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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靜超越自我人生

黃 登 福 先生
Deng-Fwu Hwang
52歲（西元1953年3月生）

!學

!現

歷

國睭台灣海洋學砌 礞學砫士
日本東京大學 礞學博士

!曾

任

國睭台灣海洋大學 磾祝特聘教授兼瞪矼長
國祋環境科學委員會中國委員會 委員
毒祂物祅治矼展基祩會 祫事
浙江海洋學砌 榮禁教授
亞洲大學 矱座教授

任

台灣省水產學會 副碅幹事
毒祂物祅治矼展委員會 委員
國祋毒物學祏合會中睏民國委員會 委員
睋國喬治亞大學 訪問教授
國睭台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主任

成就歷程
民國60年簼大學時代即喜愛從事研究簼協助系內老師做
食品衛生安全分析簼如重金屬和微生物簼民國64年碩士研究
期間從事於水產食品衛生和環境污染之研究。民國70年有幸
回海洋大學任職講師簼從事教學研究簼73年接受教育部出國
進修簼至東京大學專攻魚貝毒研究簼留學期間簼有感於台灣
因河魨引起之食物中毒事件曾多起發生簼乃徵求指
導教授同意簼積極探討台灣河魨之毒性學研究。其
次簼國內又發生西施貝食物中毒事件簼因此另參與
麻痺性貝毒研究。自民國 77 年回國後有感水產物
之魚貝毒對人類安全性之重要簼乃獻身此方面教學
研究簼至今已協助衛生署和漁業署出版兩本有關
■

1993年參加新加坡國睅學砵皵睿會盷國內學瞚合影

「台灣有毒魚貝介類」之書籍。研究以魚貝毒為最
豐富簼建立國內有毒魚貝類之資訊簼並在學理上建

立了國際學術地位簼對水產品產業提供安全無虞的保證。近
年來更深入中藥、農產品和畜產品之衛生安全簼為國人及全
人類在食之安全上貢獻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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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環境污染所致之食品
安全性相關問題簼亦積極參
與簼如參與協助解明台灣祕雕
魚事件簼證明核二廠排水口畸
形魚之形成與水溫引起之維生
素 C 缺乏而導致膠原蛋白異
■

檢測毒确之生長及型態

常有關簼不僅排除核二廠放射

線污染之疑慮簼更提供養殖業者簼在台灣高溫養殖魚類簼需
要額外補充維生素 C 的觀念。另證明牡蠣之污染物食用安全
性評估簼並不可以用銅之污染量太高而認定其對人有害簼因
此全世界各國不對綠牡蠣之食用安全性設限。
整體而言簼至今已完整建立多項台灣水產品之食用安全
性資訊簼並提升其學術領域科技簼同時對魚貝毒之國際合作
亦積極提升中。同時簼在國際著名出版社之安排下簼陸續撰
寫專刊或書籍章節；整合國內學者專家簼編著〝食品添加
物〞一書簼此書由華格那出版。其次更整合研究群簼推動將
奈米科技應用於海洋生物毒和病原菌之檢測簼並獲得國科會
國家型計畫簼亦獲海洋大學配合提供貴重設備之輔助。為國
際知名雜誌論文審查者簼另為國際知名偉人傳 ABI 之編輯顧
問。研究室尚與日本東京海洋大學、長崎大學；美國馬利蘭
大學、喬治亞大學、大陸浙江大學、浙江海洋學院等保持學
術共同合作關係。且由於上述學術成果簼本人曾獲國科會傑
出研究獎三次、特約研究員獎二次和傑出特約研究員、毒藥
物防治基金會學術獎座獎、行政院傑出科技榮譽獎及中國農
化學會學術榮譽獎等。

具體貢獻事蹟
一、確認國內二十年來發生魚貝類食物中毒事件之中
毒原因物質簼如協助證明最近二十年間不明河魨
魚種、香魚片、彈塗魚、織紋螺、榧螺食物中毒
約十數件簼均證實係含河魨毒所致。
二、建立台灣河魨毒之生物分佈、生理意義、來源探
討、毒化貝類機制、解毒和防止中毒對策。台灣

■

砐睽海洋生物毒之生物毒性檢測

產玉螺類、織紋螺類、法螺、台灣鳳螺、岩螺、
五種扁蟹類、蝦虎魚、海星、養殖虎河魨、榧螺和橡子
織紋螺均含有河魨毒簼毒性隨個體、種類、季節和地域
差異很大。了解有毒螺類具有河魨毒之高分子結合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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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簼與其蓄積和輸送毒之機制有關。了解河魨毒之生
產來源為細菌簼而有毒魚類、螺類之河魨毒主要來源簼
係經過食物鏈蓄積而來。
三、建立台灣麻痺性貝毒之生物分佈、來源、產毒條件、毒
化貝類機制及毒藻之分子生物特性。證實台灣產西施貝
含有麻痺性貝毒簼台灣高屏產之玉螺類、織紋螺和扁蟹
類除上述含有河魨毒外簼尚含有麻痺性貝毒。台灣有毒
渦鞭毛藻為 Alexandrium minutum 簼其發生季節為十二
月至三月簼並了解營養成分和環境因子會影響毒藻之發
生、生長、毒性和毒成分。
■

