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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產科沿革與現況

歷史沿革

1895年，日本統治台灣的第一年，日本

政府開設總督府立台北病院，1898年並設立

產婦人科，開啟了台灣婦產科歷史。至1936

年改制為台北帝大醫學部附屬醫院的「產婦

人科」。1945年台灣脫離日治，遂成為臺大

醫學院婦產科及附設醫院婦產科，1995年附

設醫院改名為「婦產部」，包含婦、產及生

殖內分泌三個次專科。

人事制度的變革

台灣總督府病院時代（1895-1938）之編

制為醫長、醫官、醫官補、矚託。台北帝大

醫學部附屬醫院時代（1938-1945）之編制為

教授、助教授、講師、助手、副手。臺大醫

學院附設醫院時代（1945-1948）之編制為教

授、副教授、講師、助手、副手。1949年開

始實施住院醫師制度，採金字塔式淘汰制，

分為R1、R2、R3、及總住院醫師（CR）。每

年總住院醫師只有一位直到1954年才開始有

二位總住院醫師。此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85

年由於東址整建擴編，CR改稱第四年住院

醫師，同時也全數可以完成四年住院醫師訓

練。至1992年增加第五年住院醫師，其功能

相當於fellow以研究工作為主，1995年再延長

至第六年住院醫師。

位置的變遷

終戰後原來醫院三東產房外增建鋼筋

水泥建築的嬰兒室，將當時婦科手術室擴大

整建為產房，另外設置待產室、檢查室。自

1945-1991年在醫院西址三東及三西的位置提

供病友生產及住院診療服務。1963年2月修建

婦產科（五東）4樓辦公室及研究室，提供主

治醫師研究的空間。1991年10月新醫療大樓

（東址）落成後研究室、產房及病房搬遷至

東址5樓。2008年12月兒童醫療大樓啟用，本

部產科及生殖內分泌科搬遷至兒童醫療大樓

繼續提供病友更高品質之服務及住院診療空

間。2009年8月婦科亦正式遷入兒童醫療大

樓，三個次專科又在一起為全國女性同胞提

供更優質的醫療照護。

歷任主任

1896-1914年 川添正道

1914-1937年 迎諧

文／陳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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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45年 真柄正直

