技術，可改變作物的遺傳性狀而開發出具抗
病蟲害、抗惡劣環境、抗除草劑、提高產量
與營養豐富等特性的作物品種，使農民在種
植過程中減少許多勞務與農藥的支出，耕作
成本大幅降低且產量得到大幅的提升，也可
提升食用者的營養攝取。基改技術若用於提
升作物的抗病性與使農作物更能適應不良
的生長環境，則可減少殺蟲劑的使用，使
得農作物的成功率增加；因殺蟲劑的減少
使用，也因而促進環境的保護（余祁暐，
2007a）。對農作物生長環境不佳與人口眾
多的國家而言，種植基改作物不失為解決其
糧食問題的重要憑藉。故基因轉殖技術於作
物生產的利用被認為具有擺脫貧困、飢餓與
營養不良的功能(潘子明，2007)。據報導，
就全球耕作面積而言，約有7%的農地栽種
基因改造作物。美國約超過50%的作物都
是基因改造作物，其中更以大豆與玉米為大
宗。其他主要基改作物栽種國家尚包括阿根
廷、巴西、印度與中國(徐上恩，2007)。
　　過去的生物技術發展被認為以生產者
的利益為重，如開發具抗病蟲害、抗惡劣
環境、抗除草劑或提高產量的作物品種。
根據評估，在受益比例的分配上，農民受
益比值為42%; 公司44%; 消費者僅7%
（Shalhevet et al., 2001）。但目前生物科
技的發展趨勢愈趨消費者導向，即將科技用
於創造與消費者直接相關的利益，使所開發
出來的生技產品對消費者而言更具直接性的
價值，以博取消費者的青睞，進而提高市場
對產品的接受度，如利用生物技術強化產品
的品質、營養價值或娛樂效果等。
　　雖然基因改造作物具有許多的實質效
益，但基因改造作物一直在食用安全與生態
保護上存在很大的爭議。由於基改作物的發
展在末端的市場推廣上尚無法完全解除消費
者的安全疑慮，在技術發展的成本效益考量
之下，基改技術的應用不再僅限於糧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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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娛樂性觀賞生物資源的基改應用由於減
少了消費者直接食用基改作物的安全疑慮，
彌補了基改作物因安全疑慮而產生的利潤障
礙。故娛樂性生物資源的發展對基改市場的
效益有其重要貢獻，如歐盟與挪威，其市場
較能接受娛樂性觀賞植物在基改上的應用，
歐洲市場也已核准11種基因轉殖的康乃馨進
口，可見消費者對對基改娛樂性作物的接受
度遠較對一般基改糧食性作物的接受度為高
(余祁暐，2007a)。
　　國際性權威雜誌「經濟學人」分別於西
元2000年與2007年就基因轉殖技術於娛樂
性生物資源的開發應用作專題性報導。整體
而言，目前基因工程技術於娛樂生物資源的
開發主要集中於：1)改變花卉的顏色、香味
或花型; 2)開發新的觀賞魚種; 3)利用細胞
複製技術複製寵物。我國行政院2002年產
業科技策略會議中決議「推動具國際競爭力
之亞熱帶花卉與水產養殖生技產業」，以提
升台灣農業生技產業競爭力。是故，娛樂性
生物資源的開發乃是我國科技政策下的重點
產業之一。
　　由於基因轉殖技術的成熟，致使許多生
物學家致力於利用基改技術開發娛樂性生物
資源的休閒娛樂性狀，以期更增進娛樂性生
物資源於休閒遊憩市場的競爭力。如目前基
因轉殖技術已成功運用於花卉顏色性狀的開
發(陳政忻，2007)，或觀賞魚之外觀與顏色
的開發等。
　　近年基因改造技術已被廣泛應用於花卉
外表性狀的改變，其中主要為改變其顏色、
香味或花型。創造新奇的花卉顏色幾乎是目
前基因技術於開發新品種花卉娛樂性狀最典
型的案例(Tanaka et al., 2005)。每一種花
卉基於其遺傳特質，有其顏色表徵(圖一、
圖二)。也由於遺傳性狀的表現，也往往使
某些花卉往往缺乏某特定色系的顏色，如世
界三大切花玫瑰、菊花與康乃馨，缺乏藍色
系品種，故科學家試圖利用基因改造技術創
造其藍色品系的花種。過去是靠傳統的育種
技術培育新花色的品種，但若某種花卉的原
生種源缺乏某種花色基因，則使該類花卉在
顏色表現上受到限制，如傳統的矮牽牛花缺
乏磚紅色花系，而康乃馨與玫瑰缺乏藍色系
等。現代藉由基因改造技術的發展，都可逐
一克服先天遺傳性狀的限制，培育稀有花系
的新品種。目前許多控制花色的基因已被發
現並被成功分離與選殖，可利用基因導入技
術移植至植株內，使其表現出新的色系特徵
(蔡奇助、曾東海、王強生，2002)。由於近
代基因改造技術的進步，藍色的玫瑰已不再
是園藝學家不可能的夢想。目前部分基因轉

