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類獎
先天下物種之憂而憂 隨宇宙萬象之樂而樂

Humanities AWARD

過去六億年間地球曾歷經五次生物大滅絕，科學界在
90 年代末期就開始警告第六次大滅絕危機可能降臨，如今更
是藉由各種研究證實，不少物種已在人類來不及認識前就從

設獎緣起

地球永遠消失。

「人文類獎」在「東元獎」第六屆起設置，設獎

在生命科學領域耕耘多年的清華大學講座教授李家維，

領域是本基金會長期對於臺灣社會發展的觀察，

在台泥董事長辜成允及其母親辜嚴倬雲的大力支持下，2007

並經過董事會嚴謹的探討、專業的思考而擬定。

年元月在屏東高樹鄉建置「辜嚴倬雲熱帶植物保種中心」，

其最重要的精神，在於倡議該項議題對於社會發

十四年來收藏接近三萬四千種熱帶植物，物種豐富度為世界

展的意義，並呼籲全民重視與行動。歷年來皆順

之最，許多在野外瀕臨絕種甚至已經找不到活體的植物於此

利的遴選出最具代表性，且對相關領域具有貢獻

留下一線生機，宛若植物版的諾亞方舟，來此探訪的各國植

事蹟，對臺灣社會影響深遠的人士。第二十七屆

物學家絡繹不絕，成為臺灣守護世界熱帶植物的堅實堡壘。

的人文類獎，以「社會服務類－物種保育」為遴

其在物種保育領域專注的研究、專業的教學、人才培育與豐

選領域，獎勵「致力於保護臺灣瀕危之動、植物

碩的蒐藏成果，成功而影響深遠。其以物種保育的成就確保

原生種，確保臺灣生物多樣性以及生態環境永續

全世界的自然生態平衡與永續的行動，充分體現東元獎「科

發展，並成功喚醒社會大眾對於環境議題的重視

文共裕」的精神。

與實踐，對社會產生深遠影響者。」

做，就對了。
Just do it!

HUMANITIES AWARD

Social Service
Species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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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ties Award
Social Service Species Conservation

李家維

先生

Chia-Wei Li．67 歲（1953 年 9 月）
學歷

評審評語

得獎感言

以保育全球熱帶植物為願景，在台泥集團支持下，於

疫情當前，大家惶惶於人類的健康與經濟前景，然而世人

2007 年成立「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迄今蒐集活體

也同時陷身於另一場更具威脅的風暴，那就是全球氣候變

植物約三萬四千種，為全球之冠，在物種保育與人才培

遷與物種滅絕，維護地球生態存續及生命多樣性是現今最

育貢獻卓著。

艱難的挑戰。感謝「東元獎」對我們為熱帶植物建庇護所

With a mission of preserving the tropical plant diversity from

的肯定，謹代表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的同仁們，感謝熱
心支持的台泥企業團、科技部及社會大眾。我們將更努力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博士及博士後研究

around the globe, Dr. Cecilia Koo Botanic Conservation

國立臺灣大學

海洋研究所

碩士

Center was established in 2007 supported by the Taiwan

國立中興大學

植物學系

學士

Cement Corporation. To date, around 34,000 plant species

為芸芸眾生保種，也歡迎大家的合作參與。

are thriving in the center, a number that is unparalleled even
among the elite botanical gardens in the world. The center's

現任
財團法人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

執行長

conservation efforts, as well as the dedication in biodiversity

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

教授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ivotal in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today's ever changing environment.

