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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節節節 錄錄錄錄: 

「「「「生技時代生技時代生技時代生技時代」」」」 雜誌雜誌雜誌雜誌, 20, June 2003, pp. 23-30. 

 

專訪世界生物信息專訪世界生物信息專訪世界生物信息專訪世界生物信息（（（（Bioinformatics））））之父之父之父之父 
林華安林華安林華安林華安：：：：把科學突破運用於自己專業上把科學突破運用於自己專業上把科學突破運用於自己專業上把科學突破運用於自己專業上！！！！ 

 
林華安從首創提出林華安從首創提出林華安從首創提出林華安從首創提出「「「「生物信息學生物信息學生物信息學生物信息學」」」」(Bioinformatics)到到到到「「「「生納信息學生納信息學生納信息學生納信息學」」」」(Binformatics)，，，，

他認為學資訊的人跨入生物資訊他認為學資訊的人跨入生物資訊他認為學資訊的人跨入生物資訊他認為學資訊的人跨入生物資訊，，，，要知道的範圍很廣要知道的範圍很廣要知道的範圍很廣要知道的範圍很廣，，，，但一定要有專業但一定要有專業但一定要有專業但一定要有專業：「：「：「：「be a gene

ralist but with a specialty」。」。」。」。 

潮流不重要潮流不重要潮流不重要潮流不重要，，，，重要的是科學哪裡有突破時重要的是科學哪裡有突破時重要的是科學哪裡有突破時重要的是科學哪裡有突破時，，，，要會知道如何把科學突破用在自己的要會知道如何把科學突破用在自己的要會知道如何把科學突破用在自己的要會知道如何把科學突破用在自己的

專業上專業上專業上專業上。。。。 

 

四月份四月份四月份四月份，，，，身兼美國生物資訊技專業顧問服務公司身兼美國生物資訊技專業顧問服務公司身兼美國生物資訊技專業顧問服務公司身兼美國生物資訊技專業顧問服務公司D’Trends、、、、生化信息公司生化信息公司生化信息公司生化信息公司（（（（Bioin

formatics，，，，台灣一般稱生物資訊台灣一般稱生物資訊台灣一般稱生物資訊台灣一般稱生物資訊））））Genego，，，，以及抗體測試新藥篩選公司以及抗體測試新藥篩選公司以及抗體測試新藥篩選公司以及抗體測試新藥篩選公司AbMetrix三三三三

家公司董事長的林華安家公司董事長的林華安家公司董事長的林華安家公司董事長的林華安(Dr. Hwa A. Lim)博士來台訪問博士來台訪問博士來台訪問博士來台訪問。。。。其中的其中的其中的其中的Genego，，，，目前已經成目前已經成目前已經成目前已經成

為美國知名的為美國知名的為美國知名的為美國知名的Bioinformatics公司之一公司之一公司之一公司之一，，，，該公司也正和工研院生醫中心以及國衛院洽該公司也正和工研院生醫中心以及國衛院洽該公司也正和工研院生醫中心以及國衛院洽該公司也正和工研院生醫中心以及國衛院洽

談可能的合作談可能的合作談可能的合作談可能的合作。。。。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他的最新著作他的最新著作他的最新著作他的最新著作「「「「悠遊基因世界悠遊基因世界悠遊基因世界悠遊基因世界」」」」一書中文版已經在台正式上市一書中文版已經在台正式上市一書中文版已經在台正式上市一書中文版已經在台正式上市，，，，這本深入這本深入這本深入這本深入

淺出介紹淺出介紹淺出介紹淺出介紹Bioinformatics與奈米與奈米與奈米與奈米(Nano)未來未來未來未來發展的書發展的書發展的書發展的書，，，，並獲得前美國總統柯林頓並獲得前美國總統柯林頓並獲得前美國總統柯林頓並獲得前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

linton)、、、、Novartis製藥廠副總裁製藥廠副總裁製藥廠副總裁製藥廠副總裁Dr. Dalia Cohen，，，，以及世界健康組織以及世界健康組織以及世界健康組織以及世界健康組織（（（（WHO））））健康資健康資健康資健康資

訊主管的共同推薦訊主管的共同推薦訊主管的共同推薦訊主管的共同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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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林華安提起林華安提起林華安提起林華安，，，，國內業界或許覺得陌生國內業界或許覺得陌生國內業界或許覺得陌生國內業界或許覺得陌生，，，，但是國際間相關但是國際間相關但是國際間相關但是國際間相關「「「「Bioinformatics」」」」研發的研發的研發的研發的

產產產產、、、、學界人士都熟知學界人士都熟知學界人士都熟知學界人士都熟知。。。。 

因為林華安在一九八六因為林華安在一九八六因為林華安在一九八六因為林華安在一九八六/七年首創七年首創七年首創七年首創「「「「Bioinformatics」」」」一詞一詞一詞一詞，，，，並開始從事資訊與人並開始從事資訊與人並開始從事資訊與人並開始從事資訊與人

類基因圖譜跨領域整合的研究類基因圖譜跨領域整合的研究類基因圖譜跨領域整合的研究類基因圖譜跨領域整合的研究。。。。 

又在一九九又在一九九又在一九九又在一九九○○○○年年年年，，，，以一個年僅以一個年僅以一個年僅以一個年僅35歲的年輕亞洲科學家歲的年輕亞洲科學家歲的年輕亞洲科學家歲的年輕亞洲科學家，，，，邀齊了當時美國邀齊了當時美國邀齊了當時美國邀齊了當時美國、、、、蘇聯蘇聯蘇聯蘇聯、、、、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日本等各國國家基因組實驗室的主任日本等各國國家基因組實驗室的主任日本等各國國家基因組實驗室的主任日本等各國國家基因組實驗室的主任，，，，發發發發起世界第一屆國際起世界第一屆國際起世界第一屆國際起世界第一屆國際Bioinformatics學學學學

術會議術會議術會議術會議。。。。 

自此開啟了世界各國政府預算支持自此開啟了世界各國政府預算支持自此開啟了世界各國政府預算支持自此開啟了世界各國政府預算支持、、、、以及業界投入以及業界投入以及業界投入以及業界投入Bioinformatics的研究風潮的研究風潮的研究風潮的研究風潮，，，，因因因因

此被尊崇為此被尊崇為此被尊崇為此被尊崇為「「「「世界生物信息之父世界生物信息之父世界生物信息之父世界生物信息之父」」」」(Father of Bioinformatics)，，，，林華安並連續擔任該會林華安並連續擔任該會林華安並連續擔任該會林華安並連續擔任該會

議議議議(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informatics and Genome Research)十年的大會十年的大會十年的大會十年的大會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來自馬來西亞吉打州的林華安來自馬來西亞吉打州的林華安來自馬來西亞吉打州的林華安來自馬來西亞吉打州的林華安，，，，對亞洲對亞洲對亞洲對亞洲 Bioinformatics 的發展影響尤其深遠的發展影響尤其深遠的發展影響尤其深遠的發展影響尤其深遠。。。。 

他在一九九三年即接受聯他在一九九三年即接受聯他在一九九三年即接受聯他在一九九三年即接受聯合國委任合國委任合國委任合國委任，，，，以生物信息專家以生物信息專家以生物信息專家以生物信息專家(U.N. Bioinformatics Expert)

身份到亞洲各國協助發展身份到亞洲各國協助發展身份到亞洲各國協助發展身份到亞洲各國協助發展Bioinformatics，，，，並於一九九七到二並於一九九七到二並於一九九七到二並於一九九七到二○○○○○○○○○○○○年間年間年間年間，，，，多次深入多次深入多次深入多次深入

亞太各國推廣亞太各國推廣亞太各國推廣亞太各國推廣 Bioinformatics 對未來世界科技發展的重要性對未來世界科技發展的重要性對未來世界科技發展的重要性對未來世界科技發展的重要性。。。。 

新加坡政府因此於一九九六年新加坡政府因此於一九九六年新加坡政府因此於一九九六年新加坡政府因此於一九九六年，，，，率先成立亞洲第一個國家級率先成立亞洲第一個國家級率先成立亞洲第一個國家級率先成立亞洲第一個國家級Bioinformatics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中國科學院基因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基因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基因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基因研究所、、、、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大學，，，，也邀請林華安擔任客座教授也邀請林華安擔任客座教授也邀請林華安擔任客座教授也邀請林華安擔任客座教授，，，，啟動北大成為中國啟動北大成為中國啟動北大成為中國啟動北大成為中國

今天的今天的今天的今天的Bioinformatics 大本營大本營大本營大本營。。。。 

林華安也曾於二林華安也曾於二林華安也曾於二林華安也曾於二○○○○○○○○○○○○年應邀擔任中國工程師學會所組織的生技代表團團年應邀擔任中國工程師學會所組織的生技代表團團年應邀擔任中國工程師學會所組織的生技代表團團年應邀擔任中國工程師學會所組織的生技代表團團長長長長，，，，晉晉晉晉

