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2

引言
Ye

llo
w

 Ic
on

臺大生化分生所70週年慶專輯

所  長  的  話

文／林敬哲

西
元2016年，生化所在創立七十年後，正

式的邁向第七十一年。首先，恭賀生化

所七十年來的成就。身為本所所長，深知一

個研究所的經營十分不易，生化所在七十年

之間穩定成長，在學術界建立領導聲望，是

值得驕傲的。七十年之間的老師們辛苦了，

職員們辛苦了，同學們辛苦了。

我是在2012年加入生化所，由於對於所

裡的輝煌成就早就嚮往，也很榮幸一進來就

接任所長。來了之後慢慢熟悉所裡的事務，

才瞭解自己所承擔的責任很大。四年的時間

很快就過去了，當所長的日子十分緊湊，在

不知不覺中日子很快的就過去了。這四年的

日子雖然時間不長，雖然覺得沒有做得特別

不好，但總覺得守成有餘，開創不足。面對

近年來研究資源的激烈競爭及學生就讀意願

的流失，如何提升所裡研究的競爭力，是本

所所有老師、學生、及校友們要思考與正視

的問題。在這時候辦七十週年慶，同時也具

有承先啟後以及展望未來的意義。

在腦海裏思索一下生化所的老師名字，

會發現四十年前和現在似乎沒有太大改變。

再想想在校園裏或走道上遇到的生化所老

師，感覺上和我當學生時期是同樣的一批

老師。這種感覺很溫馨，能夠和這些老師們

一起成長。但是仔細想想也有點擔心，因為

這些和我們一起長大的老師們基本上就等於

是生化所的代名詞，很難想像沒有這些老師

的生化所會是個什麼的樣子。所以，接下來

新一代老師們的組合，是生化所得面對的問

題。生化所的老師們很早就意識到這件事，

也在過去的十數年間陸續的新聘了幾位優秀

的老師加入，增加了許多新血，也期待這些

老師們能青出於藍，將生化所的優良學風延

續下去。

週年慶到底要慶什麼？為什麼要慶祝？

Google了一下「慶」的意思，原來「慶」是指

可喜可賀的事情，『說文解字』又說「慶」

是「以禮相奉慶也」。也就是說我們在生化

所七十年生日時，要辦一件可喜可賀的事

情，並且要帶禮物來一起慶祝。生化所自開

始招生以來，畢業生至少幾千人。無論是在

學術界或產業，生化所的教學成果在畢業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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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的身上展現。辦一件可喜可賀的事情，當

然要畢業生的參與，於此歡迎校友們一起來

相聚，看看過去的師長與同學，回味一下過

去當研究生時的酸甜苦辣，也見證一下生化

所從畢業後到現在的發展，參與這個值得慶

祝的日子。

這次七十週年慶幾乎全所師生全體動

員，感謝大家幫忙。期待生化所能更上層

樓，在未來能有更好的發展。

（作者係母校化學系1983年畢業，現任母校

生化分生所所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檢驗醫學科
徵求推薦主任人選啟事

一、候選人資格：

1. 中華民國國籍。
2. 年齡未滿62歲（中華民國44年2月1日以後出生）。
3.  具臨床病理專科醫師及副教授或教授資格（國內學者須具部定副教授或教授資
格）。

4. 在檢驗醫學領域有學術成就、教育理念、管理及領導能力者。

二、起聘日期：106年2月1日

三、推薦辦法：

1. 須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副教授三人（含）以上連署推薦。
2. 遴選委員得主動推薦適當人選。

四、檢具資料：

1. 相關學門教授、副教授之推薦書3封。
2. 被推薦人履歷表及所有著作目錄1份。（請附相關證件影本及電子檔）
3.  被推薦人個人對於本科未來教學、研究、服務之發展目標及策略說明書1份。
（請附電子檔）

4. 願任同意書1份。

五、收件截止日期：105年12月12日（星期一）下午5時止
請於截止時間前親自送達檢驗醫學部主任室或郵寄送達

六、聯絡地址：台北巿中正區中山南路7號
　　　　　臺大醫院檢驗醫學部主任室張佳琪小姐收

電話：886-2-23562394
傳真：886-2-23224263
E-mail：ntulab62150@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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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過後
臺大生化分生所的前瞻與展望

