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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全 木

先生
Chuan-Mu Chen

45 歲（1967 年 12 月）

r 學 歷：
國立台灣大學動物科技學研究所 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畜產學系 學士

r 曾 任：
國立中興大學產學智財營運中心 中心主任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 系主任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 兼任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 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科技發展中心教學推動組 組長

r 現 任：

堅持自己的理想
永不懈怠的實踐

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 特聘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中醫學系 兼任教授
國際生物科學聯合會（IUBS）台灣分會 委員
財團法人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 顧問

評審評語
致力於分子胚胎及基因轉殖動物研究，建立乳腺表現型動物平
台，並應用於蛋白質藥物及疫苗之生產，成功產出多項高價值產
品，論文和專利豐碩，並技轉生技製藥等廠商，貢獻良多。

得獎感言

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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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有幸在台灣大學自由學風中濡染八年多的歲月，開啟了邁
向科學研究的一扇窗，在中興大學優質的環境下工作 15 載，培養
出終身為教學研究貢獻的職志。在美國密蘇里大學晶片中心與 Ellis
Fischel 癌症研究中心時，擔任訪問教授與客座研究員的資歷，更堅
定我在動物生物科技及基因甲基化領域鑽研之信念；隨後到英國愛
丁堡大學分子與臨床醫學院的短期訪問研究，以及與法國巴斯德研
究院的合作計畫，更拓展出國際學術的發展視野，開創屬於自己的
一片天空，期望能夠對社會貢獻自己一份心力。如今能獲
得第十八屆東元獎榮譽，倍感欣慰，首先要非常感謝評審
委員們的肯定與厚愛。當然，家人毫無保留的支持，讓我
無後顧之憂，在此由衷地致上深深的謝意；在中興大學的
多年教學研究工作中，深刻體驗教學相長之意涵，雖然同
時肩負教學與行政職務，壓縮了研究時段的完整性，但是
學生在實驗上積極的投入與熱切的回應，促使我義無反顧
的奉獻心力，彼此間的切磋琢磨亦使我成長許多，藉此特
別感謝分子胚胎研究室的所有成員。

生物∕醫工科技

採訪撰稿／特約記者郭怡君

讓複製科技和早期癌症篩檢大幅躍進的青年才俊
從 1997 年英國桃莉複製羊宣告成功後，
生物複製科技和基因轉殖工程就被視為未來
生產「食用和醫用高價蛋白質」的明日之星產
業，然而早期複製生物失敗率非常高，數以千
計的胚胎在發育過程中夭折，能順利長大的機
率僅有千分之一。中興大學研發長陳全木教授
運用分子生物技術，研發出可協助篩選複製胚
胎的「甲基化生物晶片」，及早檢測與修飾發育
的調控基因，讓複製動物的成功率有效提高。
此晶片還能運用在「篩選早期肺癌和乳癌」，

2006 年十大傑出青年植樹活動

從染色體的不正常甲基化修飾圖譜預測細胞病變的機率，可望使癌症標靶藥
物的研發時程大幅縮短，成本也可因而大幅降低，有美國藥廠（Epigenomics
AG）看好此項成果的應用潛力，已進行先期技術轉移與專利的佈局。
1967 年 12 月在金門出生的陳全木獲頒第十八屆東元獎，足歲尚未滿 44
歲，成為有史以來最年輕的東元獎得主，有些學者在這個年齡還沒升上教
授，他卻已經是最高等級的「特聘教授」，活脫脫是「年輕有為」的典範化身。

烽火連天全民皆兵，小學在防空洞渡過
金門戰地長大的陳全木，曾親身經歷過 12 年的砲火，直到 1979 年美國
與中國建交、復與台灣斷交才獲得「解脫」。陳家的族譜可遠遠追溯到五胡亂
華（西元 317 年），「在中國古代戰亂時期，我的祖先就已經從河南省穎川流域
輾轉南遷，渡海移居到金門島上，為了慎終追遠後代子孫皆以『穎川衍派』為
號，高懸在古厝門楣上」。家學淵源的陳全木家族，由宋代的『開同進士』至
清朝的『康熙丁未科進士』出過 7 個進士、8 個舉人、15 個貢生，文風鼎盛歷
代不衰。然而自從金門變成兩岸兵家必爭之地，不知有多少人才無辜犧牲在
砲火底下。
「童年記憶的畫面總跟防空洞緊緊結合在一起，有時候對岸轟炸的砲火打
到晚上八、九點，我們還得在防空洞裡吃晚飯、睡覺。」陳全木回憶，讀小學
時平均每週有一、兩天，中午都要去協助
鄰近學校村落受到砲火襲擊亡故村民的喪
事，小朋友們就充當送葬隊伍的敲鑼打鼓
手或拿旗子的志工。
出生時他的名字取為「陳銓穆」，還是
個天生左撇子，但受到傳統世俗觀念的影
響，大人卻規定他必須另外學習用右手寫
字與挾筷吃飯，等上小學後發現別人都寫
完考卷了他還在勾畫筆畫複雜的名字，父
親才幫他把名字改成比較好寫的同音字。

2006 年過年與父親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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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還不大喜歡念書的陳全木，最喜歡清晨跟父
親到田裡玩耍，在溪流裡抓小魚小蝦、撿拾剛羽
化的蟬，對大自然充滿好奇，也埋下後來在生命
科學領域發展的興趣。

