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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Biomedical Sciences /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高嘉宏

評審評語

先生

專長病毒及肝臟疾病的研究，其中 B 型肝炎及 C 型肝炎

Jia-Horng Kao．58 歲（1962 年 4 月）

系統性的藥物治療研究成果領先全球，成功的預防慢性
病毒肝炎的併發症，在學術及臨床應用上貢獻卓著。
Dr. Kao is an expert in hepatitis viruses and liver diseases
research, with leading clinical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學歷

則和 C 型肝炎病毒有關。此外，肝病亦對臺灣經濟造成莫
大的負擔，包括社會成本和生產力的喪失。由於肝病對臺
灣人民健康影響甚鉅，在已故恩師陳定信院士指導下，
本人近三十年來一直針對「慢性病毒性肝炎」作研究，
深入探討「病毒性肝炎精準醫療」之病程進展風險分層
與治療，希望這些研究成果能讓臺灣甚至全球的慢性病毒
性肝炎患者都能夠得到最好的處置並節省醫療資源，達成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

博士

in antiviral therapy of chronic hepatitis B and C to prevent

「2025 消除臺灣 C 型肝炎」跟「打造一個沒有肝病美麗島」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醫學系

醫學士

the complications of chronic viral hepatitis.

的願景。在整個的研究過程裡面，最要感謝的就是引領我
進入病毒性肝炎領域的已故陳定信院士跟賴明陽教授，沒

現任

有他們的言教，身教，鼓勵跟指引，我在研究進展上不會
這麼順利，也要感謝陳培哲院士在肝炎病毒學跟研究態度

國立臺灣大學

講座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

終身職特聘教授

得獎感言

上的開導，研究環境上要感謝臺灣大學跟臺大醫學院提供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副院長

首先要感謝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的評審委員推薦我成為

良好的空間跟設備讓研究能夠積極開展，研究經費上則要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內科部

主治醫師

「第二十七屆東元獎」生醫科技的得主，這個獎對我個

感謝科技部、衞福部、臺灣大學，臺灣大學附設醫學院跟

人跟研究團隊是一個莫大的肯定。病毒性肝炎，尤其 B

附設醫院的科研計畫。最後要感謝支持我的家人跟參與研

型肝炎和 C 型肝炎為全球性的健康課題，是慢性肝病，

究的病患、家屬以及團隊成員與共同研究者。

曾任
臺灣肝臟研究學會

秘書長

肝硬化，肝癌和肝臟移植的最主要原因。事實上，肝病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肝炎研究中心

主任

可說是臺灣的國病，在國人十大死因中，慢性肝炎與肝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

所長

硬化在過去均佔第六位，但在政府有效治療 B 肝和 C 肝

臺灣肝臟研究學會

會長

藥物的引進及廣泛使用後，目前已降為第十位，然而肝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內科部胃腸肝膽科

主任

細胞癌仍高居癌症死因第二位，僅次於肺癌。在臺灣的

教育部國家講座

主持人

慢性肝病患者中，七成是由 B 型肝炎病毒所造成，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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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心傳承精準研究 追求無肝病時代的濟世醫者
肝炎曾被喻為臺灣的國病，尤其是四十年前因 B 型
肝炎病毒肆虐，成為全球 B 型肝炎帶原率最高的國家。如
果用棒球比賽比喻臺灣對抗肝炎病毒的歷史，中央研究院
已故院士宋瑞樓和陳定信師生兩人無庸置疑是這場戰役先
發投手群，臺灣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講座教授高嘉
宏，受到宋瑞樓啟蒙進而追隨陳定信中繼登場，在 B 型肝
炎被成功壓制之後，承接對抗 C 型肝炎的使命，更要承先
啟後帶領年輕研究團隊終結肝炎病毒危害，打造臺灣成為
沒有肝病的美麗島。
父母忙碌的背影 形塑勤奮生活態度
正如醫師給人的印象，高嘉宏看上去就是一派平和、冷
靜、睿智，這樣不慍不火的性格，源自於成長背景。高嘉宏
是臺北人，老家在昔日艋舺的中央市場旁；父母是水果中盤
商，從中南部找果農契作，把水果整批運送到臺北後，再批
給零售商，「他們每天清晨四、五點就必須起床照料生意，
工作非常辛苦。」生意忙到母親在生完妹妹的第二天就到店
裡記帳，「從小看著父母忙碌的背影，也養成了我不偷懶的
個性。」看到父母這麼早起床，高嘉宏也不好意思貪睡，因
此自小也養成早起的習慣。
在市場長大，高嘉宏要幫忙父母整理水果，從產地運
來的橘子，每籃四、五十公斤重，為了讓賣相好，還就讀小
學的他，必須把一大籃又一大籃的橘子倒在大箱子，用水一
顆顆清洗。在逢年過節的水果銷售旺季，通常要忙到深夜
十一、二點才能去睡覺；小小年紀就幫忙在店裡吆喝攬客，
「這樣的經歷，讓我社會化得特別早。」從小就深刻體會父
母工作的辛苦。