1945-1949年 邱仕榮教授

1949-1972年 魏炳炎教授

1972-1973年 邱仕榮教授

1973-1975年 王耀文教授

1975-1981年 歐陽培銓教授

1981-1987年 李鎡堯教授

1987-1992年 謝長堯教授

1992-1998年 黃思誠教授

1998-1999年 謝長堯教授

1999-2005年 周松男教授

2005-2011年 楊友仕教授

2011年-迄今 陳祈安教授

醫療服務

走過一世紀的變革1899年本部門診與外

科門診在一起，一直到1945才移到與內科門

診相連，1956年搬至現在西址藥局旁販賣部

的位置，當時只有4診，到1986年門診擴張為

5診。因門診病人量不斷攀升在1993年7月增

設2個診區於地下室，並於門診附設檢查單

位包括不孕症檢查、門診手術、尿動力學檢

查、陰道鏡、胎盤功能試驗等。

經過半世紀的茁壯院方重新整修（三

東）作為本部門診並在2001年1月遷入啟用，

設有諮詢服務台、哺集乳室；診區擴充至10

診包含子宮鏡、陰道鏡、尿動力學檢查室，

並增設超音波檢查室。診間內將問診區及檢

查區分開，充分顧及病患隱私，增加就醫的

舒適性及良好的動線規劃減少等候的時間。

2012年8月開辦「婦女整合門診」，包

括婦產部、精神醫學部、乳房醫學中心、家

庭醫學部及臨床心理中心等專任主治醫師及

心理師，共同提供婦女朋友更完整的醫療照

顧。婦女整合門診設在婦產部專屬門診區，

提供同一時段、同一診區的醫療服務，增

加就診便利性，免去婦女朋友跨部就診奔波

之困擾。配合國家政策提倡母乳哺育的重要

性，常設領有國際泌乳證照之專業護理師提

供泌乳相關問題的諮詢與乳房護理服務。

台灣婦女的頭號癌症―子宮頸癌，早期

治療的方法有放射線照射及手術治療，初期

子宮頸癌根除手術是沿襲日籍真柄教授的方

法，歷來參與子宮頸癌手術小組的人員亦步

亦趨，使子宮頸癌根除手術之技巧更成熟、

更精湛，能執行保留神經之根除性子宮頸癌

手術，以及根除性子宮頸切除，保留子宮體

之生殖能力等手術。1956年為子宮頸癌的放

射療法在三西病房設計建造鐳錠室，特別隔

離給病人使用並給予臨床服務。之後引進放

射線鈷六十，更於1984年再採後荷式放射治

療，將病患改成在本院放射線科接受專業放

射線治療。2007年子宮頸癌疫苗通過臨床試

驗並核准上市使用，本科在兩價及九價子宮

頸癌疫苗之跨國臨床試驗皆有參與其中。

2002年以後，內視鏡手術儼然成為外

科手術的主流，婦產科之應用更是廣泛且

數量與日俱增，本部在腹腔鏡子宮切除及腹

腔鏡子宮肌瘤切除手術方面，更有創新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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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2013年引進達文西機器手臂手術，融合

高科技電腦與靈活的機器手臂，使得婦科手

術達到前所未有的創新與突破。不僅幫助醫

師克服體力與腦力的極限，且大幅提昇手術

品質。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2014年使用腹腔

鏡進行早期之婦癌手術，減少術後傷口的疼

痛感及降低感染的風險，減輕癌症病人的

痛苦。有鑑於癌症常為個人及家庭帶來許

多遺憾與無奈，2003年2月設立婦癌討論會

（Tumor Board Meeting），針對婦癌病患進

行治療前的診斷、醫療、處置及治療後續計

畫的照護等事項進行討論，並整合癌症研究

者、放射腫瘤科、腫瘤部、病理部等學者專

家每週召開會議，集思廣益提供以病人為中

心的最佳醫療計畫。

1970年代，本科開台灣醫界之先河，

首先以超音波作為診斷妊娠中疾病的工具，

後來其他各科也相繼加入超音波掃瞄之診

斷與研究。1980年代，隨著超音波儀器的進

步，藉著杜卜勒血流超音波的掃瞄，對高危

險妊娠的胎兒窘迫可提早被診斷，更可成功

鑑別卵巢及子宮內膜等疾病惡性與良性間之

差別。在臨床工作與研究上，更利用超音波

引導進行羊膜穿刺、臍帶血抽取、絨毛取樣

及取卵等醫療行為。即以超音波的引導進入

遺傳學臨床上的研究及應用。在產前診斷方

面，本科最早以分子生物學技術，對台灣盛

行的地中海貧血的遺傳機轉研究，造福台灣

眾多有可能遺傳此病給小孩子的年輕夫婦，

使他們免除憂慮，更減少社會成本。

2008年因應臺大兒童醫療大樓之落成，

建立亞洲第一之母胎兒醫學中心，將基因染

色體檢查、高危險妊娠轉診、胎兒治療、早

期胎兒超音波篩檢及高層次胎兒超音波之

技術完整引進本院產檢常規。致力於醫學臨

床服務與研究，為母親與胎兒提供最佳之照

護。

隨著工商發展快速的進步試管嬰兒等

生殖科技在1970年代末期突飛猛進，本部在

1981年引進hMG治療腦下垂體功能異常之婦

女，使其在治療之後懷孕率高達五成。1987

年利用體外受精-胚胎植入術（IVF-ET）治療

不孕症夫婦，並產下本院第一例試管嬰兒。

更於1989年國內第一例使用冷凍胚胎之夫婦

亦順利生產。

2002年生殖內分泌科更積極發展人類成

熟卵子及卵巢組織之冷凍技術，成功誕生國

內第一例冷凍卵子雙胞胎。2005年提出「生

殖醫學中心」計畫並正式納入臺大醫院A1研

究計畫，現在本部人工生殖之成果已達世界

一流之水準。2007年達成亞洲第一例乙型地

中海貧血及HLA配對經胚胎著床前基因診斷

成功懷孕。採用全基因放大（whole genome 

amplification）診斷方式，以此方法準確診

斷多對基因成功懷孕亦為世界首例。2010年

利用著床前遺傳疾病診斷（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簡稱PGD）方法，在懷孕

前檢出胚胎特定基因，或染色體是否正常，

選擇正常者植入子宮，可避免懷異常胎兒及

流產手術傷害。並且成功使用囊胚期胚胎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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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及染色體晶片檢查等新技術，完成治療染