金門土地貧瘠，一甕花生當一年零嘴
金門地小又貧瘠，除了少數公教人員，其
他不是職業軍人就是務農，經濟作物只能種
植高粱、花生、地瓜和芋頭等雜糧，新鮮的
照
與母親合

稻米是奢侈品，想要吃米飯只有國軍五年汰換

過年

2006 年

一大批的戰備儲糧。洗米的時候可以看見很多黑色米蟲和已經蛀蝕
的米粒一起浮在水面上，必須要洗好幾次才能洗到差強人意的乾淨。每年秋
天收成的花生，每個小孩可以分到一甕，放在床底下就算是一年份的零食。
回想起當年在戰地的生活，陳全木並不覺得特別辛苦，因為金門人幾乎
都是這麼活過來的。唯一比較遺憾的地方，是很多金門人罹患肝病而早死，
「應該是受到戰備儲糧和花生放久了產生不少黃麴毒素的影響。」
在五個孩子排行老三，卻是長子的陳全木，升上國中才對讀書比較開
竅。「我的國中導師張銘國教理化，但對數學、英文也很重視，他常罵同學
『麻木』，生活管教很嚴格，對每件事情都兢兢業業。」陳全木說，這位五十
幾歲就罹患肝病過世的張導師，從國一上學期起就會到每個學生家裡作多次
家庭訪問，以便掌握每位同學的狀況，六個學期他都被指派做班長，讓他意
識到「以身作則」而不敢懈怠，用功念書保持班上前三名。

體格不高被軍校刷下，反而成就台大學術之路
金門沒有補習班，陳全木家剛好住在軍營的對面，晚上有空就會去對面
的坑洞找預官學英文。考進金門高中後，陳全木和多數金門青年都必須花很
多時間接受打靶、行軍等軍事訓練，每年金門自衛隊會挑選青年做國慶閱兵
演練，上榜率大約是「百中選十」，被挑中的人都會深感榮耀，「很多人的升
學第一志願都是空軍官校或中正預校，可惜我體格不夠高被刷下來，只好專
心準備大學聯考。」
當年教育部優惠戰地考生，金門高中第一、第二名畢業的同學可分別保
送台北和高雄醫學院醫學系，第三到第十二名可保送師範大學，沒能擠入前
十二名的陳全木只有自己奮發圖強，最
後成為全校屈指可數考上台大的畢業生
之一，就讀台大畜產系（後更名為台大動
物科學系）。金門縣政府對於所有考上國
立大學的金門子弟全額補助學雜費，讓
陳全木讀大學時每個學期只要繳 87 元註
冊費，「縣政府提供金門子弟的福利非常
好，因此金門人對縣府德政多半有很深
家庭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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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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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全木第一次有機會離開金門，坐著要開 24 小時才會到高雄的軍船，台
灣海峽的風浪讓他在平板船上滾來滾去徹夜難眠，還要從高雄坐中興號一路
晃到台北。台大新生訓練報到，在體育館外頭擺攤的社團學長一看陳全木出
身於全民皆兵的金門，立刻就拉他進橄欖球隊，新鮮人的許多日子就在「每
天用肩膀頂椰子樹的練習」中度過。

班上總務女同學丟錢，結下一段好姻緣
大一下學期某日，班上負責收錢買書的總務陳小玲不小心遺失了書錢，
幾個男同學志願蹺課幫忙尋找，在好幾間教室都遍尋不著後，只有陳全木
一直不放棄直到找回失物，終於獲得佳人青睞而成為台大畜產系知名的「班
對」。由於橄欖球賽事碰撞激烈，大一快結束時發生成功大學橄欖球隊隊長被
陸光隊員踢到頸椎不幸死亡的事件，陳小玲勸他退出球隊專心念書，從善如
流的陳全木跟女友互相砥礪，才得以從考試低空飛過的大一生，變身大二下
學期後連拿四次的「書卷獎得主」。兩人歷經八年愛情長跑結為連理，目前育
有兩個可愛的兒子。
從小對動物就很感興趣的陳全木，
從大二下開始志願幫教授管理育種用
的 200 多隻兔子，假日還會到動物園當
志工，在木柵動物園有過一段相當豐富
的動物解說經驗。大三在鄭登貴教授的
推薦下，陳全木得以到有「陽明大學五
虎將」美名之一的朱廣邦教授實驗室，
學習當年在動物胚胎科技還很缺乏概
念的「分子生物技術」。「當時與陽明合
作密切的榮民總醫院剛成立『醫學研究

2008 年實驗室年終聚餐

部』，延攬的教授和研究員都是一時之選，讓我得到很好的訓練。」
陳全木以優異成績直升台大動科所碩士，只讀一年就以傑出表現直升博
士，大學畢業後只花四年就得到博士學位，在生命科學領域是極為少見的驚
人速度。「其實我讀一年可當兩年用，算起來還是花了八年的時間。」讀研究
所期間長達兩年半都以實驗室為家，每天花超過十六個小時作研究的陳全木
微笑地說。

