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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報導 台灣史上最嚴重的學術風暴

錢．謊言．假論文
論文造假，是個人鬼迷心竅，還是一場集體犯罪？
一個校長的辭職，讓國家兆元產業夢醒？
以楊泮池為核心的﹁學閥﹂，如何能把持國家經費分配？
最後卻讓台灣的生技大夢，
成了謊言重重的荒謬戲碼，甚至被韓國五年反超？
文 陳
•良榕 程
•晏鈴 繪圖 •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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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端一個邊啜泣邊道歉的女聲。

物科學研究所教授張正琪等人，屏息聽著電話

一
○六年十一月十日早上九點半，台大口腔生

86

︶出版的期刊︽ mBio
︾，更將台灣與中國、印
︵
度列為三大﹁爭議論文偏高的國家﹂，甚至有台灣學者

台灣學界的國際聲譽，也因此受損。美國微生物學會

灣史上最嚴重的學術風暴。

這篇論文，以及之後陸續在匿名爆料學術網站 PubPeer
被爆出的十多篇郭明良實驗室涉造假論文，引發一場台

學︾，這是該領域最頂尖的期刊之一。

開發途徑，因此刊登於一六年八月號的︽自然細胞生物

的照片。這篇造假論文，聲稱找到大腸直腸癌新藥的

突破，才﹁鬼迷心竅﹂，將實驗結果套用張正琪舊論文

查詩婷說，她已經當了六年博士後研究員，卻苦無

博士後研究員查詩婷，也是張正琪的小師妹。

聲音來源是她恩師、台大毒理所教授郭明良實驗室的

很抱歉。」

「那時候真的把我逼急了，做出這樣的事情，我真的

代表，後來就一直沒有換下來……」

「琪姊……那個時候我一直做不出來，先拿妳的圖去

二

台大毒理所教授郭明良一路受
校長楊泮池提攜，當他發現楊
列名的造假論文被揭發，便迅
速宣布辭職。（邱劍英攝）

文，台大校長楊泮池竟有四篇列名共同作者，其中一篇

更令人訝異的是，科技部事後認定的十一篇造假論

事人。

及張正琪都被台大解聘。而查詩婷是唯一坦承造假的當

責人、當時借調擔任高雄醫學大學副校長的郭明良，以

論文，而受到拔除行政職等輕重不同的處分。實驗室負

之後，包括台大醫院中生代菁英 ─台
─大醫院副院長
林明燦、台大醫院金山分院院長譚慶鼎，都因列名造假

被期刊要求提供﹁誠信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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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擔任責任不輕的第二作者。但台大的內部調查結果，