採訪撰稿 / 劉嘉韻

市場嘈雜環境練就波瀾不驚的性格

雖然父母是在市場做水果盤商，但相當重視孩子的教

「我就讀小學前都是在市場裡混！」身為臺大醫院副院

育，尤其市場內各式各樣的人都有，擔心孩子們念一般學校

長，高嘉宏笑說自己是在市場裡混大的。小時候最常和市場

會走偏，也不願意孩子們未來再從事相同的勞力工作，高家

裡的小朋友一起玩，尤其喜歡在腐爛的水果上抓蒼蠅「消滅

的孩子多唸私立初中，「他們看我小時候唸書還可以，初中

害蟲」，大家拿著一個塑膠袋去抓，大家比賽看誰抓得多。

就把我送去念私校。」當年必須經過甄試才能擠進私校，勤

雖說在市場吵雜的環境中長大，讀書卻是一路第一志願，但

奮的高嘉宏沒有辜負父母的期待，順利考進延平中學就讀。

他謙稱自己「平凡而順利」。

高嘉宏回憶，初中老師教學特別嚴格，與現在愛的教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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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陽、許金川等知名教授學習。

療和研究，共同為臺灣培育不少傑出醫療工作者。

已故宋瑞樓教授是臺灣肝病研究先驅，在高嘉宏擔任住

高嘉宏回憶在住院醫師階段，陳定信常常會找住院醫師

院醫師時已屆退休年齡，仍然會到腸胃肝膽科病房迴診，「那

討論個案，並引用相關文獻探討 B 型肝炎的問題。那時候教

場景就像在日劇看到的大主任巡診般，大教授帶頭走在前面，

科書都是西方人寫的，但是西方人的肝病和臺灣人的肝病不

後面跟著一群人，教授拿著病歷對著後面的醫師進行教學。」

太一樣，陳定信就引用臺灣人的 B 肝病例報告進行研究。高

宋瑞樓治學嚴謹，凡事講求精確的科學數據，對於醫師回報

嘉宏發現，就算醫療進步，但當時臺灣的肝病仍舊無藥可醫，

「肝功能有點高」都會當場糾正，要講出肝功能數值才行。

很多肝硬化與肝癌患者都會出現黃疸、腹水或意識不清，最

這也影響到高嘉宏日後對學生的教學，凡事都要求精準，才

後甚至吐血而亡，「這些場景對我來講實在是衝擊很大，沒

能做出有鑑別度的診斷。

想到醫療進步了，這些病人還是無法救治，肝病治療一定還
有能改善的地方。」因此決定向陳定信學習，投入病毒性肝

人溺己溺 投入 C 型肝炎研究領域

全不同。只要考不好就會被老師拿棍子打手心，但也在那時候

親炙大師風範 傳承精準門風

炎相關研究，選擇胃腸肝膽科作為他的次專科。

因住院醫師時期跟隨嚴師宋瑞樓學習經驗，高嘉宏對胃

三十年前，醫界對於肝炎的分類只有 A 型、B 型以及非

腸肝膽科更有興趣，真正決定投入肝臟研究，則是在第二年住

A 非 B 型，在做完第四年住院醫師後，當時擔任臺大臨床醫

院醫師，當時內科團隊的領導者就是宋瑞樓的得意門生陳定信

學研究所所長的陳定信突然約見高嘉宏，當時他還擔心「是

教授。陳定信是我國肝病權威，被譽為「臺灣肝帝」，跟宋瑞

