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緣起
　化學系王三郎退伍後在故鄉南安國中教授化
學。當時，南方澳漁港每年的鯖魚交易量占全臺
總交易量的九成以上。他覺得，若能前往日本學
習水產加工相關技能，將來回臺就可當上老闆賺
大錢、買賓士車，因而辭掉公務員的鐵飯碗，前
往日本的大阪府立大學。沒想到，日本指導教授
給予他的東西，比賓士車寶貴的多。
記者：微生物學最吸引你的方面有哪些？
王三郎：套句我師公（指導教授的指導教授）東
京大學名譽教授阪口謹一郎（被日本人尊稱為發
酵之父）的名言「微生物到現在為止還沒讓人們
的祈求沒兌現過，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因而更加讓我對於微生物的崇拜與感恩。
記者：您說學微生物是想賺大錢、當老闆，可是
後來為什麼選擇到淡江？
王三郎：一開始老師介紹我去日本在臺灣分公司
的著名醬油厰當代理人，但我不要。因為做生意
也要強健的身體，若身體不夠好，可能會出問
題。所以我選擇同時可以從事研究和教書的工
作。當然，我還是很想賺錢。除了研究微生物，
最想做的工作就是在老家蘇澳蓋別墅以及設小型
啤酒廠。
記者：請問您到目前為止，覺得自己做的最自豪
的成就是哪些？
王三郎：沒有耶。因為覺得自己普普通通。

　具有孩子般的蓬勃朝氣的化學系教授王三郎，
以「普普通通」形容自己，然而他的經歷有著
「60多次在SCI期刊論文、擁有7次新發明專利、
兩度出書，連續22年獲得國科會甲等研究獎勵，
以及連續10年被列名Who’s Who in the World

　

郭岱宗（英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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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的路，
一個人走不到最

美的盡頭

2 中華民國102年3月11日

海那邊
◎本校基隆校友會於上月28日
與基隆市警局少年警察隊、基
隆市中山國小等單位，共同舉
辦「歡樂學習營」。學習營隊
主要是介紹基隆的在地文化，
包括食、衣、住、行，運用活
動的設計，將課程活潑呈現，
讓學員於遊戲中，學習了解基
隆的文化及歷史。希望藉由各
種主題課程安排，以及各項宣
導，鼓勵青少年從事正當休閒
活動，營造一個健康、歡樂的
學 習 環 境 ， 讓 青 少 年 遠 離 犯
罪。（文／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
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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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英檢秘笈

　在這綿綿細雨冷颼颼的天氣裡，我
聽到一位眼睛不大但透露淡淡愁容女孩
的愛情故事：「我不知道該怎麼辦？這
段感情我無法放手，卻不知該如何走下
去…」～從小，很多人都稱讚我的美，
求學期間也不乏追求者，很多男生想盡
辦法與我交往！但家裡管的很嚴，父母
也擔心我因談戀愛而荒廢學業，規定我
下課後就趕快回家，不准我參加大學生
課後的狂歡活動。但看到班上的女同學
一個個有了男朋友，我心中也偷偷幻想
著戀愛的滋味？是甜蜜？是苦澀？還是
酸中帶甜？也期待有個真正愛我的男生
能突破困難，帶我翱翔在愛情的國度
裡。大二時，終於有個男孩突破了家裡
層層的防護，偷偷的談起戀愛。
這是一段得之不易的愛情，我想，他
這麼努力的想和我在一起，一定非常
愛我。所以，我傾注全心的回應他的
愛，並告知全世界的人「他是我的男朋
友」，但，在交往中漸漸的我發現愈來
愈不快樂～他，從來不帶我參加他家人
或朋友的聚會，假日回家後就關機不和
我連絡，路上遇到他高中同學，介紹我
只是他的同班同學，在他的世界裡卻把
我隱藏起來，我不懂他的顧慮到底是什
麼－總推說你父母也不同意你現在談戀
愛！我也是！我相信了，也壓抑了心裡
的不安全感，期待畢業後，能公開我們
的戀情！
等了2年，終於畢業，原想可以將幸福
坦露在眾人面前，卻在一個晚上接到好
友的電話：「不知道該不該告訴你，但
不說又好像對不起你！我今天在劍潭
捷運站出口看見你男友牽著另一個女孩
的手…」。如果，這通電話沒有響起該
有多好？那我仍然可以繼續沈浸在自己
編織的幸福裡，雖然必需藏起自己的不
快樂，但我可以想像自己仍是對方的唯
一，這些不公平的對待，只因為他有一
些難言的苦衷。「以前，我的感情很簡
單，遇見了你，卻變的複雜了。我相
信你很清楚我對你的感情，對你，我
委屈求全，你卻不懂得珍惜我愛你的
心…」，
聽到這裡，忍不住陪著她一起落淚，一
段美好的戀情何以走到如此的地步！演
變至此，真是令人不勝唏噓。時光倒
退，在戀情變質的初期，女孩能看見自
己的委屈，勇敢的發聲，知道自己值得
被好好對待！不為守住這段戀情而卑
微自己，本來2人的戀情可在欣賞、互
信、健康的關係中成長。但女孩卻犧牲
自己，成全對方，讓自己在親密關係裡
遍體鱗傷，以為對方會珍惜她的付出，
但對方卻只感受到她的不快樂和壓力。
正在談戀愛的同學們，千萬要記得，在
親密關係中，當關係不對等時，那戀情
很難走進幸福的隧道裡。因為委屈的一
方失去了自己，找不到自己的價值；另
一方則在變質的愛中被壓迫的想逃，
呼吸不到自由的空氣！最後，彼此都被
這段感情重重的傷害。當您遇到類似問
題，無法處理解決時，請到商管B408
室諮商輔導組，我們會有專業老師陪您
面對，共同走過這些尷尬的日子。男孩
女孩的愛情故事每天不斷在上演，但
「愛情的路，一個人是走不到最美的盡
頭．．．」。