色體轉位造成的習慣性流產病例。生殖醫學

團隊受院方指定代表臺大醫院參加國家品質

（SNQ）獎競選得獎並獲得2012國家品質標

章。

在全球化之趨勢下，許多新治療技術及

藥物之臨床試驗皆需多國之研究，本部也積

極參與多國性之臨床試驗。而試驗之品質如

生殖內分泌科執行之Elonva（長效型之FSH）

通過歐盟EMA及美國FDA之品質認證，婦科

承接之HPV九價疫苗試驗也通過歐盟EMA之

品質認證，對本科之臨床試驗品質有很大的

肯定。

醫學教育

1995年謝博生教授擔任醫學院院長後

對醫學教育做了很大的改革，著重於小班教

學，大堂課只保留基本之課程，對醫學生的

婦產科學也全部整併到6週的實習課內。2006

年起為符合目前醫學教育對臨床醫師核心技

能的要求與共識，也將臨床實作能力列入教

學品質的重要指標。以主題結構式臨床測驗

（Objective Structural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評鑑住院醫師及醫學生之臨床實作能

力。針對實習醫師訓練的需要，婦產科是院

內最早實施OSCE測驗教學的科部之一，實施

以來，接受OSCE之實習醫師反應，此測驗有

助於學習如何與患者建立醫病關係，更重要

的是，能夠把以往課堂上學習的醫學知識，

實際應用在臨床照護病患上，大大提升其臨

床上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對學界之貢獻

1961年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正式成

立，會址設於本科，由魏炳炎教授擔任第

一屆理事長，帶動台灣婦產科學術研究與發

展。1962年出版第一本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

會會刊雜誌。不但在學術研究、會員聯誼方

面都有貢獻，年年推進婦產科各方面之研

究，也負起醫學教育的重要角色，並每年舉

行會員大會和擴大演講會。爾後秉持優良之

傳統本部多位教授都曾擔任醫學會理事長之

職位。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長

第一至六屆（1961~1978）魏炳炎教授，

第九、十屆（1984~1990）李鎡堯教授，

第十一屆（1991~1993）陳皙堯教授，

第十三屆（1996~1998）黃思誠教授，

第十七屆（2004~2007）楊友仕教授，

第二十屆（2013~2016）何弘能教授。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9年畢業，現任母院

婦產科主任，兼任附設醫院婦產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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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婦產科沿革

引言／楊友仕、主講／李鎡堯

西方醫學導入台灣―明清時期

荷蘭人於1624年來台，自澎湖轉進台

灣；西班牙人於1628年來台，占據滬尾，

1630年建紅毛城；1661年鄭成功來台，趕走

西方人，直到清朝統治，共兩百餘年間，西

方醫學並沒有在荷西短暫的佔台期間引進台

灣，鄭氏時期後皆以中醫為主。

西方醫學導入台灣―教會醫學時代

（1865~1895）

1865年第一位來台英國宣道會馬雅各

醫師（James L. Maxwell M.D.）抵達安平，

於旗後設立「打狗醫館」，此為台灣最早設

立西醫醫院之記載；1868年遷回台南，設立

「舊樓醫院」；1900年改建擴大為「新樓醫

院」，這些都是南部台灣重要的教會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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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7 2年馬偕牧師（R e v.  G e o r g e  L . 