不是哪邊沒有做好，老師要來責備我？」沒想到陳定信跟他

樓教授團隊證實Ｂ型肝炎病毒是臺灣肝炎、肝硬化、肝癌盛行

說，美國最新發現一個肝炎病毒的基因體，可能就是造成非

的主要元凶，也發現Ｂ型肝炎透過母子垂直傳染，促成臺灣推

A 非 B 型肝炎的主因，陳定信當時也把臺灣一些非 A 非 B 型

動新生兒全面施打Ｂ肝疫苗，讓新生兒Ｂ肝感染率降到百分之

肝炎病人的檢體送去美國檢測，發現都呈現這個新型肝炎病

一以下，對肝炎防治貢獻卓著。高嘉宏追隨陳定信投入肝病治

毒抗體陽性，也就是現在所稱的 C 型肝炎，詢問他願不願意

體會到，教育有機會讓人改變未來的生活環境。因此用功念書，

臺大畢業後，父母原本期許高嘉宏當個開業醫師，但他

高中考取第一志願建國中學，讓父母對他有更高期許，以臺灣

卻選擇走上醫學研究的道路。啟蒙高嘉宏踏進內科領域的，

大學醫學系為目標，日後可以當醫師。高嘉宏坦言，父母對他

是臺大小兒科教授張美惠。高嘉宏回憶，在當實習醫師時，

的影響非常大，如果沒有當年父母幫他設立的目標，朝著臺大醫

曾在小兒科實習，要自己搜集資料做專題報告；張美惠當時

臺灣肝病醫療策進會、聯合報於 10 月 23 日舉辦「台灣肝

與陳定信院長、陳培哲院士、張美惠院士、賴明陽教授及其他

科努力，或許現在會繼承父母的衣缽，當個水果盤商也不一定。

專門研究小兒肝病，就拿了本小型肝癌的專書給他看，內容

淨未來論壇」。

同仁在台大醫學院 2 號館前庭園合影

小時候家境小康，高嘉宏除了學到了勤儉、惜物，還學

有關如何診斷及治療小型肝癌。在那個年代還很難診斷三公

到了心定。「古時候有孟母三遷的故事，因家住市場，孟子

分以下的小型肝癌，在當時是非常新的研究，不僅開啟高嘉

開始學著叫賣東西，使得孟母擔心環境對孩子有不好的影響，

宏對肝臟疾病的興趣，也是他投入肝病研究的起點；在多年

而再度搬家，但是我父母沒有學孟母三遷。」從小在嘈雜環

之後，成為表現卓越受人景仰的內科醫師。

境成長，反而讓他練就在紛擾環境「定心」的能耐，「通常

「其實從日治時代開始，就已發現臺灣人的肝病和日本

大約清晨三點多，市場就會有貨車開進來，以前沒有隔音窗，

人的肝病臨床表現不一樣，臺灣的肝病從早年就相當普遍，

我很習慣把這些雜音當作生活的部分，自然的發生與存在，

二、三十年前，肝癌是每年十大死因的第一位，直到現在肝

這是住在市場旁最重要的鍛鍊」定心的功夫，讓他日後在面

病仍舊盛行。」高嘉宏說，臺大對這方面很早就展開相關研

對任何大小事情，心情都能夠波瀾不驚。

究，他在當住院醫師時就跟隨肝病泰斗宋瑞樓、陳定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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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恩師故陳定信院士，堅定信念，早日解決肝病的問題。

