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獎人介紹—科技類—余淑美

余 淑 美

SU-MAY YU

女士
57 歲（1952 年 11 月）

r 學 歷：
美國冷泉港實驗室、羅撤斯特大學、康乃爾大學 博士後研究
美國阿肯色大學植物病理學 博士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 學士、碩士

r 曾 任：
農業生技國家型計畫「功能性基因體在生技產業之前瞻性
研發」之規劃兼召集人
中央研究院南部生物技術計畫中心 執行長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副所長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研究員
美國康乃爾大學生化、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系 研究員

r 現 任：

努力必有收穫
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 特聘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國際研究生院及國防、陽明、台灣、中央、
中興、成功大學 兼任教授
能源國家型計畫「生質能源」之規劃兼召集人

評審評語
以創新基因工程科技改良水稻品種，廣為全球應用。領導團隊建
立大型之水稻突變種原庫，成為國際水稻基因功能研究重要的資
源。提升國家農業生物科技的發展及國際地位，貢獻卓著。

得獎感言
謝謝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的肯定，讓我有機會獲此殊榮。
「東元
獎」對努力耕耘傑出科學家的鼓勵，及對社會公益的熱心，讓我深
感敬佩。
我很幸運，一生受到許多長輩及師友協助與鼓勵。父母省吃儉
用提供我就學的機會及尊重我人生的規劃；多位恩師引導我人生的
方向；先生支持我在科學研究上的努力；兒女
讓我放心地投入研究；中研院提供我最好的研
究環境；研究團隊協助我克服困難，共同創造
豐碩的研究成果。真的，有好多人要感謝。
雖然研究工作很辛苦，必須全力投入與犧
牲許多休閒，但是責任感支撐我的毅力，理想
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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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讓我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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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怡君 採訪整理

突破水稻基因轉殖瓶頸，草創基因突變種原庫
地球上最重要的榖物「水稻、玉米、小麥」都
是單子葉植物，為改進這些穀物的品質與產量、以
因應未來全球將面臨的糧食危機，各國競相破解它
們基因的奧祕，但卻一直難以進行便宜又快速的基
因轉殖。余淑美領導的研究團隊在 16 年前率全球
之先，將普遍存在於土壤中、幾乎不需成本、過
去卻只能用在雙子葉植物（例如煙草、蕃茄、牽牛
花）基因轉殖的「農桿菌」，成功運用於水稻基因轉
殖，為穀類基因研究立下關鍵里程碑，並廣為各國
應用，對人類以生物科技改良榖物品種影響深遠。

2006 年水稻基因突變種原庫成立向李遠哲院長解說

余淑美指出：「作研究講究邏輯性，只要確定方向，掌握好每個變因，小
心操作每個步驟，耐心解決每個問題，實驗自然就做得出來。有些學生作不
出實驗會怪運氣差，其實問題都出在自己在實驗過程中掌控不足。」就是秉持
這種理念，從成功利用農桿菌轉殖水稻基因發展生物科技，到發現糖調控水
稻基因表現及生長分子機制的基礎研究，余淑美細心及耐心地指導學生，也
因此能夠不斷地突破困難而創造驚喜與高水準學術成果。她指導學生的原則
就是引導他們對研究有興趣，進而願意自動自發地投入努力。

童年肩負持家重任，用功證明自己
在台中縣外埔鄉出生的余淑美，具備客家人認真負責、勤儉刻苦的典型
個性。因母親患有嚴重氣喘，父親又在外地工作，身為長女的余淑美在東勢
讀小學時就包辦絕大部分家事，打點全家生活、照顧三個年幼的妹妹，還多
次為了母親半夜突發的氣喘，摸黑快速衝過放有棺材的小巷，急敲醫生家門
求救。年僅九歲時，母親幾度將余淑美叫到床前交代後事，讓她童年飽受驚
恐，天佑母親最後熬過危機留下來陪著孩子們成長。
世代務農的祖父母重男輕女，余淑美對長輩視女孩子為「賠錢貨、小學
畢業就該去工作賺錢」的質疑，益加用功求表現，在班上總是名列前茅，終
成為全家族第一個讀大學的榮耀。「還好父親對孩子教育的重視不分男女，鼓
勵我不要放棄讀北一女的機會、以及後續唸中興大學植病系為未來事業打基
礎，也才有今天能投入研究工作的我。」

