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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科学界，林华安博士成名甚早。

30岁的“稚龄”就拿到大学“终生教授”的

铁饭碗，后来更因为提

出“Bioinfomatics生物信息”这一新名词

以及积极推动生物信息的发展，被称

为“生物信息之父”。

这名“生物信息之父”是不折不扣的“国

货”，18岁以前都在吉打尤仑度过，不

妨翻开指南华小和东姑阿都拉曼的历届

校友名录，人肉搜索他的大名。

1986年，地球出现一个新名词——中译

生物信息或生化信息。创造这新名词之

人，叫做林华安，是以他也被称为“生物信息之父”。

“生物信息”到底是什么东西？多年前记者曾经问过，多年后仍要发挥不耻下问

的精神。林华安听了也不动气，哈哈两声开始解释这抽象却已晋身主流的领

域。“生物信息就是用电脑去分析人类的基因，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已经有基

因组计划，基因组计划就会产生很多基因数据，我们就是用数理运算方式分

析这些人类的基因。”

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领领领领域定域定域定域定义义义义各各各各异异异异

在不同领域，生物信息定义也不同。从遗传学角度来说，生物信息即是了解

基因如何组成，譬如某女患有乳癌，其后裔患乳癌的风险也相对提高，“你就

到她的基因去找看有没有这个东西，有的话，将来她较可能患上乳癌。” 

换作是制药厂，它们更感兴趣生物信息如何协助制药厂简单化、便宜化制造

新药过程，进而降低药物价格。

纯粹从科学研究出发，生物信息是把基因序列拿出来找寻不同的序列，“比如

乳癌患者的基因序列有某些东西一直重复出现，

你就可以断定这是导致乳癌的基因。你把别人的基因组排列了之后也可以去

找，有相同的模式等于说她也有可能患上乳癌。” 

尽管“生物信息”在1986年业已出现，不过一直等到90年代中期媒体大量报导之

后，才开始普及化，吸引学术界、企业界的重视投入，林华安的努力推动功

不可没。

有道是瘦田无人耕，耕开有人争，这道理尤其在科学界/学术界更加明显，许

多的纠纷翻脸失和事件，导火线便是谁先谁后的问题。林华安最先提出“生物

信息”，后被称为“生物信息之父”，但是后来有名气颇大的同行来争“谁是生物

信息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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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林华安召开第1届国际生物信息会议，图中

为他与当时一众专家召开新闻发布会，左2起为波士

顿大学工程学院院长Charles DeLisi、美国Lawrence 

Berkeley国家实验室染色体项目负责人Charles 

Cantor、苏联染色体项目主席Alexandar Bayev、佛

罗里达州大学超级电脑研究所所长Joseph E. Lannutti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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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此事，林华安没有动气也不道人是非，只说时间线要对得上嘛（编注：

这是指发表相关论文/文献时间先后），随即摇手请记者不好写出来。林博

士，真是对不住了，没有遵守承诺。

话说回头，一个年纪轻轻的科学家怎么会创出这么一个新名词？出国多年，

林华安没有把自己的母语忘掉，用着流利的中文，他总结说“时势对了。” 

1986年，他从罗彻斯特大学取得硕博士学位，去了美国4大超级电脑中心之一

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担任基因与生物物理组主任，工作内容是使用电脑计算

有关DNA的属性变化。当时他结识了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程的风云人物如

Charles Cantor博士、Leroy Hood博士等，获悉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即将展开。

跨跨跨跨领领领领域整合域整合域整合域整合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林华安知道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程启动后对资料库需求很大，在他眼前就有

现成的3台超级电脑、125台工作计站电脑（workstation），他苦思如何把电脑

与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结合，也等着对方把资料送来分析。1988年他就提

出了“Bioinformatics”这个名词并开始从事信息与人类基因图谱跨领域整合的研

究。

1990年眼看时机成熟，他召开第1届国际生物信息会议。大学校长很惊讶，这

个32岁的年轻亚裔科学家能请动当时美、苏、德、乌克兰等国约150名科学家

赴会，说起这件威水史，林华安脸部线条柔软，笑得见牙不见眼。

大西洋大西洋大西洋大西洋两两两两岸的差岸的差岸的差岸的差异异异异

林华安是道地吉打子民，比马来西亚的成立早一个月诞生，1975年18岁他赴

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深造，辗转再到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完成硕博士学位，

最后定居美国，是美国梦的典范。

分析自身成功因素，林华安认为，所处环境起着关键性作用。他的求学路始

于英国而非美国，是刻意遵循伟人足迹。

文化思想熏陶文化思想熏陶文化思想熏陶文化思想熏陶

他说，欧洲教育体制为学生打下扎实基础，不过说到自由风气和发展前景，

美国始终略胜一筹，“小时候读过成功的历史人物，发现到他们都是先在欧洲

后来去美国，像爱因斯坦、曼哈顿计划几个伟人都是从欧洲过去美国，很多

女生也是从欧洲跑到美国去才出名，60年代的美国很辉煌就是因为很多欧洲

人移民过去。”

