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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有關PSA的一些歷史糾葛

文／江顯楨

“Big medicine hijacked the PSA Test and caused a public health disaster”

［龐大醫療劫持了PSA測試並造成公衛的災難］

─ Richard J. Ablin, PhD, DSc. (Hon), 2014

PSA是「攝護腺特異抗原」（Pros t a t e 

Specific Antigen）的簡寫。大家都知

道，攝護腺是男性的生殖器官，攝護腺癌是

男性最常見的癌症之一。隨著年齡的增加，

腺的體積漸增，以致尿道受阻，造成排尿困

難，這就是所謂的「良性攝護腺增生症」

（BPH）。臨床上使用PSA偵測攝護腺癌和

其他病變，已經有三十多年的歷史。身為男

人，只要在青壯年期有過體檢經驗者，幾乎

都對PSA這名詞耳熟能詳。尤其55至69歲者，

在癌症陰影的籠罩下，心裡總是有毛毛的感

覺。不管有無泌尿系統症狀，一旦對自己的

攝護腺狀況有任何懷疑，若此時遇到敏感的

第一線醫生或泌尿科專家，就會難免和PSA測

試扯上關係。

1964年我當臺大外科R 1，翌年六月決

定出國進修。美國大使館要求我一張未感染 

TB的胸部X光，和沒帶真菌感染（？香港腳

之類）的證明，指定我到馬偕醫院做體檢。

內政部過關後，我啟程飛往美國紐約市，轉

乘火車到美加國界Erie湖濱的水牛城。一路

風塵僕僕，終於抵達目的地―SUNY Buffalo

的總醫院―BGH（圖1）。報到後的迎新周

（orientation week），院方要我在受訓之前

再做一次完整的體檢。這回給我做的居然是

一位BGH內科資深教授，他既親切又仔細，

全身物理檢查還包括攝護腺「指檢」（digital 

rectal exam―DRE），那時大家尚不知PSA為

何物。直到1986年以後，我每年一度的體檢

才包括了PSA血測。

癌症篩檢，假陽性者居多

2003年之後的五個年頭，我在Tucson的

亞利桑那大學（UA）幫忙醫學院一年級學

生的大體解剖實驗課程，同時也受邀教導他

們模擬外科解剖。當時與該校解剖暨生物細

胞學科，和病理科的主任過從甚密。一個偶

然的機會，我在UA醫學院癌症中心遇到病

理教授Dr. Richard Ablin，他是一位有PhD和

榮譽科學博士的免疫學專家。言談之中，我

才知道他原來就是PSA的發現者。1970年，

他在SUNY Buffalo的BGH（圖2）做動物實

驗，並與Millard Fillmore醫院的泌尿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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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臨床研究。那時，他們正在試圖鑑定一

種對攝護腺癌具有特異性的抗原（Prostate-

tumor Specific Antigen），卻發現了“tissue 

specific＂的PSA。

Dr. Ablin所發現PSA的抗原不僅存在於惡

性攝護腺癌，也存在良性腺組織之中。廿多

年後美國FDA終於批准PSA血測，［註：此

時的PSA已經過純化，並非原來Ablin發現的

PSA，但也不是tumor specific。］不僅用它測

試攝護腺癌的復發，還用來探索早期偵測癌

症的可能性。從那時起，美國每年花費超過

30億美金在攝護腺癌的PSA篩檢，其中大多

數病人屬於假陽性。加上Medicare允許每年

一次血測，更造成許多不必要的外科手術，

和一些術後併發症（如：尿失禁和性功能喪

失）。2010年Ablin投書紐約時報，對龐大的

醫療生技產業猛吹口哨；2014年他著書The 

Great Prostate Hoax，提醒民眾正視PSA原來

的意涵，要大家審慎，勿輕信盲從。他的建

議獲得美國癌症協會（ACS）癌症專家的共

鳴。

圖1： 醫學園區鳥瞰：中間米黃色舊建築群BGH（c.1858）是我的

Alma Mater，周圍流線型高樓群是新建。深紅色新舊建築群是

RPCI

圖2： PSA最早發現地―BGH（舊D棟實驗

室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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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我公道―被剝削者悲鳴