嚴師見面送躺椅為家，從早到晚黏在實驗室
陳全木回憶，與朱廣邦教授在榮總第一天見面就被帶去買一張躺椅，老
師一臉正經地說：「以後這就是你的家。」從此陳全木展開長期睡在實驗室的
日子，連過年也不例外，外頭放鞭炮吃年夜飯都不關他的事，只有一堆動物
陪他過新年。朱廣邦教授的知名度曾讓不少學生慕名而來，但他可說是「嚴
苛」的嚴格指導，讓前來跟隨的研究生紛紛打退堂鼓，最後只有陳全木得以
通過重重考驗，成為朱廣邦教授唯一指導到畢業的博士生。
「朱老師早上八點就會站在實驗室門口等，遲到的學生或助理就會被嚴厲
訓斥。白天作實驗、看國際期刊最新發表的論文，晚上 meeting 常常到十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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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結束，並要求隔天一早就得看到改進的新成果。當年基因定序還很慢，有
些同學來不及做出成果，兩、三次沒交成果就會被老師盯得更慘。」儘管碩博
士生涯過的是「非人生活」，陳全木仍語帶感激地表示，朱教授的嚴格訓練讓
他扎下深厚的基礎，而在榮總醫學研究部與臨床醫師每天開會腦力激盪，也
讓他養成「實驗設計佈局時，需考慮到臨床應用面」的習慣，這習慣正是單純
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人最缺乏的。
陳全木的博士論文率全球之先，成功做出東方
型子宮頸癌的乳突瘤病毒基因轉殖動物模式，對於子
宮頸癌的分子致病機轉研究，立下關鍵的里程碑，論
文發表至今已被國內外引用達上百次之多。拿到學位
後，不用再當兵的陳全木原本已申請到美國明尼蘇達
大學作博士後研究，未料大雪導致封城一個月，被迫
中斷聯絡的他只有選擇留在國內進行一年的博士後研
參加 2007 年歐洲馬爾它生命科學研討會

究工作，接著申請教職。

太年輕應徵副教授被打回票，曲折反成奮發動力
當時中興大學新成立動物系，需要分子生物與胚胎學領域的專家，陳全
木前去應聘，原本具博士學位且滿一年博士後研究經歷即可聘為副教授，校
方卻對年方 29 歲的他抱持疑慮，只願從講師開始試用，隔年要改聘時遇到大
學法修法，大學教師改為四級制，他又要從助理教授開始爬，如此每三年升
一級，到 2004 年滿 36 歲時才順利升為教授。「雖然過程比較曲折，卻成為我
加倍努力的鞭策。」陳全木不以為意地說。
不管是作研究、教學或負責行政，陳全木都以踏實的腳步，盡心地將
每一個任務做到最好，接連獲得第二屆總統農業創新獎、第四十四屆中華民
國十大傑出青年獎、英國愛丁堡皇家學會海外研究學者獎、經濟部國家發明
獎、有庠科技發明獎、國家創新科技獎的肯定，經歷兩屆的系主任歷練，41
歲就登上中興大學研發長的職位……這些光環絕非憑空得來。
如今陳全木已累積 26 項專利，有 15 項技術與「調控胚胎早期發育及基因
轉殖科技」相關，運用這些專利可生產對人類有特別功用的酵素和多功能蛋
白，例如喝鮮奶會感到腹脹或拉肚子的「乳醣不耐症」是因為腸道缺少某種分
解酵素，他領導的團隊可用基因轉殖技術培育出羊乳內含分解酵素的基因轉
殖乳羊；又如當前腸病毒的疫苗多半是用打針的，對許多小朋友造成心理壓
力，陳全木的團隊也已依據腸病毒的特性，從胚胎期控制「外鞘蛋白」的結
構，建立小鼠模式協助研
發腸病毒的口服疫苗，目
前已拿到台灣和美國的專
利，正在申請用乳山羊作
大型動物實驗，如果成
功，以後喝羊奶就可以防
範腸病毒，還能防止菌生
2010 年頂尖研發長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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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敗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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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系列論文獲得美國化學學會從數千篇論文中選為特別報導，並收錄於
美國化學教育期刊，做為大學生物與化學參考教材，相關研發成果並已技術
轉移給在中科和南科設廠的生技公司，對台灣未來生技產業的發展締造潛力
無窮的前景。

感謝東元獎評審肯定，將更努力研發和培養人才
對於自己第一次申請就能得到東元獎的肯定，陳全
木感到非常開心，他看過東元獎的資料，在「生物／醫
工科技類」出自農學院的得主並不多，而台灣農業研
究有不少領先全球的成果，若能把農業列在標題分類
中，相信會有更多傑出農業學者得以受到表揚。
陳全木強調「每個獎的背後都相對附帶一份社會
責任」，得到東元獎將推動他付出更多努力，以對
台灣和人類做出更多貢獻。近年來他積極和美國密
蘇里大學 Ellis Fischel 癌症研究中心、英國愛丁堡
大學分子與臨床醫學院的頂尖團隊合作，也將觸