就當上內科部主任，在講求輩分的台大醫院算是﹁少年

得志﹂，他更是天才型學者，曾連得三次國科會的傑出

研究獎。在 六
○年，他獲選為中研院院士。
他與學生相處融洽，也得過教學傑出獎，甚至在他宣

卻認定楊泮池沒有責任。
四個月後，在外界激烈的批評聲浪下，一樣伴隨著哽
咽聲，台大校長楊泮池揮淚宣布﹁不續任校長﹂，也就

此救了不少人。

段經過有截然不同的解讀。

然而，楊泮池當時的同儕，卻對這

算計 ——清楚知道自己要什麼

說。

世界胸腔科醫師都要學，﹂他演講時

﹁ 我 後 來 寫 了 三 、四 十 篇 文 章 ， 全

此改寫全世界胸腔科的看診指引。

當時才三十歲不到的楊泮池，竟因

著不斷精進的超音波技術，卻可以找到更小的腫瘤，因

傳統醫療方法只能發現三公分以上的腫瘤。楊泮池靠

變，這些在超音波之下一覽無遺。

對，因為胸腔科病人，多半肺部有積水、硬化或其他病

波無法用在充滿空氣的肺臟。但他發現教科書寫得不

當時超音波診斷技術剛引進台灣，教科書寫明，超音

得意表情。

多年前，他在內科當住院醫師的精彩經歷時，露出一絲

﹁楊泮池把學生搞得服服貼貼，﹂季瑋珠說。
他平時喜怒哀樂不形於色。演講時，只有在說到三十

支持校長。

布不續任後，台大學生會、台大研究生會各自發表聲明

郭明良實驗室被 PubPeer 舉
發 17 篇問題論文，經教育部調
查，其中有11篇涉嫌變造圖
片、數據。（取自《癌細胞》官網）

是校長任期到今年六月為止。
台灣大學創校一百多年以來，第一次以學術倫理理由
開除教授，第一次有校長﹁辭職﹂。
︶的總
由於楊泮池是生物醫藥國家型計劃︵
主持人，郭明良曾任國科會︵科技部的前身︶生物處
長，兩人均是推動台灣生技產業的要角。
另一種質疑聲開始浮現。過去十五年間，政府總計投
入三四三億台幣的龐大生技醫藥計劃，﹁為什麼會催生
了一堆假論文，卻沒有一個能夠上市的新藥？﹂台大公
衛系教授季瑋珠質疑。她也是醫學系畢業，是差楊泮池
五屆的學妹。
要了解學術造假風暴的來龍去脈，以及為何會延燒到
要全面檢討生技產業？這可得從楊泮池的﹁發達之路﹂
說起。

發達 ——少年得志的楊泮池
至截稿前，楊泮池仍不願接受
︽天下︾專訪，但他曾在幾年前一
次校內演講，講自己的學思歷程。
主持人、前台大副校長陳泰然當時
這樣介紹楊泮池，﹁你有沒有看過
一個老師，在每個領域都非常傑

﹁他超級聰明，眼光很銳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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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又會教書、又會看病，又會做

什麼東西是他要的，什麼是他不要

4

的，﹂一位曾與他一起在腸胃肝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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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訓的學長說。
台大在一九七五年首度引進超音波，日後的肝病權威
許金川，常帶領一群學弟孜孜不倦地研究到半夜，當時
在腸胃科當總醫師的楊泮池也是其中一員。
沒想到幾年後，楊泮池竟然選擇轉到冷門的胸腔科當
主治醫師。這在台大內科掀起一陣茶壺裡的風暴。
﹁每個人都很生氣，我花時間栽培你學超音波，結果
你跑到胸腔科去，﹂那位學長也忍不住激動起來。
若留在人才濟濟的腸胃科，楊泮池只能跟在許金川、
陳定信後面當小學弟。但他帶著當時最尖端的
診斷技術到胸腔科，馬上做出震驚醫學界的表
現。
﹁不得不佩服他投資的眼光之準，我們都
覺得這個人好厲害，他知道什麼是最關鍵的
東西，哪裡他最有可能出頭，﹂楊泮池的學長
說。
接下來，楊泮池果然在台灣生技業的萌芽
期，站上關鍵位置。
一九八八年，海外院士吳成文回中研院籌設
生醫所，而楊泮池因緣際會地成為吳成文第一
個本土博士學生。
吳成文野心勃勃，希望在台灣打造世界級的
生技實驗室，從美國邀請各領域的華裔傑出學
者回台指導，每人待三個月。
結果受益最多的是楊泮池，他跟著加州大學
戴維斯分校教授吳忍學細胞培養，跟下一個專
家學化學染色，接下來又有單株抗體和免疫學
家、影像學家陸續加入。
﹁每個人都待三個月，把他們最強的教給

我，因為只有我一個博士生，﹂楊泮池在演講時笑著
說。

在中研院受過扎實基礎醫學訓練的楊泮池，堪稱典型

︶。
的﹁醫師科學家﹂
︵ physician-scientist

才發現，該篇論文只是將郭明良實驗室一位已畢

掛名第一作者的論文內容一問三不知，調查小組

台大調查小組訊問林明燦時，他竟對某篇自己

在 七
○年到一六年間登上知名國際期刊的造假論
文，掛上責任最重的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