進入博士班就讀，以 C 型肝炎研究作為博士研究的題目。

習慣，盡量把檢體留下來，供研究團隊中的年輕醫師研究。

高嘉宏進一步說明，在 1989 年之前，只知道有 A 型和

研究就像是場接力賽，過去我研究陳教授留下的檢體；現在

B 型肝炎，不是這兩類肝炎，卻有肝炎臨床表現的病患，統

團隊的年輕醫師則使用我留下的檢體。」這個世代的檢體資

稱為模稜兩可的「非 A 非 B 型」。B 型肝炎患者約有 10% 合

料庫已累積保存收集超過三十年各個不同世代的檢體，也成

併有 C 型肝炎，陳定信當時與美國 Michael Houghton 的合作

為高嘉宏團隊日後在國際頂尖期刊發表論文最珍貴的寶藏。

研究發現，一般人唾液採樣 C 型肝炎抗體陽性約為 1%，但

高嘉宏也因此跟陳定信建立亦師亦友、亦父亦子的深厚

這些病人的臨床症狀與長期預後，有多少比例會變成肝硬化

情誼。陳定信教授於今年六月因胰臟癌離世，高嘉宏內心的

或肝癌等，在當時都還是未知數，在臺灣是全新的研究議題，

哀慟、懷念與感恩難以言表。「他的過世對我們衝擊很大，

陳定信的指引成為他投入 C 型肝炎研究的契機。

因為時間真的太短。」高嘉宏今年三月出國參加學術研討會
回來，就接獲陳定信的秘書通知要開會，「當時我就想到

研究就像接力賽 代代傳承

三十年前也是秘書通知我去找他，後來就唸了博士班；沒想

「陳教授是帶我進入肝病研究領域的人！」當時身為年

到這老師找大家開會，卻是宣布自己被診斷出胰臟癌！他知

輕醫師，手上沒有太多病例可以進行研究，高嘉宏於是使用

道這個病難以治療、預後不佳，還把後面的事情都想好了，

陳定信過去搜集的檢體做研究，「這也影響我日後做研究的

找大家去就是要把他手頭上的研究工作做些分配，包括科技

在臺大醫院西址大門與團隊同仁合影。

部的計畫、基金會的業務，老師都一一做了安排。」
「老師生病的過程，真的讓我感到人生無常，也開始覺

團隊。我們對病人就有責任，要好好善用病人的檢體，把研
究成果應用在病人身上。」

得人生想要做的事情，要快點去做。」高嘉宏認知到妥善做

高嘉宏有個心願―「打造沒有肝病的美麗島」！在臺灣

好工作規劃的重要性，萬一哪一天有什麼事情發生，年輕人

平均每年在臺灣有一萬三千名國人因慢性肝炎、肝硬化、肝

的研究才不會斷掉，「這也是陳教授當時跟我們說的，事情

癌等因素過世，死亡平均年齡大約 六十多歲，仍是有工作力、

規劃好了、有人承接且傳承下去，人生就沒什麼遺憾。」高

生產力的年紀，通常也都是家庭的支柱，這象徵了一萬三千

嘉宏更從陳定信身上看到傳承的典範，創造更好的環境，培

個家庭會因此而破碎。B 型肝炎目前有疫苗接種，降低感染；

養並留住年輕人才，讓他們有明確的發展目標。

感染者也有抗病毒藥控制病情。C 肝則有口服藥物，治癒率
超過百分之九十七，就算罹患肝癌，三公分以下的小型肝癌，

期待沒有肝病的時代來臨

都能夠治療處理，再施予抗病毒藥物，就能減少肝癌復發。

「以新觀點來看舊問題，才能有新的發現。」高嘉宏強

「如果這些事情都可按部就班進行 ，消除肝病絕對是可

調，做臨床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幫助患者，不是為了研究而研

預見的願景。」高嘉宏期待 2025 年 C 型肝炎能在臺灣滅跡；

究，而是希望研究成果能夠回饋到病人身上。所有檢體都來

在 2050 年可以看到 B 肝與其合併症大幅減少，讓肝病將不再

自病人，「病患願意把檢體交給我們，表示他們信任我們的

是臺灣國病，早日實現沒有肝病的美麗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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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元獎」的期望
本人三十年來一直針對臺灣的國病「慢性病毒性肝
炎」作研究，建立 B 肝及 C 肝患者長期追踪和藥物治療資
料庫，由各個層面探討 B 肝及 C 肝病毒基因型與生物標誌
(biomarker) 在自然病程和藥物治療上之意義，近年則深
入探討「病毒性肝炎精準醫療」之病毒性肝炎風險分層與
治療。在 B 型肝炎方面，研究自然病史，長期使用抗病毒
藥物跟使用抗病毒藥物再停止藥物的長期追蹤世代，發現
可以預測未治療患者跟長期接受治療以及治療後停藥患者
發生肝細胞癌的風險的重要病毒因子跟血清學標誌，並提
出相關處置流程給臨床醫師作為診療上的重要參考。最近
也積極參與 B 型肝炎新藥的臨床試驗，希望能在最短的時
間內達到「治癒 B 肝」的目標。在 C 型肝炎方面，早期利
用病毒基因型跟治療中的病毒學反應發展干擾素合併雷巴
威林的量身訂作治療。近年來則積極參與全球 C 肝全口服
新藥的臨床試驗並引進臺灣，獲得健保給付。爾後將聯合
全臺灣數十家醫院建立 C 肝治療資料庫，為長期追蹤 C 肝
患者的臨床預後奠下良好基礎。希望這些研究成果能讓臺
灣甚至全球的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都能夠得到最好的處置
並節省醫療資源。如今獲得「東元獎」，對於世衛「2030
肝病歸零」 及臺灣「2025 消除 C 型肝炎」之目標將具有
重大指標性意義。
成就歷程