參加 20

11 年日

本發育生

物學研討

會

角伸到法國與世界有名的巴斯德研究院合作，他希望把台灣的研
究能量擴散到國外去。
此外他也很著重科學向下紮根，六年前他開始在生命科學系推動高瞻創
意教學計畫與動物生技人才培育計畫，受惠對象不僅是中興大學學生，還擴
展到中部地區多所高中，讓高中生可以組研究小組到興大各個實驗室接受教
授們的指導。近年來連續獲得多項國際科展大獎。陳全木表示未來會更加著
力培育青年學子，讓台灣傑出的生命科學與生物科技人才萌芽與茁壯，貢獻
於國家科技與產業發展。

對東元獎的期望
隨著全球化知識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國際性的競爭趨勢下，知識和
創新已成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利器，各國莫不競
相投入知識的創新及人才的培育；台灣地狹人稠
且缺乏天然資源，但經濟發展實力能位居世界前
20 名，所憑藉的即是紮實的人才培育與科技研發
能量，因此除了政府應著力於強化高等教育在培
育高階專業菁英之功能外，企業界亦應重視產業
人才之養成與創新研發之價值，整體提昇國家競
爭力。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秉持獎勵卓
越科技人才之信念，持續十多年之努力不懈，嚴
謹選拔各個領域之菁英，為國舉材並樹立學術與
科研的標竿，鼓舞許多為台灣默默付出心力的科
技研發人員，值得慶賀！

榮獲 2006 年總統農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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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全球暖化及農糧短缺危機之際，重視農業科學與生物科技
已成全球趨勢，依據近期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分析台灣
整體的科研實力，指出台灣唯一超出世界平均水準的是「農業科學領
域」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隨著社會脈動，於今年度起特別在
化工 / 生物與醫工科技領域加入農業生物科技之獎勵面向，值得肯定。
期許在『東元獎』的激勵與帶動下，鼓舞更多年輕人懷抱立足台灣、放
眼世界，投身科技研發，貢獻於人類的永續發展。

成就歷程
陳全木特聘教授於國立台灣大學完成博士學位並從事一年之博士後研究
工作，應聘至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動物系（目前合併為生命科學系所）服務，
十五年來在教學研究工作上積極投入，於生命科學系設立分子胚胎暨基因甲
基化研究室帶領著生科系與生化所碩、博士班生，從事有關於基因轉殖動物
之醫藥蛋白研發、分子病毒及腫瘤之探究、分子胚胎與基因甲基化等領域之
研究工作，迄今發表之國外著名科學期刊 SCI 論文 75 篇、美國與台灣發明專
利 26 項、以及 124 篇之國際及國內研討會論文，成果豐碩。2001 年陳教授於

國科會的獎助下，赴美習取有關基因甲基化基因晶片之研發及其應用於腫瘤
生物學與發育生物學之研究，隨後 2002 年獲得美國 Ellis Fischel 癌症研究中心
之獎助，進行為期半年的客座研究員之研究工作，奠定在基因甲基化研究的
根基，陸續完成之研究成果包括人類銘印基因之 CpG 晶片分析與新式小鼠甲
基化基因晶片之開發。
陳教授為國內動物生物科技領域之專家，參與並主導台灣轉基因複殖動
物研發工作團隊，創新動物基因轉殖與複製技術，近年來陸續產製出基因轉
殖複製小鼠、羊與牛，證明「應用經濟動物為生物工廠，生產人類用高價蛋
白質」之目標將指日可待，水準已達國際領先地位，堪為農業創新的典範，
於 2006 年獲頒『總統農業創新獎』及『中華民國十大傑出青年獎』。研發之乳
腺表現型基因轉殖動物技術平台，於乳汁量產具有抗菌、抗病毒與免疫調節
等多重功能的乳鐵蛋白，經動物試驗顯示具有抑制腸病毒 71 型感染之功效，
且在生物體內具有強效的選擇性抑菌作用以及防止菌生性敗血症之發生。本
系列之論文發表榮獲美國化學學會由 37 個科學性期刊之數千篇論文中選為
特別報導之學術論文，並且收錄於美國化學教育期刊做為高中與大學生之生
物與化學參考教材。此一研發成果及其取代抗生素與促進動物生長因子之應
2010 年實驗室學生畢業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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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已技術轉移到國內生物科技公司，作為其商業化產品開發之核心技術，
為台灣生技產業有所貢獻。

具體貢獻事蹟
重要之研究成果及學術貢獻，依下列之研究主題簡述如下：
■

在基因轉殖動物之研發上：
有鑑於基因轉殖動物培育技術之發展，為近
年來一項重要的生物科技，而利用顯微注射
方式將外源基因直接注入單細胞受精卵的原
核中，是目前最常用來培育基因轉殖動物的
方法；本研究室開發出一乳腺表現型哺乳動
物載體平台以調控轉殖基因之組織專一性表
現，目前已陸續產製出多項專利的基因轉殖
動物品系：

榮獲 2003 年青年教師研究獎

• 人類第八凝血因子基因轉殖動物之培育及其於血友病治療之應用：
血友病患分為 A 型與 B 型兩種性聯遺傳疾病，其成因係缺乏正常之第八
與第九凝血因子，全球的血友病患族群高達 10.5 萬人口，其中 80％罹