醫學博士，竟然在四篇出自郭明良實驗室、分別

為外界熟知。這次論文造假事件，這位東京大學

林明燦以國泰金控董事長蔡宏圖的妹婿身分，

醫師，也不是人人能做到 —至
—少，胃癌名醫、
台大醫院副院長林明燦就做不到。

﹁三刀流﹂的醫師科學家，即便是最菁英的台大

現在看起來，像楊泮池這樣﹁二刀流﹂、甚至

﹁不要找理由了﹂。

做研究，他就會舉出自己的例子，板起臉要部屬

因此，每回有部屬、學生抱怨當主管太忙無法

部兼任科技顧問室執行秘書。
他也沒耽誤醫師的看診正職，明星林志玲 五
○
年被馬踢傷肋骨，由楊泮池擔任主治醫師。

現任副總統陳建仁之託，到台大醫院隔壁的教育

他擔任內科部主任時，甚至還受另一位師長、

成竹地回答老師，﹁我可以啦。﹂

罷，擔心他為了行政工作而誤了研究。楊泮池則胸有

但當他要問鼎台大內科部主任時，吳成文卻勸他作

升等 ——醫師兼研究 愈來愈難

美國醫學院教授每年只有2個月開刀、看診，
其他10個月做教學跟研究，
「台大是1個人當5個人在用，都過勞了。」

88

封面故事

錢、謊言、
假論文

史上最高層級！論文造假案三大主角

小檔案

小檔案

郭明良
（台大教授，被解聘）
學歷：台大生化科學所博士、台大生化科
學所碩士、輔大食品科學系學士
主要經歷：台大生命科學院院長、行政院
國科會生物科學發展處長、台大醫學院副
院長兼研發室主任、台大醫學院毒理所長
與楊泮池合作網絡：
1. 2001年，楊泮池開始和郭明良合作進行
肺腺癌研究
2. 楊泮池當台大醫學院院長時，任命郭明
良為台大醫學院副院長兼研發室主任
3. 郭明良當生物處處長時，楊泮池是生技
醫藥國家型科技計劃總主持人
4. 楊泮池獲選科技部跨國頂尖癌症研究中
心總主持人，是在郭明良擔任生物處處
長時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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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入學術倫理案之相關責任：
教育部認為郭明良擔任第一作者與通訊
作者的期刊論文中，有7篇論文造假，認定
違反學術倫理；科技部則認定有8篇。
處分：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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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遭科技部停權10年，並追回2005-2016
年相關計劃研究主持費約154萬台幣
2. 教育部撤銷學術獎資格，並追回獎金60
萬台幣

3. 被台大解聘

楊泮池

小檔案

（台大校長，不續任）
學歷：台大醫學系醫學士、台大
醫學院臨床醫學所醫學博士
主要經歷：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
計劃總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台
大醫學院附設醫院內科部主任、
台大醫學院長、台大基因體醫學
研究中心主任
涉入學術倫理案之相關責任：
教育部調查發現，郭明良實驗
室團隊有 9 篇違反學術倫理的論
文，其中楊泮池合著 4 篇，包括
Cancer Cell（2006）、Cancer
Res（2006）、J.Natl.Cancer
（2006）、Cell Death Differ
（2013），其列名排序自第二至
第十二作者不等，但教育部審議
後認為，楊泮池僅提供肺癌細胞
株，並沒有實際涉及造假。
但在行政責任上，楊泮池以
合作者角色參與 Cancer Cell
（2006）論文有一段時間，尤其
在這篇論文大量勘誤的異常狀態
下，未能發現論文中偽造數據之
操縱和呈現結果；甚至在2008年
期刊二度勘誤時任醫學院院長，
仍未能警覺調查並採取積極作
為，有應注意而未注意之責任。

林明燦
（台大醫院副院長，已請辭）
學歷：台大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日本東京大學醫學博士
主要經歷：日本杏林大學非常勤
講師
涉入學術倫理案之相關責任：

1. 違反學術倫理之論文有4篇，
包括涉及圖片造假、在不同的
實驗條件下使用重複相同影
響，使用非指導學生郭亦炘的
碩士學位論文作為第一作者發
表
2. 在 JNCI （ 2006 ） 跟 NCB
（2016）列名理由與排序不適
當
處分：