文武雙全，一路貴人相助
大學時期的余淑美可謂文武雙全，繪
畫、彈琵琶、學柔道、打球和參加校內田徑
賽樣樣都來，囊括許多獎牌。畢業後留在中
興大學植病所念碩士，同時擔任孫守恭教授
的助教，習得治學嚴謹認真的精神，讓余淑
美深覺一輩子受用，也自此一路有貴人相
助。赴美攻讀植病博士學位後，在紐約冷泉

在無菌台操作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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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實驗室和羅徹斯特大學，分別蒙 Dellaporta 博士和
Gorovsky 教授傳授分子生物學技術，「當時我對日
漸熱門的分子生物學全然外行，他們卻不嫌棄且對
我傾囊相授，也讓我更珍惜學習的機會。」
其後余淑美在康乃爾大學跟隨在水稻基因研
究享譽國際的吳瑞院士作研究，別人花三年都做
不出來的題目，她一個月就完成了，自此開啟
她在水稻分子生物學研究的生涯，終成為台灣
世界院士
當選第三
2005 年

在此領域的代表學者，也在國際間享有盛譽。
余淑美感懷地說，吳瑞院士謙沖認真的治學、為學生設

想周到的個性，及他深具博愛的研究精神，一心只想增加水稻的抗逆境能力
和產量來造福貧窮國家，都讓她見賢思齊。

心繫故鄉，回台貢獻所長
1988 年底余淑美與夫婿趙裕展教授應中研院分生所之聘舉家回台灣，
「我們夫婦都想為故鄉盡心盡力作點事，趁還沒在國外買房子、兩個孩子還沒
開始上學、無牽無掛趕緊回來。」在中研院任職 20 載，余淑美的研究主題離
不開她心目中「可愛又堅強的水稻」：「沒有一種作物是可以長期浸在水裡成
長的，只有水稻可以，其實水稻也不喜歡浸水，但它們對浸水的耐受力遠大
於其他雜草，水田環境就能避免其他植物來搶地盤。」
農村出身的余淑美，無法忘懷水稻田的美麗與生機，還曾在遠流出版
的「我愛科學」裡向水稻告白說：「水稻呀水稻，我曾經為了撈你們身旁游來
游去的蝌蚪而掉入田中，也壓垮好幾棵你們的同伴。但是你們從不曾真正倒
下，過兩天又站了起來，因為你們有很強韌的生命力。但是我真擔心，你們
抗拒不了生存空間的逐漸壓縮而離我們越來越遠了。」

建立基因突變種原庫，重振水稻研究
「稻米是全球一半人口主要的糧食，水稻又是全球研究植物基因體功能最
重要的模式作物，20 年前台灣的水稻研究曾名揚國際，育種及應用優勢卻在
政府保守政策和耕地銳減下日漸喪失，實在太可惜！」眼見各國大舉投入水
稻基因體功能研究、耗費鉅資建立水稻突變種原庫，國內卻遲未有人出面帶
領，余淑美毅然決定扛起重擔，說服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及副院長陳長謙支
持計畫所需經費和空間，整合中研院、農委會農試所、國家種原庫的人力資
源，運用農桿菌轉殖誘發突變的方式，
從 2003 年正式開始建置「台灣水稻基因
突變種原庫」，至今累計製造的突變水稻
高達 70,000 種，其中 50,000 個突變基因
的序列均已解碼，成為台灣及全球研究
水稻基因功能的寶庫。

2006 年分生所 20 週年慶與吳瑞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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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起步比其他國家晚三到五年，
余淑美領導團隊的努力已讓台灣後來居
上，在水稻突變種原庫的規模已成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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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第三，僅次於中國與韓國，資料庫整合水準及突變種子的平均品質則公認
是全球最優。「剛開始進行這個計畫時，有不少人質疑用國外的資料庫不就好
了？但特殊的突變種會被發展國家藏私，種子和種苗進出口手續繁複、數量
也有限，若從研究跨到應用，智財權也會受制於外人。台灣自己有種原庫，
這些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種原庫草創時期，余淑美面臨「在台灣四處找錢還要跟國際拼命」的窘
境，心力時間耗損甚鉅，加上她堅持「為孩子準備三餐是忙於研究的媽媽最起
碼該盡的責任」，長期早起晚睡，壓力大經常頭痛，近期才靠運動紓緩改善。

