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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安 世

先生
ANN-SHYN CHIANG

50 歲 (1958 年 12 月 )

r 學 歷：
美國羅格斯大學昆蟲學 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植物病蟲害系 碩士
國立中興大學昆蟲系 學士

r 曾 任：
國立清華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 所長
國家科學委員會生物處生物學門 召集人
美國冷泉港實驗室 合聘教授
法國國家科學院神經生物實驗室 訪問學者
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 副教授

r 現 任：

你要保守你的心
勝過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國立清華大學講座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腦科學研究中心 主任
國立清華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 教授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機中心 諮議委員
國立中央大學 合聘教授

江教授長期投入神經科學研究，發明生物組織澄清技術，使光線
得以穿透厚組織，應用於共軛焦顯微鏡術，可取得前所未有的高
解析三維影像，突破性的貢獻領先國際。

得獎感言
得知獲獎的時候，心中少許的興奮難掩我更多的惶恐。能在生物
影像技術上有所創新並因此建構出初步的『果蠅腦神經網路圖譜』
，
實在是時機及運氣較多。建構『人腦神經網路圖譜』
，已被美國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及Harvard University 的研究團隊認為是繼上世
紀完成人類基因圖譜(human genome project)後，本世紀最重要的生命
科學研究。這兩個國際級的研究團隊已於去年及今年陸續宣告預計以
20 年的時間完成『果蠅腦神經網路圖譜』
，作為建構『人腦神經網路圖
譜』的先導計畫。雖然我們的團隊起步較早並擁有生
物影像技術的優勢，也拔得頭籌發表了第一篇相關
的成果在『Cell』
，但在資源及人力極其不對等的競賽
下，如果沒有更聰明的策略，喪失台灣團隊既有的優
勢恐怕只是時間的遲早而已。個人除了盡一己之力在
國際的競賽上全力以赴，也努力在這個過程當中培育
一群優秀的研究人才，期望能在未來的國際科技競賽
2007 年榮獲第 51 屆教育部學術獎
中，台灣的腦科學研究團隊能為國家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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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怡君 採訪整理

窺探果蠅腦中奧秘，打開台灣生技天空
江安世領導的研究團隊率全球之先，建構出「果蠅腦的神經網路圖譜」
後就廣受國際矚目，2008 年 6 月他受邀到美國生科重鎮「冷泉港實驗室」，演
講，當年發現 DNA 雙螺旋結構而聞名全球

的諾貝爾生醫獎得主詹姆斯華生（James D.
Watson）就坐在台下聽，會後華生興奮地邀
請江安世夫婦一起回家好好聊聊腦科學研
究，「就像歌迷被歌星邀請到家中作客，感覺
好像在作夢！」江安世興奮地說。這段前不
久才發生的小插曲，足可證明江安世的研究
重要性，已獲得世界級大師的肯定。
2008 年 7 月受華生博士邀約 ( 攝於華生家門前 )

堅持獨特，打開腦科學的空前視野
十多年前，由華生博士領軍的人類基因體定序計畫，正進行得如火如
荼，台灣學界也掀起一波做基因定序研究的熱潮，但 1992 年回台、1997 年
升任清大正教授的江安世，卻一心想從事「沒有我做就會有差別，有了我
做就會不一樣」的研究，從此在「生物組織澄清技術及腦神經研究」闖出一
片獨特的天空，不但讓生物腦中真正的神經網路立體圖譜，得以展現在世
人眼前，2007 年其論文也陸續獲得國際生科領域的頂尖期刊 Cell 及 Nature
Neuroscience 刊登，打破台灣論文過去在此兩本期刊的零記錄。

過去科學家觀察生物組織，為配合光學顯微鏡的特性，需先做足以透光
的組織切片，必要時還得染色。然而製作切片費時費力，且必定造成某種程
度的組織破壞，無法觀察立體結構，尤其是腦神經細胞都具有很長的纖維，
切片根本無法研究一個完整的神經元。「於是我就很想發明一種東西，讓生物
組織像是照 X 光一樣，不用切又能看得清楚。」江安世說，生物界有很多昆蟲
和一些魚都是透明的，光能否完全通過，關鍵在物體的折射係數，若能想辦
法讓生物組織均質化，讓生物不同部位的折射係數變得一樣，自然就會呈現
透明狀態。

腦科學研究中心與國際合作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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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安世率領的實驗室，以「神農嚐百草」的精神試遍各種配方，終於成功
做出獨步全球的「生物組織澄清試劑」，成為廣受矚目的腦科學研究利器，並
首度建構出果蠅嗅覺的腦神經圖譜而獲頂尖期刊選登論文。江安世強調：「大
腦結構非常複雜，就連比人類簡單許多的果蠅，嗅覺系統可能只佔不到其腦
神經的萬分之一。」