見了陳水扁總統見了陳水扁總統見了陳水扁總統見了陳水扁總統，，，，同時提出台灣發展生技產業的建言同時提出台灣發展生技產業的建言同時提出台灣發展生技產業的建言同時提出台灣發展生技產業的建言。。。。目前目前目前目前，，，，林華安也是馬來西亞政林華安也是馬來西亞政林華安也是馬來西亞政林華安也是馬來西亞政

府推動生物科技研發中心府推動生物科技研發中心府推動生物科技研發中心府推動生物科技研發中心────────BioValley的國家科技顧問的國家科技顧問的國家科技顧問的國家科技顧問(International Expert Panel)。。。。

由於善於洞見科技發展的趨勢潮流由於善於洞見科技發展的趨勢潮流由於善於洞見科技發展的趨勢潮流由於善於洞見科技發展的趨勢潮流，，，，奈米科技興起後奈米科技興起後奈米科技興起後奈米科技興起後，，，，林華安又將生物學林華安又將生物學林華安又將生物學林華安又將生物學（（（（Biotechn

ology）、）、）、）、資訊學資訊學資訊學資訊學(Informatics)結合奈米科技結合奈米科技結合奈米科技結合奈米科技（（（（Nano），），），），提出提出提出提出Binformatics────────生奈信生奈信生奈信生奈信

息學一詞息學一詞息學一詞息學一詞，，，，為未來的生物信息指出新的發展方向為未來的生物信息指出新的發展方向為未來的生物信息指出新的發展方向為未來的生物信息指出新的發展方向。。。。 

林華安這次來台期間林華安這次來台期間林華安這次來台期間林華安這次來台期間，，，，接受了本刊的深度訪談接受了本刊的深度訪談接受了本刊的深度訪談接受了本刊的深度訪談，，，，分享他個人學術研究的態度分享他個人學術研究的態度分享他個人學術研究的態度分享他個人學術研究的態度、、、、如如如如

何投入何投入何投入何投入Bioinformatics這個領域這個領域這個領域這個領域、、、、最後又如何從學術界進入產業界的歷程最後又如何從學術界進入產業界的歷程最後又如何從學術界進入產業界的歷程最後又如何從學術界進入產業界的歷程。。。。同時同時同時同時，，，，他他他他

也提出對也提出對也提出對也提出對Bioinformatics這個領域未來發展趨勢的看法這個領域未來發展趨勢的看法這個領域未來發展趨勢的看法這個領域未來發展趨勢的看法，，，，指出了生技科技將來深具發指出了生技科技將來深具發指出了生技科技將來深具發指出了生技科技將來深具發

展潛力的方向展潛力的方向展潛力的方向展潛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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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03030歲取得美國大學終身教職歲取得美國大學終身教職歲取得美國大學終身教職歲取得美國大學終身教職    

問問問問：：：：一九八七年當時一九八七年當時一九八七年當時一九八七年當時，，，，恐怕連資訊科技都算早恐怕連資訊科技都算早恐怕連資訊科技都算早恐怕連資訊科技都算早，，，，您為什麼會這麼早就投入您為什麼會這麼早就投入您為什麼會這麼早就投入您為什麼會這麼早就投入Bioinformat

ics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 

答答答答：：：：其實其實其實其實，，，，我每一步的讀書安排都是計劃出來的我每一步的讀書安排都是計劃出來的我每一步的讀書安排都是計劃出來的我每一步的讀書安排都是計劃出來的。。。。 

一九七五年我到英國倫敦的帝國學院一九七五年我到英國倫敦的帝國學院一九七五年我到英國倫敦的帝國學院一九七五年我到英國倫敦的帝國學院(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主要學的是數學主要學的是數學主要學的是數學主要學的是數學，，，，不過因為我的教授不過因為我的教授不過因為我的教授不過因為我的教授Abdus Salam得到得到得到得到

諾貝爾物理獎諾貝爾物理獎諾貝爾物理獎諾貝爾物理獎，，，，學生們都與有榮焉學生們都與有榮焉學生們都與有榮焉學生們都與有榮焉，，，，於是任何有關物理的課和演講我都去聽於是任何有關物理的課和演講我都去聽於是任何有關物理的課和演講我都去聽於是任何有關物理的課和演講我都去聽，，，，所以畢所以畢所以畢所以畢

業時拿到數學和物理文憑業時拿到數學和物理文憑業時拿到數學和物理文憑業時拿到數學和物理文憑。。。。 

一九八一年我轉到美國一九八一年我轉到美國一九八一年我轉到美國一九八一年我轉到美國Rochester大學大學大學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因為哪裡有個激因為哪裡有個激因為哪裡有個激因為哪裡有個激

光中心光中心光中心光中心(The Laboratory of Laser Energetics)，，，，同時有個超級電腦中心同時有個超級電腦中心同時有個超級電腦中心同時有個超級電腦中心，，，，我一路從碩士我一路從碩士我一路從碩士我一路從碩士

唸到博士唸到博士唸到博士唸到博士。。。。 

在一九七在一九七在一九七在一九七○○○○年代年代年代年代，，，，美國美國美國美國Los Alamos國家實驗室國家實驗室國家實驗室國家實驗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許多研究報告許多研究報告許多研究報告許多研究報告，，，，以及一九八五年加州大學以及一九八五年加州大學以及一九八五年加州大學以及一九八五年加州大學Santa Cruz（（（（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ta Cruz））））校長校長校長校長Robert Sinsheimer，，，，他是一位生物學家他是一位生物學家他是一位生物學家他是一位生物學家，，，，當時他一份關於生物學未來發當時他一份關於生物學未來發當時他一份關於生物學未來發當時他一份關於生物學未來發

展的報告深深吸引了我展的報告深深吸引了我展的報告深深吸引了我展的報告深深吸引了我。。。。 

他指出他指出他指出他指出，，，，當時分子基因學發展的很慢當時分子基因學發展的很慢當時分子基因學發展的很慢當時分子基因學發展的很慢，，，，並且侷限在各自發展的小空間內並且侷限在各自發展的小空間內並且侷限在各自發展的小空間內並且侷限在各自發展的小空間內，，，，他又和他又和他又和他又和

世界超過十二位以上的生物學家討論世界超過十二位以上的生物學家討論世界超過十二位以上的生物學家討論世界超過十二位以上的生物學家討論，，，，如何讓生物學實驗大規模化如何讓生物學實驗大規模化如何讓生物學實驗大規模化如何讓生物學實驗大規模化？？？？得到的結論是得到的結論是得到的結論是得到的結論是：：：：

當時要排列人類基因組是行不通的當時要排列人類基因組是行不通的當時要排列人類基因組是行不通的當時要排列人類基因組是行不通的，，，，因為器材設備的速度還不夠因為器材設備的速度還不夠因為器材設備的速度還不夠因為器材設備的速度還不夠。。。。 

而電腦對我而言而電腦對我而言而電腦對我而言而電腦對我而言，，，，正是正是正是正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一個很重要的工具一個很重要的工具一個很重要的工具，，，，這我開始感受到電腦這我開始感受到電腦這我開始感受到電腦這我開始感受到電腦、、、、物理物理物理物理、、、、生物生物生物生物，，，，

這樣一個跨領域結合的重要這樣一個跨領域結合的重要這樣一個跨領域結合的重要這樣一個跨領域結合的重要，，，，我的博士論文就跟生物物理我的博士論文就跟生物物理我的博士論文就跟生物物理我的博士論文就跟生物物理(biophysics)有關有關有關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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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問問問：：：：您在什麼情況下提出您在什麼情況下提出您在什麼情況下提出您在什麼情況下提出 Bioinformatics 這個名詞這個名詞這個名詞這個名詞，，，，被稱為被稱為被稱為被稱為「「「「生物信息之父生物信息之父生物信息之父生物信息之父」？」？」？」？ 

答答答答：：：：事實上事實上事實上事實上，，，，這是一個思考的過程這是一個思考的過程這是一個思考的過程這是一個思考的過程，，，，不是說我那一天提出來不是說我那一天提出來不是說我那一天提出來不是說我那一天提出來，，，，它就是在那一天出現它就是在那一天出現它就是在那一天出現它就是在那一天出現。。。。 

一九八七年我受聘到佛羅里達州立大學一九八七年我受聘到佛羅里達州立大學一九八七年我受聘到佛羅里達州立大學一九八七年我受聘到佛羅里達州立大學（（（（Florida State University））））的超級電腦中的超級電腦中的超級電腦中的超級電腦中

心心心心（（（（Supercomputer Comput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擔任基因與生物物擔任基因與生物物擔任基因與生物物擔任基因與生物物理組理組理組理組（（（（Com

putational Genetics & Biophysics））））的主任的主任的主任的主任，，，，我的工作是用電腦計算有關我的工作是用電腦計算有關我的工作是用電腦計算有關我的工作是用電腦計算有關DNA的屬性的屬性的屬性的屬性