患 A 型血友病，根據健保局統計 2008 年全國十大健保用藥排行，第八

凝血因子排名第四位，健保給付金額高達 15.2 億元；此外，為減少血
友病患於輸血治療時罹患病毒性肝炎與愛滋病之危險性，非血液製劑之
凝血因子的開發甚為重要；本研究室目前已成功建立含完整基因密碼區
與 B-domain 刪除之第八凝血因子基因轉殖鼠，可供開發凝血因子於乳
腺表現之動物模式。此一研究成果，在本研究團隊多年的努力下，亦產
製出國內第一批基因轉殖羊與基因轉殖豬（Chen et al., 2002, Transgenic
Research ；台灣專利 I287578, 美國專利 US 7,087,808）。FVIII 基因轉殖

豬乳及其乳腺表現生產平台已與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簽署先期技轉與材
料轉移，供其評估後續醫藥蛋白之商業化潛力。

• 含人類 hLPH 乳糖分解酵素之低乳糖乳基因轉殖動物的研發－應用
於乳糖不耐症之酵素補充療法：
全球具有乳糖不耐症之患者為數眾多，亞洲人種佔最大族群，係因小腸
缺乏乳糖分解酵素（lactase phlorizin hydrolase; LPH）；透過基因工程與
胚胎顯微注射之技術引入本研究室所分離
到的新穎性 hLPH 基因於乳腺上皮細胞中
表現，改良乳品質之營養性、生理生化等
特性，培育出於乳汁中釋泌 LPH 酵素之
基因轉殖動物，俾生產較易消化吸收之低
乳糖鮮乳以及含有高酵素活性的乳糖根皮
水解乳錠劑，作為乳糖不耐症患者之酵
2004 年帶領學生參訪台南科學園區

素補充新療法。在農業生技國家型計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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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經費支持下，目前已順利產製出含人類 hLPH 基因之轉殖乳山羊品

系，並成功繁殖出帶 LPH 基因的山羊子代（一項台灣專利：095117017,
兩項美國專利：證號 US7, 501, 554 B2; US 11/901, 989 領證中）。此一領

先國際的動物生技成果已進一步與正鼎生物科技公司簽署產學合作計
畫，獲得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化推動辦公室之經費支助，將朝向產業化開
發之目標前進。

• 含塵過敏原基因之轉殖動物培育與減敏療法之開發：
過敏性疾病包括氣喘（asthma）、過敏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與異

位性皮膚炎（atopic dermatitis）等病症，其成因繁多其中又以塵誘發
之過敏症狀最為常見。利用基因工程技術產製含
有 DerpV 過敏原之基因轉殖小鼠，DerpV 過敏
原蛋白經乳腺上皮細胞合成後釋泌於乳汁中，
檢測此一乳樣之誘發過敏體質個體之減敏反應
（desensitivity）與抗 IgE 免疫球蛋白效能，並用
以生產抗過敏療效乳，開發出嶄新的抗過敏與
抗氣喘途徑（美國、歐盟、日本、澳洲、中國
與台灣等國之專利申請中）。此一研發成果及
減敏蛋白之基因轉殖乳腺表現系統，已技術
牆

十大傑

拓琉璃
出青年手

2006 年

轉移到台南科學園區台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作為其商業化產品開發之核心技術。

• 表現 VP1 外鞘蛋白於基因轉殖動物乳汁－研發抗腸病毒 71 型新式
口服疫苗：
第 71 型腸病毒（enterovirus type 71; EV71）好發於每年夏季期間，易引

起手足口病症，近年來在台灣爆發過多次的腸病毒大流行，並且在 1998

年與 2000 年造成了 78 名與 34 名孩童死亡，導致整個社會的恐慌，目前

尚未有任何疫苗可以預防。我們以基因轉殖技術將 EV71 外鞘蛋白 VP1
建構於乳腺專一性表現載體上，透過 α－乳白蛋白啟動子（-lactalbumin

promoter）與 α S 1 酪蛋白訊息引導序列（ α S 1-casein signal peptide）將

VP1 蛋白成功的表現與釋泌於基因轉殖乳中，濃度高達 2.51 mg/ml。經
動物實驗顯示採食 VP1 基因轉殖乳之 4 日齡仔鼠，在相同劑量的腸病毒

的攻毒之下，三週的試驗觀察期中九成小鼠受到有效保護。血清中和
試驗分析進一步證實，CD-1 仔鼠因採食含有 EV71 外鞘蛋白 VP1 之基因

轉殖乳而誘發其特異性之免疫反應，進而對第 71 型腸病毒產生具專一
性之抗體。此一研究成果已發表於疫苗學頂尖期刊 Vaccine（Chen et al.,

2008a）並申請美國（專利公開號：US-2010-01-25918-A1）及台灣之發明

專利，由於 EV71 病毒 VP1 外鞘蛋白之耐胃酸性強，未來具有朝向開發
一新穎的口服疫苗之商業化潛力。

• 抗病毒與抗菌功能之乳鐵蛋白基因轉殖動物的研發：
乳鐵蛋白為鐵結合蛋白（transferrin）家族之成員，可於哺乳動物之乳
汁、黏膜分泌物、以及顆粒性嗜中性白血球中發現。乳鐵蛋白具有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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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抗病毒與免疫調節等多重功能，係非特
異性免疫反應及免疫調節蛋白重要分子，透
過基因轉殖動物於乳中強化乳鐵蛋白之含
量，於動物試驗中顯示此基因轉殖小鼠所分
泌之乳汁可促進子代之生長（J. Agric. Food
Chem. 2007）並有抑制與防止腸病毒 71 型感