臺灣中文版《科學人》雜誌

總編輯

對「東元獎」的期望
期盼東元獎持續關注物種保育及友善環境的科技發展。

曾任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館長

國立清華大學分子與細胞生物所

所長

國立清華大學

校長特別顧問及主任秘書

慈濟大愛電視臺【大地與人的對話】主持人

於索羅門群島探索世界上葉子最長的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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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物種之憂而憂 隨宇宙萬象之樂而樂

採訪撰稿 / 郭怡君

過去六億年間地球曾歷經五次生物大滅絕，科學界在

算去不成海邊也會在咾咕石上面摳呀摳的。」除了收集貝殼，

1990 年代末期就開始警告第六次大滅絕危機可能降臨。近

李家維童年最愛畫畫，小學三年級就有作品入選日本畫展，

年來各種研究證實，不少物種已在人類來不及認識前就從地

到高三前參加各種繪畫比賽常拿冠軍。

球永遠消失，如果不採取任何保護行動，現存近四十萬種植

上進心爭取到最佳實驗室 大學就被暱稱為教授
考上臺中一中後，李家維對繪畫的興致一度讓他想報考
師大美術系，但升高三的繪畫比賽沒拿到冠軍，一衝動就放

初中隨公務員的父母搬到南投的中興新村宿舍，眼前的

棄走繪畫之路。當時生物老師總是耐心地回答同學們的各種

繁花盛開讓李家維驚歎臺灣植物相與澎湖截然不同的豐美，

問題，還在走廊放了不少生物標本營造潛移默化的環境，讓

泥董事長辜成允及其母親辜嚴倬雲的大力支持，2007 年於

不惜省下中午吃飯錢蒐藏逾二百盆植栽，「回到家每天飯前

天生喜歡大自然的李家維很快將生命科學當成新目標，投身

屏東高樹鄉建置「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宛若植物版的

飯後的時間都用來照顧植物，功課是另外的小事。」從小養

廣告業的小學玩伴吳財德便送他一臺顯微鏡。大學進入中興

諾亞方舟，十四年來蒐藏接近三萬四千種熱帶和亞熱帶植

成自學習慣的李家維，把父親書櫃有關動植物的書冊翻得滾

植物系才念一年就熱切愛上相關學問，當時的系主任易希道

物，物種豐富度為世界之最，許多在野外瀕臨絕種甚至已完

瓜爛熟，很快學會製作植物標本和妥善繁殖活體，足以和花

教授德高望重，是教授們只敢在辦公室門口遠遠向她報告的

店老闆交換買賣。

敬畏對象，還沒升大二的李家維卻大膽去敲易教授的門，直

物到本世紀末估計會有多達三分之二滅絕！在生命科學和
科普領域耕耘多年的清華大學侯金堆講座教授李家維，受台

全找不到活體的植物於此留下一線生機，來此探訪的各國植
物學家絡繹不絕，成為臺灣守護世界熱帶植物的堅實堡壘。

李家維回憶：「我天生喜歡植物應該是受我父親深愛玫

接跳到桌前激動地說：「水裡藻類的顯微世界太美了！我希

瑰花的影響，他每年秋天都會騎腳踏車載著我哥和我到碼頭

望可以知道海藻的生活史，需要一臺可以看得更清楚和照相

買麻布袋，剪開後小心翼翼把整棵玫瑰包起來，阻隔澎湖凜

的顯微鏡，系裡到底有沒有？我還需要養海藻的空間！還有

曾去過李家維位於苗栗南庄玻璃屋「荒堂」的人們，都

冽的季風，每年春天有點儀式性地把麻布袋解開，蓄勢待發

玻璃瓶和無菌設備！」平日嚴肅的易教授欣賞小夥子的上進

會驚豔於這位博物學家豐富多元的蒐藏：億萬年前的化石、

的玫瑰芽一見光很快就開花，那第一朵玫瑰綻放的嬌豔和芬

心，隨即將放有最昂貴顯微鏡的實驗室和組織培養室都劃給

各式唐朝彩繪俑、九百尊宋朝到現代的神佛像、尺寸罕見的

芳我永遠忘不了！」

李家維使用，「讓我對生命科學的熱愛得到最大的鼓勵！」

自幼深愛大自然 蒐藏功力達一甲子

元朝鈞瓷、涵蓋動植物和礦物的五百種藥材標本罐、意義非
凡的拓碑、親手製作的動植物標本 ... 聽著主人細數這些蒐藏
的來龍去脈，與玻璃屋大門出自蘭亭集序的對聯「仰觀宇宙
之大，俯察品類之盛」相互輝映。
「我從小就演練蒐藏東西的過程，自詡有一甲子的功
力。」1953 年在澎湖出生的李家維說，幼年因鄰居醫生診斷
為體弱心臟不好，當同學們追風似地踢球，他就獨自在海灘
吹風看浪撿貝殼領略大自然的奧妙，當年澎湖家宅的圍牆都
是珊瑚礁體化成的咾咕石構成，裡頭包著各種貝殼碎片，「就

