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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完成人類基因圖譜聯合記者會
　

柯林頓(President Clinton) 

　　早安，首先我要向英國首相布萊爾致意。他馬上就要藉由衛星連線，

自倫敦與我們同參與這個盛會。其次，要特別歡迎來自英國、日本、德

國、法國的代表，亦來至現場共襄盛會。當然，還有對本項研究著有貢

獻，但現在未能來到現場的中國科學家，也要表示謝意。因為參與各國的

共同努力，才能使「人類基因計畫」的解讀工作得以完成。

　　我要感謝在「人類基因計劃解讀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所有科

學家們，包含今天不在這裡的秘書Shalala，在場的秘書Richardson，Ruth 

Kirschstein博士，Ari Patrinos博士等計畫執行重要的行政同僚，還有隸

屬健康及人類服務部門、能源部門的各單位工作同仁。

　　我還要特別感謝我的技術顧問，Dr. Neal Lane；還有國際「人類

基因計劃」的領導者Francis Collins博士、Celera Predident Craig 

Venter、參議員Harkin和Sarbanes的與會，及其他卓越的貴賓。

　　兩個世紀之前，在這個地方，在這個樓層裏，傑佛遜總統(Thomas 

Jefferson)跟他最信賴的助手共同舒展開了一張、讓他夢寐以求波瀾壯觀

的地圖。這張地圖就是這位助手路易士(Meriwether Lewis)，橫越美國全

境，到達太平洋邊境的勇敢探險之作。這一張便是我們的國家完整的地

圖！她劃分出海岸線及我們的大陸的全貌。

　　今天，全世界的人們都同步加入我們正在西廂(East Room)的慶祝活

動，一起注視另一張，具有更重大意義的地圖。也就是我們在這裡慶祝首

次人類基因的圖譜的圓滿完成。無庸置疑的，這是人類所製造的地圖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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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也最不可思議的一張。

　　此刻，我們在這裡所見證的，是來自世界出色的科學家，辛勤地工作所

得到的偉大成果。五十年前，一個叫克里克(Click)的年輕英國人和一個更

年輕、積極的美國人華森(Watson)，首先發現基因密碼的優美結構─基因雙

螺旋結構圖。

　　「Dr. Watson，你在『自然』期刊上發表新發現，是有史以來最謙沖的

方式，你知道這結構圖蘊含著有大量生物學奧秘的...」謝謝你!