其次是多元背景，他先后受亚洲、欧洲和美国文化思想的熏陶，形成独有的

宏观思维与看法；美国人那种没有历史包袱，勇往前看的态度尤其对他影响

深远。他经常用一个比喻叫人分辩大西洋两岸的差异，“如果你问欧洲人，你

为什么会做这件事，他会说because……他就是回头看昔日的辉煌历史；你问

美国人你怎么会这样做，他说in order to……我做这件事是为了将来，反映环

境不大一样。”

外国人很讶异大马“也”能出他这样的人才，把他当成对象来议论，他扪心自

问，其实成长中最重要岁月是在英美度过，成就也是在那样的环境之下孕育

成形，所以关键还是在于环境啊，“人家说时势造英雄，虽然我不是英雄，但

是环境是很重要，如果我留在马来西亚，很可能我的看法就会不一样。”

新丁表新丁表新丁表新丁表现现现现亮眼亮眼亮眼亮眼

虽然是讲自由平等的美国，职场上隐形的天花板无可避免，“如果你从亚洲过

去开餐馆或者做比较低级的东西，他们还是很欢迎，当你做到比较高级一点

的，也是压力很大。” 

去年杪去年杪去年杪去年杪飙飙飙飙升至升至升至升至77% 大大大大马马马马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债务债务债务债务偏高偏高偏高偏高

郭庭郭庭郭庭郭庭东东东东任大任大任大任大马连锁协马连锁协马连锁协马连锁协会会会会会会会会长长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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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其实是含蓄用语，也是促使他离开的原因之一。压力来自同事。86、87

年林华安去佛州州立大学超级电脑中心工作，不到2年光景就被擢升为

Assistant Associate Professor更令人眼红的是，这个才30岁职场新丁竟然成功申

请到很多津贴进行研究，而且还“抢”走有名额限制的铁饭碗——终生教授职。

教教教教职职职职制度不一制度不一制度不一制度不一

美国大学制度里教职秩序是Assistant，Associate再晋升到full Professor，终生

教授与教授的地位是两码事。林华安虽然只是Associate却有终生教授职，他的

上司同为Associate却没有终生教授职，校内很多full professor也没有取得终生

教授……这一比，是不是嗅出当中的异样？

每年年底的评估，都由full Professor来进行，“所以你可以想像这种情况，那些

full prof没有终生教授的评估我的，我是一个Associate但是我又有终身教授，

他们的想法就不一样，后来每年的年薪增加都不是这些人给我的，是校长动

用可支配基金加给我。” 

眼见如此，林华安决定离开象牙塔往外闯，“那个时候我才35、6岁，还年轻，

还可以再去闯一番事业，所以我就离开了。”

离开学术界的林华安投身商场，同时又和学术界保持密切联系，后来他也在

矽谷创立公司，同时也担任数家企业的董事、在大学里讲课并有多本著作推

出，事业有成。

为为为为好友打抱不平好友打抱不平好友打抱不平好友打抱不平

当天林华安的西装外套上别着一枚小小金色徽章，经他提点，仔细一瞧上头

竟写着CSI Dr Henry Lee。

神探李昌钰的徽章怎么会出现在他身上？没搞错，确是李昌钰所赠。两人多

年前便由出版社间接牵线结识，长期保持联络。

某年李昌钰到旧金山湾区办案，林华安一行人尽地主之谊前往接待，不想，

台湾发生三一九枪击事件，二度竞选台湾总统的陈水扁在拜票途中中枪，林

华安等人赶紧把李昌钰送去电台接受访问，台湾媒体的电话也紧随而至，随

后李昌钰也经手此案，却因为没有对此案下肯定的结论，成为他经手案件中

的争议案件。

说起此事，林华安代友抱不平，“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大家对他比较不公平。

他是个鉴证专家，他只能看证据给一个判断，他只能够这样讲，人家认为他

没有提供结论，那是很不公平的指责。你就提供我这么多的证据，我是个鉴

证专家，我只能够讲这么多，我不能无中生有。” 

就好像林华安本身经常接到法庭传票通知他去当陪审团——就像美国电影电

视剧里演的那样，对被告的前途命运下判断，虽然被“征召”了很多回，不过始

终被拒门外。

主主主主见见见见影影影影响响响响决决决决策策策策

“当他们听到我的背景时就不要我，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有自己的意见。按照

原意，我应该去聆听并从接收到的资讯中得出结论，”但是因为本身的专业背

景，他会形成主观意见看法，反过来可能影响证据和决策。

“去当陪审团的一般上都是平凡人，不会自己形成看法，给他们聆听之后才形

成看法，从创意角度来说这是最不好的，不过陪审团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

人。”如此说来，如果被告擅长演戏，陪审团误判的几率岂非很高？对啊，他

笑言，“我们有时候开一个玩笑说，你有钱，请最好的律师，你简直就是赢

啊。” 

报道：郑美励摄影：许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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