157

第二十七屆東元獎．人文類獎

158

社會服務類〈物種保育獎〉

後來自己當上教授，也喜歡跟學生說：「我這些設備你愛怎

學系任教，隔年接任生科所所長，1990 年就被時任清大校長

麼玩就怎麼玩」，不去干涉他們想做甚麼題目而給予最大的

的劉兆玄找去當主秘。李家維博學多聞、親和幽默與信手拈

自由度。

來都是故事的功力，讓他成為清大最受歡迎的教授之一，三

李家維讀大學時常常翹課去各地採自己想要的標本，

度獲得傑出教學獎。

大一就被女同學們暱稱為「教授」。原以為是自己穿皮鞋和

1997 年大一暑假就跟隨李家維做研究的資深弟子黃貞祥

拎著父親給的手提箱上學的緣故，幾年前開四十周年的同學

如今已是清大生科系助理教授，他形容恩師是個通達古今的

會才知，相較於因分數落點才來讀中興植物的同學們，李家

博物學家，做任何研究都是帶著無比好奇和熱誠去探索，從

維對植物學的熱誠和知識是同學考試和做實驗最愛請教的對

不跟隨熱門主題或投入已有豐厚經費的領域，即使 1994 年就

象，當年臺灣幾乎沒什麼科普書，他在宿舍還會把自己擁有

因蜜蜂感應地球磁場的研究登上國際頂級期刊《Science》而

的幾本科普小書當睡前故事講給室友們聽。

出名，李家維主持的實驗室仍勤儉持家，務求每筆研究經費

中興植物系從李家維大二起，連續三年聘請來自德國、

都花在刀口上。李家維解釋：「花錢很花時間又傷神，錢多

日本和美國的藻類學大師擔綱客座教授，讓他對這些在地球

不是好事，錢比需要的少一點是最好的，你會很節省地把每

上無所不在的光合作用生物深深著迷，畢業後李家維到臺大

分錢都用到位。」

海洋研究所跟隨臺灣藻類專家江永棉教授做研究，以碩士生
的身分發表三篇國際期刊論文，有此等成就的研究生在臺灣

接掌國立科博館成立基金會 為研究動物起源辭職

堪稱鳳毛麟角。碩士畢業後到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海

90 年代初期李家維在海洋研究船上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

洋所攻讀博士和從事博士後研究，1985 年回臺到清大生命科

館的研究員程延年相遇，聽他描述科博館要進行的研究和擴

充的館藏，深為其抱負和遠見感動，下船後很快到科博館研

專家生活在一起，每個人都在收集各種標本作研究，那種充

究室和庫房去參觀，雀躍不已地對程說：「等我五、六十歲

實和對生命世界的感受太深刻了！」1995 年接任館長，李家

退休前要來科博館工作！」未料事隔不到兩年，創建科博館

維立志讓它成為東亞最重要的自然科學博物館，「我規劃做

的館長漢寶德就出現在清大門口，力邀李家維來當副館長，

兩件事，一是盡速增加有意義的蒐藏，二是要發展好的研究

兩年後待他退休就接館長。「當時我才剛買下苗栗南庄一甲

和展覽題目。因為政府的預算過於僵化，科博館的研究員根

多的地，準備匯集一些少見的植物營造成低海拔植物園，漢

本沒經費出國，於是我找臺中市和竹科的企業家們協助科博

寶德一聽就說幹嘛玩那小遊戲，來科博館我們有十甲地給你

館成立基金會，讓研究員有經費出國收集標本。第二點我認

蓋植物園！」隔天李家維向劉兆玄校長辭別，就到科博館上

為科博館不能滿足於小地方的小展覽，要有挑戰重大科學議

任去了。

題的魄力。」

到了科博館，李家維常常和植物組、動物組、人類組、

二十世紀科學界的十大難題之一「寒武紀大爆發」，意

地質組（含礦物和古生物）的研究員交流，「我每天跟不同

指地球在五億四千萬年前的寒武紀時期突然出現大量的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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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以及物種多樣性，連提出演化論的達爾文都非常困惑。