變化變化變化變化，，，，並一直待到一九九六年並一直待到一九九六年並一直待到一九九六年並一直待到一九九六年。。。。 

我到了這裡的同年年底我到了這裡的同年年底我到了這裡的同年年底我到了這裡的同年年底，，，，便開始在不同的科學期刊發表多篇論文便開始在不同的科學期刊發表多篇論文便開始在不同的科學期刊發表多篇論文便開始在不同的科學期刊發表多篇論文，，，，談論跨領域科談論跨領域科談論跨領域科談論跨領域科

學方式的可行性學方式的可行性學方式的可行性學方式的可行性。。。。 

一九八八年一九八八年一九八八年一九八八年，，，，我先提出了略帶法國味的我先提出了略帶法國味的我先提出了略帶法國味的我先提出了略帶法國味的「「「「bio-

informatique」」」」來稱呼這個領域來稱呼這個領域來稱呼這個領域來稱呼這個領域，，，，後來以後來以後來以後來以「「「「optics」、「」、「」、「」、「statistics」、「」、「」、「」、「mathematics」」」」

為藍本為藍本為藍本為藍本，，，，將將將將「「「「bio-

informatique」」」」正式改名為正式改名為正式改名為正式改名為「「「「Bioinformatics」，」，」，」，生物信息這個新領域的生物信息這個新領域的生物信息這個新領域的生物信息這個新領域的正式名詞就這正式名詞就這正式名詞就這正式名詞就這

樣誕生了樣誕生了樣誕生了樣誕生了！！！！ 

我也因為這樣我也因為這樣我也因為這樣我也因為這樣，，，，幸運在幸運在幸運在幸運在30歲就得到州立大學終身教授一職歲就得到州立大學終身教授一職歲就得到州立大學終身教授一職歲就得到州立大學終身教授一職（（（（Florida State state-

line tenured position）。）。）。）。 

 

問問問問：：：：30歲就在美國拿到大學終身教職歲就在美國拿到大學終身教職歲就在美國拿到大學終身教職歲就在美國拿到大學終身教職，，，，對一個華人科學家而言對一個華人科學家而言對一個華人科學家而言對一個華人科學家而言，，，，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答答答答：：：：回想起來回想起來回想起來回想起來，，，，這其實是很辛苦的一個歷程這其實是很辛苦的一個歷程這其實是很辛苦的一個歷程這其實是很辛苦的一個歷程，，，，也是各個條件因素加起來才能促成的也是各個條件因素加起來才能促成的也是各個條件因素加起來才能促成的也是各個條件因素加起來才能促成的。。。。 

一九八六年一九八六年一九八六年一九八六年，，，，我在我在我在我在Rochester大學的大學的大學的大學的 super computer center時時時時，，，，認識了認識了認識了認識了 

Charles Cantor 博士博士博士博士，，，，他目前是知名生技公司他目前是知名生技公司他目前是知名生技公司他目前是知名生技公司 Sequenom 的科技長的科技長的科技長的科技長。。。。 

當時他是哥倫當時他是哥倫當時他是哥倫當時他是哥倫比亞大學比亞大學比亞大學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Columbia, New York)的內的內的內的內、、、、外科醫院主任外科醫院主任外科醫院主任外科醫院主任(C

hairman of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同時也是美國同時也是美國同時也是美國同時也是美國Lawrence Berkeley國國國國

家實驗室家實驗室家實驗室家實驗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Genome Center)基因組計劃的住任基因組計劃的住任基因組計劃的住任基因組計劃的住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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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他告訴我人類基因圖譜工程已經開始啟動了就是他告訴我人類基因圖譜工程已經開始啟動了就是他告訴我人類基因圖譜工程已經開始啟動了就是他告訴我人類基因圖譜工程已經開始啟動了！！！！ 

Los Alamos國家實驗室也從一九七國家實驗室也從一九七國家實驗室也從一九七國家實驗室也從一九七○○○○年開始年開始年開始年開始，，，，嘗試運用電腦解決科學難題嘗試運用電腦解決科學難題嘗試運用電腦解決科學難題嘗試運用電腦解決科學難題。。。。 

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因素因素因素，，，，是當時我在佛州是當時我在佛州是當時我在佛州是當時我在佛州supercomputer center的老闆的老闆的老闆的老闆，，，，是從蘇格是從蘇格是從蘇格是從蘇格

蘭來的蘭來的蘭來的蘭來的，，，，因為對美國生活不太習慣決定又回去因為對美國生活不太習慣決定又回去因為對美國生活不太習慣決定又回去因為對美國生活不太習慣決定又回去。。。。 

一般老闆一走一般老闆一走一般老闆一走一般老闆一走，，，，我也勢必要跟著走路我也勢必要跟著走路我也勢必要跟著走路我也勢必要跟著走路，，，，不過當時年輕氣盛不過當時年輕氣盛不過當時年輕氣盛不過當時年輕氣盛，，，，我就告訴自己不要氣我就告訴自己不要氣我就告訴自己不要氣我就告訴自己不要氣

餒餒餒餒、、、、不要就此屈服不要就此屈服不要就此屈服不要就此屈服。。。。 

我面對實驗室裡三台超級大電腦我面對實驗室裡三台超級大電腦我面對實驗室裡三台超級大電腦我面對實驗室裡三台超級大電腦（（（（supercomputers）、）、）、）、125台電腦台電腦台電腦台電腦(workstations)，，，，

開始思索自己的未來開始思索自己的未來開始思索自己的未來開始思索自己的未來！！！！ 

我坐在電腦面前我坐在電腦面前我坐在電腦面前我坐在電腦面前，，，，心裡想心裡想心裡想心裡想，，，，基因組剛開始基因組剛開始基因組剛開始基因組剛開始，，，，資料庫需求很大資料庫需求很大資料庫需求很大資料庫需求很大，，，，如果如果如果如果Robert Sinshei

mer 的想法能夠實現的想法能夠實現的想法能夠實現的想法能夠實現，，，，這些電腦到底該怎麼利用這些電腦到底該怎麼利用這些電腦到底該怎麼利用這些電腦到底該怎麼利用？？？？ 

怎麼將電腦與數學怎麼將電腦與數學怎麼將電腦與數學怎麼將電腦與數學、、、、物理學物理學物理學物理學、、、、生物學結合一起生物學結合一起生物學結合一起生物學結合一起？？？？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bioinformatics 也就這樣開也就這樣開也就這樣開也就這樣開

始了始了始了始了！！！！ 

這裡我想告訴大家的是這裡我想告訴大家的是這裡我想告訴大家的是這裡我想告訴大家的是，，，，科學研究的創意科學研究的創意科學研究的創意科學研究的創意。。。。 

我跟幾位諾貝爾得主我跟幾位諾貝爾得主我跟幾位諾貝爾得主我跟幾位諾貝爾得主，，，，以及優秀的科學家聊過以及優秀的科學家聊過以及優秀的科學家聊過以及優秀的科學家聊過，，，，他們普遍認為亞洲學生很順從他們普遍認為亞洲學生很順從他們普遍認為亞洲學生很順從他們普遍認為亞洲學生很順從，，，，

老師說的都是對的老師說的都是對的老師說的都是對的老師說的都是對的，，，，給題目做就乖乖去做給題目做就乖乖去做給題目做就乖乖去做給題目做就乖乖去做，，，，不會試著去突破教授的想法不會試著去突破教授的想法不會試著去突破教授的想法不會試著去突破教授的想法，，，，這是很值得這是很值得這是很值得這是很值得

我們深思的我們深思的我們深思的我們深思的。。。。 

我很幸運我很幸運我很幸運我很幸運，，，，遇上這樣的因緣際會遇上這樣的因緣際會遇上這樣的因緣際會遇上這樣的因緣際會，，，，我認識了重要的人我認識了重要的人我認識了重要的人我認識了重要的人，，，，有很好的設備有很好的設備有很好的設備有很好的設備，，，，加上我過加上我過加上我過加上我過

去所學去所學去所學去所學…，，，，缺任何一個因素都不可缺任何一個因素都不可缺任何一個因素都不可缺任何一個因素都不可。。。。 

比如說比如說比如說比如說，，，，我當時如果交女朋友我當時如果交女朋友我當時如果交女朋友我當時如果交女朋友，，，，就沒時間作研究了就沒時間作研究了就沒時間作研究了就沒時間作研究了（（（（大笑大笑大笑大笑）！）！）！）！ 

 

＠＠＠＠國際生化信息學會議創始者國際生化信息學會議創始者國際生化信息學會議創始者國際生化信息學會議創始者    

問問問問：：：：您提出您提出您提出您提出bioinformatics名詞的時間名詞的時間名詞的時間名詞的時間，，，，學術風氣還是很傳統學術風氣還是很傳統學術風氣還是很傳統學術風氣還是很傳統，，，，跨領域學科似乎還沒真跨領域學科似乎還沒真跨領域學科似乎還沒真跨領域學科似乎還沒真

正興起正興起正興起正興起，，，，bioinformatics如何後來被科學界廣為接受如何後來被科學界廣為接受如何後來被科學界廣為接受如何後來被科學界廣為接受？？？？ 