同 C 肝病毒基因型可以在人類身上重複感染，對臺灣 C 肝病

及 ERADICATE-B)， 長 期 使 用 抗 病 毒 藥 物 (CTEAM) 跟

毒基因型分布也做了探討，同時發現 C 肝病毒病毒量高低與

使用抗病毒藥物再停止藥物的長期世代資料庫的建立，

往後肝癌發生有關。在陳定信院士跟賴明陽教授主持的臨床

由各個層面探討 B 肝病毒基因型，常見突變株與生物標

試驗中，提出干擾素跟雷巴威林合併治療會大幅提升 C 肝病

誌 (biomarker) 在自然病程和藥物治療上之意義，發現幾

毒的痊癒率，這是全球的首篇報告，也改變往後二十年 C 型

個重要的病毒因子 ( 病毒基因型 C 與病毒基因體變異 ) 與

肝炎的臨床治療準則。從這些個人的早期研究中，我開始了

血 清 學 標 誌 (HBsAg 及 HBcrAg) 可 以 用 來 預 測 未 治 療 患

解到好的臨床研究成果可以回饋到病人身上，讓病人得到更

者跟長期接受治療患者發生肝細胞癌的風險以及治療後停

好的醫療照護。因此博士班畢業後就開始獨立的研究，思考

藥患者病毒 / 肝炎復發的風險，並提出相關的處置流程給

在臺灣的肝病還是以 B 型肝炎為主，因此便把從 C 型肝炎研

臨床醫師作為診療上的重要參考。最近也積極參與 B 型

究所得到的心得跟想法，應用到 B 型肝炎的研究上，開啟下

肝炎新藥的臨床試驗，希望能在最短的時間內達到「治癒

一個階段的研究歷程。在 2000 年時，首次發表 B 型肝炎病毒

B 肝」的目標。本系列研究已建立一個結合基礎與臨床之

基因型會影響到慢性 B 型肝炎患者的臨床病程跟對干擾素的

轉譯醫學模式，發表多篇論文於胃腸肝膽學門之頂尖期刊

數據，特別是 B 型肝炎研究的成果，在病人身上做驗證。因

治療反應，這樣的研究發現大大影響往後對 B 型肝炎自然病

(Gastroenterology, Gut, Hepatology 跟 J Hepatology)。因此吾

此讓年輕的我對於肝病產生興趣跟做研究的熱情，也因為如

史及抗病毒藥物的評估準則。後續研究也發現 B 肝病毒的基

人之研究成果在醫藥科技發展上具有創新性和改革性，並

此就閱讀了不少臺灣師長前輩所撰寫的論文，對臺灣的肝病，

因體變異以及許多病毒相關抗原都會影響病人肝癌發生的風

極具學術和實用上之價值。於 2016~2018 年擔任教育部第

特別是 B 型肝炎的嚴重性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1990 年當了

險，開始營造出病毒性肝炎風險分層與治療的精準醫療觀念，

19 屆國家講座主持人。

總醫師之後，跟陳院士的接觸就越發的密切。當時他擔任臺

利用先進科技和檢測，將前人未解決的問題加以闡明，為撲

2015 年 WHO 與世界肝炎聯盟 (WHA) 發佈《格拉斯哥宣

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的所長，有一天他請他的秘書跟我

滅國人慢性肝炎疾病盡綿薄之力，亦對國家社會及全球生醫

言》，以 2030 年為目標，希望減少 90% 的慢性 B 肝新病

約時間，說要討論一些事情，當時心裡有點緊張，不知道是

科技發展有所貢獻。我們團隊從 2000 年起開始從事 B 肝及 C

例、減少 65% 的 B 肝死亡數，以及讓慢性 B 肝的治療率

什麼地方做得不好要被訓斥。不過還好，陳教授和顏悅色地

肝患者長期追和藥物治療資料庫的建立，由各個層面探討 B

達 80%。我國衛生福利部也同步規劃「2025 肝病減半」的

跟我說如果我有興趣的話，可以就讀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肝及 C 肝病毒基因型與生物標誌 (biomarker) 在自然病程和藥

在超音波檢查室幫病友做肝臟纖維化掃描。

我 1987 年從臺大醫學系畢業以後，就進到臺大醫院內科

並提到當時美國 Chiron 公司發現非 A 非 B 型肝炎病毒的基因

部擔任住院醫師。在第二年住院醫師時，到四西病房（也就

體（就是後來的 HCV），希望我能夠做這一方面的研究以了

是胃腸科病房）當班。當時住院病人是由一位主治醫師帶領

解這個新發現病毒在臺灣的流行病學，疾病嚴重度以及發病

第三年住院醫師跟第一年或第二年住院醫師以及實習醫師組

機轉等。由於對肝病研究有幾分憧憬，因此便答應了陳院士

成一個團隊來照顧，主治醫師不一定每天會查房，主要是由

要報考博士班，從此便展開我近三十年的研究生涯。

物治療上之意義。

具體貢獻事蹟
1. 科技發展：病毒性肝炎，尤其 B 型肝炎是全球性的健康課
題。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 評估，全世界約有二百五十七

住院醫師來照顧病人，有問題時就跟病房總醫師討論，而主

1994 年我以 C 型肝炎病毒的臨床跟分子病毒學研究獲得

萬 B 肝帶原者，臺灣也有二百二十萬 B 肝帶原者。慢性

治醫師基本上是來做教學回診。已故的陳定信院士是我們團

臺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的博士學位，在博士論文裡面比

病毒性肝炎是臺灣的國病，每一年約有一萬三千名國人死

隊的主治醫師，他的查房跟別的主治醫師不一樣，因為他不

較獨特的發現包括 : 首次發表 C 肝病毒在家庭內以及配偶間

於慢性肝病及其後遺症，其中約八千名死於肝細胞癌。吾

是只用教科書上的數據來做討論，而是引用臺灣自己的研究

傳播，並用分子病毒學方法驗證為相同病毒株，此外證實不

人自 1990 年起開始從事 B 肝患者自然病史 (SEARCH-B

感謝病友提供寶貴的生物檢體，讓研究工作能夠持續不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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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型防治計畫。為了因應「2030 肝病歸零」及撲滅病毒
性肝炎之長遠目標，吾人在近五年進行系列「病毒性肝炎