生和科博館的研究員兜在一起，我負責申請教育部經費，好

年目標才過一年多就達標，頭五年每年蒐藏種類都以四千左

員的薪水並不高，非常感謝他們靠著對植物保種的無比熱誠

李家維在 1996 年籌辦「寒武紀大爆發」特展，力邀中國科學

好幫臺灣蓋一個能從事保種工作的國際級植物園！」有感於

右的數字增加，到 2020 年 8 月從世界各地和臺灣蒐集的植物

一路撐到現在。」

院南京地質古生物所研究員陳均遠帶著許多化石來臺待一個

館長職務不能對單一計畫太偏心而對其他領域造成排擠，李

已達 33,771 種，其中蘭花、鳳梨、多肉植物、秋海棠及蕨類

李家維強調，國際大型植物園在採集、栽種和登錄三項

多月，讓科博館人員能跟他多學學。「我第一天見到陳均遠

家維再度請辭館長，未料整個規劃卻因官民之間難以溝通而

的蒐藏種類都是世界之最。在驚人的蒐藏數字背後，是李家

主要工作都有專人負責，以保種中心目前蒐藏的規模至少也

就非常喜歡他，因為他談的那些東西我都不會，古生物、動

胎死腹中，讓他萌生「只有徹底擺脫公家機關的束縛，完全

維精心網羅的人才們深入熱帶叢林與瘧疾等熱帶疾病搏鬥，

要一兩百人的編制才能維繫，但他找來聰明能幹的年輕人都

物演化、地質學正好都是我很想學的！」和正在找現代生物

向民間尋求資金」才能好好推動相關業務的念頭。

穿梭在茫茫樹海中找尋稀有植物的蹤跡，跋山涉水克服蜂螫、

是身兼數職，中心人事維持在二十八人的超精簡編制。「這

學合作夥伴的陳均遠一拍即合，李家維很快打電話向教育部

隔年秋天在苗栗南庄玻璃屋新蓋好的花房酒聚中，李

蛇咬、傷病和種種與海關交涉的困難， 李家維語帶感激地說：

些年我當執行長最成功的就是找到這群年輕人，從小熱愛植

長吳京請辭，隨即跟陳到雲南和貴州挖化石，即使研究經費

家維向「酒肉朋友」辜成允提及成立熱帶植物保種中心的構

「為了保種中心的長遠發展不能花太多人事費，中心工作人

物卻不會有經費建制這麼大的蒐藏，這個中心能滿足他們

需要自掏腰包也在所不惜。1998 年李家維和陳均遠在貴州瓮

想。「我跟他說，植物是生物多樣性的根基，芸芸眾生包括

安找到了五億八千萬年前的海綿和動物胚胎化石，將動物起

人類都靠它們才能活下去，只要失去一種植物，就會有幾百

源的年代大幅推進而轟動全球，論文也再度登上《Science》。

種生物跟著滅絕，而熱帶植物因熱帶國家窮困遭大量砍伐的

研究化石的經歷讓李家維深深體驗生命興衰的節奏，「地球

摧毀速度是最快的，危機非常迫切！」李家維進一步向辜

上每個物種平均能存活一百萬年才消逝，但現在卻以千百倍

成允提到享譽全球的美國密蘇里植物園（Missouri Botanical

