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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 典範傳承 ~ 講座教授的故事 
 

一個病毒學家的心路歷程 

賴明詔 

我從 1970年開始研究病毒，迄今超過 40年，起初是因為對生命的好奇，而病毒是最簡單的生

命體，提供了最好的研究題材，因此我對它產生興趣。而後因病毒和人類多種疾病的密切關係，

研究病毒提供了預防及治療人類疾病的知識及工具，讓我有貢獻人類的成就感，因而終生陶醉

於病毒學而不能自拔，充分感受了從事科學研究的樂趣。如果說，我一生的科學研究對病毒學

有一點貢獻，毋寧說是病毒學豐富了我的人生。 

 

科學研究興趣的萌芽 

我對科學研究的興趣起源於我的伯父賴再得。成大的校友都知道，賴教授是成大化工系的創系

元老，他對研究及教學的熱忱影響了無數成大的學生，因此很多校友至今對他依然感佩及懷念。

我小時候也常常從賴教授那裏聽到許多研究的軼事，深深感受到研究的樂趣以及教授生涯的清

高及受人尊重，因此追尋研究生涯的志向也就悄悄地在心裡萌芽。 

 

在南一中就學的時代，我曾到伯父的實驗室參觀過，雖然以現代的眼光來看，當時的實驗室及

儀器設備非常簡陋，但也足以讓身為中學生的我睜大了眼睛，羨慕不已。雖然那時候的我對於

什麼是研究還是一知半解，但卻已堅定了長大以後從事科學研究的決心。現在回想起來，賴教

授當年能夠用最簡陋的設備做出國際級的研究成果，更是令人敬佩。 

 

進到台大醫學院醫科就讀之後不久，我已決定未來將從事學術研究而非臨床工作，這個想法在

當時的環境雖是個非傳統的選擇，但我父母親很開明，他們仍然鼓勵我走自己的路。而我未來

想要研究的方向也在不知不覺間隨著當時的科學進展逐漸成形。緣於 1960 年代，分子生物學

開始起步，生命開始可以用 DNA、RNA、蛋白質來解釋，生命的訊息從 DNA（生命的藏金庫）傳

到 RNA（生命訊息的傳遞者），再轉譯到生命的小兵蛋白質。這些機制正一步一步地被解密，

每天都有令人振奮的新發現，這些進展吸引了當時年輕的我，而對這些科學家的欣羨，讓我覺

得“有為者亦若是”，更讓我決心要參加這個行列。雖然當時台大醫預科的課程完全沒有涉及

這些最先進的知識，課程的安排僅侷限於古典的生物學，但我卻很幸運地有機緣遇到幾位正在

從事這方面研究的科學家。在 1960 年代初期，教育部開辦了分子生物學暑期課程，邀請幾位

在美國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學者到台灣開課，其中兩位是黃秉乾及黃周汝吉博士夫婦，他們當時

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 James Bonner 實驗室擔任博士後研究員，從事植物 RNA 的研究，聽他們

親口道來，如何抽取 RNA、如何分析實驗，把代表生命的物質玩在手掌之間，真是令人振奮。

當時我還是一個剛上大學不久的醫學生，沒有資格成為正式的學員，不能動手做實驗，但我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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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了大部分的課程，非常興奮，也堅定了我從事分子生物學研究的決心。這兩位導師就是我研

究生涯的啟蒙老師。後來我曾在中央研究院追隨兩位，一同在分子生物研究所工作過，他們為

我打開了一扇知識殿堂之窗，也是我終身的導師。很幸運的，多年以後，我也步兩位之後，當

選為中研院院士。 

 

總而言之，每個人的生涯都會有啟蒙導師，和這些導師的邂逅往往是偶然的，如果能把握一瞬

即逝的機會，珍惜這些導師的言教身教，這些經驗會指引你走上生涯的康莊大道。後來在我擔

任成大校長期間，曾有一則報章新聞標題為「成大校長鼓勵學生翹課」，就是敍述當年我翹課

去聽大師演講的收穫。 

 