答答答答：：：：雖然我在一九八八年開始正式使用這個名詞雖然我在一九八八年開始正式使用這個名詞雖然我在一九八八年開始正式使用這個名詞雖然我在一九八八年開始正式使用這個名詞，，，，不過不過不過不過bioinformatics真正形成風氣真正形成風氣真正形成風氣真正形成風氣，，，，

是一直到了一九九六年媒體大量報導是一直到了一九九六年媒體大量報導是一直到了一九九六年媒體大量報導是一直到了一九九六年媒體大量報導，，，，學術界學術界學術界學術界、、、、企業界才大量投入企業界才大量投入企業界才大量投入企業界才大量投入。。。。 

確實在一九九確實在一九九確實在一九九確實在一九九○○○○年初年初年初年初，，，，一般對科學的認知還是在一門學問裡專研一般對科學的認知還是在一門學問裡專研一般對科學的認知還是在一門學問裡專研一般對科學的認知還是在一門學問裡專研，，，，跨領域將各門跨領域將各門跨領域將各門跨領域將各門

學科結合在一起學科結合在一起學科結合在一起學科結合在一起，，，，是對傳統一個很大的挑戰是對傳統一個很大的挑戰是對傳統一個很大的挑戰是對傳統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我一方面希望找到志同道合但我一方面希望找到志同道合但我一方面希望找到志同道合但我一方面希望找到志同道合、、、、支持我理念的朋友支持我理念的朋友支持我理念的朋友支持我理念的朋友，，，，一方面在深入研究之後一方面在深入研究之後一方面在深入研究之後一方面在深入研究之後，，，，相相相相

信自己對未來科學預測的正確性信自己對未來科學預測的正確性信自己對未來科學預測的正確性信自己對未來科學預測的正確性。。。。 

因此為了推廣讓更多人知道因此為了推廣讓更多人知道因此為了推廣讓更多人知道因此為了推廣讓更多人知道，，，，我決定在九我決定在九我決定在九我決定在九○○○○年組織第一年的世界生物年組織第一年的世界生物年組織第一年的世界生物年組織第一年的世界生物信息與基因信息與基因信息與基因信息與基因

組研討會組研討會組研討會組研討會（（（（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informatics and Genome Researc

h）。）。）。）。 

但剛開始時但剛開始時但剛開始時但剛開始時，，，，中心的主任並不認為我會成功中心的主任並不認為我會成功中心的主任並不認為我會成功中心的主任並不認為我會成功，，，，但我告訴他但我告訴他但我告訴他但我告訴他，，，，請給我一請給我一請給我一請給我一、、、、二個星期二個星期二個星期二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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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試看試試看試試看試試看。。。。 

我利用這二個星期間我利用這二個星期間我利用這二個星期間我利用這二個星期間，，，，幾乎找遍了美國主要國家實驗室的基因體計劃主任幾乎找遍了美國主要國家實驗室的基因體計劃主任幾乎找遍了美國主要國家實驗室的基因體計劃主任幾乎找遍了美國主要國家實驗室的基因體計劃主任，，，，包括包括包括包括

Lawrence Berkeley國家實驗室國家實驗室國家實驗室國家實驗室、、、、Los Alamos國家實驗室國家實驗室國家實驗室國家實驗室、、、、Lawrence Livemore國家實國家實國家實國家實

驗室驗室驗室驗室、、、、能源部能源部能源部能源部(th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人類基因組工程主任人類基因組工程主任人類基因組工程主任人類基因組工程主任、、、、哈佛醫學院癌症哈佛醫學院癌症哈佛醫學院癌症哈佛醫學院癌症

中心主任中心主任中心主任中心主任，，，，還有蘇聯基因組計劃主席還有蘇聯基因組計劃主席還有蘇聯基因組計劃主席還有蘇聯基因組計劃主席，，，，以及法國以及法國以及法國以及法國、、、、瑞典瑞典瑞典瑞典、、、、日本等相關實驗室主任等日本等相關實驗室主任等日本等相關實驗室主任等日本等相關實驗室主任等。。。。 

我的中心主任一看我竟然能把這些人都找來我的中心主任一看我竟然能把這些人都找來我的中心主任一看我竟然能把這些人都找來我的中心主任一看我竟然能把這些人都找來，，，，後來不僅全力支持我後來不僅全力支持我後來不僅全力支持我後來不僅全力支持我，，，，連預算也全連預算也全連預算也全連預算也全

力配合力配合力配合力配合。。。。 

第一屆的國際生化信息學會議第一屆的國際生化信息學會議第一屆的國際生化信息學會議第一屆的國際生化信息學會議，，，，總共全世界邀請了總共全世界邀請了總共全世界邀請了總共全世界邀請了150多位專家參加多位專家參加多位專家參加多位專家參加，，，，連連連連FBI都派都派都派都派

員來參加了員來參加了員來參加了員來參加了。。。。 

一個新鮮技術與名詞如果沒有透過這樣的大型論壇與交流一個新鮮技術與名詞如果沒有透過這樣的大型論壇與交流一個新鮮技術與名詞如果沒有透過這樣的大型論壇與交流一個新鮮技術與名詞如果沒有透過這樣的大型論壇與交流，，，，如果沒有這些人支持如果沒有這些人支持如果沒有這些人支持如果沒有這些人支持

和相助和相助和相助和相助，，，，是不可能在業界推展開來的是不可能在業界推展開來的是不可能在業界推展開來的是不可能在業界推展開來的。。。。 

當時我當時我當時我當時我35歲歲歲歲，，，，也當了也當了也當了也當了bioinformatics的父親幾年了的父親幾年了的父親幾年了的父親幾年了，，，，所以第一屆大會主席就由我擔所以第一屆大會主席就由我擔所以第一屆大會主席就由我擔所以第一屆大會主席就由我擔

任任任任，，，，往後十年並連續擔任大會主席往後十年並連續擔任大會主席往後十年並連續擔任大會主席往後十年並連續擔任大會主席。。。。 

一直一直一直一直到二到二到二到二○○○○○○○○一年一年一年一年，，，，我最後一次擔任主席我最後一次擔任主席我最後一次擔任主席我最後一次擔任主席，，，，當天六月十七日剛好是美國的父親節當天六月十七日剛好是美國的父親節當天六月十七日剛好是美國的父親節當天六月十七日剛好是美國的父親節(

Father’s Day)，，，，又是星期天又是星期天又是星期天又是星期天，，，，但還是來了但還是來了但還是來了但還是來了700多個人多個人多個人多個人，，，，並且有並且有並且有並且有50家公司贊助與參展家公司贊助與參展家公司贊助與參展家公司贊助與參展，，，，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Bioinformatics在學術界已經奠定完整基礎了在學術界已經奠定完整基礎了在學術界已經奠定完整基礎了在學術界已經奠定完整基礎了！！！！ 

 

問問問問：：：：Bioinfromatics和資訊科技究竟有哪些不一樣和資訊科技究竟有哪些不一樣和資訊科技究竟有哪些不一樣和資訊科技究竟有哪些不一樣，，，，它在生物科技裡究竟可以扮演到它在生物科技裡究竟可以扮演到它在生物科技裡究竟可以扮演到它在生物科技裡究竟可以扮演到

什麼樣的角色什麼樣的角色什麼樣的角色什麼樣的角色？？？？ 

答答答答：：：：在一九九六年的生物信息與基因組研討會開幕時在一九九六年的生物信息與基因組研討會開幕時在一九九六年的生物信息與基因組研討會開幕時在一九九六年的生物信息與基因組研討會開幕時，，，，我曾比較了資訊世界跟產業世我曾比較了資訊世界跟產業世我曾比較了資訊世界跟產業世我曾比較了資訊世界跟產業世

界的不同界的不同界的不同界的不同。。。。 

我說我說我說我說「「「「在產業界在產業界在產業界在產業界，，，，我給你十元我給你十元我給你十元我給你十元，，，，你給我十元你給我十元你給我十元你給我十元，，，，大家還是各有十塊大家還是各有十塊大家還是各有十塊大家還是各有十塊，，，，但是我一個主但是我一個主但是我一個主但是我一個主

意給你意給你意給你意給你，，，，你一個主意給我你一個主意給我你一個主意給我你一個主意給我，，，，大家都各自擁有兩個主意大家都各自擁有兩個主意大家都各自擁有兩個主意大家都各自擁有兩個主意，，，，主意可以相加主意可以相加主意可以相加主意可以相加，，，，更可以無限度更可以無限度更可以無限度更可以無限度

倍增倍增倍增倍增…。」。」。」。」 

一般而言一般而言一般而言一般而言，，，，生物信息是資訊科技的一部份生物信息是資訊科技的一部份生物信息是資訊科技的一部份生物信息是資訊科技的一部份，，，，生化信息就是收集生化信息就是收集生化信息就是收集生化信息就是收集、、、、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分析分析分析分析、、、、管管管管

理生化系統資訊的學問理生化系統資訊的學問理生化系統資訊的學問理生化系統資訊的學問。。。。 

生物資訊不同在於生物資訊收集生物資訊不同在於生物資訊收集生物資訊不同在於生物資訊收集生物資訊不同在於生物資訊收集、、、、整理整理整理整理、、、、分析的是基因本身的資料庫分析的是基因本身的資料庫分析的是基因本身的資料庫分析的是基因本身的資料庫，，，，所以它是所以它是所以它是所以它是