2013年一月《景福醫訊》有林哲雄醫師

（醫-67）懷念其友王敏昌（1938~2012）的

一篇文章。他說王博士當年發現PSA是台灣

人之光。拜讀過後我好奇上網，查詢PSA發

現者和研發檢測法的經過，無意中碰見《臺

灣e新聞》一篇「葉秀卿：憶先夫王敏昌博

士」的悼文。據她指出，王才是PSA真正發明

人，他們夫婦是1975年被一位台灣人朱燦銘

邀來Buffalo的癌症醫院Roswell Park Memorial 

Institute［註：這是醫院原來的稱呼1，現在

簡稱RPCI。］葉秀卿女士說朱當時不過是一

個實驗室的小主管，凌辱他們夫婦，還指他

「欺世盜名，厚顏無恥」。1987年王敏昌被

朱「逼走」離開RPCI，最後在南加州得膽管

癌，抑鬱以終。台灣同鄉緬懷他，台裔美籍

人士稱他為「攝護腺PSA診斷之父」。

根據RPCI官方報告：1977年朱燦銘博士

榮升為該院癌症研究所主任，同時也是SUNY 

Buffalo實驗病理學和泌尿科教授。他在職

業生涯中培訓出50名以上的博士後研究生，

目前他是該院癌症病理學和預防醫學榮譽教

授。《臺灣e新聞》又有另一篇「李廖明麗：

王敏昌與我先夫的冤屈」。據她闡述：李清

利博士（1942~1991）是新港農村出生的台灣

人，中興大學農化系畢，1976年後，來RPCI

一直就抱病做研究，被朱欺負「勞役…折磨

了14年」。死於心衰竭時年僅49歲，拋下無

助的妻室和三個小孩。廖明麗女士說朱「無

情無義…」，還「偷天換日，奪名篡位」。

兩位遺孀都誓言要朱還回公道！最令我驚訝

莫名的是：朱和王不僅是高雄同鄉，還是雄

中及臺大農化系同班同學，朱、王、李三人

都是台灣精英，來Buffalo之前都已經是傑出

的美國科學家，只是就職RPCI先後有別。

發現PSA―獨立研究成果

拙文原意是要澄清PSA發現的歷史，小

小篇幅實也無法暢談PSA在泌尿科和預防醫學

上之功過。筆者早年來美，從漫長培訓到退

休，一直從事臨床外科。就業時期也受過老

闆或資深夥伴的exploitation；即使是以後的獨

立開業，也接二連三遇到turf battle而受屈。

我總覺得：大多數從事基礎醫學和應用科學

的學者，他們潔身自愛，德高望重，讓人尊

敬，Hats off to them! 可是少數學者、特別是生

技方面科學家，當其研究的成果商業化後，

進入臨床醫學領域，竟也爭權奪利，甚至不

惜相殘。真令人寒心！其實，此類事件古今

皆有，且屢見不鮮。就拿19世紀全身麻醉發

明者為例，爭奪專利權的三位美國先賢，他

們互相詆毀，訴訟到死都不肯罷休。結果是

一自殺一橫死一發瘋，其慘烈餘音至今尚在

歷史長廊迴響著。在此我要就事論事，提供

較客觀看法，而不歌功頌德，也不做政治正

確。

PSA存在於攝護腺組織和精液之中，它

的發現是不同人獨立研究的成果。他們給它

的名稱，在語義上或寓意的不一致造成了爭

議。早期的研究都有記錄可尋，我用 Medline 

Search 仔細審查了相關文獻，在此整理出PSA

發現的歷史年表。1960年美國泌尿科醫師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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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in Flocks首先在攝護腺中實驗抗原；十年

後，Dr. Ablin把存在於攝護腺組織中的一種抗

原沉澱出來，以為是tissue specific，首稱它為

PSA。1971年，日本福岡縣久留米醫學院法

醫系教授Dr. Mitsuwo Hara發現精液中一個獨

特的蛋白質叫做γ-seminoprotein；1973年，

美國密西根大學婦產科Dr. Carl Beling和Dr. 

T-S Li從人類精液中分離出E1蛋白，試圖找

出一種實現控制生育的新方法。1978年，加

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醫研究所教授Dr. George 

Sensabaugh發現精液特異性蛋白P 30來自攝護

腺，但證明它與E1蛋白相同。

PSA純化，到產品商業化

1979年，王敏昌博士從攝護腺中純化

了“tissue specific＂抗原，稱它為Prostate 

A n t i g e n，後又改稱P S A。 1 9 8 0年，D r. 

