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粉碎 ﹒ 農藝系畢業( 1968畢)

﹒ 朝陽科技大學生物技術研究所講座教授

﹒ 理工學院院長暨生技所所長

曾經有 個問友問我，將

來死後在墓碑上，希望別人刻

上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當時

的我毫不猶豫的回答"這是一

位 生中了無遺憾的人"，因
為幾十年來不管是求學或工

作，我處處碰到貴人，中興大

學就是我碰到貴人最多的地

方。

能順利在學術界走了近四

十年，心中充滿了感激，尤其

是在近耳順之年，又獲得母校

頒給的傑出校友獎，內心的快

樂真是無以言喻。中興大學是

蘊育我農學基本常識的地方，

四年的大學生活如今回憶起來

仍歷歷在日、恍如昨日，受業

恩師的語言教誨也常繫腦海，

謝謝中興大學給了我這麼好的

眉立蒙環境，讓我能在往後數十

年的職I蜀中百戰百勝、無往不

利。

四十幾年的農學研究生涯

是一段不短的時光。還記得三

十年前，取得博士學位到農試

所任職，當中興大學農藝系主

任朱德民教授邀請我回母系兼

課任教時，為了回饋母校，我

毫不猶疑的答應了，因為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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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之外，教學也是我的最愛。在兼課期間，不

但讓我教學相長，成長快速，而且也帶動了來自

母校各系的菁英，齊緊農試所組織培養研究室進

行植物組織培養試驗研究的風潮。

由於農試所組織培養室同仁的努力，加上上

級長官，還有國科會、外交部國合會、教育部、

農委會農林廳等的託付，我們實驗室在國內、外

承辦了七十餘灰的植物組織培養研習班，藉由開

班授課的機會，我認識了圍內、外不少的優秀農

民、高中、大學教師與研究人員，及世界各地組

織培養領域的菁英，也因此增廣了我人生豐富的

見聞及視野，並借機踏遍世界五大洲，遊歷了

五、六十個國家。

生中最讓我有成就感的就是指導研究生進

行碩、博士論文的研究，因為我曾受教於嚴師林

正義教授及加州大學河邊分校的 Dr. Toshio 



Murashige門下，所以每每在收新研究生

峙，就會桐嚇他們“皮繃緊" ，準備個

睡袋在實驗室，好好投入研究工作. . ....想

嚇走他們，但似乎起不了什麼作用，因

為我的學生都很優質、很自動。我總是

“放牛吃草" 陣子，想驗收成果時拉

拉繩索就好了。

研究生們都自稱為“菜鳥仔班"

(因敝姓蔡) ，截至目前共養了六十三

隻碩士鳥及十四隻博士鳥，雖然說是菜

鳥仔班，但個個可都是社會上的中堅份

子， 點兒也不“菜"呢!四年前自農

試所退休後，我轉戰朝陽科技大學繼續

全心專職的“誤人子弟" ，在朝陽成立

了生物技術研究所，希望不但能“得天

下英才而教之"而且能做到“教而得天

下之英才" ，為國家培育生技人才繼續

努力，因此有錯各位協助之處仍多，希

望大家能再給我支持與鼓勵!

最後感謝母校各級師長的提攜及農藝

系系友會李成章會長的支持及提名，使

在下有機會站在這裡從認識多年的好友~

蕭介夫校長手中領取這座「傑出校友

獎_j ，在研究生涯即將畫下句點的時刻，

能再度受到肯定，真是要再一灰感謝生命

中的許多貴人，包括師長、朋友、七十餘

位蔡家班的同學及家人的支持。

一位令人欽佩踏實的傑出科技人~

生技達人蔡新聲院長

問: 首先請院長談談求學過程的感觸及

如何走上生物技術研發這條路 。

答: 求學過程，應該從中興大學講起

吧!會考上農藝系是照填志願順序排名

而來的，當時爸爸還問這是什麼系啊?