基因組研究的基礎基因組研究的基礎基因組研究的基礎基因組研究的基礎，，，，又基因可以對應某種疾病又基因可以對應某種疾病又基因可以對應某種疾病又基因可以對應某種疾病，，，，研究基因可以做疾病預測研究基因可以做疾病預測研究基因可以做疾病預測研究基因可以做疾病預測，，，，進行預防進行預防進行預防進行預防

醫學應用醫學應用醫學應用醫學應用。。。。 

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一年，，，，我們做過一個蛋白質基因資料庫我們做過一個蛋白質基因資料庫我們做過一個蛋白質基因資料庫我們做過一個蛋白質基因資料庫────────homologus，，，，把把把把PIR 

（（（（Protein Information Resource））））和和和和GenBank整合在一起了整合在一起了整合在一起了整合在一起了，，，，這套軟體後來有許多人這套軟體後來有許多人這套軟體後來有許多人這套軟體後來有許多人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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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問問問：：：：也因為商業價值開始出現也因為商業價值開始出現也因為商業價值開始出現也因為商業價值開始出現，，，，所以您決定出來創業所以您決定出來創業所以您決定出來創業所以您決定出來創業？？？？幾家公司的主要業務是幾家公司的主要業務是幾家公司的主要業務是幾家公司的主要業務是？？？？ 

答答答答：：：：在那九年間在那九年間在那九年間在那九年間，，，，我看到了整個我看到了整個我看到了整個我看到了整個biotechnology的進展的進展的進展的進展，，，，已經從已經從已經從已經從bioscience到了到了到了到了biotech

的階段的階段的階段的階段，，，，接下來接下來接下來接下來，，，，就是要從基礎研究逐漸進入市場的商業化應用就是要從基礎研究逐漸進入市場的商業化應用就是要從基礎研究逐漸進入市場的商業化應用就是要從基礎研究逐漸進入市場的商業化應用。。。。 

我覺得時間到了我覺得時間到了我覺得時間到了我覺得時間到了，，，，就從學校同時移轉出去了就從學校同時移轉出去了就從學校同時移轉出去了就從學校同時移轉出去了4家公司家公司家公司家公司，，，，自己也到美國矽谷自己也到美國矽谷自己也到美國矽谷自己也到美國矽谷(Silicon 

Valley, California)，，，，美國基因晶片兩大龍頭之一的美國基因晶片兩大龍頭之一的美國基因晶片兩大龍頭之一的美國基因晶片兩大龍頭之一的 Hyseq公司公司公司公司，，，，擔任資訊科技部門的擔任資訊科技部門的擔任資訊科技部門的擔任資訊科技部門的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Director of Bioinformatics)。。。。 

後來又到另一家曾經風光一時的知後來又到另一家曾經風光一時的知後來又到另一家曾經風光一時的知後來又到另一家曾經風光一時的知名網路公司名網路公司名網路公司名網路公司DoubleTwist公司擔任科技長公司擔任科技長公司擔任科技長公司擔任科技長(Vice P

resident of Science & Technology)。。。。 

這經驗讓我看到了科技進入產業商業化後這經驗讓我看到了科技進入產業商業化後這經驗讓我看到了科技進入產業商業化後這經驗讓我看到了科技進入產業商業化後，，，，智慧財產權與專利的重要智慧財產權與專利的重要智慧財產權與專利的重要智慧財產權與專利的重要，，，，所以我又所以我又所以我又所以我又

在九六在九六在九六在九六、、、、九七到加州大學念了一個九七到加州大學念了一個九七到加州大學念了一個九七到加州大學念了一個MBA，，，，有計劃的準備自己以接受科技變化的挑戰有計劃的準備自己以接受科技變化的挑戰有計劃的準備自己以接受科技變化的挑戰有計劃的準備自己以接受科技變化的挑戰

。。。。 

隨後隨後隨後隨後，，，，我在九七年創立了我在九七年創立了我在九七年創立了我在九七年創立了 D’Trends, Inc. 這家公司這家公司這家公司這家公司。。。。 

D’Trends的的的的「「「「D」」」」是有含意的是有含意的是有含意的是有含意的，，，，從早期的從早期的從早期的從早期的Data、、、、生物科技講究的生物科技講究的生物科技講究的生物科技講究的Discovery、、、、DNA

、、、、Disease、、、、Digital…，，，，看起來雖然像玩弄文字遊戲看起來雖然像玩弄文字遊戲看起來雖然像玩弄文字遊戲看起來雖然像玩弄文字遊戲，，，，不過寓意很深不過寓意很深不過寓意很深不過寓意很深！！！！ 

當時當時當時當時，，，，我們主要做軟體應用開發程式我們主要做軟體應用開發程式我們主要做軟體應用開發程式我們主要做軟體應用開發程式，，，，不過現在業務已經慢慢移轉不過現在業務已經慢慢移轉不過現在業務已經慢慢移轉不過現在業務已經慢慢移轉，，，，目前目前目前目前D’Tren

ds主要做科技整合顧問的工作主要做科技整合顧問的工作主要做科技整合顧問的工作主要做科技整合顧問的工作，，，，原來軟體的業務全部移轉到另一家以系統生物學為主原來軟體的業務全部移轉到另一家以系統生物學為主原來軟體的業務全部移轉到另一家以系統生物學為主原來軟體的業務全部移轉到另一家以系統生物學為主

要義務核心的公司要義務核心的公司要義務核心的公司要義務核心的公司────────Genego。。。。 

另外一家公司另外一家公司另外一家公司另外一家公司AbMetrix，，，，主要將奈米科技主要將奈米科技主要將奈米科技主要將奈米科技(nanotechnology)應用到製造抗體生物應用到製造抗體生物應用到製造抗體生物應用到製造抗體生物

晶片晶片晶片晶片，，，，是進行抗體動物測試的新藥篩選公司是進行抗體動物測試的新藥篩選公司是進行抗體動物測試的新藥篩選公司是進行抗體動物測試的新藥篩選公司，，，，因為清楚定位在產業鍊的上游因為清楚定位在產業鍊的上游因為清楚定位在產業鍊的上游因為清楚定位在產業鍊的上游，，，，因此美因此美因此美因此美

國主要的抗體藥物新藥開發公司都和國主要的抗體藥物新藥開發公司都和國主要的抗體藥物新藥開發公司都和國主要的抗體藥物新藥開發公司都和AbMetrix有合作有合作有合作有合作。。。。 

我同時身為幾家公司的我同時身為幾家公司的我同時身為幾家公司的我同時身為幾家公司的chairman，，，，必須進行更多必須進行更多必須進行更多必須進行更多long-term的思考的思考的思考的思考。。。。 

我認為生物科技最我認為生物科技最我認為生物科技最我認為生物科技最重要的三個部分重要的三個部分重要的三個部分重要的三個部分，，，，一個是一個是一個是一個是strategy，，，，另一個是另一個是另一個是另一個是business law，，，，還還還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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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就是有就是有就是有就是market research。。。。 

這跟這跟這跟這跟marketing research不一樣不一樣不一樣不一樣，，，，market research是如何開發新市場是如何開發新市場是如何開發新市場是如何開發新市場，，，，瞭解市場運瞭解市場運瞭解市場運瞭解市場運

作作作作，，，，marketing research 則是直接敲門賣東西則是直接敲門賣東西則是直接敲門賣東西則是直接敲門賣東西。。。。 

 

@@@@把科技突破用在自己的專業上把科技突破用在自己的專業上把科技突破用在自己的專業上把科技突破用在自己的專業上    

問問問問：：：：Bioinformatics的演變幾乎照著您之前的預測走來的演變幾乎照著您之前的預測走來的演變幾乎照著您之前的預測走來的演變幾乎照著您之前的預測走來，，，，它一直默默作為當今生物科它一直默默作為當今生物科它一直默默作為當今生物科它一直默默作為當今生物科

技研究的基礎技研究的基礎技研究的基礎技研究的基礎，，，，那麼未來那麼未來那麼未來那麼未來Bioinformatics又將在生物科技裡扮演什麼角色又將在生物科技裡扮演什麼角色又將在生物科技裡扮演什麼角色又將在生物科技裡扮演什麼角色？？？？ 

答答答答：：：：當然你可以把生物資訊當然你可以把生物資訊當然你可以把生物資訊當然你可以把生物資訊看為工具提供看為工具提供看為工具提供看為工具提供，，，，不過任何基因治療不過任何基因治療不過任何基因治療不過任何基因治療、、、、生物晶片檢測等任何生物晶片檢測等任何生物晶片檢測等任何生物晶片檢測等任何

生物技術的生物技術的生物技術的生物技術的data，，，，最後還是必須利用生物資訊來分析最後還是必須利用生物資訊來分析最後還是必須利用生物資訊來分析最後還是必須利用生物資訊來分析，，，，這個工具很重要的這個工具很重要的這個工具很重要的這個工具很重要的。。。。 