後來在醫學院就讀期間，有好幾位志同道合，有興趣走學術研究路線的同班同學，大家合組了

一個讀書會(journal club)，定期輪流報告最新科學文章，有一位年輕的助教志願指導我們，

他是後來成為台大醫院病理教授的林欽塘。我們這個讀書會非常成功，有五、六位會員日後都

成為科學家，其中我和臺大醫院內科陳定信教授同年(1992)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算是一則

佳話。而這些同窗的相互切磋，也是讓我能夠有恆地維持對科學的興趣的推手。 

 

走上病毒研究之路 

分子生物學是近代生物的共通語言，它詮釋生命的各種現象，要研究這些基本的語言，必須選

擇一個實驗對象，而我為何選定病毒做為終身的研究對象呢? 微生物(包括病毒及細菌，尤其

是病毒)，相對於動物細胞，是非常簡單的生物體。早期大部分的分子生物學的知識，都是從

細菌或病毒的研究所發現的，進而延伸到人體細胞。在 20 世紀初期，病毒首次被分離出來，

其被結晶後所解析出來的構造很像是個非生物體，且其結構可以用數學、物理及化學方式表現

出來，讓生命更科學化、邏輯化。當我在醫學院學到這些新發現時，感到非常震撼，生命竟然

可以用數理化學表達。後來接著了解病毒可以引起許多疾病，甚至包括癌症。1960年代中期，

科學家發現有一種癌症病毒，感染動物後在繁殖過程中可以衍生出一種沒有致癌能力的病毒，

這樣的發現因此引人想像病毒可能帶有致癌基因，這在當時是最尖端的科學知識，但我卻已經

在台大醫學院的微生物課學到，也因此讓我對這些新知非常嚮往。在這裡我特別要感謝醫學院

的老師楊照雄、張學賢教授，他們在當時很落後的環境裡，能夠與世界的研究潮流接軌，把最

新的知識傳給醫學生，因而啟發其中一個學生走向研究之路。上述提及的研究成果，有很多是

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完成的，當時該校在分子生物學領域是全世界最頂尖的大學，因此我決

定到該校攻讀博士學位，並靠著錢思亮校長為我寫的推薦信，獲得該校分子生物系全額獎學金。

到柏克萊之後，因幾位研究病毒結構的教授已屆退休之齡，所以我也就沒有往病毒結構方向走，

但是該系另有幾位教授是世界最有創意的病毒科學家，包括上述研究癌症病毒的學者，我也因

此就踏進了病毒的領域。 

 

 

發現癌症基因的經歷 

在柏克萊名師雲集的分子生物系，我選了一位最年輕且剛在嶄露頭角的病毒學家 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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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esberg做博士論文，Duesberg是一位化學家，當年他才 34歲，剛從化學界轉入生物領域，

他的化學背景讓他佔盡優勢，因為他可以研發出新的分析方法來解答生物問題。當時他剛開始

研究癌症病毒，想了解為什麼癌症病毒會致癌，而同類衍生出來的病毒(就是上段提到的病毒)

不會致癌，他使用化學方法分析病毒的基因體(RNA)，結果發現癌症病毒多帶了一個基因，這

就是“癌症基因”的發現。我是他的第二位研究生，之後我發展出其他生化方法，進一步證明

癌症基因的存在，這些發現使得癌症研究有了重大的突破，此後癌症基因的研究，亦成為癌症

研究的主流。 

 

我得以在 Duesberg 最具創新性的時期受他指導，他親自在實驗室努力做研究，早出晚歸，連

周末也在實驗室，我在進入研究所之前沒有多少研究經驗，因此他的親身指導對我的成長是不

可抹滅的經驗，他的獨創性以及勤奮的工作態度更是科學家不可或缺的成功要件。Duesberg

訓練的學生不多，但大部分都有很成功的研究生涯，他曾經有三位從台灣來的學生，包括我、

王陸海及李文華，我們三個人先後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這也是一個紀錄。 

 