的速度邁向滅絕，拯救物種是救急的工作！」

Garden）就是由知名企業家也是政治家和哲學家亨利 ‧ 蕭捐
土地和資金成立的，「我想就是這個例子打動了他，因為他

目睹滅絕危機催生保種中心 十年躍上世界頂級
1999-2002 年李家維擔綱慈濟大愛電視臺《大地與人的
對話》主持人，有一次到婆羅洲錄影，他親眼看到大片熱帶

的父親辜振甫有相似背景；他想了幾分鐘後抬頭看我，眼神
裡充滿信心和銳氣，說他媽媽在屏東有塊地，且對熱帶植物
好像有些興趣，讓他回去談一談。」

雨林因為改種油棕而被砍伐殆盡，「被毀滅的面積一望無際，

隨後在辜成允母親辜嚴倬雲的首肯下，無償捐出屏東

在大片油棕田裡只能偶爾看到幾株五、六十公尺高的熱帶樹

高樹鄉二十公頃的農地成為保種中心基地，原本李家維規劃

木殘留，突兀景象更加突顯熱帶植物的危機！」之後李家維

五年五千萬經費、目標蒐藏五千種植物，但辜成允認為一年

到新加坡演講，看到當地報紙頭條都在探討鄰近馬來西亞和

一千萬元無法達成李的規劃，主動加碼到一年兩千萬元，於

印尼砍伐大片森林焚燒引發的嚴重霧霾，讓他益加感受熱帶

是「財團法人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在 2007 年元月正式成

植物瀕臨絕種的迫切。

立，初期五年一億元由台泥、和平電力、中國合成橡膠三家

2002 年李家維回任科博館館長，當年他規劃的植物園已

公司及財團法人劍潭古寺共同成立基金會出資，從此李家維

經蓋好，「要把科博館植物園提升到更高保種境界」的想法

在清大教授和科學人雜誌總編輯的身分之外又多了一個重要

在腦中揮之不去。2005 年一位科博館技工來敲門，提到臺中

職銜：「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執行長。

高農在大肚山有一百甲的土地卻沒有想法和經費好好利用，
介紹李家維和高農校長見面，「我聽了興奮得不得了，隔天
馬上找高農校長去看地，立刻敲定合作要把高農的土地、師

蒐藏五千種一年達標 中心人員每天跟植物搏感情
2007 年 7 月保種中心蓋好第一座花房，五千種植物的五

2007 年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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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了臺灣溫室。「而且它的花跟臺灣金線蓮左右對稱的型態不