一旦一旦一旦一旦bioinformatics 的科技不夠尖端的科技不夠尖端的科技不夠尖端的科技不夠尖端，，，，任何生物科技的研究與分析都會受到影響任何生物科技的研究與分析都會受到影響任何生物科技的研究與分析都會受到影響任何生物科技的研究與分析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未來生物信息一個最重要的發展就是客製化未來生物信息一個最重要的發展就是客製化未來生物信息一個最重要的發展就是客製化未來生物信息一個最重要的發展就是客製化，，，，也就是要能因應不同領域需也就是要能因應不同領域需也就是要能因應不同領域需也就是要能因應不同領域需

求而有不同求而有不同求而有不同求而有不同。。。。 

像製藥業需要有製藥業的像製藥業需要有製藥業的像製藥業需要有製藥業的像製藥業需要有製藥業的bioinformatics，，，，生物晶片有生物晶片的生物晶片有生物晶片的生物晶片有生物晶片的生物晶片有生物晶片的 bioinformatics 

、、、、檢測試劑有檢測試劑的檢測試劑有檢測試劑的檢測試劑有檢測試劑的檢測試劑有檢測試劑的bioinformatics…，，，，也因為這樣也因為這樣也因為這樣也因為這樣，，，，很多人對生物信息常有誤解很多人對生物信息常有誤解很多人對生物信息常有誤解很多人對生物信息常有誤解

和混淆和混淆和混淆和混淆，，，，其實生物信息定其實生物信息定其實生物信息定其實生物信息定義很單純義很單純義很單純義很單純，，，，就是收集就是收集就是收集就是收集、、、、分析分析分析分析、、、、管理和傳播管理和傳播管理和傳播管理和傳播data。。。。 

 

問問問問：：：：所以跨領域的重要性越來越凸顯所以跨領域的重要性越來越凸顯所以跨領域的重要性越來越凸顯所以跨領域的重要性越來越凸顯，，，，以您個人的經驗以您個人的經驗以您個人的經驗以您個人的經驗，，，，您對許多學資訊的人如何整您對許多學資訊的人如何整您對許多學資訊的人如何整您對許多學資訊的人如何整

合合合合、、、、跨入生物資訊有何建議跨入生物資訊有何建議跨入生物資訊有何建議跨入生物資訊有何建議？？？？ 

答答答答：：：：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大學已經開設了生物信息這個課程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大學已經開設了生物信息這個課程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大學已經開設了生物信息這個課程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大學已經開設了生物信息這個課程，，，，學生可以直接學習學生可以直接學習學生可以直接學習學生可以直接學習。。。。不過不過不過不過

，，，，不管你是生物化學不管你是生物化學不管你是生物化學不管你是生物化學、、、、生物學生物學生物學生物學、、、、物理物理物理物理…等等等等，，，，學的是那一門學科學的是那一門學科學的是那一門學科學的是那一門學科，，，，我都建議電腦的基礎我都建議電腦的基礎我都建議電腦的基礎我都建議電腦的基礎

一定要打穩一點一定要打穩一點一定要打穩一點一定要打穩一點。。。。 

反過來反過來反過來反過來，，，，年紀大一點學電腦的人年紀大一點學電腦的人年紀大一點學電腦的人年紀大一點學電腦的人，，，，想改行做生物資訊想改行做生物資訊想改行做生物資訊想改行做生物資訊，，，，也不必一定要重頭開始也不必一定要重頭開始也不必一定要重頭開始也不必一定要重頭開始，，，，

生物資訊很廣泛生物資訊很廣泛生物資訊很廣泛生物資訊很廣泛，，，，例如生物晶片分析的儀器改良例如生物晶片分析的儀器改良例如生物晶片分析的儀器改良例如生物晶片分析的儀器改良，，，，對學電腦的人來說一點都不難對學電腦的人來說一點都不難對學電腦的人來說一點都不難對學電腦的人來說一點都不難。。。。 

你不必重新學習整個過程你不必重新學習整個過程你不必重新學習整個過程你不必重新學習整個過程，，，，但是可以應用到你的專業到特但是可以應用到你的專業到特但是可以應用到你的專業到特但是可以應用到你的專業到特定領域定領域定領域定領域（（（（you need not r

elearn the whole process,  but can apply your specialty to that particular area）。）。）。）。 

二年前我來台灣就特別強調過一句話二年前我來台灣就特別強調過一句話二年前我來台灣就特別強調過一句話二年前我來台灣就特別強調過一句話：「：「：「：「be a generalist but with specialty」，」，」，」，你你你你

要知道的範圍很廣要知道的範圍很廣要知道的範圍很廣要知道的範圍很廣，，，，但一定要有專業但一定要有專業但一定要有專業但一定要有專業。。。。現在的市場技術改變非常快速現在的市場技術改變非常快速現在的市場技術改變非常快速現在的市場技術改變非常快速，，，，每三每三每三每三、、、、四年就四年就四年就四年就

有一波新科技發現有一波新科技發現有一波新科技發現有一波新科技發現。。。。 

潮流不重要潮流不重要潮流不重要潮流不重要，，，，重要的是科學哪裡有突破時重要的是科學哪裡有突破時重要的是科學哪裡有突破時重要的是科學哪裡有突破時，，，，要會知道如何把科學突破用在自己的要會知道如何把科學突破用在自己的要會知道如何把科學突破用在自己的要會知道如何把科學突破用在自己的

專業上專業上專業上專業上。。。。 

像這一波奈米興起後像這一波奈米興起後像這一波奈米興起後像這一波奈米興起後，，，，很多人又很多人又很多人又很多人又都以為我是奈米專家都以為我是奈米專家都以為我是奈米專家都以為我是奈米專家，，，，其實我是把奈米的技術突其實我是把奈米的技術突其實我是把奈米的技術突其實我是把奈米的技術突

破破破破，，，，應用到生物資訊應用到生物資訊應用到生物資訊應用到生物資訊、、、、應用在抗體測試上應用在抗體測試上應用在抗體測試上應用在抗體測試上。。。。 

 

問問問問：：：：我想你也拜訪過不少台灣的單位我想你也拜訪過不少台灣的單位我想你也拜訪過不少台灣的單位我想你也拜訪過不少台灣的單位，，，，那您又認為台灣的生物資訊到底該怎麼發展那您又認為台灣的生物資訊到底該怎麼發展那您又認為台灣的生物資訊到底該怎麼發展那您又認為台灣的生物資訊到底該怎麼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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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答答答：：：：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台灣工研院生醫中心不管在分析台灣工研院生醫中心不管在分析台灣工研院生醫中心不管在分析台灣工研院生醫中心不管在分析DNA的電腦工具的電腦工具的電腦工具的電腦工具────────FLAG＆＆＆＆REAP，，，，

或自行研發或自行研發或自行研發或自行研發Phalanx技術製造十萬個基因晶片做基因定序技術製造十萬個基因晶片做基因定序技術製造十萬個基因晶片做基因定序技術製造十萬個基因晶片做基因定序，，，，做得相當不錯做得相當不錯做得相當不錯做得相當不錯。。。。 

台灣國衛院生物資訊組和史丹佛合作台灣國衛院生物資訊組和史丹佛合作台灣國衛院生物資訊組和史丹佛合作台灣國衛院生物資訊組和史丹佛合作，，，，關於亞太地區高血壓及胰島素抗性遺傳研關於亞太地區高血壓及胰島素抗性遺傳研關於亞太地區高血壓及胰島素抗性遺傳研關於亞太地區高血壓及胰島素抗性遺傳研

究究究究，，，，還有華人女性高發性肺腺癌研究等還有華人女性高發性肺腺癌研究等還有華人女性高發性肺腺癌研究等還有華人女性高發性肺腺癌研究等，，，，又把許多大醫院整合起來一起合作供應地方又把許多大醫院整合起來一起合作供應地方又把許多大醫院整合起來一起合作供應地方又把許多大醫院整合起來一起合作供應地方

的需求的需求的需求的需求，，，，專攻亞洲人特有的疾病專攻亞洲人特有的疾病專攻亞洲人特有的疾病專攻亞洲人特有的疾病，，，，這都是我個人覺得很對的方這都是我個人覺得很對的方這都是我個人覺得很對的方這都是我個人覺得很對的方向向向向。。。。 

生物資訊研究出發生物資訊研究出發生物資訊研究出發生物資訊研究出發，，，，一定要以能服務當地需求為主一定要以能服務當地需求為主一定要以能服務當地需求為主一定要以能服務當地需求為主。。。。 

目前目前目前目前 Genego 也正在和工研院以及國衛院進行洽談也正在和工研院以及國衛院進行洽談也正在和工研院以及國衛院進行洽談也正在和工研院以及國衛院進行洽談，，，，希望和台灣達成合作計劃希望和台灣達成合作計劃希望和台灣達成合作計劃希望和台灣達成合作計劃。。。。 