癌基因的發現是一個革命性的成就，開啟了癌症研究新的一頁，後來也因而研發出新的治癌療

法，因此癌基因的發現是諾貝爾獎級的研究成就。幾年之後，諾貝爾獎果然頒給癌基因的研究

者，可是得獎人不包括 Duesberg，這裡面有種種因素，不宜為人道，但可能和他喜歡嘲弄同

行，不得人緣多少有關連。和諾貝爾獎擦身而過，對他打擊很大，以致他後來常發表極偏激的

科學看法，不受同儕接受，很不得志，但我以他“一日為師，終生為師”。這個經驗也給我們

一個啟示，要在科學界出人頭地，也需要好的人際關係，這樣的說法雖然有些迂腐，但卻是真

理。 

 

話說回來，我在研究生時期的研究成果也讓我受到矚目，在還沒有經過博士後研究員的階段時，

就獲得美國南加大醫學院的教職，開始獨立的研究生涯，但這是天時地利人和的交集，可說是

可遇不可求的機會，並無法刻意效法。在南加大任教初期，我繼續研究癌症病毒及癌症基因，

那是一段極為競爭的研究生涯，癌症病毒學也是當時(70-80年代)的顯學。 

 

冠狀病毒的轉折 

在南加大的日子，披星戴月，經常實驗要在半夜開始，而到隔天早上結束，因此常常半夜要到

實驗室，周末也不例外，這是從 Duesberg實驗室養成的習慣。我雖然是助理教授(五年後升到

副教授)，我仍親身做實驗，直到我當了教授之後(1983年)，因為文書工作、會議要求及研究

團隊的擴充，我才漸漸離開在實驗桌的工作，但我整整做了十年親自動手的實驗科學家兼教授

的工作，這是我自豪的地方，不像現在有些年輕人，一有教職就放棄親手做實驗的習慣。 

 

我當時那些日子都花在癌症病毒的研究，但那時南加大來了一位新的神經科主任 Leslie 

Weiner，他的研究興趣在 multiple sclerosis (簡稱 ms，多發性神經硬化)，這是歐美人較多

的神經性疾病，病人神經逐漸失去表面的髓鞘，而致失去神經傳導的功能，病人逐漸不能動彈，

最後終於不能呼吸而死，整個病原因不明。Weiner 教授發現一種病毒可以在老鼠身上引起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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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人類 ms的症狀，這病毒屬於大家不熟悉的冠狀病毒(coronavirus)，因為我是病毒學家，他

要我參與研究。之後我開始和他的一位年輕同事 Steve Stohlman 合作，以老鼠模式做為研究

這個病毒及 ms 的工具，從病毒的 RNA、基因構造、表現方式到致病機制，我們一連串獨創性

的發現，讓我們聲名大噪。根據我自己的估計，在冠狀病毒的分子生物學領域裡，將近百分之

八十的知識是由我們實驗室所發現的，那種獨創性發現的快樂是科學研究的最高境界。我們一

起合作了將近三十年，截長補短，建立了最好的合作模式。但後來我逐漸發覺，以當時我的實

驗室規模，並無法同時兼顧癌症病毒和冠狀病毒的研究，所以我必須做一個抉擇。 

 

癌症病毒是熱門的研究題材，因為癌症是嚴重的病，相對地，冠狀病毒在人類的感染只引起傷

風感冒的小病，所以癌症研究的成果可以變成頭條新聞，而冠狀病毒的研究引不起大家的注意。

但是我覺得冠狀病毒的研究是一種更為創新、更富有挑戰性的研究，因為這個病毒所用的繁殖

機制與其他病毒不同，更能滿足科學家的好奇心，因此我決定放棄癌症病毒的研究，而專心於

冠狀病毒。幾十年之後回顧這個決定，依然覺得是正確的，雖然當時捨棄了研究熱門題目的機

會，但卻使我們的實驗室成為冠狀病毒研究的權威，建立了我們在科學界的聲譽。後來在 1990

年，我獲選為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Investigator，得到該基金會的研究獎金