是要去“種田"嗎?我的信念是「做什

麼，只要認真一定會成功_j ，就讀的系

所無所謂好壤，成敗就看個人的努力，

再冷門的行業都需要優秀的人才。所以

我常常告訴學生，若是現在念的科系和

當初規劃的不一樣，不要後悔，只要認

真勇往直前就會成功，就像在下 樣，

在校的時候認真讀書，每次都名列前

茅，得到師長的疼愛，考上研究所也就

理所當然，就這樣走上了這條路。

在下讀研究所專攻的是植物組織培

養科技。 40年前根本不知道“生物科

技"是什麼，就連“組織培養"也不是

那麼清楚，當時可以說是 門很奇特的

科學，搜尋資料及進行試驗研究過程蠻

辛苦的;念博士班時，有一位國際上赫

赫有名的植物組織培養專家Pro f. Toshio 

Murashige 來台灣參加“台美雙邊植物

組織培養研討會" ，進而引起國內學界

廣泛的興趣，後來在下還去他的實驗室

(美國加州大學河邊分校)進修一年。

在我拿到博士學位的五年後，有機會到

美國伊利諾大學進修，那時本想改行轉

攻當時很熱門的分子生物，但是經過

番深思熟慮，覺得想在很短的半年內學

習分子生物，可能無法深入而成了半桶

水，更無法和科班的人員競爭。所以，

最後我還是決定走回老本行深入鑽研植

物組織培養，不想成為分子生物學界的

二流研究人員。我的想法是希望自己能

成為台灣想做組織培養的人都想諮詢的

對象，這樣就可在學界立足了。我覺得

做科學研究一定要十分專精，因此，我

常勸同學若想轉換跑道一定要趁早。以

前做實驗和現在有很大的不同，以前做

研究碰到的最大困難是缺乏儀器，研究



﹒(蔡教授全家福)

生常會到學校的倉庫去找前人丟棄的儀

器，再稍加修理後重覆使用，也會將好

幾台報廢的儀器組合成一台，湊合將就

使用。而各個研究室經費不足也就不足

為奇了。以前每個研究計畫的額度約在

二、三十萬元左右，而一台電子計算機

可能都得要花上七、八萬，因此沒有幾

個研究室買得起，更別說是高級儀器

了!影印技術也無法和現在相比，以前

是兩張紙必須透過水洗眼乾，國外報告

的影印通常要花一整天的時間，非常累

人。現在，做實驗最大的困擾則是好學

生難找，尤其像我現在都忙著行政工

作，雜事很多，如果有“人品好又聰

明"的學生進入實驗室，那種感覺有如

“祖上積德、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呢!

在我們那個年代很多學生都是人家

怎麼走我們就怎麼走，我也是在完全沒

有所謂的“規劃與願景"下踏上組織培

養的路。在求學過程中，很幸運的受到

許多貴人的提攜與賞識，尤其是我的兩

位指導教授， 個在台灣(林正義教

授)一個在美國( Pro f. Toshio 
Murashige) ，給我在學識及做人方面很
大的歐示。拿到博士學位後，我認為人

生的挑戰才正式開始，很高興我能參與

農試所的研究工作。初到農試所的前十

年，我碰到了兩位很好的長官，一位是

萬前所長，他是一位只問你能力而不問

你背景，只要你認真就會得到賞識並主

動提拔你的人;另一位長官是謝順景主

任，他也是一個非常愛才的長者，在這

兩位直屬長官的帶領及照顧下，任職農

試所的前十年讓我如沐春風、如魚得

水，也奠定了我的研究基礎;當然家裡

有賢內助的強力支持，讓我無後顧之憂

的為研究工作安心打拼，也功不可沒。

此外，過去二十年我舉辦過七十餘揚灰

的植物組織培養及生物技術訓練班，受

訓學員包括農民、學生、高中老師及大

學教授的訓練班都讓我廣結善緣、獲益

良多。其實，舉辦國際性的訓練班及研
討會除了達到科技援助邦交國的目的

外，無形中也替國家做了許多成功的國

民外交。「吃虧就是佔便宜」是我的人

生莒學，雖然剛開始許多友人都笑我是

傻瓜，花這麼大的精力辦些沒人注意的

訓練班，但是辦理的揚次多了，漸漸地

名氣也就打開了，受到政府相關單位的

高度重視。由於外國參訓的學員許多是

政府官員或大學教授，導致過去二十年

來在τ有機會受到外國政府的邀請，遠

赴國外辦理生技相關的訓練班，有機會

遨遊五大洲五十餘個國家增廣見間，讓

我的人生多菜多姿。

問: 學界近來以中草藥為發展重點，不

知院長對這方面的看法如何?