盼生物科技給農業帶來春天
長期跟水稻研究搏感情，余淑美已找出二十多種讓水稻更擅長對抗自然
逆境、提高產量和縮短收成時程的功能基因，並研發從廢棄稻稈提煉生質能
源的科技，對因應未來全球糧食和能
源的危機均有助益。「只可惜農委會
一直未能通過基改作物的田間試驗審
核，一般民眾對基改食品也存有許多
誤解。事實上從 1996 年到 2008 年因
種植基改作物，全球農藥的使用量減
少了 20%，大幅降低對環境和人類健
康的傷害。」余淑美有許多研發成果
2006 年水稻基因突變種原庫成立記者會
只能技轉國外，對於一直無法應用於
國內改善農民的困境，讓她深覺遺憾。她強調，生物科技能為台灣農業帶來
新局面與希望，關鍵在於政府對農業永續發展有藍圖及必須打破僵化保守的
思考！

對東元獎的期望
水稻是我們的主食，對國家糧食安全的維持、生質能源的提供、
地下水源的涵養、生態環境的保護、及鄉村傳統文化的延續皆有非常
大的貢獻。但是多年來台灣栽種面積逐年減少，政府不重視水稻的研
究與多功能產業，傳統與高科技水稻研究人才面臨斷層，將無法因應
全球隨時可能發生的糧食危機。尤其台灣的糧食自主率僅約 30%，大
部分糧食供應必須依賴進口，因此價格及來源易受國際情勢波動之影
響。事實上，台灣有研究水稻良好的天時地利條件，但是嚴重欠
缺人才。政府應該積極支持水稻基礎與生物科技研究，期能不
斷注入活力與希望，開創台灣水稻研究與產業的新局面。
糧食、能源、環保及永續生態的問題將是這個世紀全球
最重要的議題，而農業對這些重要議題能做出重大貢獻。
希望藉由「東元獎」，讓政府及社會大眾瞭解及注意農業
的重要性。也希望「東元獎」發揮影響力，關懷台灣農業
的發展，共同為台灣農業的轉型及永續經營而努力。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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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歷程
余教授出生於台中縣的鄉下，內外祖父皆務農，自小即深深體會農夫與
大自然博鬥及辛勤耕作之勞苦，期望長大後，能對台灣農業有所貢獻。大學
與碩士就讀植物病理學，之後赴美深造。於獲得植物病理學博士學位後，深
感國內農業發展受限於耕地及市場規模，必須發展高科技，方能提升農業水
準與國際競爭力，因此致力學習植物分子生物學。
1989 年回國後，選擇具本土性且是全球
最重要的糧食作物─水稻，作為研究材料，
探討糖訊息調控植物生長的分子機制，持續
20 年深入研究。至今已有甚多突破性發現，
成果發表於國際頂尖期刊，已獲 35 次邀請在
國際大型會議及國外研究機構演講，並獲得
許多國內外大獎。

與歷屆東元獎得獎人出席聯誼會活動

余教授同時利用基因工程技術改良水稻品種，發展許多創新生物科技。
為使台灣水稻基因體研究與國際接軌，余教授領導中研院與農業試驗所的團
隊，建立龐大的水稻突變種原庫及突變基因資料庫，顯著提升台灣水稻研究
在國際間之聲望。余教授視此為其對國家社會之最大回饋。

具體貢獻事蹟
■

全球第一個成功地以農桿菌轉殖水稻基因
農桿菌為最具效率、簡易、穩定及價格低廉的植物基因轉殖方法，曾經
被認為幾乎不可能應用於穀類作物（例如水稻、玉米、小麥等）。余博士
於 1993 年成功完成全球第一個利用農桿菌轉殖水稻基因，這個方法目前
已被各國廣為應用，對以基因工程方法改良水稻及其他穀類品種，有重要
貢獻。