Mackey）由加拿大長老教會派至淡水。1879

年開設「馬偕醫館」，為台灣北部第一座西

式醫院。1888年英國長老教會派遣盧嘉敏醫

師（Dr. Gavin Russell, M.D.）於彰化設立醫

館，此為彰化基督教醫院前身。教會醫學時

代，涵蓋了日本領台之前三十年，雖對當時

醫療環境助益有限，但奉獻精神卻令人感

佩。

日治時期醫學發展

1895年06月20日，日本殖民政府於台北

市大稻埕千秋街設置「大日本台灣病院」，

後改稱「台北病院」，再改為「台北醫

院」，為臺大醫院的前身。1898年創設產婦

人科（由原屬外科分開獨立），派命川添正

道為部長，開啟台灣婦產科歷史。1899年開

設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川添教授為台灣

婦產科醫學教育之元祖。

1 9 1 8年醫學校改制為「醫學專門學

校」，1936年另設立台北帝大醫學部。

台灣婦產科元祖―川添正道主任

川添正道教授，1872年出生於日本長

崎，1895年因擔任日本軍醫而被派遣至台

灣，1896年為台灣總督府醫員兼產婦人科部

長（外科醫長）；1898年設立產婦人科，開

闢台灣婦產科之始。1901年擔任產婦人科部

長；1902年，制訂看護婦（護士）及產婆

（助產士）養成規定，同年，台灣醫學會成

立；1905年赤十字病院成立；1907年，助產

士講習所設立，開始招生台灣女性，每年訓

練10～15人，共訓練約200人分佈在台服務。

1913年，提出「川添式輸尿管結節法

（德文）」，獲京都帝大博士學位，卸任部

長職務，隔年辭職離台回日，任長崎大學教

授，在台服務共計18年。

初期台籍婦產科醫師

在1896年，台灣婦產科設立之初，一直

沒有台灣人擔任婦產科醫師，直到1905年，

有台灣人黃登雲醫師，曾發表論文：“台灣

婦女之月經調查，生產情形之調查報告＂刊

登於台灣醫學會雜誌。並協助助產士教育訓

練，但在1909年返回屏東老家，擔任公醫從

事一般醫療工作。

在黃登雲醫師回鄉之後，分別由鄭承

奎醫師在1909～1912年間及方瑞壁醫師在

1912～1915年間接棒。鄭醫師曾於台灣醫學

會發表台灣纏足婦女之骨盆記測報告，而後

放棄醫療工作赴新加坡從商；方醫師在擔任

婦產科醫師期間亦曾於台灣醫學會發表了許

川添氏輸尿管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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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臨床病例報告，但之後赴虎尾當公醫從事

一般醫療。可惜三位婦產科前輩醫師半途改

行，未繼續傳承婦產科，但留下所訓助產士

200多人。

迎諧主任

迎諧教授，於1882年出生於長崎，1913

年任京都帝大產婦人科講師，1914年升長崎

醫學專門學校教授，同年來台擔任台灣總督

府醫長兼產婦人科部長。1919年時，取得

京都帝大醫學博士「妊娠時子宮頸部著色研

究」；1923年，任台北醫院醫長，醫專兼任

教授；1936年，發起台灣產婦人科醫學會，

最後於1938年卸職，在今台北市中山北路開

業。

在當時，迎諧教授之手術技術聞名全

台，甚至擴及廈門、廣東、汕頭、福州等地

方，因此產婦人科紅極一時，從冷門漸趨為

熱門科目。

高敬遠博士

高敬遠醫師，為台灣第一位婦產科醫官

及台灣第一位婦產科專科開業醫師。

1896年出生於台北市，1915年入台北醫

院產婦人科醫局；1919年任醫官補；1920年

在今台北市塔城街，開業設立高產婦人科病

院。1934年獲京都大學醫學博士「臍帶賀爾

蒙之生物作用」，同年，成為日本產婦人科

學會評議員。

而後，1945年任台北市衛生院院長，最

後於1975年停止醫療服務。高敬遠博士的名

言，包括：「要作一個醫師之前，要先學做

一個人！」、「有完美人格的人方能成為完

美的醫師！」、「忠誠，勇氣，服務」，至

今仍為許多醫師奉為圭臬的準則。

當時部分助產士的合照

1920年時，高敬遠醫師在台北開設

第一家婦產科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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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柄正直主任

真柄正直教授，1900年出生於日本三

重縣，1925年於東京帝大醫學部畢業。1930

年，任東京帝大產婦人科副手；1932年，日

本聖母醫院產婦人科醫長；1936年，台北帝

大醫學部教授，為日本的在外研究員；1937

年，任台北帝大首任產婦人科教授。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敗戰，真柄正

直教授留任，隔年3月，才辭職回日本。

真柄正直教授，在臨床上專攻子宮頸癌

及子宮脫垂手術，極力從事研究，培育出多

位台灣籍博士，包括石孜理，邱仕榮，洪孔

達，李枝盈等婦產科前輩，成為戰後台灣婦

產科醫界元老。真柄教授有言：「婦產科學

是複雜的科學，要有耐心、愛心、慈悲心，

頭腦清晰，手勁靈活。」

台灣光復之後台灣婦產科演進年表

1945年：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成立

1949年：國防醫學院遷台

1954年：成立中華民國家庭計畫協會

1959年： 推行家庭計畫，提供避孕藥及子宮

內避孕器等補助（婦幼衛生）

1961年：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成立

1964年：中華民國婦幼衛生協會

1965年：台灣人口研究中心

1971年：行政院衛生署

1973年： 台北市立婦幼醫院台灣地區婦幼衛

生中心

1984年：優生保健法公布

1986年：婦產科專科醫師制度

1995年：全民健保制度

邱仕榮主任

邱仕榮主任，1940年台北帝大第一屆

畢業，之後即進入產婦人科醫局擔任「副

手」，1943年升「助手」。1945年升任講

師，為台籍最先獲此職位；同年，獲台北帝

大醫學博士，並任台灣光復的第一附屬醫院

（今臺大醫院）接收委員，同時接任臺大婦

產科主任。

邱仕榮主任對臺大婦產科有相當多的貢

獻，對台灣光復初期的醫療發展更是功不可

邱仕榮主任

台灣光復之後，臺大婦產科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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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1954年，升臺大醫院副院長；1964年，