回首來時路，從啟蒙、孕育邁入成熟
回憶自己的學思歷程，江安世將其區分成「啟蒙期」、「孕育期」、「成熟
期」三個面向。他坦承：「早期的我對學術研究並沒有那麼高的裡想，只是覺
得這份工作不錯。」大學時期他在台大修電子顯微鏡課程，遇到當時身為中研
院動物所研究員的李文蓉老師，體驗到她對教學的認真和樂在其中，「好像可
以悠閒地做自己愛做的事」，就開始考慮走上學者這條路，當時他甚至還沒聽
過國際知名的科學（Science）和自然（Nature）學術期刊。
等到出國留學，拜師在天才教授寇比蕭（Coby
Schal）門下，才真正激發江安世對大自然研究的
深層興趣。「寇比的觀察力非常敏銳，我們一起去
森林裡找完全野生的蟑螂，他只要看到蟑螂觸角
微微一動，就知道牠在唱歌跳舞求偶。」江安世強
調，在教科書上學不到對大自然的感觸，必須親
身觀察與體驗，而做生物研究不只是小朋友收集
昆蟲的愛好而已，還需用科學方法有系統地驗證
自己的觀察推論。
博士畢業與指導教授 Coby Schal 合影

江安世說，起初他對寇比的觀察力佩服不已，
也激起「他做得到為何我做不到」的好勝心，逐日見賢思齊之下，大大提升了
江安世的觀察敏銳度，兩年半後就用優異成績拿到博士學位，以「蟑螂腦神
經內分泌」為題的博士論文擊敗兩千名競爭者，贏得美國昆蟲學會博士論文
總冠軍，還成為第一位贏得具有百年歷史的美國農業研究獎華裔得主。

全力投入研究，睡覺也不放過
畢業後江安世原本要到別處做博士後研究，臨上飛機前寇比教授緊急留
人，對指導教授的賞識相當感動的他，特別先用中文講了一句：「汝以國士
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再用英文翻譯給寇比聽：「你把我當成最優秀的人
才，是我的知己，我自當為你效命！」此後江安世更加投入研究工作，包括
睡覺作夢都在用英文跟人討論科學。
然而江安世真正邁入自己所稱的「成熟期」，是在
2001 年到美國冷泉港實驗室做完一年進修研究後。江安
世說，冷泉港是分子生物學的發源聖地，總共才四十個
研究員，但一個研究員發表的頂尖期刊論文質量，就比
整個台灣還多。「剛開始我以為是美國環境比我們好、
人才又比我們聰明，但後來我領悟到那邊真正可貴的不
是頂尖技術，而是對科學以嚴厲挑剔粹煉出的研究精
神，和一流學者齊聚激盪出的集體價值。」
美國冷泉港實驗室 Tim Tully 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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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安世強調，學者要邁入成熟期，對自己研
究題目「重要性的直覺」與「精準度的拿捏」缺一不
可，而這兩者卻是台灣學界普遍欠缺的。「為什麼
許多諾貝爾獎得主的老師都是諾貝爾獎得主？我想
原因之一，就是他們在大師門下真正學到上述兩者
的精髓。台灣的資源本來就比不上大國，若欠缺對
研究的精準度，就很難達到加成效果，所以過去六
年，我額外努力找出在台灣做也能領先世界的路。」

國際競爭激烈，台灣不進則退

冷泉港實驗室神經科學組合照，左一為鐘毅教授

對於受到國際和各界肯定，江安世深深感謝太太楊美惠百分之百的支
持，「如果沒有她完全的體諒，就沒有今天的我。」但他並不以此為自滿，反
而對美國大舉投入腦科學研究的規模和速度，為台灣未來的生技競爭感到十
分憂心。
江安世指出，美國霍華休斯醫學中心（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於
去年用七億美金集合一批生醫諾貝爾獎得主的金頭腦，成立腦科學專門研究中
心，另外每年編列一億美金的研究經費，規劃二十年內完成果蠅腦神經系統網
絡的建置。哈佛大學也於今年宣告將以一百年的時間完成人腦神經網絡圖譜的
的建構，瞭解人腦的運算機制、對學習記憶及老化疾病等行為的控制。
「得到東元獎，老實說我因此增加的責任感遠大於興奮，無論從資金或頂
尖人才數量來看，台灣一向只能以小搏大，我希望自己能成為本土科學家的
成功案例，讓後輩對科學心生嚮往，也希望未來能培養出十個比我更好的學
生，以絕佳創意走出能跟先進國家一較長短的道路。」