1. 遭停權8年，不得申請或參與
任何科技部計劃

2. 追回2008-2016年相關計劃研
究主持費81萬台幣
3. 5年內不得擔任學術行政主管

﹁林明燦掛第一作者，但什麼都沒做，這在我們領域

﹁他們有很多人，我們是一個人當五個人在用，都過勞

兩個月需要開刀、看診，其他十個月做教學跟研究，

他舉例，美國最好的前二 ％
○醫學院，教授每年只有

裡面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中研院基因體中心研究員
了。﹂

五年前，在台大副教授任內離職的著名基因專家、禾

孟祿，十二年間匯了近七百萬台幣給郭明良的匯款紀

媒體取得了一份資料，是台大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嚴

面功夫﹂。他認為，林明燦的狀況，並不是個案，因為

根本是﹁不食人間煙火﹂，結果便是﹁大家一起追求表

馨婦幼醫院執行長蘇怡寧也批評，台大醫師的升等要求

錄，被質疑是換取論文共同作者的﹁代價﹂。（編按：嚴

不少醫師真的連寫論文的時間都沒有。
一年
今日台大醫師的﹁濃厚研究風氣﹂，始於二 ○○
接任醫學院院長的陳定信。

讓鬆散的學界去模仿藥廠的運作模式，
只會產出一些不痛不癢的論文和
賣不了價錢的專利。

孟祿指出是借款）
﹁這是制度的問題，特別是台大醫院，﹂一位

新模式，是醫師去找基礎研究的實驗室合作。

加上近年醫院的看診工作量大增，因應而生的

很差的就七十分，比較容易拉開。﹂

一、兩分，﹂他說，﹁但是研究就好的九十分、

把刀 ─研
─究。
﹁教學跟服務很難打分數，可能︵好壞︶就差

授，但到了現實面，升等決戰點往往只是其中一

陳定信想培育的，是兩者兼顧的﹁二刀流﹂教

﹁但這只是個理想，﹂季瑋珠說。

療法，可救上萬個。

輩，看診醫好的病人頂多千百個，但研究找出新

己到實驗室找答案，發現新療法。他常教誨後

信的理想，是希望醫師看診時遇到的難題，能自

身為台灣當代最傑出的﹁醫師科學家﹂，陳定

度從此大增。

升教授必須是﹁國內領先﹂。台大醫師升等的難

服務與研究成果要﹁具備國際聲譽﹂；助理教授

他設定正式規格，要求副教授升教授，教學、

到不久前爆出的﹁買論文﹂案外案。

豪門名醫、啟人疑竇的﹁合作關係﹂，不免令人聯想

阮麗蓉說。

業碩士生的學位論文改寫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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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台大的私立大學醫學院院長表示，在台大舉
的風氣下，醫學院對教授升等的研究
校衝
品質要求愈來愈嚴，﹁從質到量都要求，唯一沒

夠。﹂

多請醫師，他答應多請一百個，但一百個還是不

我前年跟︵現任台大醫院院長︶何弘能說，你要

有算這個喔，還有其他很多的︵新增工作量︶，

天，現在是七天，光是病人翻床率就三倍，﹁只

當年當主治醫師的時候，平均患者住院日是二十

﹁我們把醫師操得太緊了，﹂他說。例如，他

多出不少。

定信也指出，現在台大醫師的臨床工作量比過去

而且，台大醫學系大老、內科特聘講座教授陳

一個人身上，就可能讓某些人鋌而走險。﹂

究，﹂阮麗蓉說，﹁兩種非常高壓的工作，擠在

﹁醫師要看病、巡病房、動手術，還要做研

究方面不擇手段，甚至用買的，﹂他說。

要求的是﹃真﹄，就變成醫師為了升教授，在研

S
C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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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時間去做實驗，老師還要另外找學生協助，因此他

﹁其實︵基礎研究的︶老師們也不願意，因為這些醫師

的學者合作，結果那位學者告訴他，先洗完實驗室水槽

的老師都看不起臨床醫師，﹂當年他想找一位研究細菌

120
11.2

的髒瓶子再談，﹁我當時已經是副教授了耶！﹂

計劃件數

們大部份都敬謝不敏，﹂另一位中研院院士、台大臨床

總金額（億台幣）

醫學所教授陳培哲說。

1993-2017年台大醫學院研究計劃件數與經費比較

另一位出身台大的醫界大老便嘗過苦頭，﹁這些基礎

楊泮池團隊研究經費
遠高於其他教授

58
3.7

29

28

天下雜誌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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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泮池

俞松良

郭明良 台大醫學院
教授平均

935.9

1331.9

240.5

註：此數據從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中蒐集台大醫學
院教授1993年到2017年在科技部專題研究計劃、各機關
委託研究計劃、各機關科技類自行研究計劃擔任計劃主持
人的件數與經費，比較台大醫學院212位正教授的計劃經
費平均，與計劃經費前3名的學者之間的差異；教授選擇
標準以台大醫學院所有系所網頁資料，以及台大醫學院人
事室2016版本的人事變動年報，並剔除兼任與退休、名譽
教授。
研究整理：程晏鈴、林佳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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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