■

領先國際研究糖調控水稻生長與發育的分子機制
糖是調控植物生長與發育重要的因子，但是分子機制不清楚。余博士持續
深入的研究，已對植物如何將糖的訊息傳遞至細胞內控制基因表現的分子
機制有甚多的瞭解。最近更鑑定出數個糖訊息傳遞途徑中重要的蛋白質調
控因子，及瞭解糖與賀爾蒙 GA 之間訊息交互作用而影響水稻生長的分子
機制。尤其發現控制水稻耐淹水的基因及分子機制，更具突破性，解開數
十年來所有穀類中只有水稻種子可在水中發芽及生長的秘密，對全球水稻
以淹水方式防治雜草，及促進其他作物耐淹水的育種有重大影響。
■

發展創新性技術，領導台灣農業生物科技國際化

余博士不但基礎研究非常傑出，而且有優異的能力將基礎
研究的成果轉換成生物科技應用。她已獲得 18 項國際專
利，而其中 11 項技術已轉移至國內、美國及歐洲之農業生
技公司（Monsanto, Dow AgroSciences 及 BASF 等）。她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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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植物分子農場生產醫藥及工業用途蛋白質、以及各種特殊啟動子進行植
物基因轉殖的技術上有許多創新的發明。近年來，余博士研發將造成環境
污染之水稻稈轉化為生質酒精的技術，期望創造出兼具環保的生物科技。
■

建立水稻突變種原庫及基因資料庫開放全球研究水稻基因功能
水稻為全球 50% 人口主要的糧食作物，在學術研究及農業生技上非常重
要。余博士早具國際眼光，領導研究團隊排除萬難，於 2003-2009 年間
完成一個龐大的水稻突變種原庫及基因資料庫。在各項重要指標上，領
先國際。這些重要的資源供全球學界使用，成為研究水稻基因功能珍貴
的材料，已獲得許多國外研究機構及國際農業生技大公司（如 BASF 及
Syngenta）邀請進行國際合作。陸續發現控制生長發育、產量、抗病蟲害
及抗逆境的基因，將可利用來進行水稻及穀類品種改良。最近，更獲得
Bill & Melinda Gates 基金會的經費，研究如何增加水稻產量。

學術及應用研究深獲肯定，獲得國內外榮譽
•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三次：1995-1996; 1997-1998; 1999-2000）
• 第一屆中央研究院年輕研究人員著作獎（1996）
• 第八屆侯金堆生物組傑出榮譽獎（1998）
• 國科會技術移轉績優獎（2002）
• 國科會特約研究獎（2003-2007）
• 行政院傑出科技榮譽獎（2003）
• 教育部學術獎（2004）
• 國科會尖端計畫獎（2005-2010）
• 發展中世界科學院（TWAS）院士（2005）
• 第 22th 屆花喇子模國際科學獎，伊朗科學暨科技
研究組織（2009）