　　自從那天，人類就非常積極地，算計每天究竟能完成多少解讀工作？在

這些年間，我們結合了生物、化學、物理、工程、數學和電腦科學的智慧，

集結公共和私人部門的強大力量及洞察力。並且邀請超過六個國家、一千多

名研究員，一起來解讀了將近三十億個基因密碼中神奇的信息。恭禧你們，

我們已達成了這項出色的成就。

　　今天的發表會代表的，當然是理性和科學上的勝利成就。然而科學只是

發現自然的偉大罷了！回想當伽利略確定發現他能用數學和機械的工具來理

解天文星體的運動時，他便以一個出色研究員的語言謙沖地表示，他學到上

帝創造宇宙的語言而已。

　　今天，全人類共同來解讀上帝「創造生命」的語言程式，當我們發覺生

命的奧秘時，使我們對上帝最神聖、聖潔、複雜、美麗、奇異的智慧感到更

加敬畏。有了這個意義深遠的知識，人類學到了廣大的新力量基因科學對我

們，甚至對我們孩子的生命，會有現實的衝擊。尤其在醫學上這樣的力量可

以突破傳統的診斷，正確使用治療方法，將使人類避免大部分疾病。

　　在未來幾年，醫師將逐漸能使用「基因療法」，來進行醫療工作。像阿

茲海默、巴金森氏症、糖尿病和癌症等疾病。舉例來說，患有白血病及乳癌

的病人，已經在臨床上給予一種專門針對癌細胞，而不會傷害原本好細胞的



306　　附　錄

新藥。健康細胞完全獲得安全，也就是說幾乎可以避免任何傷害的風險，

事實上，這種新醫法所達成的神奇效果，非傳統療法所能企及。當醫術不

斷精進，相信我們現在就可想像得到，我們的後代，將會對今日令人色變

的癌症，會像對星星一樣陌生。

　　但是，今日劃時代的成就，只是一個起點，將來還有很多更艱辛的工

作，等待要完成。是故我要高興地公開宣佈：自此刻起，曾經不屈不撓

地，引導我們到達此一能解讀生命奧秘境界的科學家們，將會在公營與民

營的機構裡互相合作與競爭攜手完成更重要的科學工作。

　　為了全球人類的權益，我們確信公眾及私人的研究團隊，有義務在今

年內同步公佈他們各自所解讀的基因資訊；同時在公佈這個研究結果之

後，兩組團隊亦將更密切合作，進行重大的基因「排序分析」會議，俾能

更提升生物基因的運用價值。他們會彼此檢驗由雙方面努力所累積的(知

識)，然後研議該如何邁向下一個宏遠更高境界的議題。

   接著我們下一目標是什麼呢？具體而言，就是三年內，亦即會在發現雙

螺旋結構五十週年紀念之前，我們將會完成一個，實際上「零錯誤」的人

類基因最終草(藍)圖。其次，經由對公眾及私人研究持續且豐沛的支持，

我們必能整理，這批珍貴的遺傳資訊，並確立人類基因圖譜。同時從這些

圖譜中，確證的發現人類基因的功能，及它們的蛋白質建構產物的奧秘，

之後我們可以快速地將此項知識運用在延長和充實生命的療法上。

　　我想強調，生物科技公司在這些努力中是完全有必要的，因為他們能

在市場獲利的機制之下，會加速人類基因資訊的運用，並帶給全體人類益

處。也因為這個原因，我相信，在政府支持之下，這項經營，能讓他們做

長期的投資，並且連帶地使全國醫藥學，從根本上永久地，導致長足的進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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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人生的第一個目標，僅靠「科學」的努力是無法達成，勢必以

科學為基礎的新思維開展，才能全面提升人生。因為這是一個常涉到人類

擁有的、賴以生存的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念。對於開發科學的新界，我們

不能退縮，然而當我們在運用這些新發現時，我們必要思考如何保有與科

學間的競合關係。尤其是，那古老且珍貴的人類價值。換句話說，就是我

們必須確保新的基因科學及其利益是要使全人類皆同享福祉，決不可落入

為少數權貴服務。

　　當我們解開人類基因的秘密時，亦應如何同步確保每個人的隱私權，

並且亦應保證基因的資訊，不會被用來破壞或歧視某個個人或團體。

　　人類基因圖譜愈見清晰，愈不應動搖人類的基本道德，及政府與社會

長期以來所建立倫理信念。大家是生而皆平等的，在法律之下均應有被平

等對待的權利。畢竟，我相信由基因的成功解讀裏，她所揭露出最好的事

實就是：所有的人類，無論任何種族，彼此的相似性在百分之九十九以

上。

　　這代表的是，現代科學已確立了人類從古老命運中，所學到的真理是

人類生命最重要的事實，就是所有的人，均具有普遍的「人性」。我盼望

人類能確認這個光輝的事實，在我們繼續朝向有史以來，最能發現生命奧

秘的新紀元時，共同的人性觀念，能一直領導我們的行動。 

　　現在，我們連線轉到在倫敦唐寧街的布萊爾首相及桑格(Dr. Fred 

Sanger)和其他著名的科學家，以及在本工作上提供慷慨支援的維爾康

(Wellcome)公司的人員。眾所皆知，布萊爾首相提供豐富的資源和完全的

信任，使得英國科學家們在解讀人類基因過程中，充分展露他們的天才，

並扮演重要的角色。

　　謹代表美國人民，感謝首相、科學家、和英國政府對於此國際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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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貢獻。