但郭明良不一樣，他積極與醫科博士生、醫科教授合

平均
每件金額
（萬台幣）

0.5

作。前述大老曾送過醫師學生到郭明良實驗室。郭明

1.4

去念醫院管理的

疲力盡之下，從此放棄學術，轉
。

學生最後念了五年拿到博士，筋

被一流期刊接受才能畢業。那個

認真，但因郭明良要求，論文得

要親自看、分析結果。學生雖然

也親力親為，每一個實驗圖表都

他的學生白天在醫院看門診，
晚上還要到實驗室工作。郭明良

的很感謝他。﹂

他，﹂這位大老回想，﹁我當時真

把學生放在這裡，我會好好督導

良告訴他，﹁你們教授很忙，就

92

這篇有楊
琪，﹁不行了，
的名字︵第九作者︶，﹂他要辭

了決定，他告訴舊日學生張正

和家中坐困愁城數日的郭明良下

這篇文章的出現，迫使已在永

在 六
○年︽國家癌症機構期刊︾
論文圖片造假。

出現新留言，
術爆料網站 PubPeer
指控由張正琪為第一作者、刊登

去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八點，學

什麼他要
棄保 ——為
忠心﹁護主﹂？

E
M
B
A

J
N
C
I

正琪一起進了台大校總區行政大

十一日下午六點，郭明良與張

職，保護楊泮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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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行政院通過中研院生醫所推動的「醫師進修獎助實
施要點」，鼓勵醫師做研究

1995 行政院通過「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方案」，積極推
動生物技術產業

2000 生技製藥國家型計劃啟動（2000-2010），計劃金額

樓二樓的校長辦公室。楊泮池與主秘林達德，已在裡面

吳成文擔任生醫所首任所長，楊泮池是吳成文第一
個本土博士班學生，開始從臨床投入基礎研究

等待。

1987 中研院生醫科學所成立

研究員阮麗蓉查出郭明良擔任生物處長的三年期間，楊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DCB）成立，擔任橋
梁協助生技上游研發，銜接技轉到下游廠商