染之功效（Vaccine, 2008）；透過小鼠腸道之
大腸桿菌、金黃色葡萄球菌與念珠球菌之攻
毒試驗，顯示乳鐵蛋白基因轉殖乳於生物體

榮獲 2008 年經濟部生技創意競賽得獎

內，具有強效的選擇性抑菌作用以及防止菌生性敗血症之發生（J. Infect.
Dis. 2009）
（台灣專利 I273163）。本系列之論文發表榮獲美國化學學會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ACS）由 37 個科學性期刊之數百篇論文中
選為特別報導之學術論文，並且收錄於美國化學教育期刊做為高中與大
學生之生物與化學參考教材。此一研發成果及其取代抗生素與促進動物
生長因子之應用，已技術轉移到豐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其商
業化產品開發之核心技術。
■

在分子胚胎之研究領域上：
隨著各種分子胚胎科技的蓬勃發展，已有許多重要之生殖技術陸續被
開發，例如胚之性別鑑定（embryo sexing）、胚幹細胞醫學（stem cell
medicine）、胚冷凍，以及複製胚技術（embryo cloning）等。目前最引人注

目之胚性別鑑定方法，係使用具 Y 染色體特異性之 SRY 基因與 Y 重複性序

列作為引子，藉由 FISH 螢光染色體原位雜合或 PCR 反應檢測各胚是否具
有 Y- 特異性之 DNA 片段，從而提供判斷其性別之參考；惟單獨偵測 Y- 特

異性片段之有無，可能導致誤判率之增加，為提升胚性別鑑定之準確性與
靈敏度，本研究團隊分別以荷蘭乳牛及阿爾拜乳羊為研究對象，首先解構
座落於性染色體之齒釉基因結構（Chen et al., 1999. Mol. Reprod. Dev.），並
開創可同時檢測 X 與 Y 性染色體上基因片

段之引子，針對埋殖前之動物胚應用單
細胞 -PCR 技術擴增出不同長度之產物，

精確地分辨出 X 與 Y 染色體之特異性片
段，提高胚性別鑑定之準確率，從而增加
其經濟價值，此等研究成果已分別獲得

台灣兩個發明專利（專利證號 101,194 與

88,119,616）以及一個美國之發明專利（US

5,876,942）目前正在進行技術轉移給恆春
墾丁牧場，大量生產性別鑑定分離之冷凍
胚胎，作為商業化之推廣。

■

2008 年邀請法國學者來訪演講

在蛋白質藥物生產平台之研究領域上：
多年前已於實驗室中建立一套完整之嗜甲醇性酵母菌（Pichia pastoris）釋

泌型蛋白質生產平台，並成功產製重組豬生長素（Life Sci., 2000）、乳鐵

創意東元．科文共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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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J. Mol. Microbiol. Biotechnol., 2005）、抗菌乳鐵蛋白素（J. Agri. Food

Chem., 2006）、豬胰蛋白輔（Biotechnol. Prog., 2008）、以及產製人類胞
外型超氧歧化（EC-SOD），該酵素多存在於腸道與肺部之黏膜組織及血
管壁細胞表面，其在心血管疾病所所
扮演的角色及腸道與肺部之自由基清
除與其他癌症醫學領域的研究已成注
目焦點，然而目前利用基因工程量產
表現 EC-SOD 的相關研究仍屬少數。

本篇論文發表後獲得 2006 年度美國化

學學會選為特別報導之學術論文 [ACS

News]。此外，開發調降血壓之功能評

2010 年頂尖研發長訪英（右四）

估技術平台，亦經由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之推動，技術轉移給中國化學製
藥公司，目前該公司進駐中興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共同開發新式抗血壓胜
肽之商品雛形，已進行到人體試驗的階段。

重要國內外榮譽包括：
• 2011 榮獲第三屆國家創新科技獎
• 2010 榮獲國立中興大學 99 年度建教合作績優獎
• 2010 榮獲第七屆經濟部國家發明獎（生物科技類）
• 2010 榮獲中興大學 99 年度特殊貢獻獎（執行教育部人才培育績優）
• 2010 榮獲第四屆有庠科技發明獎（生醫製藥類）
• 2009 榮獲經濟部第二屆 Crazy Idea 應用王創意競賽優勝獎
• 2009 榮獲國立中興大學創業大賽優等獎
• 2009 榮獲國立中興大學 98 年度建教合作績優獎
• 2009 榮獲第五屆台灣幹細胞學會 2009 年度論文發表優勝獎
• 2009 榮獲國立中興大學 98 年度研發成果技術授權績優獎
• 2008 榮獲經濟部第一屆 Crazy Idea 應用王創意競賽銅牌獎
• 2008 榮獲第十屆中華實驗動物學會 2008 年度論文優勝獎
• 2008 榮獲國立中興大學 97 年度建教合作績優獎
• 2008 榮獲 2008 台灣泌尿科醫學年會最佳海報論文獎
• 2008 榮獲第九屆發育生物學研討會口頭發表最佳論文獎
• 2008 榮獲第二十三屆生物醫學
聯合學會最佳論文獎
• 2007 國立中興大學 96 年度優秀
教育人員獎
• 2007 榮獲國立中興大學 96 年度
興大之光獎
• 2007 榮獲國立金門高中科技類
傑出校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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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榮登首版亞洲科學名人錄
• 2007 DNA 損傷暨細胞回應國際研討會最佳論文發表獎
• 2006 獲頒第二屆總統農業獎
• 2006 國立中興大學 95 年度研發成果技術授權績優獎
• 2006 台灣生化及分子生物學會最佳論文獎
• 2006 獲頒中華民國第 44 屆十大傑出青年獎
• 2006 第二十屆生物醫學聯合學會優秀看板論文獎
• 2005 日本第 41 屆肝癌年會 Selected Poster Award
• 2005 台南科學園區生技公司之專利技術授權金
• 2004 國立中興大學九十二學年度青年教師研究獎
• 2004 英國愛丁堡皇家學會海外研究學者獎助
• 2003 台灣生化及分子生物學會最佳論文獎