導讀 陳大道中文系副教授

　同名或許是巧合！可是
1994年聯合報短篇小說首獎
〈海那邊〉與1967年《純文

新僑故事之外，也包括以中國大陸為背景的
寫實小說，引人聯想起陳若曦《尹縣長》
在內的所謂「傷痕文學」。年屆卅的嚴歌
苓1988年應美國新聞總署之邀赴美留學，隔
年，發生天安門事件。之後的90年代，她成
為國內知名小說獎得獎常客，〈海那邊〉尤
其是《聯副》主動邀稿的作品，可謂「錦上
添花」。大學肄業留美的吉錚，以留美輟學
到夜總會非法打工的「于鳳」為《海那邊》
主角。于鳳遭遇與白先勇〈謫仙怨〉女主
角黃鳳儀相仿，她們都是以經濟因素為考
量，放棄學業，將一部份賺來的美金匯給
在臺灣的母親。相較於以家庭主婦為目標
的同齡美國女子，她們雖然願意工作的優
勢，卻被「移出國」（母國）視為失聯份
子，被「移入國」視為外國人。青年男女

移居海外到異鄉打工，與故鄉牽連不斷的
現象，長久存在人類社會──所謂「離散
者」，直到二次戰後逐漸引人注意。總部
設於瑞士日內瓦的「國際移民組織」2012年
出版的Developing a Road Map for Engaging 
Diasporas in Development──a handbook for 
Policymakers and Practitioners in Home and 
Host Countries（這部作品可以直接從網路下
載）指出「離散者時常認為他們的母國僅僅
把他們當作是搖錢樹，他們的工作國則認為
他們所提出的要求在雙方共同認知方面站不
住腳。」（Too often, diasporas have felt that 
country-of-origin governments see them simply 
as cash cow, while some country-of-destination 
governments see diaspora groups demanding 
support on the basis of weak capabilities to 

deliver on mutual objectives.” 
該書強調工作移民（離散者）
的母國與工作國，都應該體
認移民們所付出的勞力與貢
獻，主張移民母國應營造友善
環境，以接納「人才回流」或
「落葉歸根」的離散者。
　 〈 饞 丫 頭 小 嬋 〉 是 嚴 歌 苓
《海那邊》唯一有「匯款回鄉」
情節的作品。不是匯款回鄉孝敬父母，而是
父母匯款回國養小孩。嚴歌苓潑辣文筆背
後，引人想起一篇以「家境清寒」為題的笑
話，其中提到「爸爸貧窮、媽媽貧窮、哥哥
貧窮、姐姐貧窮、我貧窮、傭人貧窮、司機
貧窮、廚師貧窮，……」即便如此，卻在開
發中國家真實上演，值得深思。

　編者按：本報開放教職員工來函反映意
見；另與學生會合作，學生若有任何疑問
可向學生會（SG203、校內分機2131，或
E-Mail：tkusablog@gmail.com）表達，學生
會將轉交課外組，並由相關單位提供解決方
案與解答，本報亦將刊登相關答詢，促進學
校和學生之間溝通。