人組裝半天徒勞無功，又特地調資深蒐藏經理陳俊銘到索國

同，有個特別歪斜的唇瓣，我把好幾朵花拆開來研究才知道要

支援。陳俊銘回憶，以前在臺灣常看工人組裝好像很簡單，

怎麼異株授粉成功。」陳俊銘笑著說，這種眉角說出來好像就

但自己要指揮別人做就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且那些建材的英

沒價值了，但有時就是調這麼一點點，才能離成功再近一點

文他都不會講，加上當地網路超慢，光是要跟臺灣工程公司

點。投身保種工作超過十三年，拯救速度永遠比不上物種滅絕

來回溝通就大費周章，也有了生平首次開推土機的經驗。「希

速度，他由衷盼望能有更多大企業願意投入。

望給他們釣竿而不是直接給魚吃，教會他們如何保存植物就
很重要，所以要花很多時間跟索國人相處。」陳俊銘強調，

索羅門計畫為邦交國培養保種人力 帶回四萬五千份標本

結合興趣和工作的願望，就會穩定認真地在裡頭工作。」
2007 年在中心籌備之初就被李家維從臺北植物園挖角的

錯誤的試驗站，未來其他地方要種這些植物時，我們的經驗
就能派上用場。」

在索國採集到稀有植物當然會很興奮，但對他而言最珍貴的

在保種中心所有赴國外搶救熱帶雨林植物的行動中，

回憶都是執行計畫遇到種種困難而想盡辦法克服的點點滴滴。

「索羅門群島資源植物調查暨植物誌編纂計畫」是投入人

索羅門群島植物調查計畫第一年採集成果數量跟預期有

力物力最多、執行時期最長也最深入的，五年計畫共帶回

將近三成的落差，李家維找來參與的植物學者檢討，都說不

五千二百株活體、四萬五千份蠟葉標本，涵蓋四千種以上的

少植物長在很高的樹上「看得到採不到」，大家一致推薦聘

植物，絕大多數都是只生存在索羅門群島的特有種。此計畫

請爬樹如履平地的洪信介，但出資最多的國合會一看他只有

最早源於日本在索羅門調查農業和醫療用途的植物，但領軍

國中學歷就打回票。李家維深入了解「阿改」（臺語“介＂

的小山鐵夫教授深感該國植物學者青黃不接，便找上科博館

的諧音）豐富的採集經歷後覺得非用他不可，力保他在第三

研究員楊宗愈希望臺灣能承接，楊於是跟李家維商談， 「我

年加入才大幅加速了整個計畫的採集，並在蘭花學者許天銓

一聽就覺得是個大好機會，索羅門地理位置特殊，且擁有

和洪信介的聯手下，讓團隊採集到世界上最大的蘭花――英

七千種以上的多樣性植物，卻因為政變頻繁長期不為國際所

聖龍爪蘭，它生長在二十八公尺高的樹冠層，葉長三公尺、

認識，當年又是臺灣少數的邦交國，連忙透過辜成允去找已

花梗長兩公尺，花如白蝶。李家維指出，這種蘭花最早在

確定當選 2012 年副總統但還沒就職的吳敦義。」

1910 年被採集後在送往英國的船上開了花，但是既有文獻對

到國民黨黨部跟吳敦義談完心中的索羅門大計獲其首肯

陳俊銘，如今已是中心最資深的蒐藏經理，從小喜歡園藝的

陳俊銘強調，植物在面對不同環境時就有不同表現，就

支持後，李家維在開車回新竹清大的路上立刻接到外交部長

他在植物園工作之餘也在宿舍栽培植物，便「帶槍投靠」將

連當初他從臺北帶到屏東的第一批植物，都必須重新調整栽種

的電話，很快就敲定由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科博

自行栽培的四百多種植物帶到保種中心，成為中心最早的一

介質和澆水頻率，異國轉種的挑戰就更大了。例如從索羅門群

館和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主導，偕同國內外大學和研究機

批蒐藏。陳俊銘說，在保種中心工作每天都要跟植物「搏感

島採集的金線蓮比臺灣常見的金線蓮要大很多，考量索羅門有

構及臺灣駐索大使館、索國森林資源部和植物園等單位合作

情」，很多稀有植物的栽種保存都沒有教科書參考，每次面

七成經濟來源都來自砍樹，團隊思索若能將索羅門金線蓮培養

的五年計畫。

對新植物都需要反覆從失敗中摸索和學習微調。「你必須要

成能利用的藥材，將是對當地最好的回饋，「也許還能據此說

為展現跟索國合作的誠意，李家維規劃在當地建置一座

摸熟植物的脾氣，要是讓它不爽，它就長得很差或死給你看，

服他們不要再砍樹」，但前兩次採集回臺的人工培養都失敗，

專業溫室，不但能做為異地移植的中繼站，也能為當地培養

我們真的種死過不少，每次種不活都會難過。但這些失敗的

之後檢討認為它原長在森林底層，便嘗試從保種中心樹木底下

植物保種的人才，由於索國缺乏適當建材且物價是臺灣的四

累積都成為保種中心很好的資產，世上總是要有個初步嘗試

的腐植層挖一些材料加進人工介質中，總算讓索羅門金線蓮適

倍，便將所有建材化整為零從臺灣運了兩大貨櫃過去，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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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直立型描述和實情有很大出入，臺灣做到全球首次野外
生境習性的紀錄，國家地理頻道 2018 年製播的《綻放真臺灣：