2006 年十大傑出青年植樹活動

• 2002-2010 國科會計畫主持人獎助
• 2002 美國 Ellis Fischel 癌症中心訪問學者獎助
• 2001 美國癌症醫學會之年度最佳論文獎
• 2001 國科會科技人員國外短期研究獎助
• 1998-2001 四次國科會甲種獎助
• 1997 國科會乙種獎助
• 1991, 1993 兩次『台大系友會獎學金』
• 1991 榮獲戈福江教授紀念獎學金

研究或創作展望
陳全木教授近年來累積的研究成果，除具學術價值外（發表 75 篇國際

性 SCI 期刊論文，總計之被引用次數高達 1,589 次），亦取得 26 項美國及台灣
的發明專利，可提供新興生物科技產業之技術轉移與商業化之應用。未來將
全力投入在基因轉殖複製動物培育技術之開發及其於生物醫學領域之研究應
用、影響哺乳動物胚早期發育階段發生之關鍵基因篩選與功能分析、小鼠與
人類甲基化基因晶片之開發及其應用於發育生物學之研究等三大方向，逐次
解開動物胚胎發育的奧秘，進而利用胚胎科技生產有用基因的醫藥蛋白，並
透過產學合作模式，加速研發成果產業化的腳步，希冀能對台灣生技產業之
發展，貢獻棉薄之力。

2006 年帶領生科系教師拜會金門李炷烽縣長

創意東元．科文共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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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r to work at well facilitated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NCHU),

where I decide to devote myself to teaching and research, for over 15 year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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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and Ellis Fischel Cancer Research Center at University of Missouri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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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technology and gene methylation ﬁ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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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UK and conducting joint research project with Pasteur Institute in
France extended my research collaboration to an

international platform where I have myself known

and simultaneously wish to contribute to the world.

Today, I am very much honored to receive the 18th
TECO Award and would like to show my gratitude to

the recognition from the panel judges. My gratitude

also goes to the unreserved support from my family
that I am able to concentrate on my research work.

While having teaching and doing research at NCHU,

I come to realize the meaning of learning b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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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vice versa. Having had to teach and carry on administrative work, I have less
time on conducting research project.

However, the enthusiastic devotion and responses from the experiments by

the students make me totally dedicate myself to the work. Such collaboration also

enriches my experience in the area and I also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all the members at the Molecular Embryology Research Laboratory at NCHU.

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have become important in promoting

competitiveness of a country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 knowledge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ve therefore

invest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talents. Taiwan, one of the top

20 countries in the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of limited land and natural

resources.

Such accomplishment is resulting from solid education and research

work.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hat not only does the government fortify the

fun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ultivating high professional elites, bu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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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should emphasize the education of talents and the valu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o as to improve the nation's competitiveness. Upholding

its belief in rewarding outstanding talen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more than 10
years, TECO Science,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has selected elites from the fields
of Electric/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Mechanic/Materials and Energy
Technology, Chemical Engineering/Biology

and Med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Social Services/Special Education. TECO

Science,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2007 年

生技參訪

彰濱園區

has promoted elites in Taiwan and set the benchmark

of academic and research. It is encouraging and worthy of celebrating that

TECO Science,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has encouraged many R&D
personnel in science and research.

As we are facing the crisis of global warming and crop shortage, it has

become a global trend to underscore the importanc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According to a recent report on the analysis of Taiwan overall

competence in science research by Technology Policy Research Center at National
Applied Research Institut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is the

only one above the world average. It is worthy of mentioning that TECO Science,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has closely followed the changes of the Taiwan
society and includes awards of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in the ﬁeld of Chemical

Engineering/Biology and Medical Engineering. I hope that TECO Award will

encourage more young people from Taiwan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R&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ontribute to the hum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Chuan-Mu

Chen completed a Ph.D. degree study and

did a one-year post doctoral research work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has

since taught at the Department of Zoology
(currently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 in

the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at the NCHU.

He has been actively dedicated himself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for 15 years and
established Molecular Embryology and

Gene Methylation Laboratory at Department

2006 年總統農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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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ife Sciences. He has led Master's and Ph.D. degree students to engage in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pharmaceutical proteins from the gene transgenic
animals, molecular virus and cancer studies, and gene methylation analysis.