殖技術於花卉新色系的開發已成功商品化，
如日本Suntory公司自1990年即與澳洲花卉
基因公司Florigene合作，尋找藍色花卉基
因，並於近年成功推出藍色康乃馨「月塵」 
(Florigene Moondust)，為全球第一個上市
的基因轉殖花卉。2003年日本Suntory公司
進一步併購Florigene，預計於2010年推出
藍色玫瑰(許嘉伊，2007)。
　　我國目前基因轉殖技術於觀賞魚的開發
也呈現具體的研發成果。國朕、邰港、中華
生技、魚博士、富立洋為台灣五大生技水產
養殖公司，其中邰港公司主要發展策略為開
發基因轉殖觀賞魚，目前的具體成就包括於
2001年開發全球第一條全亮螢光基因魚；
2002年全球第一條紅色|綠色肌肉螢光基因
魚；2002年運用基因技術成功開發新觀賞
魚品種藍眼夜明珠；邰港公司也建立了全球
第一座魚種種源庫，奠立未來利用基因技術
發展觀賞性魚種之基礎 (圖三、圖四)。根
據產業市場分析，全球水族觀賞魚市場約
4,500億台幣，年成長率據估可達10% (陳
政忻，徐雅芬，2005)。因基因觀賞魚對全
世界而言都是新興市場，尚未有領導性廠商
的出現，故有產業人士認為基改技術於觀
賞魚的開發對台灣而言深具潛力(余祁暐，
2007a)。
　　都會化的生活型態下，人們的人際關係
愈趨疏離，寵物的角色也隨之發生改變，寵
物已不再是人們的玩物，而是逐漸扮演「家
人」甚或「子嗣」的功能，滿足了飼主對生
命義涵的追尋。有科學家預言未來基因轉
殖技術於娛樂性生物資源的運用更可能擴
及到生物寵物的開發，以滿足飼主緬懷其過
逝的心愛寵物，或以主人的基因複製寵物，
使寵物具飼主的外表特徵，以滿足現代人
以寵物作為子嗣的替代角色的需求(Weiss, 
2002)。

基因轉殖技術於娛樂性生物資源開發的
策略性意義
　　雖然基改技術已廣泛地用於食用作物的
開發，但基改作物的食用安全性疑慮致使
歐盟等廣大消費市場對基改食用作物造成抵
制，也進而削弱了基改技術的市場利潤。雖
然人們已逐漸見證種植基改作物的好處，但
消費者對基改作物的食用安全、生態平衡與
生命倫理等疑慮，仍是不可忽略的輿論壓
力。如目前執農業生物科技發展之牛耳的孟
山都(Monsanto)公司，在其基改作物研究
發展之初，飽受基改作物食用安全與生態破
壞的輿論壓力，經市場策略的修訂，放棄了
研發已久的許多直接食用作物，包括小麥、

1.indd   17 2008/12/18   上午 08:55:44



18

馬鈴薯與香蕉等作物，改以工業用途的大宗
作物（如玉米、大豆、棉花與油菜花等）為
發展重點，才成功減緩了社會的輿論抗爭 
(徐上恩，2007)。故在生物科技的發展競爭
上，除科技層面的競爭外，也有賴妥善的市
場策略規劃，才能展現實質的經濟效益。目
前基改技術於農作物的開發呈現「集中於少
數國家的少數企業」的特質，即由少數國家
中的少數企業壟斷此技術市場，如美國、阿
根廷、加拿大與中國，此四個國家所開發的
基改食用作物的整體市場佔有率達99.1%，
其中美國企業Monsanto(孟山都)公司其市
場率更達51% (Shalhevet et al., 2001)。
小型國家如以色列與台灣等，其幅員小，且
企業組織規模小，其在資金與管理技術上皆
難以與Monsanto等大型生物技術公司相抗
衡，故基改技術於娛樂性生物資源的開發應
用對許多小型國家而言，實具產品差異化的
策略價值(Shalhevet et al., 2001)。是故，
在我國的生物技術發展策略上，我國行政院
2002年產業科技策略會議中決議娛樂性生
物資源的開發為我國科技政策下的重點產業
之一，以推動具國際競爭力之亞熱帶花卉與