嶼原本擁有六十五種蘭花，但野外已經幾乎都看不見，在中

送世界各植物園繁衍，辜認為不滅聽來太消極，兩人商定改

心保有的殘株經過組織培養，有兩種已達幾千株的數量，李

名「百種興盛」。未料 2017 年初辜成允到晶華酒店參加喜宴

家維計畫把這些蘭花交給蘭嶼鄉和蘭嶼中學，讓當地人選擇

時不幸摔下樓梯送醫不治，保種中心頓失大力資助的靈魂人

栽種之處，「讓蘭嶼重新成為蘭嶼」。又如 2019 年暑假臺北

物，辜家與台泥公司張安平向李家維保證不會中斷支持還會

動物園新開的熱帶雨林館，就受惠於保種中心送來三千棵熱

擴大搶救規模，但希望能增名為「百種興盛允盟行動」以紀

帶植物，讓北部人能就近認識它們。

念辜成允。整個計畫在辜過世不滿三週就迅速啟動，廣邀社

李家維有機會見到縣市長時，總會當面提醒首長們轄區

會各界以五十萬元額度認養搶救一種植物，很快獲得熱烈迴

有哪些瀕危植物與其該擔起的保育責任，2017 年屏東縣政府

響，連總部在英國的國際植物園保護聯盟也響應認養兩種瀕

在李建議下率先於縣府庭院種了二十多株屏東瀕危的武威山

危的臺灣特有種樹木：屏東武威烏皮茶及花蓮太魯閣千金榆。

烏皮茶，2019 年更進一步跟中心簽訂保種行動合作意向書，

誰知同年十一月寒流來襲的雨夜，李家維駕車不慎翻落

做為李家維廣邀各縣市政府合作保育轄內瀕危植物的起點。

高達三十多公尺的山谷也面臨生死關頭，事隔三十二小時才

從 2016 年啟動的植物組織深度冷凍計畫，向科技部申請經費

奇蹟獲救，醫生說再晚點送醫可能就回天乏術了。李家維靠

購置 40 個大液態氮桶，要逐步將蒐藏植物各部位的組織都仔

著原本要給孫子帶的鮪魚罐頭補充能量，找來大樹葉鋪墊和

細切割冷凍保存，至今已完成近萬種，預計將成為下一代科

遮蓋身體，儘管獲救前全身的顫抖沒有一刻停止過，李家維

學家珍貴的研究素材。

仍有心思欣賞無人山谷的靜諡之美，仔細嗅聞平時聞不到的

當臺灣植物諾亞方舟越來越具規模之際，兩位掌舵者卻

植物香氣，度過生死關後還很開心自己的嗅覺和聽覺變靈敏

在 2017 年先後遭逢生死意外。李家維回憶，2016 年底他向

了。當時從加護病房轉往一般病房後，清大師生去探望，他

辜成允提起「百種不滅」計畫，想挑出生存最危急或最具地

談的是如何用科學方式在生死關頭活下來，新竹市長林智堅

域代表性的一百種植物進行大量增殖，以備種回原棲地或廣

去探病，他念茲在茲的是為瀕危植物「蔡氏玉鳳蘭」的活體
保育請命。

終極英雄》植物獵人篇便特地拍攝了阿改攀高採集龍爪蘭的

身為李家維資深弟子的清大生科系助理教授黃貞祥回憶，

過程，李家維則在索國計畫結束後正式聘他為中心研究助理，

老師即使遭逢巨大意外還是「十足的科學家」，大家在病床

讓他能充分發揮本領。

旁聽他描述非常符合科學邏輯的求生模式，都對他的定力佩
服不已。清大生科系主任殷 献生則說，李教授非常注重培育

辜成允意外過世 李家維摔落山谷也差點進鬼門關
除了遠赴國外搶救熱帶雨林植物，中心也深入臺灣山林
和離島進行本地保種計畫，2018 年特有生物保育中心出版臺
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列出已在野外滅絕的五種植物「桃園

學生解決問題的獨立思考能力、對自然生態的關懷無微不至，
若要用一句話形容李家維，就是「先天下物種之憂而憂」。

未來生態學程培育人才 做得夠好就無須擔憂身後事