對東元獎的期望
感謝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設立這個獎項來鼓勵學術研究人員，也
謝謝評審委員們對我的肯定。我期望臺灣有更多的成功的企業能效法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關心臺灣除科技及文教的發展。如果可以效
法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對所選拔的人才給予多年的學術研
究支持，對臺灣的科技文教發展相信會有更深遠的貢獻。

江教授獲中山學術獎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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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歷程
江安世教授於 1997 年在清華大學升任教授時，正值全球熱衷於各物種
的基因體定序工作，當時江教授已預見：在基因體定序完成後，緊接著便是
去了解所有基因的功能。而他最感興趣的是腦科學，特別是在學習與記憶方
面，他認為若能了解腦中基因的表現與運作情形，將有助於闡釋記憶形成的
機轉。江教授首先證實昆蟲如同人類一般利用相同的基因產物來進行學習與
記憶，發表於 PNAS (2002) 及 Current Biology (2005)。這些發現加速了對大
腦運作基本機制的理解，利用果蠅腦相對簡單且基因易
於操控，江教授與一些國際一級的研究人員正積極的競
爭理解腦的運算及認知的機制。為了清楚地看到果蠅腦
中的神經細胞，江教授投入了五年的時間研發出一種試
劑－FocusClear ™，能讓生物組織完全透明，使神經細
胞的形態、基因表現及其網路連結在顯微鏡下很清晰地
呈現出來。利用 FocusClear ™與共軛焦顯微鏡技術，江

榮獲 96 年度傑出科技貢獻獎

安世獲得了果蠅腦的高解析度（細胞及分子層次）3D 神

經網路影像，並建立了全世界第一個嗅覺神經網路圖譜，首次描繪出嗅覺信
號在大腦中的傳送路徑與型式。這項研究成果發表於 2007 年的 Cell（SCI 影
響係數 29 分）期刊中，受到國內外科學家的矚目與肯定。另外，藉由這些高
解析神經影像，他也發現了果蠅儲存長期記憶的可能腦區，並於同年發表論
文於神經科學領域的頂尖期刊 Nature Neuroscience（SCI 影響係數 15 分）。江
教授建構果蠅腦神經網路圖譜的工作仍持續進行。他預期這樣的腦神經網路
圖譜將幫助追蹤大腦內的資訊流動，並為理解大腦如何控制生物行為開拓了
一個新視野。

具體貢獻事蹟
一、江安世教授所發明的生物組織澄清液 FocusClear ™，是該實驗室得以透
視果蠅全腦神經網路並進而建構圖譜之關鍵技術，其所呈現的高解析度
3D 影像，到目前為止仍領先全球，並受到國際科學界的高度讚賞與重
視，也吸引了國外許多頂尖研究機構前來合作。
二、江安世教授於 2007 年因破解了果蠅部份嗅覺神經網路而發表台灣首篇
Cell（生物領域最頂尖的期刊）論文，展現了本土團隊能獨立完成世界
級研究的實力。同年，他又與美國冷泉港實驗室共同發現了果蠅的長
期記憶腦區，並發表論文於
神經科學領域最頂尖的 Nature
Neuroscience 期刊，讓長期的國
際合作研究開花結果。這些研
究成果不僅提升了台灣科學的
國際形象，並且對本國的學術
研究也產生正面的激勵作用。
李遠哲博士（右一）參訪 B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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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安世教授所帶領的清華腦科學研究中心與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共
同建立了全球第一個高解析度的 3D 生物影像資料庫—果蠅神經網路資
料庫，希望能提供一個參考標準，讓全球的神經科學家查詢、比對與分
析。此資料庫目前已累積 2000 多筆影像資料，江教授希望能於未來五年
內將它建構完成，屆時將加速科學家對大腦運作、腦病變機轉與治療方
法的研究。

研究或創作展望
江安世教授希望利用其領先的生物影像技術，於五年內完成全球第一個
果蠅全腦神經網路圖譜，並繼續帶領全世界進行小鼠神經網路圖譜的描繪，
讓台灣成為世界的腦科學研究中心。
配合國科會所推動的「台灣學術
里程與科技前瞻計劃」，江教授擬將
FocusClear ™、3D 影像處理與影像資
料庫等技術進一步發展為生物影像產
業，以提供生物實驗室或醫院病理實
驗室高解析的生物影像服務，希望能
促進台灣生技產業與知識經濟的蓬勃
發展。

與陳仲瑄 ( 左 )、李定國 ( 右 ) 合影於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Acknowledgements
I have more anxious than exciting when the foundation informed me this

wonderful news. With limited resource and less favorable environment, it was
really lucky that we could develop a series of bioimaging techniques that allows

us to have the lead in a race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on mapping brain neural
networks. Building an atlas of neural networks in the human brain,『Human

Brain Connectome Project』has been consider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life
science research of the century since human genome project. Recently,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and Harvard University have sequentially announced

『Fly Brain Connectome Project』that they aimed to complete within 20 years as

a pilot project for『Human Brain Connectome Project』. Without better resource
and high quality manpower, it is probably
inevitable that Taiwan's team is doom to

loss in the race of brain mapping. To meet
the honor of receiving the“Teco Award”,
I will attempt to cultivate more talented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fighting for the
honor of Taiwan''s brain science.