先後十三年，我想我們在冠狀病毒的研究表現可能是得獎的重要原因。而且冠狀病毒也在 2003

年 SARS爆發之後，變成一個很熱門的病毒，因為 SARS就是一種新型的冠狀病毒引起的，因此

之故，我們先前二十多年累積的研究成果也就能夠在 SARS 的戰役裡立刻派上用場。以前默默

耕耘的辛勞，在一夜之間變得很值得。這段歷史回顧起來，有幾點教訓可以與年青人分享。首

先，科學研究的選題，不要考慮熱門或冷門，不論任何領域，只要做得好就能出人頭地；再者，

在所謂的冷門的領域，更有機會做出與眾不同的研究，而不是人云亦云的研究，況且因時空轉

變，冷門在一夜之間，可變為熱門。在 SARS 爆發後的半年期間，我們冠狀病毒學家變成媒體

新寵兒，每天要應付訪問，這是科學家另類的經驗。 

 

 

D型肝炎病毒的挑戰 

我的研究生涯最初幾十年都是從事基礎研究，雖然我的研究題材是可以致病的病毒，但我的研

究內容其實是集中在基礎分子生物學，尤其是病毒的繁殖機制，這是我的興趣所在，也是我的

科學背景所致。但是做為一個醫學院畢業的科學家，我總覺得有點遺憾，因為我的醫學背景並

沒有真正應用到我的研究，因此我開始思索和醫學有比較直接關係的題目。這時回想台灣的情

形，台灣最重要的傳染病是肝炎，是否有和肝炎相關的題目，可以讓一個 RNA病毒的專家很快

地切入。在這裡先介紹肝炎病毒，肝炎病毒有五種 A到 E，其中 A和 E是經由食物或飲水感染，

只會引起急性肝炎，B、C、D則會引起長期性的所謂慢性肝炎，是藉由輸血或其他針頭感染的，

並不會由食物感染。到 1980年代，A型及 B型肝炎的病毒被找出來了，C型肝炎病毒變成最重

要的追尋目標，但在 C 型肝炎病毒發現之前，另一種肝炎病毒被發現了，後來卻了解這不是大

家所想像的 C型肝炎病毒，因此另命名為 D型肝炎病毒。雖然發現 D型肝炎病毒的科學家有點

失望，但這類病毒卻被證明有奇特的結構及生物性，它是一種 RNA病毒，剛好是我的專長所在，

而且它有圓形的 RNA，這在動物病毒中是絕無僅有的，這樣的特殊病毒正好符合我的興趣與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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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所以自 1980年代中期，我們開始研究這個病毒，從最初的分離病毒 RNA，分子複製(clone)

病毒基因開始，不幸在完成一半的工作時，被一家商業公司搶先發表，我們失去先機，但我們

並不氣餒，繼續向前推進，發現了很多有趣的現象。例如：當時諾貝爾獎剛頒給發現 RNA可以

做為酵素的科學家，而我們的病毒RNA也具有這個功能，且它的病毒RNA如何複製也是一團謎。

這小小的 RNA藏著許多分子生物學的奧秘，和傳統的分子生物學原則不太吻合，研究起來格外

新奇但也困難，這個研究圈子很小，也不太受人重視，但是競爭激烈。在這個領域，我們的實

驗室一直都維持世界領先的地位，只是不曉得何日才能找到答案一探這個病毒繁殖的奧秘。值

得一提的是，在這個領域，台灣的科學家團隊在國際上非常活躍，像台大的陳培哲、陽明的吳

肇卿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這個病毒的研究，我們雖然輸在起跑點，但是我們並沒有放棄，所以很快就追上了。因為科學

浩瀚如海，有很多問題待解決，永遠不愁找不到問題做研究，但是好的題目則競爭激烈，科學

家有時也會勾心鬥角，希望搶先一步，做第一名，因此從事科學研究，也須有競爭的勇氣及心

理準備。記得在研究生時代，我很擔心病毒學比較重要的題目都快要被解答了，那以後要研究

什麼呢? 這是另一類的無知與天真。事實上未解決的科學問題太多了，只是科學家要有判斷力，

能夠發掘重要的問題，所做的研究才能出人頭地。 

 