答: 中草藥近年來在歐美各國風行，歐

美對於「替代醫學 (Alternative

medicine) _j的態度也漸趨開放，西方各
國回頭尋找中草藥對人類保健的可能

性。全世界有三萬種中草藥，到底哪些

才有用?根據藥技中心的統計，全球植

物性草藥將由 1997年的 169億美元，提升

至2006年自~369億美元，而台灣藉由長期

使用的經驗，發展新興中草藥產業，將

有助於我國在國際藥草業市揚上佔有

席之地，有鑑於此，政府在1998年開始

推動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科技計畫，其

中一項就是以發展台灣及中國名貴藥材

和瀕臨絕種的中草藥為重點。農業生技

國家型計畫的推動前後分三期，第一期

三年、第二期三年，現在已進入第三期
四年的一半，也就是過去已經推動了八

年。早期的方向是篩選哪些是值得推展

的中草藥，再找專家學者及教授針對這

個中草藥進行各方面藥理成份分析、藥

效、功能及毒性測試。有了初步的試驗

成果之後，第二期則以推廣研發應用計

畫為重點，也就是國科會的產學合作計

畫，希望產業界能夠將學界的研發成果



真正的應用在產業上。現在進入了第三

期，當然更需要產業界來參與，把成果

適當運用。目前推動的方向有八個:

1.圍內外特有藥用、保健或原生可食用

植物之種原蒐集、鑑定與保存。

2.以藥理、保健功效和安全性分析平

台，篩選具開發潛力之藥用 /保健植

物。

3.具開發潛力藥用/保健植物材料之保健

功效及有效成分鑑定。

4.建立藥用/保健植物之我培技術及組

織、細胞培養技術。

5.建立藥用/保健植物GAP量產體系。

6.建立藥用/保健植物之產品開發技術(包

括膳食、採後加工、製劑和製程等)。

7.建立藥用/保健植物之品質規範標準及

認證制度(包括鮮品、加工產品和製劑

等)。

8.含盲抗過敏成分(甲基化gIj~型兒茶素)、

高兒茶素(尤其是EGCG) 、低咖啡因等

之茶樹品種(系)篩選。

希望學界往後做的試驗都會以產業

為導向，產業界也能共襄盛舉，趕快把

學界研發出來的成果拿來應用與賺錢。

問: 中興大學將成立中草藥中心，您對中

草藥未來方向的建言為何?