　打開化學系教授王三郎辦公室的大門，一條
大紅色的日式門簾垂掛，牆壁和櫃子上擺放著
許多蝦蟹的模型。（文、攝影／夏天然）

學月刊》連載的長篇小說故事發生地都是
在美國，而且都是以美國新一代華人移民
（新僑）為主角。1967年《海那邊》作者
是吉錚，1994年〈海那邊〉則是大陸作家
嚴歌苓。
　嚴歌苓短篇小說選《海那邊》收集包括
〈海那邊〉、〈紅羅裙〉（時報小說獎得
獎作品），以及其他曾在《中副》、《聯
副》、《華副》發表過的作品，除了美國

拚命　　   微生物中釣出一片天

一、重要字彙 
1.頭髮定型液  hair spray
2.零售價 retail price 
3.批發價 wholesale price
4.負擔得起 afford
5.首期款 down payment
6.定金 deposit
7.奧斯卡金像獎 Academy Award
8.特效 special effect（s）
9.科幻片　science fiction

10.愛情文藝片  romance movie
11.偵探片 detective movie
12.喜劇片 comedy
13.悲劇片 tragedy
14.胖嘟嘟的　plump
15.瘦瘦的 skinny
16.減肥 lose weight

二、請填入英文，訂正之後，把每一句大聲唸三遍
1.她總是用很多定型液來做頭髮造型

She always _____a lot of ___ ____ to ____her hair.
2.零售價比批發貴了百分之三十
The ___ price is 30% ______ _____ the _____ price.
3.我連頭期款都付不出來
Ｉ can't ___ ___ the _____ _____.
4.這部電影得了奧斯卡最佳特效獎
The movie ____ the ___ ___ for the best ______  _____.
5.我弟弟喜歡觀看科幻片，我喜歡看愛情片
My brother likes to watch ____ ____,  I like ____ movies.
6.我不懂怎麼減肥，看起來總是胖嘟嘟的

Ｉ will always look ____ no matter how much I _____to ___ 
____.
三、答案
1.uses, hair spray ,style
2.retail , more than ,wholesale
3.even , afford , down payment
4.won, Academy Award , special effects
5.science fictions ,romance
6.plump,try,lose weight

文／夏天然採訪整理報導

     退伍後任教於故鄉蘇澳靠近南方澳漁港的南安國中擔任
化學老師，當時以魚類保鮮劑的研發為研究內容，指導學
生獲得宜蘭縣自然科學比賽優勝。南方澳漁港每年的鯖魚
交易量約八萬公噸左右，占全台總交易量的九成以上，魚
罐頭工廠以及相關水產加工廠不計其數。當時心想若能前
往日本學習水產加工相關技能，將來回台就可當上老板賺
大錢買賓士車，因而於服務還未滿兩年就辭掉公務員的鐵
飯碗，前往日本的大阪府立大學農業化學系的微生物利用
學研究室留學。
    於碩士三年以及博士四年的留學生活當中，每天早上八
點半進入實驗室，晚上十一點才離開。一年放假不到三個
星期的披星戴月生活，說真的，現在想起來都覺得自己當
時還挺能熬的，不過這七年的留學生活卻也是影響我最深
的一段時期。由於是位對於微生物一竅不通的化學系畢業
生，因而指導教授於第一年特別細心的指導我，進行有關
有用微生物的篩選以及發酵相關實驗，讓我很幸運地從指

導教授身上學習了非常寶貴的邏輯思考方式。
    實驗室當時負責進行屬於日本政府重點計畫的稻草變酒精
之生質能源開發計畫，因而讓我對於篩選有用微生物發酵
諸如稻草之類的農水產廢棄物，使之變成有用物質的相關
研究特別有興趣。特別是畢業返台前，指導教授叮嚀著，
非洲以及好多國家的人民沒有足夠糧食生活，返台之後可
善加利用微生物的力量，朝向解決糧食與環境問題相關的
研究去努力。
    為了善加利用故鄉蘇澳的水產資源，返台於大學任教就
決定以故鄉蘇澳的廉價蝦蟹殼粉(每公斤十元)，替代其他研
究者所使用的幾丁質(每公斤約一千元)作為篩選幾丁質分
解酵素生產菌的營養源。很幸運的，於大學任教的這二十
多年當中，已陸續篩選到非常特殊且優秀的台灣菌材，其
中篩選自淡江大學校園土壤，分別被命名為台灣假單胞
菌(Pseudomonas taiwanensis)以及淡水假單胞菌(Pseudomonas 
tamsuii)的這兩株屬於新種的細菌，讓我特別感到有研究生

