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窮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Don't give up, there will always be another ch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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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評語

致力於小兒感染症研究，參與國內許多疫苗的開發，並

成功完成臺灣高端生技第 71 型腸病毒的疫苗三期臨床

試驗，對小兒感染症的研究治療及預防，成就斐然。

Dedicated to research of childhood infectious diseases. 

Being primary investigator and involved in many domestic 

vaccine development plans. Successfully performed a multi-

national phase 3 clinical trial for enterovirus 71 vaccine of 

Medigene Corp.

學 歷

國立臺灣大學  臨床醫學研究所　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　　　　　醫學士

現 任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小兒科暨臺大公衛學院流行病學與預防

                          醫學研究所　特聘教授

感染症醫學會　名譽理事長

財團法人李慶雲兒童感染暨疫苗發展醫學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曾 任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兒童醫院　院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小兒部　　主任

美國馬里蘭州國家研究院國家過敏和傳染性疾病研究所分子微生物學實驗室博士後研究員

得獎感言

萬分榮幸獲得本屆的「東元獎」，謝謝評審委

員的肯定與厚愛、謝謝一路支持我陪伴我的家

人，感謝研究團隊，長年努力不懈，才有今日

的研究成果。另外也要感謝臺大及臺大醫院提

供了良好的研究環境，並感謝科技部多年來提

供經費的支持。

學術研究之路一向艱辛，過程需沉著面對挫

折，也需具備耐心，默默耕耘，累積數據。只

要堅持不懈，即使短期遭遇困難挫折，但總會

走出一條路及獲得新的收穫。雖然從事學術研

究不是為了得獎，但獲獎絕對是對研究人員最

大的鼓勵。不管是學術研究或疫苗研發方面，

亦或是帶領研究團隊，都將是本人畢生之職

志，也期許未來產出更多具開創性與影響力之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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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自 2020 年初出現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以來，時隔