過往所獲得的研究獎項，不論大小，都是對個人及團隊研究
成果的最大鼓舞。

肝病研究者之水準和服務熱忱。於 2012 年擔任亞太肝病
學會 (APASL) 會長，於 2015 年獲選於美國肝病學會院士

精準醫療」之研究。吾人的「病毒性肝炎精準醫療」研究

(FAASLD)，更在 2019 年亞太肝臟研究學會 (APASL) 獲頒

乃利用先進科技和檢測，將前人未解決的問題加以闡明，

Okuda-Omata 傑出成就。目前也擔任 JGH 基金會理事以

為撲滅國人慢性肝炎疾病略盡綿薄之力，亦對國家社會及

及美國肝病學會亞太諮詢委員會的創始委員。
3. 國民健康與社會貢獻：本系列研究之成果進行臨床應用後，

全球生醫科技發展有特殊貢獻。
吾人迄今已發表逾五百五十篇 SCI 論文及九篇書籍專章。

將是達成「撲滅病毒性 B 型肝炎」長遠目標的重要里程碑，

據 ISI Web of Science 統計，吾人論文之總引用次數，截至

可使 B 肝患者免於末期肝病如肝硬化和肝癌之風險，減少

2020 年 9 月 9 日為止，達 21,038 次，2017、2018 和 2019

B 肝帶原者家庭之負擔和社會成本，亦可挽救 B 肝家庭失

年之引用次數分別為 1,796、1,845 和 1,983 次，平均每篇

去親人之痛苦與不捨，對促進國民健康有莫大貢獻。達成

論文被引用 27.54 次，h-index 為 66。這些統計數字都彰顯

「2030 肝病歸零」及撲滅病毒性 B 型肝炎之後，將可樽節

出吾人過去研究成果對相關學門之重要貢獻。

多次應邀至美國國家衛生院 (NIH) 之 B 型肝炎研討會、美

2017 年 應 邀 主 編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消 除 病

國肝病學會 (AASLD) 年會、歐洲肝病學會 (EASL) 、日本

毒 性 肝 炎 NOhep」 的 supplement， 並 主 編 Springer 出 版

健保往後處置末期肝病及合併症的龐大醫療支出 ( 依健保
署之資料，每人每年 36,000-95,000 元 )。而在新穎生物標

研究展望
除了原來進行中的研究繼續貫徹，以創造更多知識，增

肝病學會 (JSH) 年會、韓國肝病學會 (KASL) 年會、香港

誌，醫療儀器跟新藥研發的研究及技術移轉，將促進相關

的 Hepatitis B Virus and Liver Disease. January 2018 (ISBN-

中文大學 (CUHK) 醫學院 25 週年慶之學術研討會、亞太肝

產業之發展，具有形及無形之經濟效益。也可以把臺灣的

13: 978-9811048425; ISBN-10: 9811048428) 一 書。 根 據

病學會 (APASL) 年會、亞太消化學會 (APDW)、滬港國際

經驗推廣到其他國家或地區，聯合全球服務於肝炎領域的

Expertscape 網站公告，本人在 B 肝病毒（hepatitis B virus)

肝炎研討會 (ILC)、Hepatology Society of Philippines (HSP)、

醫事人員及其他各界人士，攜手完成共同的目標。

相關之研究成果居全球第三名，而在 C 肝（hepatitis C) 相

JDDW、KDDW 及其他相關國內外學會作開幕演講，專題

發生肝硬化或肝癌的機會，可省下更多的健保支出，亦可

關之研究則為亞洲第二名。

演講及擔任演講會主席，為臺灣發聲，並進行國際學術交

嘉惠全球 B 肝和 C 肝帶原者。

2. 國際交流：吾人因在 B 肝之科研成就，於 2005-2019 年間，

流。亦曾榮獲 2012 年亞太消化系醫學會 (APDW) Okuda
講座，這是亞太地區從事肝病研究者的最高榮譽。目前

進人類健康福祉外，對上述各項研究重點和方向可有下列預
期效益。
1. 利用新的風險預測模型，將 B 肝和 C 肝患者作合宜的臨床
分類，既能節約醫療資源，又能適度治療患者，減少往後

2. 創設 B 肝和 C 肝的個人化醫療，減少副作用和醫療費用，
使更多患者可達到清除病毒治療目標。

也擔任臺灣肝臟研究學會 (TASL) 會長與多國的肝臟研究

3. 瞭解 HBV 免疫學和 HBV cccDNA 調控之道，加以清除。

學會積極進行學術交流。此外於 2002~2017 間擔任國際

4. 大規模用 DAA 治療並篩檢 C 肝患者，並監測病毒清除後

學 術 期 刊 Liver International 之 副 主 編 (Associate Editor)，
J Gastroenterol Hepatol 之 編 輯 (Editor)。 目 前 為 國 內 臨 床
醫學影響係數 (impact factor) 最高 (2.8) 的臺灣醫學會雜
誌 (JFMA) 的主編 (Editor-in-Chief)。亦曾擔任多本知名期
刊 如 Gut，J Hepatol 和 J Infect Dis 之 編 輯 委 員 (Editorial

患者之肝臟及肝外表現的長期預後。
5. 以新穎生物標記如 liquid biopsy 來早期診斷小型肝癌，俾
能接受根除性治療。
6. 善用如健保資料庫之大規模健康數據，分析疾病相關和治
療成效之趨勢。