石龍尾、異葉石龍尾、雅美芭蕉、龍潭莕菜、烏來杜鵑」，

認為「能解決的問題都不算困難」的李家維，直指中心

除雅美芭蕉外都在保種中心的悉心培育下養出一定數量。蘭

持續發展最大的瓶頸就是人才培育。由於當代生命科學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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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他的知識豐富到跨各種領域都能找到連接點，演講的

對不是選項。」今年六十七歲的李家維規劃 2022 年 1 月從清

逐字稿可以直接變成一篇篇精采文章。」孫維新強調，當很

大退休，保種中心執行長的職務則會做到不能再負擔為止。

多人停留在「會去想或會去做」的階段時，李家維實際去做

問他會否擔憂後繼無人，李家維笑著說：「我對自己活著的

的已是把後續十年計劃都納入考量的事，「辜嚴倬雲植物保

歲月很珍惜，對自己的興趣很得意，但對死後要留給別人的

種中心」才成立十四年，就讓蒐藏種類與世界兩大歷史悠久

事物了無牽掛。當一個東西好到大家捨不得放棄的時候，我

的頂級植物園――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和美國密蘇里植物園

就不必顧慮了，保種中心在國際上已有很高能見度又蒐藏這

比肩，李的運籌帷幄功不可沒。

麼多珍稀植物，相信未來一定會有人願意接手。」對於先走

「生態不樂觀是地球環境最嚴肅的挑戰，物種大滅絕在
我們這一輩子和下一輩子的中間一定會發生，但束手無策絕

子生物學當道，攸關拯救地球物種的知識領域包括形態、分

強調李家維關懷的對象不是自己的老婆小孩而是全人類和全地

類、生態、演化等長期被邊緣化，專精這些領域的老教授退

球，「能出點銀子是我的福氣。」蔡能賢還盛讚李不同於一般

休後就後繼無人，2015 年他向辜成允提出舉辦三期「未來地

學者，若到企業界也會是一流的領導人才，「他永遠能勾畫出

球生態學程」培育百名地球生力軍的構想，安排的都是現今

影響力夠深遠的願景，同時又能關照到不同人的需求和利益，

大學不會上的課並有很多實地照料動植物的操作，還包括兩

發揮他超強的說服力對想做的事情達成最有效的人脈動員。」

週深入馬來西亞叢林的實習，辜成允一口答應資助五百萬，

自 2011 年起接任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長，也是李家維

另由時任臺積電副總經理的蔡能賢捐助三百萬。

多年摯友的孫維新形容李就像「現代版的印第安那瓊斯」，

現任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執行長的蔡能賢認識李家維將滿

洞察力超群、說故事的能力一流，具備感動人心的天賦，是

二十年，提起當初立刻允諾拿三百萬支持人才計畫的經過，他

真正能從生活裡看到知識樂趣和了解宇宙奧秘的學者兼冒險

一步的老戰友辜成允，李家維想對他說：「保種中心一本初
衷持續認真在做，而且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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