三年疫情仍未停歇，不僅人們的生活深受影響，對於病毒

和疫苗的相關知識也成為大眾最關切的話題，這段期間經

常接受媒體採訪的臺灣大學公衛學院特聘教授黃立民，以

投入病毒研究二、三十年的專業，為民眾提供正確的衛教

和防治觀念，他以學術研究為立論依據的發言深孚眾望，

也展現「醫者父母心」之風範。

黃立民教授是國內兒童感染症研究權威，現任臺灣大

學醫學院小兒科暨臺大公衛學院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

所教授，2020 年起擔任「李慶雲兒童感染暨疫苗發展醫學

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迄今，承襲恩師李慶雲教授（1928-

2021）的衣缽，深耕兒童感染症及病毒研究，成績斐然，

今年五月臺大醫院宣布腸病毒 71 型疫苗 EV71vac 三期臨

床試驗成功的好消息，就是黃立民 2014 年起帶領研究團

隊協助國內廠商做疫苗臨床試驗的成果，經臺灣和越南

（巴斯德研究所）共同執行疫苗第三期臨床試驗，成效良

好，並獲得國際重量級雜誌《刺胳針》（The Lancet）審

查後刊登。

殫精竭慮，催生臺灣首支腸病毒疫苗     

1969 年以來，腸病毒 71 型在太平洋亞洲地區常有週期

性爆發，侵犯嬰幼兒的神經系統，進而引發腦幹腦炎、非心

因性的肺水腫和急性肢體無力，造成死亡或永久性癱瘓。

1998 年臺灣腸病毒大流行，病毒株就是 71 型，造成 78 名幼

童死亡，400 多名重症。因此，腸病毒 71 型的疫苗可說是別

具意義：其一，這是國內首支腸病毒疫苗；其二，施打年齡

是兩個月大的嬰兒；其三，這是臺灣廠商首次從第一至三期

獨立完成臨床試驗的疫苗研發，預計今年底能順利上市。黃

立民說「這證明臺灣是有能力研發疫苗的，而且是從頭做到

尾，還做出全世界最新的結果」。相較於國際大藥廠資金雄

厚、市場根基穩固，臺灣的疫苗產業則尚在萌芽階段，原因

無他，一般的疫苗研發雖容易，卻面臨上市困難的問題，且

必須完成三期臨床試驗。因此，對臺灣廠商來說開發疫苗並

非易事：首先需要有龐大資金支撐，其次要面對國際間的競

爭。這次黃立民鼓勵廠商「走到底」，終至摘取成功的果實，

「歐美大藥廠不願做這支疫苗，因為這是亞洲特有的病症，

臺灣必須自己發展。」

目前針對腸病毒 71 型的疫苗，中國大陸已有三家廠商做

出疫苗且上市，但僅在中國境內使用、不外銷，另外，中國

大陸疫苗是從六個月大的嬰兒開始施打，臺灣廠商聽取黃立

民的建議，以兩個月大的嬰兒做臨床試驗，「所有疫苗都是

從兩個月開始打，放諸四海皆是，我們說服廠商這樣做，而

且跟他們說一定會成功。」在這樣的堅持下，完成「世界最

新研發結果且成效良好」的第一支臺製腸病毒疫苗，還登上

國際間最具影響力的醫學期刊《刺胳針》，落實了黃立民「山

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工作與研究的信念。「關

關難過，關關過」，黃立民的自信就是建立在身經百戰的研

究道路，一路艱辛卻總是沉著面對、默默耕耘，以時間獲取

經驗，累積臨床數據。

童年生活形塑至情至性的良醫風格 

黃立民 1957 年生於臺北市，父親是台電員工，母親操持

家務兼做小生意，家中有三兄弟，黃立民是長子。三歲時舉

家搬到高雄，先是落腳橋頭（以前的高雄縣），在鄉間度過

快樂的童年生活。小學五年級搬到高雄市，考取臺大醫學系

之後才又回到臺北。

憶及童年，下午四點下課後，最喜歡偷偷溜進去戲院看

電影，最後十五分鐘戲院會開門讓人從後門進去，免費的，

但盡是引人入勝的精華與緊張刺激的橋段；以前很流行內台

採訪撰稿 / 吳垠慧感染症研究權威 醫學衛教與防治立論深孚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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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布袋戲，一演就是一個月，最後十五分鐘一定最精彩，演

到兩個主角快打起來了，吸引你明天再來看續集，結果明天

兩個人又找理由不打了，這樣就可以演上一個月。那時候的

快樂很簡單且容易滿足，兒時玩伴與《四郎與真平》、武俠

漫畫、古典文學等，皆是醫學大師至情至性人格形塑的養分。

而金庸的武俠小說中典雅的詩詞、文言文等，既是文學中的

摯愛，也著實豐厚了大醫師的文學素養。

小時候民風純樸，人很講信用，父親上班、母親在家兼

作塑膠管的小生意，黃立民則是每個月騎著腳踏車負責去把

帳收回來，稍盡長子分攤家務之職責。求學過程萬般順遂，

也依循「成績好就唸醫學系、電機系」的常態原則進入臺大

醫學系。以兄長為表率，黃立民的兩個弟弟也都唸醫學系，

一位當了小兒科醫生，另一位是影像醫學科醫師。

投入兒童感染症的臨床研究，首開國內青少年醫學門診

1982 年黃立民臺大醫學系畢業，1984 年起在臺大醫院當

住院醫師，因為不喜歡動刀，選了內科系，1987 年進入臺大

兒童感染科擔任研發醫生。

「我那年代選小兒科比較好開業，像耳鼻喉科開業要有

檯子、儀器，復健科要有運動器材、內科開業至少要有血壓

計，小兒科只要一張桌子一個人坐在那裡就可以」黃立民不

失幽默的說明自己的選擇，「三十年前，臺灣出生率還蠻高

的，一年新生兒約 40 萬（現在一年才 15 萬多）...」，但結

束住院醫生，黃立民選擇留在臺大當主治醫生，且必須開始

獨立做研究、發表論文等。做研究必須要跟著老師學習，當

時李慶雲教授是臺灣兒科界的泰斗，也被稱為「臺灣疫苗之

父」，研究已經做了二十年，黃立民於是決定跟著李教授從

最簡單的做起，再慢慢深入。1987 年起，他正式跟隨李慶雲

教授學習兒童感染症，「做研究最困難的是找到對的題目，

李教授給我幾個題目都很重要。李教授是臨床醫生，他的問

題都是臨床問題，臨床問題就要用臨床的方式來解答，若能

解答出來，就是很有意義的成果。」做研究一、兩年後，黃

立民確定自己很適合也有信心繼續做研究。

李慶雲教授參與 B 型肝炎疫苗預防接種的推展計畫，是

黃立民早期研究的重點。臺灣是 B 型肝炎高度流行地區，由

於 B 肝會透過「母子垂直傳染」，因此，1984 年率先針對 B

肝帶原母親的新生兒施打疫苗，1986 年新生兒全面施打，當

時社會議論的重點包括疫苗的安全性、施打後有多長時間的

保護力、以及是否需要追加劑等。然而，這些問題都需要長

期追蹤才能取得論證的數據，黃立民當時針對這些問題進行

追蹤研究，以此發表多篇論文且多次獲獎。

臺大醫院相當鼓勵醫師出國進修，習取新技術和研究方

法。當時的黃立民原本想去美國密西根大學進修鼻咽癌病毒，

可惜對方回覆研究名額已滿。1991 年，「美國國家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願意提供經費，讓他到