張正琪回憶，不久，楊泮池走出辦公室，吩咐一位秘

1984 DCB成立，銜接研發與廠商

書查一下郭明良的退休年限，回來跟郭明良說，﹁你就

行政院長孫運璿宣布生物技術列為8大重點科技之
一，是台灣生技產業發展的濫觴

一一年達三．
泮池來自國科會的研究經費暴增，二 ○
五億台幣，一二年約一．八億台幣，遠高過其他年度。

1982 生技列為國家產業重點

辭一辭，我會幫你安排藥廠的工作。﹂（編按：主秘林達

近35年台灣發展生技產業大事記

德與郭明良都否認安排工作這段對話）

國家帶頭砸錢
生技研究躍升學界主流

達98億台幣

2002 生技列為2兆雙星產業
行政院核定，將生物技術列為2兆雙星產業，同年啟
動基因體醫學國家型科技計劃（2002-2010）

2003 中研院成立基因體研究中心

陳建仁捲入論文抄襲案，是生技醫藥論文第一次涉
及層級最高，疑似違反學術倫理的案件

2009 行政院推動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2009-2012），

93

浩鼎市值超過千億，成為台灣第一家市值超過千億
的生技公司，生技醫藥躍升主流

2016 浩鼎案、郭明良團隊論文造假案相繼爆發
2017 生技產業創新推動方案（BIIP）（2017-2024），計
劃金額達110億台幣

當時已借調去當高醫副校長的

年 月 日

4

12

2015 浩鼎崛起，生技成產業新寵

郭明良，與楊泮池關係究竟多密

天下雜誌

2
0
1
7

楊泮池以壓倒性的票數，當選台灣大學首位非官派
校長

切？為什麼郭明良需要這樣﹁忠

2013 楊泮池當選台大校長

心護主﹂？

金額達110億台幣

七年選上台大醫學院
楊泮池 ○
院長。郭明良是他指派的六個副

2011 生技醫藥國家型計劃正式啟動（2011-2016），計劃

院長之一，兼任研發分處主任。

強化產業化研發、成立生技創投基金；同年台灣食
品藥物管理局（TFDA）正式成立

兩年後，郭明良借調到國科會擔任生物處長︵一位醫

2007 陳建仁捲入論文抄襲案

學院教授指出，是楊泮池的推薦︶。中研院基因體中心

楊泮池當選中研院院士，是中研院過去20年來第一
位在台灣取得博士學位的院士

其中包括，一二年開始，每年撥三千五百萬台幣經

2006 楊泮池成為首位本土院士

費，五年總計一．七五億台幣的跨國頂尖癌症研究中
心，也由楊泮池擔任主持人。而郭明良自認，該計劃是

若將眼光抽離白色巨塔、甚至離開台大，會發現，過

去幾年，楊泮池的影響力已超出台大範圍。

他與陳建仁輪流擔任生技醫藥國家型計劃總主持人，

從一一年到一六年間，總計一一 億
○台幣，是近來台灣
最大規模的研究計劃，主導數百個優秀學者的研究重

自己生物處長任內的重大成就。
達到明顯的高峰，﹁中間是不是有對價關係？這是政府

而且，當時負責通過該計劃的，正是時任國科會生物

心。

雖然楊泮池與郭明良兩人都表示，雙方只是單純的基

︵接下來︶該查的，﹂她指出。
礎與臨床醫學的合作，由楊泮池的實驗室提供肺癌細胞
株，供郭明良使用。
但知情人士則稱，兩人關係是﹁策略聯盟﹂。

學閥 ——分配資源、派系亂鬥
有段時間，郭明良年年申請教育部的國家講座都沒
上，那是全國位階最高的學術獎助。有一回，他向同事
吐苦水說一直落榜，實在不想再申請了，﹁但是楊 叫
我繼續申請。﹂

季瑋珠曾在二 一
○一年投書媒體，抗議國科會撥給學
者的自由型研究計劃經費大幅縮減。她並質疑，是因

他們是資源分配者，﹂季瑋珠說。

﹁他們這群人定義了什麼叫做優秀，誰能拿到資源，

勢力最大的﹁學閥﹂。

在季瑋珠眼裡，這幾個人的組合，構成近來台灣學界

級計劃，均始於他在國科會任內的規劃。

十二年。他曾在總統選舉的演講指出，這三個生技國家

而且，陳建仁也曾出任國科會生物處長，較郭明良早

處長的郭明良；背後的總體規劃召集人，則是前中研院
長翁啟惠。是他拍板，讓之前的兩大國家計劃 ─基
─因
體醫學跟生技製藥計劃，合而為一。

阮麗蓉表示，楊泮池的研究經費，在郭明良任職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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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型科技計劃﹂。當時得到不少學者附和。

為經費集中在﹁某些大戶及其子弟兵﹂，以及其掌握的

去年底，台大醫學院副院長吳明賢團隊對幽門螺旋桿

︽天下︾根據政府研究資訊系統，查出台大醫

學院全部二一二名正教授過去擔任主持人的

撤下。

研究發展之重要結果﹂。事發之後大為難堪，只好趕緊

論文。台大校訊還以頭條新聞介紹，稱之為﹁台灣癌症

這篇，其實就是本文開頭提到，第一篇被踢爆的造假

物學︾的研究。

池回答他，要先刊郭明良登上去年八月號︽自然細胞生

︶。他去問
菌的新療法登上︽刺絡針︾雜誌︵ The Lancet
楊泮池，能不能登十一月份的台大校訊電子報。但楊泮

的貢獻？也沒有。﹂

的﹂，﹁這個人怎麼什麼都能做，但他到底做了什麼重要

而郭落榜的主要理由，是評審們覺得他的研究﹁怪怪

一位國家講座的評審指出，是楊泮池提名郭明良，

P

封面故事

錢、謊言、
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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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首先，很難看出造假。一般狀況下，期刊編輯和同樣領域的
審查專家會相信投稿人在文章中提供真實數據，專家只負責判斷數
據分析是否有誤、數據與圖片、結論的邏輯是否一致、以及內容是
否可信。論文作者的有意造假，很難被期刊編輯和專家發現。國際
間頂尖的期刊編輯也會要求檢查作者的原始實驗紀錄，但狀況看不
同期刊而定，大多是依據專家審查的評語決定。
第二，匿名網站興起。以往若發現論文有問題，學者專家通常
直接寄信給期刊編輯，期刊編輯會要求原作者做勘誤或提供數據、
新的研究回覆審稿人意見。若真的發現有問題，期刊編輯會要求撤
稿。但因網路學界同儕匿名審議平台PubPeer公開提出質疑，讓
大眾得以公開檢視論文的品質與問題，讓外界開始關注郭明良團隊
產出的論文。（程晏鈴整理）