與夫人楊美惠女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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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It is my great honor to receiving the“Teco Award”. I hope that more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can follow Teco's vision to promot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Taiwan. It will greatly strengthen its impact on Taiwan'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f such foundations can finance the elected scientists

for multiple years of academic research, similar to the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In 1997, genome projects of various species were enthusiastically undergoing

when Prof. Ann-Shyn Chiang was promoted as Professor i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It was clear to Chiang that a full scale of understanding functions of

all sequenced genes will be inevitable after completion of genome sequencing.
With strong interest in brain science, especially in learning and memory, Prof.

Chiang reasons that knowing how genes express and function in the brain

would be essent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memory formation. He ﬁrst
demonstrated a general role that both insects and human use NMDA receptors for
learning and memory. The results published in PNAS (2002) and Current Biology

(2005). The ease of genetic engineering has made Drosophila a wildly used

research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human biology. With small and relatively simple
brain, Drosophila will likely
accelerate the understanding
of how our brain functions.

For the visualization of every

single neuron in the entire
Drosophila brain, Prof. Chiang

took ﬁve years and developed a
華生博士聆聽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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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clearing solution, named

化工∕生物∕醫工科技

FocusClear ™ that makes biological tissues completely transparent. This important
technical breakthrough has allowed Prof. Chiang to observe gene expressions

and neural circuits under the microscope at high-resolution in three dimensions.

Using this technique, Prof. Chiang discovered that there is a stereotyped pattern
of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second and third neuronal layers of olfactory circuits

in the Drosophila brain. This important ﬁnding published in a 2007 issue of Cell
(the top journal in biology field with SCI impact factor 29) has revealed how

the external world represented in the brain and received much recognition and
appreciation globally. Using his high-resolution confocal imaging techniques,

Prof. Chiang and his collaborators at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also found
the potential brain region for storage of long-term memory in the fruitfly, and

published another outstanding paper in Nature Neuroscience (the top journal in
neuroscience with SCI impact factor 15) in the same

year. Prof. Chiang's work on mapping 3D neural
circuitry of the entire Drosophila brain is kept going.

He envisions that the atlas of neuronal circuits in a
complete brain will help us to navigate the information
flow in the brain and open a new dimension for
understanding how the brain controls behavior.

2007 年 4 月受邀參訪瑞士大學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1. The tissue-clearing solution FocusClear ™ invented by Prof. Chiang is a key
for him to see through the whole Drosophila brain by confocal microscopy
and to construct 3D neural circuits with high resolution. This leading
imaging technology has been highly appreciated globally and attracted many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with top research organiza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2. Prof. Chiang is the first Taiwanese scientist published a paper in Cell,

demonstrating the independent capability of local research team to complete
a world-class study. Another of his publication in Nature Neuroscience of the

中研院科學家合影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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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year represents that long-term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Prof.

Chiang and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in USA has begun to bloom. These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not only raise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position of
Taiwan, but also encourage our scientists to perform high-level researches.

3.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 Chiang, th e Brain Research Center i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cooperates with National Center for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to establish the first high-resolution 3D bioimage database in

the world — FlyCircuit DataBase. This database

is expected to be a 3D image reference for global
neuroscientists to browse,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Drosophila's neuroimages. So far, two thousand

images have been accumulated in FlyCircuit DataBase
which will be completed in ﬁve years as Prof. Chiang
plans. Completion of the database will then speed
up understanding of how brain functions, as well as

investigation of the pathological mechanisms and
1999 年 9 月前往以色列希伯萊大學參加國際生物研討會

therapies of brain disorders.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1. Using his state-of-the-art bioimaging techniques, Prof. Chiang hopes to
complete the ﬁrst whole-brain map of Drosophila neural circuits in ﬁve years.

Then he will extend the techniques and lead a world program to map mouse
neural circuits. He believes that this program will promote Taiwan to be a brain
research center of the world.

2. With the support of“Foresight Taiwan”project granted by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Prof. Chiang will translate his bioimaging
technologies including FocusClear ™ , 3D image
processing and image database into bioimaging
industry to provide biological and clinical
laboratories with high-resolution bioimaging

service. He expects that the translation will

contribute to and forward flourishing development

of biotech industry and knowledge economy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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