2000年巴碀國睅學砵皵睿會盷長崎大學教授
合影

四、確認草魚膽汁之毒性成分和毒作用簼證實草魚膽汁中之
毒成分主要為膽醇鹽簼其毒作用主要為引起腎衰竭。而
動物膽汁中膽酸鹽毒作用主要引起肝病變簼證實動物膽
汁具補眼、增強肝功能之中藥記錄有待商確。
五、建立河魨毒加工品和低價魚類假冒高級魚類之基因和蛋
白生技鑑定法簼其中建立台灣產重要河魨之基因和蛋白
資訊簼以利開發鑑定河魨及其加工品之摻假簼以防食物
中毒發生。並建立高級魚類加工品如烤鰻、旗魚鬆、旗
魚生魚片和鮪魚等之基因生技鑑定法簼以防止低價魚類
之混用。
六、建立海洋生物毒之微量檢測技術簼了解中毒患者體內血
液和尿液中微量河 魨毒和麻痺性貝毒之檢測分析及實際
應用。
七、協助解明台灣祕雕魚事件及評估魚貝類污染物如綠牡蠣之
食用安全性簼證明核二廠排水口畸形魚之形成與水溫引起
之維生素C缺乏而導致膠原蛋白異常有關。並證明花身
魚、鯉魚在高溫和一般水溫之維生素 C 需求量相異。
八、其它研究成果簼如建立污染物之生物毒性學試驗模式簼
建立中藥材有毒物質及食品添加物之分析檢驗技
術簼協助建立箱河魨之中毒症狀及透析對河魨毒
之醫療技術等。
上述成果對學術之重要鈉獻有下列數項：
1. 發掘台灣本土科技問題而加以解決簼並擴大
其國際影響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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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本土完整之魚貝類毒性學簼提供本土魚貝類生物毒之
基礎學理資訊。
3. 毒物之科技領域如解明來源、生理意義、毒化機制和毒作
用機制。
4. 開拓生物技術導入海洋生物毒科技研究中。
5. 建立魚貝類中污染物之食用安全評估模式。
6. 解明核二廠排水口畸型魚之形成機制簼迅速清除社會對核
二廠之疑慮。
7. 研發預防控制水產物之食物中毒發生與擴大。
8. 提升我國海洋生物毒之國際學術地位簼鞏固台灣在水產食
品衛生安全之學術國際地位。
9. 確保水產物之食用安全性簼防患假冒水產品之國際流通。
10. 建立全面性水產品之衛生安全簼擴大至確立農畜產品和中
藥材之食用安全性。

研究展望
二十一世紀簼生物技術乃是一項先端科技之主
流簼因此為建立更全面性、全球性之糧食安全保
障簼仍繼續建立有毒魚貝類和重要經濟魚貝類之基
因體和蛋白質體之分子生物資訊簼以確保魚貝類之
食用安全簼防止不肖業者以低價魚種作為高價魚
種簼及做為品牌認證之重大監測項目。另外簼有關
珊瑚礁大型魚種之毒素和有刺毒之魚類的毒素及其

■

盷指導學生合影

蛋白質體和基因質體之突破簼均有待努力解決簼才
可能在醫療治療上提供解毒之對策。同時研究將這些毒素做
為藥物簼均有其發展潛力。其次簼各種海洋生物毒之生物分
佈、生理意義、毒化機制之解明簼對養殖魚貝類之食用安全
性更有保障簼也對其中毒機制和防制更有把握。

得獎感言
笭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瞰會短笭了此磞「東元
獎」石對於國內科技祼人文砱展具有特殊卓笭笭獻的傑
出人才予以獎勵石不僅為國內硌會創稊了前笭性具有宏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43

得獎人介紹—科技鈉—黃登福

笭思窊的溫笭正笭激勵作用石祋且導引硌會窈入更有人
文禁懷的文明生活石亦即對國內具有卓笭笭獻的傑出人
才具有笭笭獎勵作用石祋且穬穮媒稒報導
及日後活動的笭笭笭獻石對全稒硌會人心
更具有正笭導引作用石更在硌會上建矯了
優質企業的模範作為。因此企業、基瞰會
或笭人提供的學笭獎磞石有別於政府短矯
之獎磞石更有正笭的硌會獎勵效果石笭如
笭笭爾獎石深植於世界人心石其影笭所
■