Board) 並為一百一十八種 SCI 期刊擔任 Reviewer 審查稿

7. 發展各期肝細胞癌之整合治療，以延長患者的存活。

件，貢獻心力於國際學術社群，使國際學術界能體認臺灣

8. 發展肝細胞癌動物模式，以作為新藥測試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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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Over the past 3 decades, I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research

hepatitis in 2030" as well as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From these earlier studies, I realized that a good clinical study

in Taiwan. These data open a new window for HBV research and

goal of "elimination of hepatitis C by 2025 in Taiwan".

can benefit our patients for a better medical care and save more

heavily impact future studies on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HBV

lives. After graduation, I became an independent investigator and

therapy. Subsequent studies further showed common HBV mutants

considered since HBV was still the major etiology of liver diseases

and several HBV viral antigens affected the HCC risk in treatment-

of "chronic viral hepatitis, the major liver diseases in Taiwan. My
team has established the natural history cohort and treatment cohort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of chronic hepatitis B and C patients, and studied the clinical

I was graduated from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ollege

in Taiwan, I should apply the research experiences from HCV to

naïve CHB patients, which shape the idea of "risk stratiﬁcation of

implications of viral genotypes, common viral mutants and novel

of Medicine in 1987 and trained at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l

HBV studies and stepped to my next stage of research career. In

viral hepatitis" as well as "precision medicine" to address unmet

biomarkers in different aspects of natural history of chronic viral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from 1987-1991.

2000, I reported the clinical signiﬁcance of HBV genotypes for the

clinical needs and aim to eliminate viral hepatitis in the foreseeable

hepatitis as well as antiviral treatments. In recent years, we deeply

In 1998, I met my mentor, the late Professor Ding-Shinn Chen,

ﬁrst time, demonstrating HBV genotype C had a more aggressive

future. Since 2000, my team established the long-term follow-up

investigated the precision medicine of viral hepatitis to explore the

when I was in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ward as a second-

disease and poorer response to interferon therapy than genotype B

cohorts of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viral treatments and examined

risk stratiﬁcation of liver disease progression and antiviral therapy.

year resident. Unlike other attending physicians, Prof. Chen taught

Regarding viral hepatitis B, we found important viral factors and

us with his own data of chronic hepatitis B, which impressed me

biomarkers to predict the development of HCC in treatment-naïve

and inspired my passion to do research on liver disease. In 1990, I

and treated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and proposed algorithms

was the chief resident and Prof. Chen asked me to visit his ofﬁce.

to provide better management plans for practicing physicians in

He told me that Chiron company cloned a viral genome of NANB

their clinical practice. For the ultimate goal of "HBV Cure", our

hepatitis (i.e. hepatitis C virus later on), and encouraged me to

team actively engaged in early phases of hepatitis B clinical trials,

study the epidemiology of this new virus as well as its clinical

aiming to reach the aim of "functional cure" as early as possible. As

significance in Taiwan. Since I was interested in viral hepatitis

to viral hepatitis C, we have proposed genotype-guided and early

research, I promised him and received his instructions in the

viral kinetics-guided tailoring pegylated interferon plus ribavirin

following 30 years. In 1994, I earned my PhD degree with the

therapy. Recently, we participated many phase 3 clinical trials of

thesis of "Clinical signiﬁcance and molecular virology of hepatitis

interferon-free DAAs and introduced these effective regimens to

C virus" from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Clinical Medicine, the

Taiwan for reimbursement since January 2017. As of more than

unique findings included: the confirmation of interspousal HCV

100,000 HCV patients have been treated with DAAs, with the cure

transmission by using viral sequence comparison; different HCV

rate of > 97%. Afterwards, the liver society will set a platform of

genotype superinfection in a human subject, the distribution of

HCV treatment registry to follow up these treated patients for their

HCV genotypes in Taiwan; the association of HCV RNA level

long-term outcomes. We do hope these research achievements will

and risk of HCC. In addition, the clinical trial conducted by

beneﬁt the viral hepatitis patients and save the medical expenditure,

Prof. DS Chen and Ming-Yang Lai firstly reported combination

not only in Taiwan but also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e "TECO

therapy of interferon and ribavirin signiﬁcantly improved the cure

Award" is surely a great encouragement to our previous efforts, and

rate of HCV, which later became the standard of care and then

we will work harder to reach the WHO goal of "elimination of viral

changed the clinical practice of CHC therapy for nearly 20 years.