研究計劃總經費。楊泮池與大弟子、台大醫技系教

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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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為什麼造假論文從 2004 年到 2016 年都
有，一直到去年才被發現？

授俞松良分居第一、二名，分別拿到十一．二億

4

台幣、三．七億台幣，遠高於每個教授平均的

答：教育部與科技部指出，台大校長楊泮池在《癌細胞》
（2006）這篇論文中擔任第二作者，但主要提供技術支持，以及
細胞株供蘇振良團隊做實驗，並沒有涉及造假與圖片重覆使用同樣
的圖片等違反學術倫理的狀況。
但外界質疑，為什麼提供細胞株的貢獻就足以擔任第二作者。教
育部指出，其貢獻可擔任共同作者，但排序是否適當仍待釐清。

五三二一萬台幣。︵見九十一頁表︶

問：為什麼在其中一篇造假論文列名第二作者
的楊泮池沒事？

﹁如果真的卓越，我們也沒話講，但是這麼多

3

年來，他們也真的沒有卓越啊！﹂季瑋珠說。

答：科技部調查，郭明良實驗室團隊18篇論文，發現共有11篇
涉及違反學術倫理，遭質疑數據圖表有40個，透過分析軟體鑑定
後，重覆使用的圖片有1個，變造或造假的結果則有36個。

楊泮池宣布不續任台大校長之後，第一次公開

問：論文造假情形有多嚴重？

露面，正好就是三月下旬，生技醫藥國家型計劃的

2

結案會議。

答：台大創校100多年以來，第一次以學術倫理理由開除教授，
第一次有校長「辭職」，也是台灣生技醫療涉及最高層級的一次論
文造假，而且是集體造假。
主要實驗室的主持人郭明良，曾擔任過國科會的生物處處長掌管
生醫領域的計劃申請；台大校長楊泮池更是台灣生醫國家型計劃的
總主持人，若將涉及造假團隊的經費加起來超過20億。根據科技
部報告指出，有8位利用違反學術倫理論文，申請或取得科技部獎
補助，影響審查判斷與資源分配公正性。

當初信誓旦旦要投入百億﹁做新藥﹂、﹁創造下一個

1

問：為什麼這次台大論文造假事件，引起這麼
大的風暴？

兆元產業﹂。但楊泮池介紹的計劃主要成果 ─十
─個新
藥，僅有六個進入第一期臨床試驗。而且儘管私下多次

論文造假案 關鍵4問答

招商，但國內外藥廠承接的意願也不
高。
﹁很不願去批評啦，但是以結果論，
就是不成功，﹂曾任食藥局長的陽明大
學藥物科學院院長康照洲說。
十五年了，歷經三個大型國家型計
劃，新藥發展的成果至今是﹁只有零星
安打，一分未得﹂。要了解原因，可回
到十一年前，從郭明良位在台大基礎醫
學大樓五樓那個狹窄的實驗室。

騙局 ——癌症神藥，謊言製造
六年三月，台大召開記者會，由
○
當時校長李嗣涔陪同郭明良一起宣布
登在癌症領域最頂尖期刊︽癌細胞︾
的研究成果。領先全球找出造成腫瘤
轉移的關鍵標靶 ─血
─管生長因子受體
︵ VEGFR︶
- 3，並找出能抑制該受體的化合物。可望
造出抑制癌症腫瘤生長轉移的新型標靶藥。
台灣竟有團隊，在開發一個療程動輒上百萬的癌症
標靶新藥！
各大媒體大篇幅報導之下，郭明良實驗室聲名大
噪，甚至常有民眾打電話來買﹁癌症神藥﹂。
郭明良因此兩年後得到教育部的國家學術獎。他尋