我倒覺得亞洲普遍存在的問題我倒覺得亞洲普遍存在的問題我倒覺得亞洲普遍存在的問題我倒覺得亞洲普遍存在的問題，，，，是一窩蜂是一窩蜂是一窩蜂是一窩蜂。。。。 

生物科技來了生物科技來了生物科技來了生物科技來了，，，，之前一群專家就成為生技政策專家之前一群專家就成為生技政策專家之前一群專家就成為生技政策專家之前一群專家就成為生技政策專家，，，，奈米來了又是同一群代言奈米來了又是同一群代言奈米來了又是同一群代言奈米來了又是同一群代言，，，，

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而台灣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以來而台灣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以來而台灣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以來而台灣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半導體雖然做得很成功半導體雖然做得很成功半導體雖然做得很成功半導體雖然做得很成功，，，，但是產業過於集中但是產業過於集中但是產業過於集中但是產業過於集中。。。。 

所以一九九八年我來台灣時所以一九九八年我來台灣時所以一九九八年我來台灣時所以一九九八年我來台灣時，，，，我就強調產業應該多樣化發展我就強調產業應該多樣化發展我就強調產業應該多樣化發展我就強調產業應該多樣化發展，，，，不能倚賴單一環節不能倚賴單一環節不能倚賴單一環節不能倚賴單一環節

，，，，否則國際科技脈動一變化否則國際科技脈動一變化否則國際科技脈動一變化否則國際科技脈動一變化，，，，產業缺乏隨機應變的能力產業缺乏隨機應變的能力產業缺乏隨機應變的能力產業缺乏隨機應變的能力，，，，經濟將受到很大的影響經濟將受到很大的影響經濟將受到很大的影響經濟將受到很大的影響。。。。 

這在矽谷特別明顯這在矽谷特別明顯這在矽谷特別明顯這在矽谷特別明顯，，，，一旦矽谷有了一旦矽谷有了一旦矽谷有了一旦矽谷有了變化變化變化變化，，，，我們就會知道台灣也將受牽制我們就會知道台灣也將受牽制我們就會知道台灣也將受牽制我們就會知道台灣也將受牽制。。。。 

相反地相反地相反地相反地，，，，生物科技是不會泡沫化的生物科技是不會泡沫化的生物科技是不會泡沫化的生物科技是不會泡沫化的，，，，科技產品功能一旦大過需求科技產品功能一旦大過需求科技產品功能一旦大過需求科技產品功能一旦大過需求，，，，就會因為供過就會因為供過就會因為供過就會因為供過

於求而泡沫於求而泡沫於求而泡沫於求而泡沫，，，，但絕對不會有人抱怨生技產品的效果太好但絕對不會有人抱怨生技產品的效果太好但絕對不會有人抱怨生技產品的效果太好但絕對不會有人抱怨生技產品的效果太好，，，，而只要有人類而只要有人類而只要有人類而只要有人類，，，，生物科技就生物科技就生物科技就生物科技就

永遠有需求永遠有需求永遠有需求永遠有需求，，，，它是一個穩定成長的市場它是一個穩定成長的市場它是一個穩定成長的市場它是一個穩定成長的市場。。。。 

但當時有人就批評我但當時有人就批評我但當時有人就批評我但當時有人就批評我，，，，因為我是這方面的專業因為我是這方面的專業因為我是這方面的專業因為我是這方面的專業，，，，所以我當然說生物科技重要所以我當然說生物科技重要所以我當然說生物科技重要所以我當然說生物科技重要，，，，但但但但

我回答我回答我回答我回答，，，，不是因為我是這方面的專家才說它重要不是因為我是這方面的專家才說它重要不是因為我是這方面的專家才說它重要不是因為我是這方面的專家才說它重要，，，，而是因為它重要而是因為它重要而是因為它重要而是因為它重要，，，，所以我才做這方所以我才做這方所以我才做這方所以我才做這方

面的專家面的專家面的專家面的專家。。。。 

 

＠＠＠＠生奈信息學將是下一波主流生奈信息學將是下一波主流生奈信息學將是下一波主流生奈信息學將是下一波主流    

問問問問：：：：以您一個生物科技的專家來看以您一個生物科技的專家來看以您一個生物科技的專家來看以您一個生物科技的專家來看，，，，未來的生物資訊科技哪幾個領域是最有商業前景未來的生物資訊科技哪幾個領域是最有商業前景未來的生物資訊科技哪幾個領域是最有商業前景未來的生物資訊科技哪幾個領域是最有商業前景

的的的的？？？？ 

答答答答：：：：Bioinformatics的商業化領域將依不同國家的發展和需求有所不同的商業化領域將依不同國家的發展和需求有所不同的商業化領域將依不同國家的發展和需求有所不同的商業化領域將依不同國家的發展和需求有所不同，，，，例如美國例如美國例如美國例如美國，，，，

目前因為反恐怖主義目前因為反恐怖主義目前因為反恐怖主義目前因為反恐怖主義，，，，不少紛紛往生化戰發展不少紛紛往生化戰發展不少紛紛往生化戰發展不少紛紛往生化戰發展，，，，政府政策也鼓勵政府政策也鼓勵政府政策也鼓勵政府政策也鼓勵，，，，預算充足預算充足預算充足預算充足，，，，政府政政府政政府政政府政

策扮演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策扮演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策扮演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策扮演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 

就亞洲而言就亞洲而言就亞洲而言就亞洲而言，，，，我個人認為我個人認為我個人認為我個人認為，，，，antibody這個市場目前很穩定這個市場目前很穩定這個市場目前很穩定這個市場目前很穩定，，，，市場也永遠會有市場也永遠會有市場也永遠會有市場也永遠會有，，，，但但但但

它未來的技術突破性不大它未來的技術突破性不大它未來的技術突破性不大它未來的技術突破性不大。。。。 

雖然在美國已經很難有機會上市雖然在美國已經很難有機會上市雖然在美國已經很難有機會上市雖然在美國已經很難有機會上市，，，，但在亞洲但在亞洲但在亞洲但在亞洲、、、、英國英國英國英國，，，，機會還是很多機會還是很多機會還是很多機會還是很多，，，，一方面是這一方面是這一方面是這一方面是這

裡還有市場空間裡還有市場空間裡還有市場空間裡還有市場空間，，，，一方面當地人力便宜一方面當地人力便宜一方面當地人力便宜一方面當地人力便宜，，，，不過不過不過不過，，，，也賺不了太大的錢也賺不了太大的錢也賺不了太大的錢也賺不了太大的錢。。。。 

目前目前目前目前，，，，馬來西亞就正在積極進行相關抗體的產業馬來西亞就正在積極進行相關抗體的產業馬來西亞就正在積極進行相關抗體的產業馬來西亞就正在積極進行相關抗體的產業。。。。 

另一個是蛋白質領域另一個是蛋白質領域另一個是蛋白質領域另一個是蛋白質領域，，，，從基因找到特定的蛋白質從基因找到特定的蛋白質從基因找到特定的蛋白質從基因找到特定的蛋白質，，，，這個技術程序其實已經發展這個技術程序其實已經發展這個技術程序其實已經發展這個技術程序其實已經發展成成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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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熟熟熟。。。。 

一般而言一般而言一般而言一般而言，，，，一個生化學家要找到一個蛋白質往往需要花一個生化學家要找到一個蛋白質往往需要花一個生化學家要找到一個蛋白質往往需要花一個生化學家要找到一個蛋白質往往需要花2~3個月時間個月時間個月時間個月時間，，，，所以把這所以把這所以把這所以把這

個技術拿到人工昂貴的美國就不適合個技術拿到人工昂貴的美國就不適合個技術拿到人工昂貴的美國就不適合個技術拿到人工昂貴的美國就不適合。。。。 

這種耗時耗人力的工作這種耗時耗人力的工作這種耗時耗人力的工作這種耗時耗人力的工作，，，，目前是亞洲的優勢目前是亞洲的優勢目前是亞洲的優勢目前是亞洲的優勢；；；；而蛋白質領域而蛋白質領域而蛋白質領域而蛋白質領域，，，，中國目前已經進行中國目前已經進行中國目前已經進行中國目前已經進行

得如火如荼得如火如荼得如火如荼得如火如荼。。。。 

不過不過不過不過，，，，我倒是認為我倒是認為我倒是認為我倒是認為，，，，亞洲常過於強調基因定序的成就實在沒必要亞洲常過於強調基因定序的成就實在沒必要亞洲常過於強調基因定序的成就實在沒必要亞洲常過於強調基因定序的成就實在沒必要，，，，基因定序幾乎基因定序幾乎基因定序幾乎基因定序幾乎

已經完全電腦自動化已經完全電腦自動化已經完全電腦自動化已經完全電腦自動化，，，，強調快速解碼的成就強調快速解碼的成就強調快速解碼的成就強調快速解碼的成就，，，，不過顯示人工的便宜不過顯示人工的便宜不過顯示人工的便宜不過顯示人工的便宜。。。。 