任臺大醫院院長；1972年，辭院長職，回到

婦產科擔任主任一年；1977年，台灣醫學會

理事長；1978年退休，任名譽教授；1988年

逝世。

二次大戰末期，臺大醫院疏散至大溪診

療，前後約一年多由邱仕榮教授指揮。婦產

科有三間教室，分為門診、產房開刀房及病

房各開一間，由王耀文教授留守，吳家鑄教

授及李枝盈醫師輪流前往。當時醫局有吳家

鑄、王經緩、李枝盈、張自來、王耀文、高

繁雄、李卓然、王煥章等前輩。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慘淡經營，在

邱仕榮主任的領導下，婦產科得以繼續研究

教學，擴展業務，穩固婦產科的基礎功不可

沒！邱主任提出的幾項：唯誠而已、做人誠

實、為人爽直、熱心公益和仁慈忠厚，也是

今天大家耳熟能詳的準則。

魏炳炎主任

魏炳炎主任，1937年於日本東京大學畢

業，隨後進入東京帝大附屬醫院擔任副手，

1943年獲日本帝大醫學博士以及日本產婦人

科學會論文賞。

回台後，1944年轉任台灣總督府嘉義醫

院婦產科醫長；1945年光復，辦理省立嘉義

醫院接收院務，擔任院長；1949年任臺大醫

學院婦產科主任；1961年，中華民國婦產科

醫學會成立，任理事長；1972年：任臺大醫

院院長；1978年：卸任，1983年退休，2004

年逝世。

魏炳炎主任在任期間，共計有整理病歷

成冊、成立護理部、設立嬰兒室、樹立住院

醫師制度、制定實習醫師制度、擴大興建產

房、設待產室、檢查室、子宮頸癌手術小組

等多項貢獻。

研究方面，有婦女骨盆研究、有關滋養

層細胞疾病的研究以及子宮內避孕器及月經

期賀爾蒙研究等發表於國際知名期刊。另外

實驗室方面，設立內分泌學實驗室、細胞學

實驗室、子宮頸癌病毒實驗室、超音波檢查

室以及水蛙妊娠試驗等多項成就。當然，各

項實驗室以及研究，都是前後幾任主任以及

院內各教授一同合作的成果。

魏主任在任期間，以溫文儒雅、思慮

縝密、處事穩重、謹言慎行及治學嚴謹為準

則，也是魏主任本人的寫照。

邱主任及魏主任兩位的貢獻，不愧為台

灣婦產科現代化的領航者、台灣婦幼健康之

父及國家人口問題的提倡者，為台灣婦產科

開創一個新氣象。
魏炳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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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婦產科歷任主任

川添正道 1898~1914年
迎諧 1914~1937年

真柄正直 1937~1945年
邱 仕 榮 1945~1949年
魏 炳 炎 1949~1972年
邱 仕 榮 1972~1973年
王 耀 文 1973~1975年
歐陽培銓 1975~1981年
李 鎡 堯 1981~1987年
謝 長 堯 1987~1992年
黃 思 誠 1992~1998年
謝 長 堯 1998~1999年
周 松 男 1999~2005年
楊 友 仕 2005年~現任

（上為2009年資料，現任主任為陳祈安主

任）

未來的展望與面臨的問題

未來的展望方面，教授有提到，基因醫

學可能會是重要的走向，包括產前細胞及生

化遺傳檢驗室、新生兒篩檢室、遺傳醫學工

作室、生化遺傳檢驗室以及分子基因遺傳檢

驗室。

同時，在臨床業務方面，婦產科為昔日

四大科之一，同樣面臨了少子化、醫病關係

問題、醫療糾紛問題、健保給付以及住院醫

師漸減等問題，須待克服。

最後，教授期望臺大婦產科同仁互助互

尊和諧團結，領導台灣婦產科界！藉著本次

演講，緬懷先人的足跡，再接再厲共同開創

台灣婦產科的新領域。

* 本文為2009年7月18日於醫學人文博物館，

錢宗良教授主持之醫學人文傳承講座內容整

理而成，由臺大醫學系趙宣凱同學於2014

年1月整理編輯，臺大婦產科楊友仕教授審

議。

（楊友仕係母校醫學系1976年畢業，現任母

院婦產科教授；李鎡堯係母校醫科1954年畢

業，現任母校醫學系婦產科名譽教授）

邱主任及魏主任兩人的紀念雕像 魏主任時代的病歷，為臺大最早的完整病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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