水產養殖生技產業為策略方向，以提升台灣
農業生技產業競爭力。
　　基因轉殖技術用於娛樂性生物資源的開
發雖屬於小眾市場，但對於如台灣或以色列
等幅員狹小、天然資源有限的國家而言，實
有「利基市場」之策略性意義。一般而言，
小型國家的企業常具有某些先天上的發展障
礙，常見者包括1)企業組織規模過小，不利
從事研究發展工作的創新開發; 2)資金募集
不易; 3)基礎設施較為缺乏; 4)管理技術缺
乏等障礙，且大宗作物的基改市場已被少數
國際大廠所壟斷，故其生物科技的發展實難
以在大宗作物的基改市場與國際性生物科技
大廠競爭，該類國家必須適當地運用市場差
異化策略，才能取得競爭優勢。有學者建議
小型國家可以以「小量多樣」的策略模式發
展生物科技的利基市場（Shalhevet et al., 
2001），亦即小型國家可以以技術取勝，
透過慎選具開發潛力的作物，以研發其新品
種取得競爭優勢，以克服大宗作物所需的土
地資源之不足。根據目前各國的主要專利成
果分析，相關產業人士建議未來台灣的基改
轉殖對象可鎖定蔬菜、水果、觀賞植物或寵

圖一：各種花卉品種擁有其獨特的色系-暖色系
　　　花卉

圖三：利用基因改造技術創造了色彩繽紛的螢光
　　　魚(邰港科技提供)

圖二：各種花卉品種擁有其獨特的色系¬-冷色系
　　　花卉

圖四：基改螢光魚(TK-1綠夜明珠，邰港科技提
　　　供)

1.indd   18 2008/12/18   上午 08:55:49



19

物(觀賞動物)，可發揮產品差異化的功能(余
祁暐，2007b，2007c)。
　　根據行銷理論的定義，利基市場乃為市
場區隔的策略觀點。一般而言，企業的資
源有限，且其專長有別，故其適合服務的顧
客對象與適合提供的商品或服務也不同。將
消費者適當的區隔後，企業往往根據其資源
與專長選擇其適合的目標族群作為其行銷標
的。從理論觀之，其選擇的目標族群必須量
夠大、能接觸的到與具需求差異性等特徵，
才能成為理想的目標族群。但有時目標族群
的量雖然不是很大，並不全然代表沒有市場
價值，如利基市場即是一例。“利基”是為
較小的一個區隔體，是由一群有明顯需求但
其需求尚未被滿足的消費者所成的集合體。
通常我們可用下列標準來判斷某消費群體
是否具「利基市場」的價值，包括：1)其消
費者需求獨特且明顯，2)願意支付較高的價
格以尋求其需求能獲得較佳的滿足，3)此一
市場不太可能吸引其他競爭對手，4)可透過
專業化取得獲利的經濟效益，5) 具一定規
模，具獲利與成長的潛力(方世榮，2003)。
利基市場的規模雖不像一般的區隔體為大，
但其大小仍足夠讓業者具獲利性。但也因
為其規模較一般區隔體為小，故在競爭上具
“先佔為贏”的特性，即市場先鋒者一旦取
得市場消費者的認同與品牌優勢後，後續的
競爭者基於成本與市場佔有率的考量，很難
入侵瓜分市場。

生物娛樂性狀的消費者行為研究
　　商品的開發需以分析消費者行為為策略
基礎。然過往基改作物的發展比較以生產
者利益為導向，直到近年才逐漸重視消費者
導向的相關研究，故過往的相關消費者行為
研究比較缺乏。就娛樂性生物資源的開發而
言，許多的生物技術乃用以增強其娛樂性狀
的提升，這些開發成果除了誘導消費者的好
奇心，以刺激其購買慾外，也利用這些娛樂
性狀刺激消費者的感官體驗，強化其娛樂休
閒的功能。感官刺激對消費者所引發的行為
影響，以早期歐美科學家的相關研究較多，
可能與歐美國家時尚工業較為發達有關。以
娛樂性生物資源的花卉作物為例，根據荷蘭
花商協會主席Herman De Boon (1990) 對
花卉消費市場的詮釋，內在的情緒因素才是
誘導消費者購買花卉的主因。故了解花卉對
消費者內心的情緒作用，才能擺脫「花卉是
奢侈品」等不利花卉推廣的因素。根據筆者
過去的研究發現，當消費者被詢問花卉香味
與顏色對其花卉購買選擇的重要性時，隨著
年齡的增長，其對花卉顏色的重要性認知逐