一個技術剛開始是一個特殊領域一個技術剛開始是一個特殊領域一個技術剛開始是一個特殊領域一個技術剛開始是一個特殊領域，，，，一旦到了某個階段一旦到了某個階段一旦到了某個階段一旦到了某個階段，，，，就是一個重複的工作就是一個重複的工作就是一個重複的工作就是一個重複的工作，，，，基基基基

因定序現在在美國已經成為非主流了因定序現在在美國已經成為非主流了因定序現在在美國已經成為非主流了因定序現在在美國已經成為非主流了！！！！ 

 

問問問問：：：：您目前又提出一個您目前又提出一個您目前又提出一個您目前又提出一個Binformatics（（（（生納信息學生納信息學生納信息學生納信息學））））新名詞新名詞新名詞新名詞，，，，奈米結奈米結奈米結奈米結合合合合 

Bioinformatics究竟會朝什麼方向發展究竟會朝什麼方向發展究竟會朝什麼方向發展究竟會朝什麼方向發展？？？？ 

答答答答：：：：奈米技術目前確實是一項熱門又被期待能對物質結構奈米技術目前確實是一項熱門又被期待能對物質結構奈米技術目前確實是一項熱門又被期待能對物質結構奈米技術目前確實是一項熱門又被期待能對物質結構，，，，有全方位控制並降低成本有全方位控制並降低成本有全方位控制並降低成本有全方位控制並降低成本

的製造技術的製造技術的製造技術的製造技術。。。。 

十年之內的近程來看十年之內的近程來看十年之內的近程來看十年之內的近程來看，，，，奈米技術的發展將涵蓋奈米材料材料的應用奈米技術的發展將涵蓋奈米材料材料的應用奈米技術的發展將涵蓋奈米材料材料的應用奈米技術的發展將涵蓋奈米材料材料的應用、、、、奈米生物學奈米生物學奈米生物學奈米生物學

、、、、奈米電子學奈米電子學奈米電子學奈米電子學、、、、奈米微型武器等奈米微型武器等奈米微型武器等奈米微型武器等。。。。 

十至五十年的遠程發展十至五十年的遠程發展十至五十年的遠程發展十至五十年的遠程發展，，，，屆時以自我繁殖的機器人清除人體病毒屆時以自我繁殖的機器人清除人體病毒屆時以自我繁殖的機器人清除人體病毒屆時以自我繁殖的機器人清除人體病毒、、、、癌細胞等有害癌細胞等有害癌細胞等有害癌細胞等有害

病菌病菌病菌病菌，，，，量子電腦和資料庫量子電腦和資料庫量子電腦和資料庫量子電腦和資料庫，，，，甚至將奈米電腦加入油漆顆粒甚至將奈米電腦加入油漆顆粒甚至將奈米電腦加入油漆顆粒甚至將奈米電腦加入油漆顆粒，，，，隨意改變油漆顏色隨意改變油漆顏色隨意改變油漆顏色隨意改變油漆顏色、、、、隔音隔音隔音隔音

效果等效果等效果等效果等，，，，奈米微型器等都不是夢想奈米微型器等都不是夢想奈米微型器等都不是夢想奈米微型器等都不是夢想。。。。 

不過不過不過不過，，，，我一定要指出一個事實我一定要指出一個事實我一定要指出一個事實我一定要指出一個事實；；；；科技從研發到市場應用科技從研發到市場應用科技從研發到市場應用科技從研發到市場應用、、、、技術從突破到發展技術從突破到發展技術從突破到發展技術從突破到發展，，，，都都都都

還有一段距離還有一段距離還有一段距離還有一段距離，，，，也必也必也必也必須要分的很清楚須要分的很清楚須要分的很清楚須要分的很清楚。。。。 

我這次來台灣我這次來台灣我這次來台灣我這次來台灣，，，，看到很多強調奈米化妝品的廣告看到很多強調奈米化妝品的廣告看到很多強調奈米化妝品的廣告看到很多強調奈米化妝品的廣告，，，，我很好奇地去找我很好奇地去找我很好奇地去找我很好奇地去找，，，，但坦白講但坦白講但坦白講但坦白講，，，，

我找不到我找不到我找不到我找不到，，，，它到底怎麼做它到底怎麼做它到底怎麼做它到底怎麼做？？？？我不清楚我不清楚我不清楚我不清楚，，，，我想最多就是粒子微小化我想最多就是粒子微小化我想最多就是粒子微小化我想最多就是粒子微小化。。。。 

廣告商都說這樣的吸收性會比較好廣告商都說這樣的吸收性會比較好廣告商都說這樣的吸收性會比較好廣告商都說這樣的吸收性會比較好，，，，但事實上毛細孔都這麼大了但事實上毛細孔都這麼大了但事實上毛細孔都這麼大了但事實上毛細孔都這麼大了，，，，這樣的用途實這樣的用途實這樣的用途實這樣的用途實

在很令人質疑在很令人質疑在很令人質疑在很令人質疑，，，，我想我想我想我想，，，，這不是開玩笑的這不是開玩笑的這不是開玩笑的這不是開玩笑的。。。。 

倒是有一個倒是有一個倒是有一個倒是有一個quantum dot技術技術技術技術，，，，也就是用在馬桶和汽車上常見的也就是用在馬桶和汽車上常見的也就是用在馬桶和汽車上常見的也就是用在馬桶和汽車上常見的，，，，在台灣很熱門在台灣很熱門在台灣很熱門在台灣很熱門

，，，，目前這方面有確實有很多人研究目前這方面有確實有很多人研究目前這方面有確實有很多人研究目前這方面有確實有很多人研究，，，，是目前少數比較有突破的技術是目前少數比較有突破的技術是目前少數比較有突破的技術是目前少數比較有突破的技術。。。。 

不過不過不過不過，，，，我還是要強調我還是要強調我還是要強調我還是要強調，，，，技術距離大量上市都還有一段距離技術距離大量上市都還有一段距離技術距離大量上市都還有一段距離技術距離大量上市都還有一段距離；；；；我不得不認為我不得不認為我不得不認為我不得不認為，，，，這有這有這有這有

很多部分是商業的炒作很多部分是商業的炒作很多部分是商業的炒作很多部分是商業的炒作。。。。  

另外另外另外另外，，，，因為因為因為因為SARS流行流行流行流行，，，，我在電視上看到廠商提供光觸媒消毒劑我在電視上看到廠商提供光觸媒消毒劑我在電視上看到廠商提供光觸媒消毒劑我在電視上看到廠商提供光觸媒消毒劑，，，，替總統府進行替總統府進行替總統府進行替總統府進行

消毒消毒消毒消毒，，，，但記者提問時但記者提問時但記者提問時但記者提問時，，，，很遺憾廠商對該科技技術解釋並不清楚很遺憾廠商對該科技技術解釋並不清楚很遺憾廠商對該科技技術解釋並不清楚很遺憾廠商對該科技技術解釋並不清楚。。。。 

以我所知以我所知以我所知以我所知，，，，目前這類產品有兩種發展較成熟的奈米技術目前這類產品有兩種發展較成熟的奈米技術目前這類產品有兩種發展較成熟的奈米技術目前這類產品有兩種發展較成熟的奈米技術，，，，一種只是噴出來的水柱一種只是噴出來的水柱一種只是噴出來的水柱一種只是噴出來的水柱

（（（（water spray））））比較細小比較細小比較細小比較細小；；；；另外一種叫奈米泡沫另外一種叫奈米泡沫另外一種叫奈米泡沫另外一種叫奈米泡沫，，，，真正有專利保護的真正有專利保護的真正有專利保護的真正有專利保護的。。。。 

這是位於美國密西根這是位於美國密西根這是位於美國密西根這是位於美國密西根Ann Arbor一家奈米公司研製出的非毒性製劑一家奈米公司研製出的非毒性製劑一家奈米公司研製出的非毒性製劑一家奈米公司研製出的非毒性製劑，，，，能毀滅大部能毀滅大部能毀滅大部能毀滅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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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病毒分病毒分病毒分病毒、、、、細菌急流感病毒細菌急流感病毒細菌急流感病毒細菌急流感病毒、、、、大腸桿菌大腸桿菌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甚至炭疽菌甚至炭疽菌甚至炭疽菌甚至炭疽菌，，，，目前由美國國防部目前由美國國防部目前由美國國防部目前由美國國防部(U.S. Departm

ent of Defense)防禦先進計劃署防禦先進計劃署防禦先進計劃署防禦先進計劃署（（（（DARPA））））投資成立投資成立投資成立投資成立。。。。 

我想強調的是我想強調的是我想強調的是我想強調的是，，，，美國美國美國美國上市真正的柰米產品都很少了上市真正的柰米產品都很少了上市真正的柰米產品都很少了上市真正的柰米產品都很少了，，，，美國一有什麼技術突破美國一有什麼技術突破美國一有什麼技術突破美國一有什麼技術突破，，，，亞亞亞亞

洲就會拿來炒作甚至生產洲就會拿來炒作甚至生產洲就會拿來炒作甚至生產洲就會拿來炒作甚至生產，，，，並不妥當並不妥當並不妥當並不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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