　　還有，首相先生，我要向您對基因及科學科技之研究如此意志堅定，

不遺餘力，有遠見的支持致上最高敬意。

　　另外，我推想，最近你們新添的小兒子，他們這一代，一定會因為我

們今天共同所宣佈的，人類解開生命奧秘的卓越成就，以及運用此種信

息，而會延長壽命25歲！真是恭喜啊！

布萊爾首相(Prime Minister Plare)

　　Clinton總統，非常感謝您，非常榮幸能加入你們。我想我的小孩

Leo，正在成長，且學習連替他取名字的祖父，都無法想像的事物。而當大

家靜下來思考這問題時，這幾乎不是可以想得到的世代，但這確是人類存

在的新紀元。也許，這個新世代對他們和他們的後代來說，將會有難以想

像的可能，甚至危險。至於我們的職責，則是試著發展那些「可能及阻止

那些可能的、不利的危險發生」。

　　同時，我也要感謝各國的代表及各位傑出的貴賓，在這個重要的時刻

和我們一起在此地。另外，我也想利用這個機會再次感謝Clinton總統，在

北愛爾蘭走向和平的行動中，所扮演的折衝角色。的確，對我、對北愛的

和平行動來說，總統先生一直是一個非常重要和最好的朋友。因為科學一

起致力於和平、弭平人類的爭端。今天，我們將繼續進行另一個重要的人

類和平的工作，我想強調我們對您在此過程中偉大貢獻的感謝。

　　我也要感謝Clinton總統及美國政府對人類基因計畫的支持與貢獻。作

為一個能帶給全球人類利益的挑戰，這個計畫也為全球的科學家帶來良好

的溝通交流，我們許多的新生代也包括其中，像今天和我在一起的諾貝爾

獎得主Fred Sanger，Max Peruts也身在其中，感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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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美國、英國的科學家一樣，來自日本、德國、法國、中國和世界

各地的科學家也共同參與這個計畫。因此這個計畫空前的將公共、私人

及非營利組織結合，為跨國的合作夥伴。我尤其要提出Wellcome Trust ,

若缺少了他的遠見及眼光，英國是不可能完成這百分之三十的貢獻。而

Celera和Dr. Craig Venter在科學競爭上最佳的精神和知能，對本次解讀

的成就，居功厥偉。

　　不要懷疑，我們今天所見到的一切--一個醫藥新革命，其牽連之事

物，甚至遠超越前世紀所發展出抗生素--一個二十一世紀科技上的成功的

新發現。在人類奮鬥以求進步的歷史中，本次的解讀工作，實是帶領人們

跨越界線，邁向新紀元的突破。如同Clinton總統所說，我相信今天所宣佈

的結果，真的是個突破，人類即將展開治療癌症及遺傳性疾病的大突破；

不僅如此，我們將運用這些信息，進行更多方面的成就，因此可以說這一

切也只是一個開始罷了。

　　當Fransis Crick和Jim Watson及美國人Anglo，在上一世紀五十年代，

確認了人類染色體結構的歷史性發現後，讓人們能揭開DNA是地球生命的密

碼；然而，我猜想Crick和Watson亦應確認數十億DNA小單位，並將其拼湊

組合成人類生命藍圖的過程，必是個幾乎像超人的任務。但今天，科學家

們的確完成了！

　　這個新發現，將是以科技、科學所帶領人們走向未來的路！當然，還

有如何睿智的運用它，也是相當重要的！有此項偉大的科學成就，倫理道

德問題，隨之接踵而至，所以，我們全體應確保人類基因之所有權，使能

自由的為所有的正當使用，並應保證所有使用者均遵守，在我們處理範圍

內的基因資訊為限，換句話說是被運用於醫藥方面，以增進人類全體的福

祉，而非去濫用，去製造有害之物以利己。



310　　附　錄

　　對大多數人而言，今天的發展似乎太難，太令人敬畏以致於難以理

解，這項成就很重視非凡的規模經濟、科技及科學進展...我為英國能和他

國一起在這項發現中擔任先鋒而感到驕傲。但我相信這改變的過程代表某

種重要的事：我們無法阻擋改變，但我們的工作、職責是，將這個改變做

合理的運用，幫助人們經歷它，把握擁有更佳健康及生活品質的機會；並

且，在同等的重視下，將災禍減至最低。

　　科學家已向我們展示那機會，我們必須接受這個責任，使這些發展能

夠裨益所有我們國家人民。

　　所以，Bill，我相信如同我們常一同說的，我們共同住在世界性的社

會體的事實，而現在該努力的重點是致力於跨越國際間之鴻溝，維護我們

共同的價值，奉獻此傑出的成就給全人類。

(President Clinton)