活的充實與有意義。此外也從微生物發酵蝦蟹殼或烏賊軟
骨所得產物當中，分離出具有諸如抗癌、抗氧化、保濕、
美白、殺蟲以及促進作物生長之類的有用物質。
    個人認為維持良好體能對於研究與教學非常有幫助，原本
仰賴跆拳道維持體能的我，於二十年前才放棄跆拳道三段
晉級改以慢跑及游泳健身，直到去年開始轉而接觸較為溫
和的陳氏太極拳以及氣功瑜伽來鍛鍊身體。此外為了善用
語言進行國際學術交流，英語以及日語的練習也是我每日
不可或缺的功課。很幸運的，近幾年都能持續朝向國際交
流方面努力，例如應邀擔任SCI期刊的編輯、國際研討會的
大會演講以及應邀與越南大學合作開發該國微生物資源之
國際學術合作等。
　今日能有這些小小成果，特別要感謝國科會二十多年來
的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學校所提供的自由教研學術環境；
同仁們的包容以及實驗室歷年來的研究生們之辛苦努力，
感恩，謝謝大家。

悠遊微生物世界 台灣菌材釣菌者 文／

（世界傑出人物錄）」等令人瞠目結舌的資
歷。也想不到曾任生命科學開發中心主任王
三郎，是這樣一位孩子般朝氣蓬勃的教授。

研究主軸
記者：請問您開始幾丁質酶製造的研究契
機？
王三郎：1990年開始研究。由於老家蘇澳有
很多蝦蟹殼沒人要而被棄置，即使製成蝦蟹
殼粉也只有每公斤售價十元而已。當時的國
內外相關學者都用昂貴（每公斤約一千元）
的幾丁質（提煉自蝦蟹殼）作為微生物的發
酵原料，因而讓我產生研究興趣，利用故鄉
的廉價蝦蟹殼為材料進行臺灣菌材的篩選。

　王三郎致力於微生物的研究，主要是利用
篩選自臺灣土壤的微生物，發酵農水產廢棄
物，生產有益人類的物質。王三郎在校園的
土壤裏發現了臺灣假單胞菌及淡水假單胞菌
兩株新菌種。
  這兩株菌因為是新種，所以可以由發現者
賦予新的種名，因為這兩株細菌皆篩選自本
校淡水校園，因而分別以臺灣及淡水命名
之。這兩株細菌分別會產生殺蟲蛋白質、納
豆激酶以及其他諸多有用物質。納豆激酶的
製造，也是他近年研究的內容之一，而淡水
假單胞菌竟然會產生納豆激酶，打破只有納
豆菌產生納豆激酶的悖論，已申請到日本與
美國的新發明專利。

研究歷程
記者：研究時最開心的事情是什麼？
王三郎：有好的成果可以發表於國際期刊與
申請專利，並可以應邀到國外學術演講與國
際友人交流。若能將成果落實於產業界，進
而賺大錢那就更讓我開心了。
記者：有發生什麼印象特別深刻的事情嗎？
王三郎：進入實驗室的當天就開始喜歡微生
物，去日本大阪府立大學念書才開始學習如
何篩選與利用微生物。原本對微生物毫無概
念，但是進入實驗室之後，發現指導教授太
厲害了，不但很會釣魚而且也很會釣（篩
選）微生物。實驗室利用所篩選到的微生物
生產減肥藥物、增加香菇產量的活性物質、
稻草變酒精的酵素與微生物等。由於指導教
授善用微生物的力量，去生產有用的東西，
因而身兼好多家日本大企業的顧問，看到他
有學問又有錢，更加讓我羨慕而想學習。
　印象深刻的是指導教授經常於下班前，
單獨請我到學校附近的居酒屋喝酒。教授
擔心我會思鄉，因而經常約我在學校正門口
碰面（沒讓實驗室其他日本學生知道），然
後兩個人一起騎腳踏車至學校附近的居酒屋
喝酒。系上的教授幾乎都愛喝酒，也令我印
象深刻，原因可能是釀酒也是微生物發酵的
產物。尤其重要的是，在實驗室不能講微生
物發酵液很臭，會被罵，理由是實驗室的一
切成果都靠微生物，微生物是我們的衣食父
母，因而我信奉「微生物教」。
記者：請問您認為學習微生物學或農學最重
要的自身條件有哪些？需要付出的努力有哪