生化分生所的研究方向

早期生化界主要研究的主題是圍繞在參

與代謝相關酵素的研究，主要工作為酵素的

純化分離，substrate與產物的鑑定，酵素反

應動力學分析，與回饋調控機制的探討。由

於當時研究條件並不完善，因此認為須發展

具有台灣本土特色的研究題目，以避免國際

的競爭。又由於是在醫學院，認為研究題目

需與疾病相關。基於以上理由，早期生化所

的研究方向大致往營養與毒物發展。營養相

關研究以探討膳食纖維及蛋白質等攝取對國

人能量需求相關研究，也分析了食品添加物

對導致癌症的分析，黃伯超教授，林仁混教

授及呂鋒洲教授皆有相關研究。而毒物研究

包含了蛇毒，植物與黴菌內的小分子毒素，

與食品中的毒素分析，相關研究以董大成教

授，林國煌教授，林榮耀教授與林仁混教授

為代表。

在1976年出版的「董大成教授七秩晉

一壽誕紀念冊」裡，黃伯超教授提及『在

先進國家的生化學界，近年內關於基因工程

方面的研究非常盛行』，也提醒同仁仍需繼

續努力。似乎已對接下來的研究下了真切的

預測。分子生物學技術在1970年代開始發

展，許多重要的遺傳工程技術在70年代末期

開始，陸陸續續的應用在研究實驗上，所裡

許多癌症之基礎研究（張智芬教授）與微生

物引起之疾病研究（張明富教授），很快的

就利用這些新進技術。林榮耀教授很早觀察

到分子生物學的重要性，除了技術應用外，

也在臺大醫學院開授「分子生物學」課程。

現在這些分子生物學相關技術已經是每個實

驗室必備的工具，生物化學研究已經不再局

限於酵素反應動力學等生化實驗，堂堂進入

了分子生物學的時代。在2001年，生化所也

正式更名為「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

所」。隨著新技術的發展，張富雄教授致力

於利用奈米載體改善藥物的釋放與吸收，而

周綠蘋教授更以蛋白質體學的策略研究多種

疾病致病機制與分子標的。

早年研究多著重在以小分子化合物與蛋

白質酵素為主的分析，主要原因是受限於研

口述／林敬哲、林國煌　文／林敬哲

林敬哲博士 林國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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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技術與方法。現在研究除了已經使用的