NIH 的「過敏和傳染性疾病研究所分子微生物學實驗室」進

修兩年，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於是他接受了，並且在

這個實驗室主要做 HIV-1 研究，1994 年他在《EMBO》期刊

發表愛滋病分子病毒學研究成果的論文。雖然不是做心目中

首選的鼻咽癌病毒研究，黃立民當時念頭一轉：「換個病毒

做，道理都相通」，於是開始了在歐美被視為顯學的 HIV 病

毒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和實驗室主持人蔣觀德院士（1958-

2013）建立亦師亦友的情誼，爾後黃立民在教授升等論文上

遇到難題，蔣觀德還從旁提供指導。

「出國可以觀察國外專業機構的系統怎麼運作，優秀的

人怎麼做事情，他們是人、你也是人，也可以跟他們做的一

樣好。」黃立民 2015 年接任臺大醫院小兒部主任，2017 年

初成立「青少年醫學專科」，同年九月設立「青少年門診」，

為國內首創青少年醫學專科之先。為此，黃立民曾帶領數位

臺大醫生前往香港大學觀摩，也邀請香港大學的專家來臺分

享經驗，喚起臺灣長期忽視的青少年健康議題。

專注兒童疫苗與抗病毒藥物開發，運用團體戰提升臺灣臨

床試驗之量能

1994 年黃立民取得臺灣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持續

針對重要的兒童感染症進行重點研究，包括：呼吸道融合病

毒、B 型肝炎、流感、愛滋病及結核病等，現則專注在感染

症疫苗和抗病毒藥物的開發，如：黏膜疫苗和廣效性的抗病

毒藥物等，這兩者都具有市場發展價值，目前已有初步成果。

「病毒研究半天，還是要能治療或預防它，不然對人類

幫助不大，像 Covid-19 可以做出抗病毒藥物 Paxalovid，可以

降低 9 成死亡率，這才能發揮出實際的作用。」

黃立民在臺大醫院主持各種兒童感染症臨床試驗超過

二十年，聲譽卓著，現在他除了帶領臺大的研究團隊，並擔

任「臺灣小兒感染症臨床試驗合作聯盟」（TPIDA）主持人，

藉由聯盟的運作啟動全國性多中心臨床試驗，強化臺灣加入

國際臨床試驗版圖的優勢。

由於臺大研究團隊的執行成效斐然，每年大約接受三件

國內外藥廠的委託案。黃立民認為，家長對臺大醫院抱持的

信心，是可以順利推動兒童臨床試驗的主要原因，「臺大醫

布拉格－ 14th ECCMID 
右起林奏延教授、李慶雲教授、黃立民教授、劉清泉教授

2015 年李慶雲教授 88 歲生日和門生餐敘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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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不是為了賺錢而存在的醫院，也不會拿不安全的東西來做