些？ 
王三郎：只要肯努力學習，像一頭台灣牛般
默默耕耘，不要想太多，就會水到渠成。

　7年留學生涯，王三郎每天早出晚歸，一
年放假不到3個星期，這樣的生活，卻是影
響他日後研究最深遠的時期。
　初到日本的他，由於老師要求必須穩紮穩
打，因此花了3個月的時間，每天都透過顯
微鏡在觀察微生物。另要面對非常生疏的酵
素蛋白質，加上當時不太懂日文，經過了半
年才漸入佳境。而實驗室負責進行稻草變酒
精之生質能源開發計畫，也使他對微生物發
酵產生特別的興趣。
　王三郎指出，在研究歷程中欣賞微生物學
家村尾澤夫、荒井基夫以及師公阪口謹一
郎。在日本教授荒井基夫身上學習到非常寶
貴的邏輯思考方式，他教導王三郎如何設計
「合乎邏輯的實驗」及如何將實驗結果進行
合乎邏輯的分析，並以合乎邏輯的方式進行
整理及設計下次的實驗。他舉例：日本老師
在一開始給學生設計實驗題目時，就有嚴謹
的架構，規劃出很多蘿蔔坑，賦予每個坑洞
其緣由和目標。
　王三郎說明，在研究的道路上要感謝的人
非常多，首推他的論文指導教授村尾澤夫。
因有他的指導才成就今天的王三郎。此外，
要感謝母校大阪府立大學，讓他4年博士班
學雜費全免；另感謝日本米山扶輪獎學會，
給予4年約800萬日幣的獎學金，使他在求學
時，無後顧之憂。同時，王三郎也談到，本
校也提供非常優渥的幫助，這點讓在其他大
學服務的友人非常羨慕，這讓他引以為傲。

研究應用
　王三郎在研究中，使得烏賊骨、蝦蟹殼，
化身優質蔬菜肥料、農藥和化妝品，同時在
人生歷練中也獲得寶貴的經驗。研究成果目
前有自細菌發酵烏賊軟骨所得液體中找到具
有抗腫瘤，及抗氧化作用之新穎化學物質。
然而，距離應用在醫療應用的路還很遙遠。
應用在生活方面，包括細菌發酵蝦蟹殼或烏
賊軟骨廢棄物，生產具有促進蔬菜生長之生
物肥料、殺死果蠅之生物農藥、具有優於
玻尿酸保濕效果，可應用於化妝品之多醣類
等。

未來契機
記者：請問研究中是否獲得特別的人生體
驗？會給學生對於未來職業什麼樣的建議？
王三郎：一般的土壤裡每公克就有大約一億
株細菌，要挑出理想菌株相當不易。有時從
所挑選出來的數千株細菌裡，連一株理想細
菌也挑不到，然而運氣好時卻能從數十株細
菌裡就可挑到極具潛力的菌株。人生何嘗不
是如此？除了平時的努力之外，運氣也相當
重要。建議學生平常多充實自己的實力，機
會來的時候才能一展長才。除此之外，外語
能力要具備，最好多掌握幾種語言。

　王三郎表示，生物科技所要解決的主要問
題包括糧食、健康與環境，因而仍將持續研

究發酵農水產廢棄物的方向，亦
即篩選出能發酵農水產加工副產
物（廢棄物），生產有益健康或
環保物質的臺灣優良微生物。因
為若能找到這類微生物，不但能
解決廢棄物所造成之環境問題，
也能藉由微生物的力量，將之轉
變成可以解決糧食與健康問題之物質。
　目前王三郎已進行和其他教授或組織合
作，包括從微生物發酵液分離所得化學物
質，即是透過與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的老師
合作進行構造鑑定、抗腫瘤活性分析，除了
已經共同發表三篇SCI期刊論文之外，並且
於今年元月獲得他國新發明專利核准；與臺
灣大學生物技術研究所的教授合作基因選殖
殺蟲蛋白質基因，成果已經發表於美國化學
學會所出版的農業與食品這份SCI期刊並且
提出新發明專利申請；另有與臺灣科技大學
及大同大學化學材料專長的教授進行國科會
之整合型計畫；與位於越南中部高原邦美蜀
的Tay Nguyen University校長簽約，合作開發
越南中部高原國家公園之微生物資源；應大
阪府立大學學術副校長安保正一的邀請，聘
任王三郎擔任SCI期刊Research on Chemical 
Intermediates之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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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訪近尾聲，王三郎教授小心翼翼地展
示日本教授送給他的一句話，「願微生物
是你永遠的好朋友！」他摸著那泛黃的紙，
眼神緩緩落在褪色的文字上，反復念叨著：
「微生物從來沒有背棄過人的期望，從來沒
有。」祝願他能永遠開開心心地做一個釣菌
人。（文、圖／夏天然）

王三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