技術外，應以細胞或動物個體為主要材料，

分析整個系統的生化變化，才能對生命現象

有較完整的了解。對於新技術的敏銳度，將

會決定未來研究的方向，這幾年來，RNA干

擾技術已經廣泛的在所裡的許多研究裡，研

究模式也由單純的動物細胞株到酵母菌、線

蟲、斑馬魚、以及轉殖老鼠，研究面向寬闊

許多。更值得一提的，本所也以X光繞射與

NMR對於蛋白質的結構作研究，大大的提

升了研究的深度。此外，研究的題目也包括

了癌症、感染性疾病、消化道疾病、腎臟疾

病、以及老化與神經退化性疾病的研究，對

於致病的基本機制有廣泛的探討。

接下來呢？生化所教師們過去一直對

於新的觀念及新的技術接受度十分高，從基

本的蛋白質與小分子的分析，引進分子生物

學技術，到基因體與蛋白質體的方法，善於

利用新技術來解決一些實驗上的問題，突破

研究時遇到的瓶頸。下一世代的技術包括在

2012年開始發展的CRISPR/Cas genome editing

等技術，相信很快的會引進用於本所實驗研

究裡。

對生化研究的一些想法

研究經費的如何取得是個一直存在的問

題。早年研究經費是由國家直接撥給大學，

再由大學自己分配研究經費，因此個人研究

較少，基本上都是以任務為導向的研究。這

種為了配合國家整體的政策與發展方向，針

對台灣應該面對與解決的問題，以這種任務

導向型的研究計畫，以集合眾人研究能量解

決國家問題，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後來國科

會增加了個人型計畫的申請，類似於美國的

制度，教授們可依偏好做自己的題目，提升

了研究的廣度與自由度，對於基礎研究而

言，是項正確的作法，然而也改變了整個研

究生態。經費的分配的好與不好很難評論，

現行的制度，除了個人型的研究外，又有國

家型計畫，似乎可以完美的解決所有問題。

然而可能是由於分配機制的關係，常常讓教

師們一直在寫各式各樣的研究計畫，反而無

法專心研究與教學。研究經費分配延伸的另

一個問題是：到底要作自己專長的研究？還

是加入團隊跟著經費走？以本所的發展而

言，在招募新進教師時，到底是應以個別研

究能力為主要考量？還是以研究團隊形成為

主要考量？這些將會是值得討論的議題。大

學是個教學研究的地方，理應提供各研究室

基本經費以維持一般需求，讓教授與學生們

可以安心做研究。

由於生化分子生物學包括了許多差異

很大的專業研究領域，也由於經費的限制關

係，現在很少實驗室是十項全能，可以擁有

各種技術，作各種實驗。因此，許多研究是

需要靠具有不同專長技術的人及方法來共同

完成。而如何知道專家是誰，技術在哪兒，

以及誰有甚麼研究材料就變得十分重要。生

化所的老師們各擅專長，又在同一個單位，

是個合作研究很適合的地方。老師與同學們

可以利用進度報告時候，經由報告及討論，

了解各個實驗室的專長、技術及研究材料，

也可透過聊天討論，增進彼此了解。這些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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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是合作的起始點，擁有了這些訊息，一旦

遇到研究問題時，即可很快的借助其他老師

的專長，很快的提供解決方法。所裡老師已

有許多研究是經由這樣的方式一起合力完

成。期待能持續努力，增進各個研究室間的

交流，集眾人之力挑戰有趣的科學問題。

對生化人才培育的一些想法

生化人才培育一直是生化所引以為傲

的貢獻，本所教育出許許多多生化學術界以

及業界的精英。近幾年來由於生科系所過度

膨脹，業界無法吸收大量畢業的生命科學人

力，造成普遍畢業生就業困難，也影響了學

生們願意繼續從事生化研究的意願。這個現

象對於本所的招生，尤其是博士班招生，造

成了極大的挑戰。此外，學生普遍對新知識

的探索與創造的熱情偏低，也不太能夠有效

的解決研究時所面對的問題，造成的結果是

修業年的延長與師生關係的緊張。這種情形

實在令人憂心，尤其是臺大學生是經過重重

嚴格篩選出來的，將來畢業後很難想像在職

場上對業主會造成多大負擔，更別提將來會

是國家生物科技的主力了。如何教育新世代

的學生是一項挑戰。

現在學生們由於資訊的取得容易，反

而不太會自己思考，有問題時一般是Google

就好了；也花很多時間在網路世界裡，不太

願意花時間與精力去動手做實驗研究。因此

學生們普遍的無法作深入思考，也很難達到

嚴謹的研究科學所要求的條件。然而，這一

世代的學生也有優勢的地方，例如善用網路

資源解決問題，點子多且創造力強，勇於表

達也不畏懼權威，敢挑戰許多新鮮事物，對

於科學研究而言，這些是不可缺的特質。外

在環境的變化，實在不是可以輕易掌握控制

的，也很難要求同學不上網、不Google、不

Facebook、不Line、或不打LOL，也不知道以

後還會有什新花招。針對這一世代學生的特

質，老師們該如何對待呢？老師們不應該再

以過去的思維想像學生心態，不應以高高在

上的方式對待學生。與其抱怨學生不努力，

生氣學生實驗亂作，不如多花些時間去了解

學生，聽聽學生想法，誠心的以理對待，盡

力溝通，讓同學們認同研究的價值，感受研

究的樂趣，共同營造優質研究環境，自然而

然的就會吸引學生一起打拼努力，自發性的

少花一些時間在網路世界瞎逛，願意為生化

研究共盡一分力。期待老師們認真的教育下

一代的接棒人，學生們用心學習，增廣見

識，讓生化所成為孕育優秀生化人才的基

地，以持續本所優良傳統，開啟生化所另一

個學術高峰。

註：本文是林敬哲與林國煌教授幾次關於生

化所發展的談話內容，由林敬哲整理撰

寫成稿。

（作者林敬哲係現任母校生化分生所所長；

林國煌係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1943

年畢業，現任母校生化分生所名譽教授、景

福醫訊編輯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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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生化所兩三事