人體測試，這個品牌和形象對家長來說是重要的，才有意願

讓孩子來做臨床試驗。」

至於集結臺灣八家醫學中心小兒感染科所組成的「臺灣

小兒感染症臨床試驗合作聯盟」，則是發揮團體戰優勢，主

要任務包括：接受國內外藥廠委託兒童疫苗或藥物的臨床試

驗、積極參與國際小兒感染症研討會、強化臺灣疫苗自主研

發生產的能力等，也因運作多年累積豐富的經驗，聯盟已具

備在臺灣進行全國性兒童感染症臨床試驗的卓越能力，並在

多國多中心的臨床試驗收案能力名列前茅。黃立民認為臺灣

的臨床試驗要跟國際競爭，就是收案量要足夠，醫院聯合起

來以 network 的方式運作方能奏效。今年七月，黃立民卸下

臺大醫院兒童醫院院長一職，有更充裕的時間陪伴家人、休

養生息，更重要的莫過於有更多時間繼續為國內醫學研究、

疫苗和藥物研發盡心竭力，期許未來持續產出具開創性與影

響力的臨床試驗成果。

對「東元獎」的期望

感謝「東元獎」的設立，「東元獎」除了是對各個科

技領域研發有特殊貢獻者的肯定之外，也希望藉由「東元

獎」能喚起政府及其他企業對每個科技領域研發的支持，

尤其是醫療相關的研發及研究，除了需要研究人員長年的

努力，也需要足夠的研究經費扶持，因此期望「東元獎」

能持續對科技研發的鼓勵與支持。

成就歷程

於 1991-1993 年在美國國家研究院過敏和傳染性疾病研

究所分子微生物學實驗室擔任博士後研究員，並於 1994 以

愛滋病分子病毒學研究成果發表學術文章於 EMBO 期刊，回

國後在臺大醫院小兒感染科持續針對重要兒童感染症進行研

究。研究重點包括呼吸道融合病毒、B 型肝炎、流感、愛滋

病及結核病等，目前更致力於疫苗的研發及抗病毒藥物之發

展。

黃立民教授主持各種兒童感染症相關臨床試驗，所領導

的臨床試驗團隊，已運作二十年以上，績效良好，在亞洲聲

譽卓著，每年執行至少三個以上國際藥廠委託之臨床試驗，

近年來組織領導臺灣兒童感染症聯盟，此聯盟涵蓋臺灣八家

主要醫學中心，包括臺大、馬偕、長庚、中國附醫、成大、

慈濟，進行多中心研究。臺灣兒童感染症聯盟參與了新的疫

苗研發或藥物臨床試驗，包括腸病毒 71 型疫苗，輪狀病毒疫

苗、四價流感疫苗和 RSV 小分子抗病毒藥物等。並藉由聯盟

運作啟動其全國性的多中心臨床試驗，以協助國際藥廠及國

內生技公司的委託或自行發起進行疫苗、治療藥物和診斷試

劑，加速醫材的研發及上市，守護下一代的健康與福祉。

 具體貢獻事蹟

黃立民教授現職臺灣大學醫學院小兒科暨臺大公衛學院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特聘教授，除了兒童感染症相關

的教學與診療，也積極從事研究工作，研究重點包括呼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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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病毒、B 型肝炎、流感、愛滋病及結核病等，每年執行

科技部計畫，系列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及新穎性，可從其論文

屢屢登載在感染症頂尖醫學期刊獲得驗證，目前更致力於疫

苗的研發及抗病毒藥物之發展。在行政服務上，也擔任數個

臺灣大學附設醫院委員會委員，包括人力、感控副召集人、

兒醫運作、共同研究室等。除此之外，也是感染症醫學會、

病毒學會、愛滋病學會理事，以及臺灣醫學會雜誌總編輯。

在社會服務上，擔任健保署藥品諮詢會議專家委員、衛生署

防治委員、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國健署委員，為民眾用藥

安全把關，在這三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黃教授貢獻己力，

協助政府與醫院共同防治疫情，為民眾衛教，建立民眾正確

的防治觀念。

研究展望

感染症疫苗與病毒用藥開發。

黏膜疫苗

臺灣疫苗產業正在萌芽階段，目前有兩家國產疫苗廠，

但常規及一般疫苗均由國際大廠寡占，要突破得到市佔相對

困難。黏膜疫苗是下個世代疫苗，有望解決當下許多困難的

感染症，全世界都投入資源開發，最大的瓶頸在於缺乏良好

黏膜免疫佐劑。本研究證實由黏膜給予危險訊號（如 HBc 類

病毒顆粒）可以引發有力的黏膜免疫力，將有助於國內疫苗

產業走向國際，提高產值及增加就業率，並提升臺灣國際競

爭優勢，在全球疫苗產業佔有一席之地。

運用專利的黏膜佐劑技術應用於包括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疫苗及肺炎黴漿菌疫苗等，甚至是新冠肺炎疫苗，其

中新冠肺炎疫苗、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疫苗均已有初步成

果。

廣泛性抗病毒藥物

病毒感染一直以來對人類的健康造成巨大的威脅，對經

濟負擔也很巨大。目前抗病毒藥物十分有限，除了已知病毒

外，因為人口增加、全球暖化，新興與再次崛起的病毒持續

地在世界各地威脅著人類健康，因此發展廣效性的抗病毒藥

物極具市場發展價值。團隊研發出利用一段核酸 (Morpholino) 

抑制細胞 MRJ-L 蛋白產量，由於在細胞內 MRJ-L 蛋白廣泛

被多種病毒需要，可抑制多種病毒繁殖，故此段核酸能應用

於治療多種病毒感染。期許將來可利用 MRJ-L 相關機轉，篩

檢小分子藥物，開發新廣效抗病毒藥物。目前發現可以治療

的病毒包括第一型與第二型人類免疫不全病毒 (HIV-1, HIV-

2)、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巨細胞病毒 (CMV)、Epstein-

Barr 病毒 (EBV)、流感病毒 (influenza viru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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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Thank you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ECO Award". In 

addition to affirming the special contribution of R&D in various 

field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 hope the "TECO Award" can 

arouse the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and other enterprises for 