仰望蒼穹，思考如何早日達成「打造一個沒有肝病的美麗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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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nical implications of viral genotypes and novel biomarkers on

Hepatology. Thus, our research results are with both academic

societies such as AASLD, EASL, APASL, APDW, JSH, KASL,

the natural history as well as antiviral therapy from various aspects.

and clinical importance. I was elected as the National Chair

JDDW and KDDW. I was elected as the Fellow of AASLD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Professorship, Ministry of Education from 2016 to 2018.

in 2015. I was awarded the Okuda Lectureship by APDW in

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e 2014 World Health Assembly requested the World Health

2012 and Okuda-Omata 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 Award

Viral hepatitis, especially hepatitis B virus (HBV) infection,

Organization to examine the feasibility of eliminating viral

by APASL in 2019. I had been the editors of JGH and Liver

is a global health threat because of its disease burden. WHO

hepatitis, and the 2015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and I am now serving as the chief editor of

estimated that there are 257 million people living with chronic

commits to combating viral hepatitis (Target 3.3). WHO

Journal of the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 and sitting on

HBV infection worldwide. Of particular note, Taiwan is a

announced to eliminate viral hepatitis in 2030, and MOHW of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GUT, Alimentary Pharmacology &

country endemic for viral hepatitis B, with ~2.2 million HBV

Taiwan also propose to halve liver diseases by 2025, we are

Therapeutics (APT),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JID), and

carriers and ~13,000 people die of chronic liver diseases and

conducting studies on "precision medicine in liver disease" to

the Clinical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I am a reviewer of

their complications. Among them, 8000 are attributable to

reach these important goals.

118 peer-reviewed journals, and serve as the trustee of JGH

1. Using new and validated risk prediction models to stratify

HCC. Since early 1990s, we established several long-term

As of Sep 2019, we have published more than 520 peer-

foundation and the founding member of AASLD Asia Paciﬁc

HBV and HCV patients into low- and high- risk populations.

follow-up cohorts regarding HBV natural history (SEARCH-B

reviewed articles and 9 book chapters. According to the

Regional Advisory Council.

Different strategies can be used to manage viral hepatitis

and ERADICATE-B), IFN and NA-treatment (CTEAM)

search results from ISI Web of Science shown below, as of 9

and NA cessation. By using molecular assay and serological

September 2020, the total citation numbers of our previous

The results of our serial studies on HBV can be translated into

2. Establishment of personalized therapy for HBV and HCV

markers, we identified several important viral factors (HBV

publications are 21,038. The citation numbers in 2017, 2018

clinical practice to reach the long-term goal of "Elimination

patients to reduce treatment-related adverse effects and medical

genotype and common HBV mutants such as BCPm and

and 2019 are 1796, 1845 and 1983,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of viral hepatitis B" and prevent viral hepatitis patients from

costs. This measure will make more patients achieve the goal of

pre-S deletion) and biomarkers (qHBsAg and HBcrAg) to

citation numbers of each paper are 27.54 and there are 66 high

developing end-stage liver disease such as liver cirrhosis and

"Elimination of viral hepatitis".

predict risk of cirrhosis and HCC in treatment-naive and NA-

citations (h-index) papers, highlighting the impact of our papers

liver cancer. The benefits include the reduction of disease

treated patients. In addition, the risk of viral/clinical relapse in

on the discipline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burden and medical expenditure as well as societal cost. Thus,

patients who discontinue NA therapy could also be stratified

In 2017, I was invited to edit a supplemental issue for Journal

my academic research will contribute to the promotion of

by serological and immune markers. On the basis of thes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co-edited a book entitled "Hepatitis

people´s health in Taiwan. In addition, the discovery of novel

ﬁndings, the management algorithms by HCC risk stratiﬁcation

B Virus and Liver Disease. January 2018 (ISBN-13: 978-

biomarker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cal devices and new

are proposed for the daily clinical practice. In recent years, we

9811048425; ISBN-10: 9811048428)" with Professor Ding-

antiviral treatments will foster the relevant industry and increase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clinical trials to search for novel agents

Shinn Chen. According to Expertscape, my research impact on

economic beneﬁts. We can also share our experience and work

with different modes of anti-HBV actions to reach the goal of

"hepatitis B virus" is ranked third in the world and is ranked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WHO by 2030.

"HBV cure" as early as possible. Through translational research

second in Asia on "hepatitis C".

to incorporate basic and clinical studies, our serial innovative

2.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3. Health promotion and social contribution: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Continuation of existing studies to create more evidence-

papers appeared in top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Over the past 2 decades, I was invited to give keynote and

based knowledge and promote human health with the following

journals like Gastroenterology, Gut, Hepatology and J

special lectures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anticipating results:

所有的研究發想，都是從小小的試管開始逐夢踏實。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HCC risks to save medical expenditure.

3. Understanding more about HBV immunology and modulation
of HBV cccDNA to hasten HBV cure.
4. Screening and treating HCV patients by using high potent DAA
regimens.
5. Identifying small HCC by novel tumor makers like liquid
biopsy to increase the rate of curative therapy.
6. Making good use of big data such as NHI claim database to
analyze association of diseases and treatment responses.
7. Developing combination therapy for HCC patients at different
clinical stages.
8. Developing HCC animal models for testing novel anti-cancer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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