2001年盷三位畢業之博士班學生在碣湖留影

及石已遠笭笭其生產炸笭在世界上之笭

獻。如上所述石「東元獎」是一磞國內獎勵學笭祡祤之
大獎石不僅使受獎碏受到獎勵石更引導硌會窈入更文明
窈步的層次。因此本人笭二年前得知「東元獎」之申請
以來石即主動請校方推笭申請石笭未獲 笭基瞰會笭
笭。但笭笭參笭就是一磞榮笭石參笭人多笭爭就激烈石
正笭獎勵之硌會效用就會笭大。承笭審查委員們的笭
笭石今年有幸榮獲此大獎石笭為感激石也甚感惶恐石因
為今後更加碀個人對硌會科技、創意和人文禁懷的笭
任石「東元獎」短笭的笭景石就是期磃得獎碏對此笭景
的稒笭石來擴大整稒笭的實砌笭動。個人本笭歷稱笭人
秮禱、培禱和笭定的獨矯成長穮笭石今後則笭為秮禱、
培禱和笭定下一代祋笭獻心力。

對東元獎的期望
1.增窈礞知石笭勵各學笭祡祤單位推笭人笭石增加甄笭
或笭笭名單。
2.礸獎典社可請政府穧禁笭長(或笭笭)礸獎石廣昭硌會
大笭之注笭。
3.「東元獎」可另短提昇笭亞太或國穘學笭榮笭獎磞石
以提昇國穘影笭力。
4.「東元獎」永磉短矯。
5.「東元獎」可另短矯「台
灣和平獎」石協助推動
台灣早日形成世界地球
國石不僅有尊嚴矯國石
且可指引世界早日窈入

■

1991年盷碨次指導畢業之碬士生合影

地球國石促窈人窲和平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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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再次感笭東元科技文教基瞰會人員和審查委員
之厚愛石本人將本秜「東元獎」之窬稯石為硌會人窲笭
獻、服務。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the causative agents of seafood poisoning outbreaks in Taiwan were identified as
tetrodotoxin (TTX), paralytic shellfish poisons (PSPs),
histamine, ciguateric toxins, hypervitaminosis A, and
pyropheophobide in implicated seafood. Meanwhile TTX
was identified as the causative agent of the gastropod
implicated to food poisoning incidents in the past 25
years in Mainland China.
1. The biological distribution, physiological significance,
source, and accumulation mechanism in toxic marine
animals have been identified. The detoxification procedure and the strategy of preventing intoxification by TTX
and PSPs have been demonstrated. Furthermore, the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toxic dinoflagellate have been
elucidated.
2. The causative agent of food poisoning by bile was
bile alcohol in grass carp bile juice and bile salt in
terrestrial animal bile juice. Bile alcohol induces kidney failure and bile salt induces both liver dysfunction and kidney failure. The functional actions of animal bile as a Chinese medicine are suggested to be
reevaluated.
3. The biotechnological identification of fish species by
using genetic and proteomic techniqu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especially for pufferfish and their
products.
4. The purif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race marine toxins have been established. These techniques could be
applied to the rapid clinical examination of food p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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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ing patient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source
of PSPs.
5. Deformed fish appeared in the outlets of a local
nuclear power plant was confirmed to be induced by
its thermal effluent. The deficiency in vitamin C was
proved to be the causative factor of the skeletal deformity for fish living in thermal effluent waters.
6. The risk in the consumption of green oysters was
proved to be not so harmful as that of contaminated
ionic copper because taurine in oyster helps to ameliorate the toxic effect of copper in animals.
7. To guarantee the safety of seafood, a model that describes the accumulation and tox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ants in marine animals has been
proposed. In addition, the survey of hygienic quality
and freshness of fresh fish and shellfish impacted by the seasonal, regional and species
variations has been completed. Most significant multiple indicators were recommended
to help evaluate the seafood safety. Secondary contamination seems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 for hygienic quality and
freshness of seafood. Finally, several p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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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al processing methods to improve seafood
quality are proposed.
8. The data of fish genome are being established, especially for toxic marine animals such as pufferfish,
toxic gastropods and bivalves that accumulate PSP,
and fishes with high economic value such as tuna,
marlin, and Japanese eel. These data provide important basic information for controlling seafood quality.

Research Prospect
Marine toxins cover a wide range of chemical compounds including proteins, steroids, alkanoids, u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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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ty acids, glycoproteins, etc. These compounds may
induce serious food poisoning and harmful influence to
human body. On the other hand, these compounds may
be developed as medicine to improve human health. Therefore,
important factors such as the
chemical structure, toxic effect,
accumulation and excretion, distribution and source, and phys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marine
toxins all need to be clarified.
Based on previous achievements
on these aspects, our research

■

1997年全家宜磍之旅

group is exploring new techniques
to detect the presence of these toxins and to identify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at favor the growth of microorganisms that produce these toxins. Molecular biology techniques have been found to be a powerful tool
for identifying the species of seafood products. In
addition, the application of DNA identification techniques on the toxic fish, gastropod and other marine organisms are being established. However, the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of these toxic compounds still await further development.

■

1991年喬治亞大學盷二位友人夫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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