R&D in each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specially for 

medical-related R&D and research. Therefore,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TECO Award" will continue to encourage and suppor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D.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From 1991 to 1993, he worked a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in the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Microbiology,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USA. In 1994, he published 

an article in the EMBO journal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AIDS 

molecular virology. After returning to Taiwan, he worked as 

a pediatric infection physician 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His research focus on important childhood infectious 

diseases includes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infection, hepatitis 

B, influenza, AIDS and tuberculosis, etc. Currently, he is more 

committed t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vaccin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ntiviral drugs.

Professor Huang presides over various clinical trials related 

to childhood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clinical trial team he 

leads has been in operation for more than 20 years, with good 

performance and an excellent reputation in Asia. He performs 

at least three clinical trials commissioned by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every year. In recent years, he 

organizes and leads the Taiwan Pediatric Infectious Diseases 

Alliance (TPIDA), which covers eight major medical centers in 

Taiwan, includ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ckay, Chang 

Gung,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ospital, and Tzu Chi, conducting multi-center 

research. The TPIDA has participated in new vaccine development 

or drug clinical trials, including enterovirus 71 vaccine, rotavirus 

vaccine, quadrivalent influenza vaccine and RSV small molecule 

antiviral drugs. Through the operation of the alliance, many 

national multi-center clinical trials are done to assist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nd endogenous technology companies 

to commission or initiate vaccines, therapeutic drugs and 

diagnostic reagents,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and marketing of 

medical materials, and protect the next generation´s health and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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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Contributions

Professor Huang Li-min is currently 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the Institute of Epidemiology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In addition 

to teaching and clinical manage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children, he is also actively engaged in research work. His 

research focuses include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hepatitis 

B virus, influenza, AIDS and tuberculosis, etc., mainly through 

the funding of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importance and novelty of the series of research results can be 

verified by their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top medical journal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erms of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he 

also serves as a committee member of several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Committees, including human resources, 

deputy convener of infection control, pediatric operations, and 

joint research laboratories. In addition, he is also a board director 

of the Society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Society of Virology, and 

the Society of AIDS, as well as the editor-in-chief of the Journal 

of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 In terms of social services, he 

served as an expert member of the Drug Consultation Conference 

of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dministration, a member of the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Committee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 municipal consultant of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and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Health Administration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public's medication. During the three year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Professor Huang contributed to assist 

the government and hospitals to jointly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pandemic, to provide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and to convey a 

correct concept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for the public.

Future Prospects of Research

Professor Huang's research team has been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 vaccines and antiviral drugs in 

recent years.

mucosal vaccine

Taiwan's vaccine industry is sprouting. There are currently 

two domestic vaccine factories. However, conventional and 

general vaccines are currently dominated by major international 

manufacturers. It is relatively difficult to break through and 

gain market share. Mucosal vaccines ar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vaccines, which are expected to solve many difficult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world has invested resources in development. The 

biggest bottleneck is the lack of good mucosal immune adjuvants. 

This study confirms that giving danger signals (such as HBc-

like virus particles) from the mucosa can induce strong mucosal 

immunity, which will help the domestic vaccine industry to go 

international, increase production value and employment rate, and 

enhance Taiwan'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patented mucosal adjuvant technology has been applied 

to vaccines including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 vaccine, 

Mycoplasma pneumoniae vaccine, etc., and even COVID-19 

vaccines, with good preliminary results.

Broad-spectrum antiviral drugs

Virus infection has always posed a huge threat to human 

health and a huge economic burden. At present, antiviral drugs 

are very limited. Due to population increase and global warming, 

emerging and re-emerging viruses continue to threaten human 

health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broad-

spectrum antiviral drugs is very marketable. The team developed 

a nucleic acid (Morpholino) to inhibit the production of MRJ-L 

protein in cells. Since MRJ-L protein is widely required by a 

variety of viruses in cells, the inhibition of MRJ-L could suppress 

the reproduction of various viruses. It is hoped that in the future, 

MRJ-L-related mechanisms can be used to screen small molecule 

drugs and develop new broad-acting antiviral drugs. Viruses 

currently found to be treatable includ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type I and type II (HIV-1, HIV-2),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 cytomegalovirus (CMV), Epstein-Barr virus (EBV), 

Influenza viru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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