Papsidero在血液中把它定量。同年，史丹福

大學泌尿科醫生Dr. Thomas Stamey把PSA首

度應用到臨床。RPCI的朱燦銘、王敏昌和

Papsidero三人共同列為PSA發明人，［筆者

按：後者就是葉秀卿女士所說的，只是一個

提供血液樣品等作實驗材料的年輕洋人研究

員。］他們三人在1984年，向美國政府申請

專利權，US Patent # 4446122最後由朱與RPCI

擁有。筆者從朱博士和  Dr.  Ablin各自寫給

ASCO Post 的信，和他們彼此之間的論辯看出

端倪。這些參與發現PSA科學家的交流，對澄

清和還原歷史真相很有幫助。兩位科學家雖

然都不是醫生，但對世人的「醫療健康」問

題影響至鉅。希望RPCI當局除了頌揚朱博士

的豐功偉業之外，也尊重其他科學家對PSA的

貢獻。

由此觀來，PSA的發現歷史有些蹊蹺，

它被爭議糾纏。我認為王敏昌博士功不可

沒，純化PSA的成就非他莫屬。話雖如此，

其他知名的科學家也都曾參與，有的還在王

之前就已經發表了關於這些抗原的研究。頗

饒趣味而引人注目的是，精液中PSA最初的研

究，科學家原要評估它作為強姦受害者的法

醫學標記，後來卻很快變成攝護腺癌的標誌

物，因為後者潛力非常明顯。1985年，加州

聖地牙哥一個叫做Hybritech的生技公司把PSA

商業化，隨後多家競爭，就出現了今日的PSA

血檢，這也就是血漿PSA濃度的測試。聯邦

FDA終於在1986年批准PSA為攝護腺癌的監測

指標。1994年，FDA更進一步批准它用來幫

助篩檢和偵測早期攝護腺癌的診斷，雖然遭

到Ablin反對。他認為這種做法的不準確度太

高（其偽陽性反應是78%），PSA商業化後被

濫用，已經到達難以置信的境界。

一個誤稱，十億人受影響

總而言之，現在我們很清楚知道：PSA

是一個「誤稱」（misnomer），它是一個抗

原，沒錯，但並沒有攝護腺癌的特異性。它

不僅大量存在於攝護腺組織和精液中，我們

也可以在其他組織和體液中檢測到它。（信

不信由你！微量的PSA也存在於女性尿液

中）。PSA的血液濃度可以用來追蹤得過攝護

腺癌的病人，它是預示攝護腺癌再發的先聲

（a harbinger of prostate cancer recur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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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漿裡PSA濃度之升高是攝護腺癌「敏感

監測」的指標，但不能作為「確診」的指

標。換句話說：它有prognosis的價值，而無

diagnosis的價值。攝護腺癌不是造成血漿PSA

濃度升高的唯一原因，其他像BPH、感染、

或某些人為因素也會引起它的升高。在PSA既

定的基礎上，我們把它進一步細化2，以提高

PSA對診斷的精確度。有幾個較新的概念3,4,5

在臨床工作上或許可以提供鑑別使用之鑰。

美國泌尿學會（AUA）在2013年5月，建

議大家不應該再「常規」使用PSA血測。即使

美國預防服務工作組（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USPSTF）和AUA的建議發生變

化，PSA篩檢的使用似乎一直沒有下降的傾

向。據估計，每年美國有兩千萬人、全球有

十億人使用PSA篩檢。單是美國每年在PSA

就花費驚人，諷刺的是，這個測試還達不到

我們要的理想。Ablin認為其中有兩個最重要

理由造成公衛的「災難」：一是醫病兩方對

癌症的恐懼，二是在醫療系統中生技產業的

龐大利潤。我綜合幾位泌尿科醫師專家的意

見，認為：依照USPSTF和AUA最新指南（上

網可查，恕不贅述），按不同族裔、家世和

年齡，將風險分層評估（risk stratification）。

聰明地使用PSA血測和DRE，再考慮活檢與

否。有陽性反應者則用Gleason Score檢查病理

切片，然後尋求癌症最適當的治療。這才是

上策。

註釋

1. Roswell Park是19世紀當地最受崇敬的外科

醫生，曾試圖營救遇刺身亡的McKinley總

統。紀念醫院是美國最老癌症研究機構之

一，後改名Cancer Institute。RPCI與BGH

都在同一醫學園區。

2. PSA血測得到的是總值total— tPSA，其

中與蛋白質結合者為complexed—cPSA，

游離者為free— fPSA。基本計算公式：

tPSA=cPSA+fPSA（正常無癌男子的cPSA

值大概是他 t P S A的8 5 %，其餘1 5 %是

fPSA）。

3. 用f/t PSA比值對於鑑別攝護腺癌與BPH比

單獨使用tPSA更準確。（比值較高，得癌

的機率較低）。缺點是：在處理血樣標本

過程時，fPSA結果常不穩定，因此還是會

增加癌診斷的偽陽性。

4. 「PSA密度」（PSAD）：即血漿PSA濃度

除以攝護腺體積。由於BPH是攝護腺實質

細胞數量增多而造成攝護腺體積的增大，

常會引起不同程度的PSA濃度升高。這有

助於攝護腺癌與BPH的鑑別。

5. 使用不同公司製造的測試盒，檢測時所得

的數據，尤其是f PSA /t PSA比值或「PSA

密度」（PSAD），應以該公司產品的規

定標示為準。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心胸外科專

家，現已退休於美國鳳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