文／蘇瑀

打
從接獲陽明老同事―林敬

哲所長要求為這次的專刊

撰稿的指示後，我的思緒就開始

快速「倒帶」，將自己記憶倒

轉至1982年的夏天，也就是我

與三位大學同班同學―董馨蓮、

胡夢薇與葉心美一起考進生化所學習。在當

時一屆只收正取生12名的情況下，本班可謂

勢力龐大；更有趣的是：我與董、胡三人不

約而同地選了當時號稱“國內分生第一把交

椅＂―林榮耀老師（以下簡稱為恩師）作為

指導教授，葉則投入林仁混老師的門下，正

式展開個人的研究生涯。

記得那時報考生化所的主因，是自己

對「遺傳工程」著迷，認為學會之後，有

朝一日能應用於生產具有療效的蛋白質。而

當時國內剛開始推廣「生物技術」，在開學

前的暑假，邀請了包括吳期平、李昭鋐教授

在內的數位海外學者以及他們研究室的台

籍post-Doc（嚴卓然等）返台舉辦研討會和

workshop，希望能將「基因重組」以及製造

「單株抗體」的技術，傳授給國內的學者。

生化所由於天時、地利、人和等因素，成為

實驗示範的場所之一，我們這些研究生很幸

運地成為第一線目擊者。

話說自己的第一個project是要

clone蛇毒蛋白的基因，為此恩師還

親自帶我去華西街的蛇店，買了個

眼鏡蛇（？）的頭，但誰也不知下

一步該如何，結果此計畫就在置於

冰箱內的蛇頭發臭被扔掉的情況下

「無疾而終」。之後，我又隨著一博班學姊

從事由B肝患者血液中分離B肝病毒，再嘗試

自其內純化病毒DNA並將之clone到pBR322質

體上。據我觀察，該學姊應是當時實驗室最

乖巧溫順且「耐師性」最高的學生（歡迎張

鑫、陳惠芳、林俐伶三位學姊以及董、胡二

人挑戰我的這項評估）。即便如此，她後來

還是因故未能完成博班學業。更別提某學長

竟然在畢業前夕才休學的異象（托天之幸。

該學長之後復學並取得學位），想來恩師在

當時他擔任所長的情況下「嚴格把關」，斷

絕學生「輕鬆混畢業」的念頭，這就是他為

生化所留下重要的legacy。

就在自己「諸事不順」但又不願參與

被戲稱為「撒豆成兵」的救急計畫（註：

由某不知名豆類，分離並研究其中的trypsin 

inhibitor）之情況下，恩師只好將我交由待

在「冷宮」的博士班學姊劉素瑩來指導。自

此，我玩「躲貓貓」的本領就越來越高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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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師指點的機會也越來越少；他大概認

為我也不是做研究的料，儘量「眼不見為

淨」。因此還為我安排另類「為所爭光」的

機會―充當「無照導遊」，陪同具生化背景

的泰國親王和家人去花東參訪。藉此機會，

我不但搭了生平第一次的飛機，也順便實際

演練鮮有機會使用的英語會話，這可算是另

類的「因禍得福」吧！兩年時間轉瞬即逝，

在劉學姊的提攜和督導下，終於將名為「雞

母珠毒蛋白之親和性電泳分析」的碩士論文

初稿戰戰兢兢地交給恩師修改，本以為又會

被罵得狗血淋頭，不料他竟然輕輕放過，只

訂正了我拼錯的hamster一字，使我「受寵

若驚」，對自己的論文寫作能力變得超有信

心。最後順利通過了由恩師、楊振忠院士、

黃伯超院長、董大成師祖以及徐千田院長所

組成「全明星」口試委員會的口試，拿到

「得來不易」的學位。我的生化所求學生涯

在人生中是憶苦思甜。

後記

自己從來就不是很「聽話」的人，尤

其當面對「吝於自省」者時，反彈更為激

烈；因此待在生化所的兩年中，常妄想「螳

臂擋車」地吃了不少苦頭，甚至還獲頒諸如

“體專生＂、“實驗室害群之馬＂等封號。

但多年後「回過頭來看」，覺得這林林總總

也不失為極佳的鍛鍊，符合了「孟老夫子」

經句所描述，使自己的心智更為成熟，抗壓

力更強。更何況我也藉此機會結交了許多同

道好友，於服役期間考上教育部的「公費留

學」，之後圓了「留學夢」，最重要的是：

追到了結縭近三十載的老婆。真要算起來，

讀兩年生化所還是有賺啦！

（作者係母校碩士班1984年畢業，現任國立

陽明大學生物藥學研究所教授）

生化科後起之秀：葉心美（左一）董馨蓮（左二）、蘇瑀（左三）、

方偉宏（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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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生化所的女孩