也端出與交大應用化學系合作，

針對 VEGFR，
- 3﹁抑制腫瘤細胞
轉移和成長﹂的標靶新藥 Nstpbp
。
253
根據政府研究資訊系統，郭明

良與交大合作的新藥開發計劃，

於 七
○到一 年
○間，申請了五個
國科會計劃，共花費一九七七萬
台幣。

記者會、學術獎、昂貴新藥的

商機，這個台灣之光即將誕生的

成功故事，卻是建構在一個大謊
言裡。

六 年 的︽ 癌 細 胞 ︾論
這篇 ○
文，被教育部、台大認定造假。

而且，由於楊泮池在這篇論文掛

名第二作者，成為輿論猛烈攻擊

星教授。當前中研院院長翁啟惠、陳建仁要求參與國

當時四十多歲的郭明良，儼然成為台大新竄起的明

會衝擊國內外學界對本土醫學、生技教育的評價，﹁覺得

泮池、郭明良以降，清一色都是國產博士。阮麗蓉認為，

另一個衝擊，則是因為本次牽連學術造假案的人，從楊

失控 ——裙帶＋玩票，誰來負責？

為藥廠對生技醫藥國家型計劃產出的新藥，望之卻步的一
大原因。︵見一 六
○頁︶

事實上，業界對於﹁學者製藥﹂一事，信心不足，也成

計劃的成果之一。

，最後也無疾而終。但這
郭明良的標靶新藥 Nstpbp 253
個由﹁謊言﹂製造出來的新藥，卻被列為生技製藥國家型

的焦點，讓他不得不宣布不續任校長。

張正琪是本次涉入學術造假、目前被台大校評會懲處最重者，包括解
聘、5年不受理教師資格申請等。她因此頻頻開記者會爆料、遞狀申
告，直到楊泮池宣布不續任才作罷。（黃明堂攝）

家型計劃的學者，必須將研究目標放在開發新藥，他

找 VEGFR的
-3事蹟，也寫在不久之後台大出版的︽台
大的科學家故事︾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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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學院這個白色巨
塔，要洗脫論文造假事件
的恥辱，未來的改革重點
應放在掃除「近親繁殖」
的積弊。（王建棟攝）

國外訓練還是比較扎實。﹂

一群台大博士聚在一起，還會產生另外一個問題。

打破近親繁殖，才能揭穿﹁國王的新衣﹂。

■

台灣學術圈要重振聲譽、生技產業要大破大立，就得

﹃玩票﹄，沒有人需要為計劃的成敗負責﹂。

英，全職的投入尚且不能保證成事，何況多數人只是

﹁這些不是院長就是校長、不是校長就是所長的學界菁

會產出一些不痛不癢的論文和賣不了價錢的專利﹂、

的運作模式，在缺少任務導向的工作紀律與規範下，只

他預言精確得令人讚嘆：﹁讓鬆散的學界去模仿藥廠

新衣︾指出，這是個﹁還沒開始就注定失敗的計劃﹂。

庚大學生醫系教授周成功︵現已退休︶便為文︽國王的

七年前，生技醫藥國家型計劃將開辦時，著名學者、長

親繁殖時，決策的盲點，就很容易被忽視。例如，早在

院士，也都是台大畢業，也都是師生、朋友，也陷入近

當國家生技政策的主導者，清一色都是學者、中研院

對外發言的主因。

譁然時，台大醫學院卻是異常地一片死寂，沒人公開敢

這也是為什麼楊泮池涉入學術造假風波，而引起全國

的朋友、學長、學弟，而沒有進一步去深究。

果，﹁怪怪的﹂、﹁好得太離譜﹂。但因為都是認識多年

不少台大教授透露，之前就覺得郭明良實驗室的結

風、成效不彰的成因。

，﹂她說。
心，密切合作。﹁我們都是 inbreed
這其實正是為什麼台大醫院這個﹁白色巨塔﹂密不透

成為台大教授之後，都以醫學院五樓的毒理所實驗室核

﹂
︵近親繁殖︶。因為郭明
她常提到一個名詞﹁ Inbreed
良實驗室成員，多從研究助理、博士、博士後，甚至到

︽天下︾採訪郭明良的學生、也被解聘的張正琪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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