　　Tony，如果可以，我想接續你的最後一段話，我想大家真正關心的議

題是您所提出的如隱私、道德倫理、社會及法律等議題。

　　而這提醒我及我們的科學家、英、美、法、德、中，及其他參與此計

畫的盟友，正向一個清楚被定義的目標邁進，全世界都能同時擁有這項成

就的利益及挑戰。

　　有不同的法律，不同的社會風俗，但是我認為美國、大不列顛和北愛

爾蘭聯合王國，和那想要與我們合作的人合作，將是好事情，如果我們能

有共同的努力，就能一起處理人類基因工程上合法性，社會問題及倫理層

面的內涵。我們可能有國與國差別，但是我認為，如果我們一同合作，那

世界將因為對這項計畫的積極而變得更好。 



311

   因此我提供另一次合作的機會，我做是容易的，因為你必須去做，而我

將離開(卸任)。 

(Prime Minister Plare) 

　　嗯，Bill，我完全同意。我認為這個科學突破的迷人可能性，是它一

定會帶來新的機會對全體人類做出極大的貢獻，但是它也可能提升倫理和

道德和合法問題的困難度。

　　決定我們的命運的要素在於人類是否能突破國家國境限制，正確的合

作，使我們能真實獲益，充分利用各種可能性，一起承擔遇到的挑戰和危

險。一方面，我認為那些科學家已經表現了合作精神，促進政府合作走向

另一步。另一方面，他們也已給我們這責任，要正確使用它。

　　因此，當我們在大西洋的兩邊，單獨參加我們會議的事務時，我相信

我們能慶祝合作的精神與科學成就。在這裡我再一次自豪與你和你的工作

團隊共事。 

(President Clinton)

　　謝謝。(掌聲) 非常感謝，湯尼。 

　　幾分鐘後，我們將收到Celera總統，及Dr. Craig Venter的發言,而 

Dr. Craig Venter理應分享今天的美麗榮耀，因為他對基因計劃定序的創

新策略，使今日的成就成為可能。我感謝你，Craig Venter.

　　現在我想邀請Dr. Francis Collins到講台。我也想祝賀他。從他的一

些為人找出疾病基因的核心方法的發展，到1989年對囊性纖維變性基因的

發現及對國際人類基因工程的領導，他都能結合嚴格的科學、倫理，合法

性和社會問題。同時他也是一位有著深厚信念及熱情的物理科學家，他的

貢獻，無人出其右。使我們了解令人驚嘆的未來遺傳科學，將如何改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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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之健康。

　　因此,請Dr. Francis Collins來到講台。

　　Dr. Francis Collins︰總統先生，各位大使，女士和先生們。我很榮

幸能在今早晨，在這裡說話。首先，我想真誠感謝柯林頓總統，他的驚人

的領導能力，使我們能完成了人類首次基因解讀工作！ 

　　他對提倡革新的科學重要性的穩定聲音，以及那份要改善人類狀況的

責任心，一直激勵了大家靈感。他知道遺傳學是一門跨學科，需要各門科

學，如物理學，化學，工程，電算和生物學有力和有創造性的加入。 

　　我有幸親證總統的信念，也就是提示科學家在做研究之中，也必須運

用注意力，同時思考解決倫理，合法和社會問題。各位從方才的演講，便

可以了解他在這領域的領導力，使我們能全力投入研究，不必心中另有旁

騖。因為，他已信誓旦旦地，保證將營造一個沒有美國人需懼怕他們的基

因的訊息，會被不法使用的環境。 

　　科學是一次未知的航行。而今日，我們自己卻能老老實實地掌握真

切，而在這裡慶祝，這是個人類空前成功的里程碑。 Alexander Pope寫

過，〈"Know then thyself.  Presume not God to scan.  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is man."〉人類的研究有什麼更強有力形式能比上研究