答: 就如上面所說，農業生技國家型計

畫中草藥方向已列出的八大重點，都是

未來母校中草藥中心值得進行的研究方

向，在下目前服務的朝陽科技大學生物

技術研究所也以中草藥為發展重點，希

望將來能和母校合作共同打拼。中草藥

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品質的掌控及

嚴謹的臨床試驗，唯有透過嚴謹的臨床

實驗等科學方法驗證，確定生產中草藥

的品質與療效，才能把傳統的中草藥透

過科學變成新藥，才能真正成為新藥申

請標的，進軍全球藥品市揚。目前中草

藥面臨的最大困難就是中草藥來源品質

的不穩定，圍內的中草藥百分之九十以

上都是從中國大陸進口而來，往往進口

的品質跟來源每年都不 樣。進口的來

源不一，品質就不穩定，也就不符合

GAP的生產要件，所以之後要提煉中藥

成份根本是不可能的。第二是基源的鑑

定，哪 種中草藥才是基源植物?所謂

基源植物就是道地藥材，將來被認定是

有藥效的，譬如馬兜鈴藥草裡頭含有馬

兜宣言酸，這種酸會造成腎衰竭。如果是

用防己或粉防己，這兩種就不 樣，

個有馬兜齡酸而另 個沒有，若使用替

代品，就可能吃到馬兜鈴酸不自知而導

致腎衰竭。第三是有效成份的認定，中

草藥到底有效否，不能老師父 口咬定

就可以，而必須以科學的方法來驗證，

裡頭到底是哪種有效成份，有效成份知

道了以後才能做品管。還有一個困境是

FDA跟國內法規的規範，我們現在不敢

講要從中藥裡開發新藥，而是要發展中

草藥成保健食品或健康食品;衛生署有

保健食品法，保健食品法相當的嚴格，

似乎可以再針對非常嚴謹的條文做適當

的修正，使得國內的廠商能夠早日將這

些中草藥變成保健食品。另有一項困難

就是有一些消費者對中草藥仍然存懷疑

的態度，沒有辦法很自然的完全接受。

這項困難跟我們做的試驗研究很有關

係，我們如果有足夠的數據證明它的藥

效，消費者自然會對中藥有信心。此外

如何讓中草藥產品國際化也是重要課

題，如果市揚僅限於台灣，那就沒有幾

家廠商可以生存;如果產品能夠國際

化，台灣的廠商就有足夠的市埸可生

存，所以國際化相當重要。過去政府在

輔導中草藥業界方面，提出了許多的政

策，譬如兩年前提出中草藥產業技術發

展五年計畫的推動，裡面也列了一些租

稅減免的措施，假如你在科學園區建立

中草藥工廠，就可享有租稅減免的優

惠。另外業界和學界可聯合向政府、經

濟部、工業局申請科專計畫進行中草藥



(每年聚會一;欠的「蔡家班」成員，其中不乏已是大學
教授及董事長、總經理級人物)

方面的研究，政府所補助的金額都非常

高。政府甚至可以出資達三分之二來幫

助業界開發產品，鼓勵業界投入中草藥

的生產，這都是過去幾年政府認真的對

某界所提出的輔導措施。

衛生署在最近公佈了九項可做為保

健食品認證的類別，分別是保肝、提升

免疫力、牙齒保健、抗疲勞、防止骨質

疏鬆症、延遲老化、改善腸胃道、降血

脂及降血糖。透過學者做適當的研究，

了解中草藥具有以上這些功效，有效的

成份可當品管用，再經研究是否具毒

性，毒性包括急毒性、慢毒性，經過老

鼠的試驗可以換算成每人每天最大進食
的忍受量，符合這九種類別規範的中草

藥，衛生署都可以核准證照。另外還有

五項草案目前正研議中，未來可供開發

為保健食品應是指日可待，分別是減肥

(也就是不易在身體累積脂肪，目前已

經有一家廠商申請認證了)、抗過敏、

防止貧血、減少化療副作用及防癌。

還有一個重要的項目是中草藥的化妝品

市揚，中草藥的化妝品市埸從1994年的

新台幣124億到2000年200億，現在已經接

近300億，過去十年成長已經超出了一
倍。當我們進入百貨公司一樓時，全部

都是化妝品，其營業額非常高，約佔百

貨公司營業額的百分之四十。根據調

查，台灣地區每人每月花費在化妝保養

品上的金額大約在2000至2500元左右，

可見市揚相當大，所以保養品是未來的

趨勢。保養品分為治療跟保養，治療的

就是貼劑，例如腰酸背痛、皮膚用藥

等。還有一種紅景天可作為防止紫外線

的保養，其實很多中草藥都可以抗紫外

線，所以中草藥的化妝品也是未來的趨

勢，包括保養用的化妝品、清潔用的化

妝品、頭髮用的化妝品、特殊目的的化

妝品等。以上所列的項目都是母校中草

藥中心未來值得發展的方向。

問: 未來是團隊時代，如何整合資源是

未來的趨勢，整合各種專才突破才

會快，問題是人要如何技及如何組

成?
答: 般整合型的計畫以四到五人為

佳，最好是先有主題再根據需要挑選適

當的研究人員。研發團隊最好是每個月

召開進度報告會議，腦力激盪及互相觀

摩，執行計畫也必須以產業導向，設法

解決業界急需的問題，這樣的計畫比較

容易受到青睞。中興大學拿到教育部五

年五百億的經費，未來在推展中草藥的

生物技術上資源豐厚，應該大有可為。

最近幾年，母校的農業生物科技在蕭校

長及葉副校長的帶領下成長迅速，其成

果有口皆碑，以這種雄厚的基礎進行中

草藥的科技整合，應該是易如反掌，未

來在中草藥領域再領風騷應是指日可

待。

問: 院長可否給學校或學弟妹們一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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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中興大學在農業研究的領喝一向是

居於台灣的龍頭地位，例如各種農產品

的改良，包括西瓜、木瓜、鳳梨、蓮

霧、番石榴及蘭花，都是中興畢業的學

長們努力的成果，現在也都成為代表台

漫的「世界第一」。台灣農業的基礎及

成果幾乎都是中興大學的學長們打出來

的天τ ，希望學弟妹們對學校的老師及

自己的所學要有信心，遠大的前程等著

各位去開發。 國

(探訪者生物科技研究所蔡慶修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