文／冀宏源

時
間飛逝，一轉眼從碩班畢

業至今已有17年。很高興

能有這個榮幸參與生化暨分生所

的所慶，並與學弟妹們分享我們

那個時期的『我的少女時代』…

不不不…是“我的碩班生涯＂。

時間回到民國85年，當我收到臺大醫學院生

化所（註）錄取通知書，除了開心興奮之

外，馬上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找指導教授，於

是上網了解每位教授的研究方向，並透過學

長姐的小道消息統整後，我的第一志願就是

找張明富教授，可惜我雖然苦苦追求，最後

還是落了空。於是我就一一的和所上的老師

聊聊，當我和許金玉老師聊科學的時候，就

深深的被她嚴謹的求知態度、清晰的表達能

力、及有條有理的做事方式所吸引，於是立

馬向她表達想要加入她的研究室，事不如人

願，再度被打槍，原因是許老師已收了二位

優秀的學生，就是我的同學于維銘及馬念

涵，當許老師一再和我說這二位同學是如何

的優秀時，殊不知我的心不斷的在淌血，還

好皇天不負苦心人，很榮幸的能加入生化所

二大門神之一，現為中研院院士

的林仁混教授的研究團隊（當時

另一門神為林榮耀院士）。

還記得剛進實驗室時是參

與潘敏雄學長在薑黃素癌症治

療上的研究。我們常跑醫院收

集病人的血液來偵測血液中薑黃素的含量，

也不知什麼因素，我們一直無法偵測到血液

中的薑黃素，所以當時和學長做了一件瘋狂

的事，就是自己口服高劑量的薑黃素（還好

當時沒有IRB的問題），並在不同時間點抽血

偵測薑黃素的含量，不過還是無法偵測到薑

黃素，後來推測可能薑黃素被代謝成為其它

的結構。結束了短暫的薑黃素研究，我也有

了自己的研究主題，在研究過程中，林老師

總是很有耐心的指導我，使我了解成為一名

傑出的科學家，除了基本的努力和勤奮外，

對研究題目的選擇、嚴謹的實驗方法、及應

有的科學態度等，都使我獲益良多。而我科

學生涯中第一篇論文的發表，也是在林老師

的指導下所完成。還記得在林老師實驗室最

令我感動的是林老師非常照顧自己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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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當時我們最戰戰兢兢的一門課，就是每

學期全所師生所參與的大生化討論課，每一

位報告的學生總是會被老師們“電＂到皮皮

挫，不知所云而下不了臺，特別是林榮耀院

士及張明富教授總是能提出較一針見血的問

題。但是在林仁混老師家的子弟兵就幸福多

了，老師總會適時的出面，替我們解危。據

我了解老師希望自己在實驗室內嚴格要求學

生（關其門來修理），但在外一定要挺學生

到底。我想這也是為什麼每年林老師和學生

們會有自發性的聚會，感情如此融洽的原因

了。

除了研究所的課業外，雖然那時我們

沒有『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般的電

影情節，但也風聞不少的愛情故事。就拿我

自己為一個例子，當時林老師在八樓及九樓

皆有實驗室，我的位置在八樓，而且八樓的

實驗室和許金玉老師的實驗室是相通的，於

是近水樓台先得月，雖然沒有機會加入許老

師的實驗室，但也“把＂到了她的學生馬念

涵。回想過去在生化所二年的日子，不僅在

科學研究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找到了人

生旅途上的終身伴侶。生化所所給我的實在

無以回報，也忠心的建議學弟妹們，進入了

生化分生所這個寶庫，一定要好好的利用，

努力的自我成長，將來生化分生所以你／妳

們為榮。最後祝福我們的生化暨分生所一切

順利，所務昌隆！

註：在民國90年生化所更名為現在的生物化

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作者係母校碩士班1998年畢業，現任母校

生化所副教授）

生化所的向心力：林仁混老師的子弟兵歡聚一堂於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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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十 影 展

照片提供／臺大生化分生所

董大成教授於生化學教

室發現Demethylase
林國煌教授早期於生化學教室

進行研究工作

挪威學者Dr. Olsness來訪（1972）

諾貝爾得主Dr. Arthur Kornberg來訪（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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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家癌症中心Dr. Sugimura來訪

林仁混教授及夫人蕭水銀教授（藥理學科）

李雅斌教授（左二）回國紀念

廣畑龍造教授重返生化科（1958.6.12）黃伯超教授與人體營養研究之學生合影

臺大醫學院生化科一甲子活動（2004.4）加州理工學院Prof. Simon至本院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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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生物化學會成立十週年紀念（1980.10.4）

前瞻生物醫學科學研討會暨林榮耀教授榮退（2004）

九五至尊‧永遠的導師（2016.3.22）
張明富教授（後右二），劉宏輝教授（後右一），

李家惠教授（前左），林國煌教授（前中），

楊春茂教授（前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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