自己密碼書呢？ 

　　我過去的7年有幸領導一個多於1,000個最好的科學家的國際團隊，他

們有一些在這裡，有些不能前來參與此次盛會，但他們忠實致力於這個目

標，毫無二致。 今天，我們慶祝第一個揭示人類生命奧秘書的案稿。 

　　現在，這個里程碑是由決心，革新及合作結合，而我們站在前人的肩

膀上。回想，在15年前，我們國家的能源部，國家科學院和國家健康機構

的領導者們，就已經開始有這個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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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很多人都認為這不可能實現的；然而，透過James Watson， 

Waterston，Sulston，Lander，Branscomb, Gibbs和很多人的鼓舞以及

其他同盟國家，包括中國，法國，德國，日本和英國有力的介入，我很

滿足地進行這工程。我還想要公開肯定能源部中，我的朋友和同事，Ari 

Patrinos的付出，這項工程才能如此有效地在美國進行。

　　人類基因藍圖，肯定是人類共同的資產，它適合我們一同著手做它。

到目前為止，國際人類基因工程的里程碑已經按時間表被實現，甚至有些

還提前實現。(譯按：台灣由榮陽集團負責第22號染色體解讀，亦如期完

成，使台灣科學界，對本項最偉大的工程，沒有缺席！)

　　今天，我們再次提前達到最壯觀的里程碑。過去15個月內，在國際合

作下，已經了解大多數人基因的排序。在這期間，這聯合的力量已可以在

連續一週，持續二十四小時，在一秒內定序一千個DNA密碼信息，發展出一

張由重複片段組合。我們已經發展百分之97的人類地圖基因，並且我們已

經排序其中的85%。 

　　定序的品質比預期要高，而半數是在完成或將近完成的階段。這所有

的訊息每24個小時，會在公開的資料庫內更新，在網際網路中的科學家都

能連接使用它，用來幫助闡明人體生物學的祕密。就在去年藉由使用這個

資源，已經有超過12個基因被確認，當中包含和導致耳聾，腎臟疾病及癌

症密切相關的基因。 

　　還有很多東西值得慶祝。但我必須告訴你們，就個人來說，今早是我

難以接受的辛酸經歷。不到24個小時以前，我參加我嫂嫂的葬禮，一個令

人驚嘆的木偶藝術家，她把魔術和快樂帶到數千個孩子的人。但因為乳腺

癌，她很快的過世了。理解所有基因，並且把這知識用來發展強有力的新

工具的希望和諾言，對她來說太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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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我要告訴這裡的所有人，以及外面數百萬相信生物醫學研究的

人，我們，必須加倍努力，加快應用深度，和基本的關於人基因的報告及

疾病的治癒的發現。而那令人渴望的結果，非常需要有持續性的基礎科學

調查，和學術界強有力的奉獻合作，及在生物工藝學、醫藥工業方面的合

作。 

　　就像總統剛剛說的，我們仍然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的，譬如，首先我們

要學習怎樣流利地講基因的語言，接著分析擺在面前的很多任務，逐一克

服完成。今天不是遺傳學的終點，但是或許是起點的結束。做這工作的真

正原因，是要一同發展先進醫學。同樣的，我們必須提供保護，以避免潛

在錯用遺傳學訊息的危險。如果對我的聲音內，有別種意見，那他一定不

是將這件事放在優先考量者，我希望今天的宣布是必要提醒。

　　今天是世界一個愉快的日子。我們已經抓住我們自己生命說明書的說

明。我們更貼近令人敬畏的造物主，以及當年祂創生的密碼程式。這件工

作真是一項解讀深奧的責任。史學家將認為這是人類一個轉折點，因為即

使同是科學家相信在幾年前，他們仍難以想像我們如何突破研究，這些看

似沒有基因順序的生物學。 

　　有幸有機會能和Celera 遺傳學的同事，共同慶祝此刻，我希望表示我

個人對Dr. Craig Venter的感激，他在合作的計畫裡，開放的心胸，成就

了這個共同宣言。我祝賀他和他的團隊。他們在Celera，使用優雅和革新

的策略，補充了公眾部門所採取的方法。我想這兩個方法的比較，將會帶

來更多學習與研究成績。

　　我高興今天我們所談論的，唯一的比賽者是人類自己的比賽。(掌聲) 