漸增強；但相反的，其對香味的顏色認知就
逐漸減弱。根據研究結果，14歲以下的消
費者，其對花卉商品的選購認知為香味的重
要性遠勝於顏色的重要性；14歲以上的消
費者其購買認知則反之。隨著年紀的增長，
消費者對花卉的顏色與香味屬性認知逐漸發
生改變，約14-17歲的年紀，其認知就逐漸
轉變為顏色的重要性勝於香味的重要性(黃
麗君、R. Mattson，2001)。但該認知的轉
變是出於自然的演變，或出於消費者對消費
環境的「妥協」 則不得而知。所謂的消費
者妥協係指礙於現實環境中，帶香味的花卉
品系愈來愈少，故消費者也逐漸忽略花卉的
香味特徵，長久下來，消費者也就逐漸「忘
記」花卉該有的香味特徵了。在花卉新品系
的開發上，許多原本具香味特性的花卉品種
經連續數代的育種結果已逐漸失去原有的香
味，隨著消費者與沒有香味的花卉的接觸經
驗增多，消費者逐漸修訂其觀念，而影響其
對花卉的香味性狀的認知。
　　雖然成年的消費者在其理性認知裡，認
為花卉的顏色重要性勝於香味，但並不表示
其對花卉的購買不受花卉的香味影響。當我
們邀消費者實際體驗花卉的顏色與香味後，
發現其購買意願顯著地受其對花卉香味的喜
好程度所影響，不管是成年或未成年的消費
者，花卉香味對其花卉購買意願的影響均勝
於花卉顏色對其花卉購買意願之影響。
　　嗅覺對行為的影響一直被認為是「不自
覺」的，卽嗅覺透過對情緒機制的控制而無形
中影響人們的行為。在賣場的實務研究上，
也證實嗅覺刺激會影響消費者對商品的判
斷，如曾有學者從事香味對消費者的商品判
斷的影響，研究中安排三種帶有不同氣味的
尼龍襪，其柔軟度一樣，但分別具有天然的
尼龍化學味、水果香味與花卉的香味，然後
要求消費者判別這些帶有不同氣味的尼龍襪
的柔軟度。研究結果顯示大多數的消費者會
表示帶有花香的尼龍襪比較軟，僅有10%左
右的消費者表示天然尼龍化學味的襪子比較
軟(Laird, 1935，摘自Morris, 1984)。在
實務的市場研究上，也發現消費者甚至以香
味做為花卉是否新鮮的判斷基準(Howland, 
1994)。
　　嗅覺之所以影響消費者的判斷進而影響
其購買選擇行為，據信是因為嗅覺具有調節
或干擾消費者情緒的功能，故影響其對外在
刺激的判斷，因而造成消費者購買行為的改
變。在大腦結構裡，嗅覺接受區鄰近情緒與
記憶區，故嗅覺容易影響消費者的情緒。嗅
覺對消費者行為所產生的影響功能，已被賣
場廣泛運用，作為賣場管理的一部份。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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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將賣場進行「氣味」處理，透過對購
物空間氣味的淨化與人為的「加味」，以影
響消費者對產品的感覺與購買慾。

結語
　　在產品差異化與利基市場的策略運用
下，娛樂性生物資源成為一項具潛力的生物
產業。娛樂性生物資源的娛樂性狀開發，無
非是用以引發消費者對它的新奇感或透過其
對消費者的感官刺激，以達到情緒或心靈調
節的功能；或利用生物其無法被非生物所取
代的生命義涵來滿足人類個體生命史發展的
過程中所追求的生命意義，而達到心靈上的
滿足。故不同的娛樂性生物資源其娛樂模式
是存在差異性的，如Matsuo(1990)研究日
本消費者對花卉的偏好與欣賞，發現不同的
偏好機制，一為花的外型與顏色所形成的視
覺刺激，另一為消費者透過「養殖」的過程
體驗「孕育生命」的意涵；又如生物寵物的
娛樂機制也由過往的玩物性質演變為家人或
子嗣的替代角色，滿足現代人對家與生命延
續的渴望。娛樂模式除受商品本身的特質影
響外，也受商品使用者的年齡、社經條件與
社會習俗等因素影響，個體因上述條件的差
異，其所偏好的娛樂刺激源、刺激模式或刺
激強度也不同。故娛樂性生物資源的相關娛
樂模式有賴更多的研究，才能使相關科技的
開發應用更能展現市場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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