2009 年在伊朗領取花剌子模獎及世界工業與
科技研究組織頒發的最佳創意女科學家獎

• 最佳創意女科學家獎，世界工業與科技研究組織（2009）
• 傑出講座學者，國科會與加拿大國家研究委員會（2009）

研究或創作展望
■

糖調控植物生長與產量分子機制的研究
瞭解糖訊息傳遞的分子機制，將可設計策略控制糧食作物的生長與產量。

■

水稻功能性基因體研究
利用水稻研究尋找可提高對病蟲害、淹水、乾旱、高鹽、高低溫耐受性的
基因，將可應用於水稻及其他穀類（玉米、小麥、大麥等）品種的改良。

■

農業廢棄物轉化為生質能源
全球許多農業廢棄物造成嚴重環境污染，利用生物科技可使其轉換為生質
能源，不但環保，並且提供永續能源。

與實驗室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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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Rice is our staple food, as well as essential for food security, biofuel source,
water preservatio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owever, agriculture has been
neglected by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for a long
time. The acreage of cultivated rice farms has
declined in years, and the number of well-trained
rice-related scientists have reduced significantly
during the last decade. Consequently, Taiwan may not
be able to tackle the world food shortage crisis in the
future. Taiwan can provide only 30% of its own food,
with most food supplies relying on imports, indicating
介紹水稻突變種原庫的文章被 Thomas Science Watch 選為
that the international food price and availability may
2006-2007 年植物及動物領域前 1% 被引用次數最多之快速
突破性文章
signiﬁcantly impact the food security in Taiwan. Our
government should actively support basic and applied rice research and transform
the conventional rice production into a biotechnology-based industry.
Food, energy,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ilit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subjects
in the 21st century. Agriculture would contribute to these subjects significantly.
Hopefully, through the publicity of the TECO Award, the government and public
would understand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agriculture and promote
the biotechnology-based agriculture industry in Taiwan.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Dr. Yu was born in rural Taichung County, and her grandparents were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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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ers. She witnessed how farmers had to work hard under unfavorable natural
conditions in order to produce enough foods, therefore, “doing something to help
farmers” has been set as a career goal since her childhood. Dr. Yu majored in plant
pathology, and received bachelor and master degrees in Taiwan and a Ph.D. degree
in US. She realized that with limited farmland, only advanced biotechnologies
would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agriculture in Taiwan.
Consequently, she focused her research interests on
plant molecular biology during her postdoctoral training
in three reputable labs in US.
Dr. Yu returned to Taiwan to establish her research
career in 1989, and chose to study rice, the most
important domestic and worldwide crop, as her research
target. For the last 20 years, her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2003 年行政院傑出科技榮譽獎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sugar regulation on plant
growth. She has published many original and innovated papers in high impact
journals, been invited to deliver 35 seminars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foreign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received many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wards.
Dr. Yu has also developed many innovative biotechnologies to improve
function of rice. In order to promote Taiwanese rice functional genomics research
to become a leader in the world, Dr. Yu led a research team to establish a large rice
mutant population and database that have been very useful for functional studies
of rice genes.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

Major Breakthrough in Agrobacterium-mediated Rice Transformation
Agrobacterium-mediated transformation has been preferred by plant biologists
for its advantages over other methods, but was unavailable for cereal crops
despite years of worldwide efforts. In 1993, Dr. Yu ﬁrst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rice transformation using Agrobacterium. This major breakthrough has forever
changed the landscape of rice biotechnology, and led to the current worldwide
use of this technology in rice functional genomics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through genetic engineering.

■

Leading Research in Mechanisms of
Sugar Regulation on Rice Growth
Sugars modulate nearly all fundamental processes
throughout the entire life cycle of plants. Dr. Yu is
one of the leaders in discovering the role of sugars
in regulating gene expression and plant growth.
One recent major breakthrough is the discovery of
genes and mechanisms that control sugar and O2

與東元獎得獎人聯誼會會長羅仁權會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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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ﬁciency response in rice. Her studies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ing how rice is
unique among cereals for being able to grow in ﬂoodwater for weed control.
■

Pioneering Innovative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Biotechnology
Dr. Yu has been extremely successful in translating discoveries in basic
research into applications. She has been granted with 18
international patents, and 11 of them have been licensed
to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biotechnology companies.
She developed many plant-based molecular farming
technologies for production of medical and industrial
proteins and enzymes, promoters for foreign gene
expression in transgenic plants, and technologies for
converting agricultural wastes, e.g., rice straws, into
renewable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iofuel bioethanol.
振文院長

院黃
學弟農學
恭教授及

學孫守
與中興大

Establishment of Rice Mutant Library for
Worldwide Functional Genomics Research
■

Rice is the staple food of 50%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Dr. Yu assembled
a multidisciplinary team to establish a large rice mutant library during
2003-2009. The unique feature of this genetic resource is the best among
similar mutant libraries in the world, has been open to the public, and serve as
a driving force in rice functional genomics research worldwide. Dr. Yu’s efforts
have gained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s and resulted in extensive invitations
for seminars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including a grant from th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for identiﬁcation of rice mutants with enhanced
photosynthesis efﬁciency.

Future Prosspects in Research
■

Mechanisms of sugar regulation on plant growth and yield
Deciphering the mechanism of sugar signaling in plants could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es for increasing crop productivity through
biotechnology.

■

Rice functional genomics research
Function of genes identified through the rice functional genomics research
could be applied for conferring disease, insect, ﬂooding, drought, salinity and
temperature stress tolerances to cereal crops.

■

Conversion of agriculture wastes into biofuel
Many agriculture wastes have caused serious pollution worldwide.
Biotechnologies could convert these wastes into biofuels, which not only
protect environments but also provide renewable energy.

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