很高興為你們介紹Celera Genomics的總裁Dr. J. Craig Venter。他在越

南擔任醫護兵時，因為一次特殊的經驗，而改變生活的態度與理想，Cra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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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驚人的智慧和決心進入人類生物學的領域。當那些前輩研究者不做時，

對某些研究灰心，他總是不屈服於現狀，一定另為尋找新技術，發明新方

法，因此他已經對遺傳學領域貢獻良多。

　　在取得基因組的表現部分的取樣方法上，他在表現序列標籤上的發

展，將人類的基因組，視為一種有界，但可查明的資訊集合的概念加以實

踐。幾年以後，他和他的同事Hamilton Smith，發表獨立生存的有機體， 

嗜血性流感桿菌的完整序列振奮整個學界。並且僅僅3月以前，他發展使用

革新的整個基因的方法，並且與柏克萊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的 Gerry Rubin合作，他和他的同事公佈果蠅的基因序列，

這也是另一個在生物學方面的里程碑。

　　思路分明的、好辯的，從未自滿的，他傳達了一種生物的全新思維方

式。現在，在其領導下，細胞遺傳研究室已達成一個出色的目標--他們自

己的第一項人類基因序列組合。

　　很榮幸也很高興邀請他來告訴你們這個指標性的成就。(掌聲)

　　(費特博士) 我的發言比之前兩名發言者短。(笑)

總統先生，總理先生，內閣的成員，可敬的國會議員，大使和貴賓。今

天，2000年6月26日，為人類十萬年來的紀錄劃下一個歷史性的里程碑。 

今天我們第一次宣佈，我們人類能夠讀出自己的基因碼的化學文字。

　　今天下午12︰30，在公共基因組成的聯合記者會中，Celera Genomics

將描述第一個由整個基因組方法而來的人類基因碼的組合理論。僅僅9個

月前開始，1999年9月8日，在離白宮18英里的處，一個由我自己帶領的小

組，由Hamilton Smith，Mark Adams，Gene Myers，and Granger Sutton

等科學家組成的團隊，開始使用一個新方法來對人類基因組的DNA做排序，

而此新方式實際上是由同樣的小組在五年前於基因研究中心所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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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裔、亞裔、高加索裔、非裔美籍。我們採隨機無排他的方式採