He has published 75 papers in famou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journals,

owns 26 patents of invention in the US and Taiwan, and has presented at 124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conferences. Professor Chen was sponsored by Taiwan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to study and research on gene methylation and gene

chip and applied the research on Oncology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 He was

on a 6-month visiting research scholarship from Ellis

Fischel Cancer Research Center in the US in 2002

when he established the foundation of research on
gene methylation. Professor Chen has also completed

research include the analysis on the CpG chip of human

imprinting gen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style gene
methylation chip of mice.

Professor Chen is a leading expert in field of

animal biotechnology in Taiwan and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research work on cloning animals, innovative

2006 年十大傑出頒獎活動

skills of the transgenic animal and in recent years he

has cloned mice, sheep and cows to prove that the

goal of“using economical animals as biological factory to produce the high

value protein for human”is possible. The skills in such field are in the world

leading position and represent the model of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Professor

Chen was the recipient of“President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Award”in 2006
and“Ten Outstanding Young People of the ROC Award”
. His research on the

skill platform of mammary gland-speciﬁc expression system from the transgenic

animals has equipped lactoferrin with the multi-functions of antibacterial, antiviral

and immune regulation and after tests on the animal,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such lactoferrin has the effect of inhibition of enterovirus 71 infection and it has

strong selective antibacterial effect and prevents the occurrence of bacterial sepsis

in biological units. Research papers of this series has been selected as special
academic papers among thousands of papers from 37 scientific journals by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and has also been selected b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hemical Education to be teaching material for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Biology and Chemistry. Such core research technology has been commercialized

and contributed to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in Taiwan.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Signiﬁcant research and academic results and contributions are listed as follow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hemes:

62

生物∕醫工科技

■

The production of the coagulation factor VIII from transgenic
farm animals and its application on the Hemophilia therapy:
There are two kinds of hemophilia patients, Type A and B genetic inheriting

diseases and the world hemophilia patients are as many as 105 thousand
resulting from the lack of normal VIII and IX coagulation factors and 80%

among them is Type A Hemophilia patients. To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infected with viral Hepatitis and AIDS while receiving blood transfusion
treatment, it is important

to develop the non-blood

clotting factors. Our lab has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the B-domain deleted of

the FVIII coagulation
factor transgenic farm

animals, such as sheep and

pigs (Patent# I287578 in
Taiwan, Patent #7,087,808

2011 年參訪美西加州大學系統

in the US). The platform of FVIII genetic transformed pig and its expression

performance has been in the preliminary stage of technique transfer contract

with Animal Technology Institute Taiwan (ATIT) for its assessment on the
commercial potential of medical protein in the future.

■

The production of human hLPH lactase enzyme in the transgenic
milks and its application onto the lactose intolerance syndrome:
There are many lactose intolerance patients and among these patients the majority

of them are Asian whose intestines are lack of lactase phlorizin hydrolase (hLPH)

enzyme. The application of genetic engineering and embryonic microinjection,

a serial transgenic farm animals producing milk consisting of hLPH enzyme

for easy digesting and absorbing and such milk of low lactose and high active
enzyme can be used as a new enzyme supplement treatment for patients of lactose

intolerance syndrome. Having received funding from the category of national

plan of agriculture and biotechnology for several years, goat milk consisting of
human hLPH has been successfully produced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second

generation of goats of LPH gene
(Patent #095117017 in Taiwan; pending

Patent#7,501,554 B2 and 11/901,989 in
the US). This advanced international

animal biotechnology has been received
the academic and industry collaboration

project with Zheng-Ding Biotechnology
Company for mass commercial

2010 年經濟部國家發明獎

production in the future.

創意東元．科文共裕

63

得獎人介紹—科技類—陳全木

■

The cultivation of genetic modiﬁed animals expressing dust mite
Derp V aller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nti-allergic treatment:
Allergic diseases include asthma, allergic rhinitis and atopic dermatitis and

among the triggering factors the most seen one is dust mite triggered allergy.

Using animal genetic engineering, it can produce transgenic animals carrying
Derp V allergen gene. Derp V allergen can be synthesized by mammary

gland epithelia cells and released into the milk. Milk of such allergen that

triggered allergic reaction has been tested for de-sensitivity with anti-IgE

immunoglobulin effect and has been produced for anti allergic milk which

provides a brand new treatment for anti-allergy and anti-asthma patients (patent
application in the US, EU, Japan, Australia, China and Taiwan). Such research

finding and the genetic modifying production of the desensitivity protein

system has been transformed to Tai Yue Biotechnology Company in Tainan
Science Park for its core skills in commercial production purposes.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The accumulated research results by Professor Chen not only have their

academic value, appeared in 75 international SCI papers and quoted as many

as 1589 times citation, but also been patented for 26 items in both the US and
Taiwan. They also provide the possibility of technology transfer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for biotechnology companies. He will devote himself totally into

three research areas including the technological skill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on of transgenic cloned animals, the application in the ﬁeld of biomedical

research, the influence of the key genes screening and function analysis of

the early development stage of mammalian embryo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thylation CpG island microarrays of mice and human. He will gradually unlock
the mysteries of animal embryonic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apply the results to

create useful genetic medical protein through embry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o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commercializing research results through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academic and industry. He wishes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biotechnology industry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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