C型肝炎病毒的崛起 

D型肝炎病毒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研究題材，學術價值極高，因為它涵蓋了許多新的分子生物學，

但是它的臨床重要性卻逐日減低。在 1990 年代，因為肝炎病毒疫苗的普及，D 型肝炎大幅減

少，醫學界認為它已可被控制，也就逐漸對它失去興趣，因此我又開始尋找新的研究對象。當

時肝炎界最大的未解決的問題是 C 型肝炎，它也是經由輸血或其他針頭感染引起的。在 1989

年同一家生技公司又擊敗了世界各地的競爭者，奪得頭籌，分離出 C 型肝炎病毒。因為它在臨

床的重要性，各方英雄競相加入研究，我們也參與研究這個病毒的繁殖與致病的機制。在全世

界各地的科學家共同努力之下，C型肝炎病毒的研究進展非常快速，在短短二十多年期間，已

經發展出很有效的藥，現在大部分 C型肝炎病人的感染，幾乎都可以被有效地控制，甚至治癒，

這也驗證了科學研究的價值。 

 

此外，在這幾年我們也參與其他病毒的研究，包括流行性感冒病毒，這個病毒是威脅全球的重

要傳染病，而現有的疫苗及藥物均不理想，每年都要打新的疫苗，因為每一年的病毒都不一樣，

因此我們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來發展新藥及疫苗，而且也需要儲備更多的專家才能應付未來的

大流行。幾年前 SARS 爆發時，整個台灣手忙腳亂的情景，就提醒我們平時準備的重要性，我

希望我們的研究能為台灣儲備更多的研發能量與人才。 

 

我一生研究的病毒都是 RNA病毒，這些病毒的共通性是它們的變化很快，好比病毒在跟科學家

鬥智一般，讓人覺得病毒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能耐，這也是研究病毒如此有趣的原因。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常發現病毒有意想不到的特性，會讓科學家有“病毒比病毒學家聰明”的

感覺，因此我常認為病毒是我的玩伴，而不是敵人，終生研究病毒不悔也不覺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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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裝回國，踏進了科學行政 

在美國工作多年，目標在國際學術舞台，在 1990年我獲選為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Investigator，這是美國最大的醫學基金會，宗旨在支持最頂尖的醫學研究，獲得此獎是我一

生最大的榮譽。在此之前的二十多年我總是以成為國際級的科學家為目標，並沒有回國服務的

計畫，但後來我和台灣科學界的互動越來越頻繁，尤其是 1980 年代中期，一批海外學者推動

在中央研究院成立分子生物及生物醫學兩所研究所，我也有機會參與，並於 1988 年到分生所

擔任客座研究員半年，以後即與國內學術界有較多的往來。1992 年當選中研院院士後，當時

李遠哲接任中研院院長不久，開始鼓勵我回國服務，最初以時機尚未成熟為由推辭，後來逐漸

以“再等幾年”為緩兵之計，最後李院長親自到我美國加州住宅勸說，我終於抵擋不住壓力，

在 2002年底鬆口答應於次年回國。計畫先以 Sabbatical身分回中研院服務並接副院長的行政

工作，當時自己也沒把握，是否能夠適應，更想不通一個冠狀病毒專家能對台灣有什麼貢獻。

沒料到次年(2003年)我還未回台之前，SARS爆發，我的冠狀病毒專長一夜之間變得極為重要，

那段時日，各地新聞媒體經常找我發表談話，冠狀病毒專家在美國變得炙手可熱，但我回台灣

的決心並沒有動搖。事後有人問我，是否後悔當時放棄在美國發展的機會而回台灣來，我的心

情正好相反，我當時確實充滿了使命感，恨不得早一天回台灣，貢獻所學，這種思鄉之情是很

難形容的，那時我才充分體會“使命感”的意義。記得當時在 SARS最高峰時期，我飛回台灣，

事先有很多人勸我不要冒險回去，但我還是回去了，在回台灣的機上只有我一名乘客，下機後

孤獨地走在機場大廈，一群記者圍上來採訪，科學家能夠報效家鄉的那種感覺至今仍無法忘

懷。 

 