樣，而是出於尊重美國種族的多元性，並幫助說明種族的觀念並無遺傳學

或自然科學的基礎背景。

   在五個細胞(Celera)基因組中，並沒有方法，可以從某一個種族特徵，

分辦出另一個種族特徵。社會和醫學把我們全部當作人口的成員，雖然以

個人而言，我們全是獨一的，但以人口統計而言，並不適用。

　　我想要謝謝並且祝賀Francis Collins和我們的同事在美國、歐洲和亞

洲的基因研究的努力成果，致力於寫出人類基因組的草圖。我個人也想要

感謝Francis Collins，他和我擔任督導的工作以幫助基因團隊的合作，並

轉移聚焦至此計畫的歷史時刻，及它會帶給人類怎樣的衝擊。我還想要感

謝總統他對公眾及私人合作的承諾，讓今天更有意義。

　　顯而易見地，我們的成就，若沒有世界各地科學家的努力，將不可能

實現，他們比我們更早一同追求探索，對生命最基本層級，有更進一步的

認知。科學的美麗在於重要的發現，往往是透過其他發現建造，而累積而

來的。我被那些紀律嚴明的先鋒女士先生們鼓舞著，他們使這偉大的成就

成為可能。

　　我尤其想感謝能源部的Charles DeLisi，以及Charles DeLisi的Jim 

Watson，他們幫助開展基因工程。人遺傳學的藍圖的完成，少不了美國政

府的持續投資和基礎研究。我為總統及國會近幾年來，在製造、儲存大量

能源，提供協助財源，並提供基礎科學的引擎運轉之研究，為之喝采。

　　同樣地，我們不能忽略私營企業在美國的研究之投資。如果不是它，

今天將沒有這個宣告，因為P.E生物系統投資超過10億美元在Celera實驗

室，及自動化的DNA定序機上，依次來說，還有一些投資是公眾對科學的投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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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年以前，在越南醫學小組服務的一個年輕人，使我直接學習到生命

間的纖細組合的。那次經驗，激起我研究我們身體中數兆的細胞，如何相

互作用，並且支持生命的興趣。當我直接目睹那一些人努力熬過破壞身體

的創傷的痛苦，而其他人卻因為小小的傷口而放棄生命時，我意識到人的

精神的力量比我們的生理重要。

　　我們很清楚，人類力量遠遠超過基因的總數，正如社會力量大過個

人。我們的生理，是源於基因和環境的複雜無限相互作用而組成的，正如

我們的文明世界是源於我們所有人的相互作用一樣。

　　我的同事和我已經做超過24種物種的DNA解碼，從病毒，細菌到植物，

昆蟲，現在到人類，我們驚嘆的發現，我們都連接在演化過程中的遺傳密

碼的共通性中。而人類有很多基因跟地球上的其他物種是相同的，所以我

們和其他人其實並不是如此迥異。 

　　你可能吃驚地發現，你的基因序列有百分之90和其他動物裡與蛋白質

相同。我相信，我們提供給這個世界的基本知識，將深深影響人的狀態，

對疾病的治療，以及我們對生物連續性及自己定位的觀點有深遠影響。

　　基因序列代表新科學和醫學的起點，及對每種疾病都有潛在的影響。 

舉個例子，在美國，每天，大約有2,000人死於癌症。但在由Dr. Collins

所述的基因努力的結論，及我自己早上的敘述，可以知道，這些研究將會

被催化，更快速的發展，癌症的死亡率，將能在我們有生之年，便會在正

常的壽命期間，降低到零。新治療的發展，需要公眾對基礎科學的投資，

將新發現藉由生物技術轉換到新的藥中。

　　然而，我在想，有人會想用這項新知作為種族歧視區別的基礎。一項

CNN新聞的民調報導有四成六的美國民眾認為人類基因計畫的影響將是負面

的，我們必須一同面對更高深的科學知識，並聰明的使用我們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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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過去幾年，個人和總統的討論及總統今天的言論可以知道，歧視

是他在基因革新中最關心的課題。那些將把社會決定建立在遺傳學的簡化

法上的那些人，將會被科學打敗，所以，設立保護我們免受遺傳學的歧視

的新法律，可以將基因發現改良的醫學進步，帶給人類最大的益處。 

　　有人告訴我將人類基因定序會貶損人性，因為她將取出了生命的神秘

之感。而詩人也爭論，基因排序奪取他們啟發靈感。但事實上，無生命之

化學製品如何鼓舞人們，這些複雜和驚奇想必將帶給詩人和哲學家千年的

靈感！謝謝。(掌聲) 

(President Clinton)

　　嗯，感謝你們兩個人的陳述。我想最後，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

聯合我自己和Dr. Venter的言論。這些事情全部被解決後，我們全部可以

活150歲--年輕人仍然戀愛，老年人仍然為了50年以前本應被解決的事情奮

鬥-(笑)--我們將有時做些愚蠢的事情，我們也將看見難以相信的高尚人

性。今天真是偉大的一天。非常感謝。(掌聲) 

美國東部夏令節約時間10︰50 

(本文由美國白宮發布之新聞稿件，由台北縣聖心女中林佳紋教師、卓靜怡

同學、板橋高中葉麗雲教師等翻譯，教育部中辦室李宜堅督學審。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