所以我回到家鄉服務的意義也就因為 SARS 的緣故而更顯著，事後有人問李遠哲院長為什麼知

道冠狀病毒的重要性，而事先延攬一位這方面的專家呢? 我想這正說明了李院長先見之明的觀

察力。回到台灣擔任中研院副院長，是我第一次擔任大型研究機構的行政主管，雖然表面上行

政管理和科學研究似乎是南轅北轍，截然不同的工作，但是實質上，這兩件工作的策略是類似

的。研究一個大題目是要先把它分解成一個一個小題目，把各個問題逐一解決之後，整個問題

就迎刃而解了，這是 reductionist 的做法；而行政管理也是一樣，把錯綜複雜的問題切割成

一個個可以分別解決的問題，而逐一解決之後，就能解決整個問題，切忌把不同的問題混在一

起。這幾年來我就是用這種思維來有效率地處理行政問題，包括我後來在成大擔任校長的種種

工作。所以科學家的訓練對我的待人處事是有很大幫助的，讓我有駕輕就熟的感覺。 

 

最近十年回到台灣，從事科學研究及行政工作，我的感想如何? 我感覺台灣的研究環境、設備

及經費一點都不遜於歐美，尤其是中研院的實驗室可與世界上最頂尖的實驗室相比，台灣比較

缺少的是國際視野及能見度，也缺少和頂尖科學家討論的機會，我們的工作被邊緣化了，以致

我們要加倍努力，才能讓我們的工作得到國際的認同及賞識。但我覺得在這一方面的吃虧，卻

從貢獻家鄉的滿足感而獲得補償，即使在擔任成大校長四年的期間，我還是能夠繼續領導研究

工作，我感謝這些回國後的工作機會讓我擴充視野，使我的人生經驗更豐滿，尤其是四年成大

校長的經驗把我帶到高等教育的領域。因此我勸每個領域的科學家如果有機會，應該回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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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另一角度來看，在國外多年的經驗是無法換取的寶貴資產，這種視野正是現在台灣科學界及

整個社會所需要的。所以，年輕人們，一定要在你的生涯規劃中，計畫到國外去歷練。 

 

後語：如何成為一位成功的科學家  

我從事研究工作前後共超過四十年，有成功也有失敗，有興奮的時候，也有失望的時刻，但整

體而言，我可說自己很幸運地，有一個成功的科學家生涯。我願意和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成為

一個成功的科學家必須具備四個條件： 

一、創意(originality)：一個好的研究和一個普普通通的研究的差別，往往在於它的創意度。

換句話說，問有獨創性的問題，而不是“me too”的問題，一旦選對了題目，解決問題就相對

的簡單。而有創意的研究題目常常來自不同領域的合作，所以不同領域的科學家相互之間討論

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二、勤奮：一個科學家在實驗室花越多的時間可以完成越多的工作，是一

定的法則。我從研究生時代，就從我的指導教授學得這個習慣，我也從我的學生當中看到這種

現象，做研究必須有這樣的奉獻精神，才能比別人成功。當然一個研究者也必須能享受研究的

樂趣，才不會覺得做研究所花的時間是一種犧牲。此外，還必須做好時間管理，注意身心的健

康。三、表達的能力（presentation skills）：要能夠以簡潔而有邏輯的語言文字把自己的工

作介紹給大家。卓越的演說能力是每位年輕研究者必須學好的要件。四、人際關係

（Interpersonal skills）：科學界和任何一個團體一樣，學得和其他科學家相處，願意犧牲

時間服務科學社團，例如協助論文或研究計畫審查等等，對未來個人的研究生涯會有助益。 

 

毫無疑問，科學研究的生涯從旁人眼光來看是辛苦的，但是從科學家本身的觀點，卻是愉悅而

有成就感的事業，感謝我有這個機會從事科學研究，它充實了我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