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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雙甲子院慶特刊

校 長 序

臺
灣大學最重要的使命在教育與知識創

新，為國家培育優秀人才，能服務他

人貢獻社會。醫學院是臺灣大學十一個學院

之中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學院。各種典

章制度之擬定與醫療體系之建構，都是領先

開創立基，也最周全完善，往往是其他學院

的標竿。百餘年來，無數的優秀校友及醫術

精湛的專家教授，不僅聲譽卓著，更在學術

上建立高超卓越的成就，彰顯臺灣積蓄的各

項成果。如眾多的醫學前輩是開啟臺灣現代

化的先行者；也是國家社會民主發展的先驅

者；更是醫學教育改革的濫觴及醫學人文的

推動者。對於醫學院種種亮眼的表現，要感

謝所有校友師生同仁昂首勤奮、精益求精的

努力！欣逢醫學院一百二十週年院慶之際，

相信本專刊的出版，必能呈現醫學各個領域

的成果與經驗分享，得以藉此交流激盪，相

互啟發，引領我們更深層的省思。

尤其我們正處於轉變的關鍵時刻，人

才是大學最重要的資源。近年來，本校積

極推出「創新設計學院」及設立領導學程、

創意創業學程，而培育跨領域人才的「國際

學院」亦在規劃中，期待醫學院也能在過去

先賢所奠下如蛇毒、肝炎等傑出研究的基礎

上創新奮進，配合國家政策的發展，推動生

醫科技研發，精準特色醫療並擴大產學研鏈

結，對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達到醫學院所

訂定的「培育良才、領導專業、創新研究、

造福人群」的教育目標，亦即「上醫醫國」

的真諦。

環視目前環境的瞬息萬變，面對更艱

難險峻的挑戰，希望未來醫學院能秉持優良

傳統，堅守核心價值，肩負起承先啟後的使

命，共同努力，培育出更多德術兼備的醫界

良才，再創贏得國際尊重的普世價值，讓世

界看見臺大。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9年畢業，現任母校

校長、母院內科教授）

文／楊泮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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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長 的 話

今
年欣逢臺大醫學院120週年慶，全院師

生同仁及校友都以無比歡心的心情來

迎接這特殊的日子。

翻開臺大醫學院的歷史，120年前的1897

年4月12日是臺灣醫學教育史上重要的一天，

當時日本政府在其設立的臺北病院開始了為

培育本地人民成為醫師的「醫學講習所」

（當時亦稱「土人醫師養成所」）。依據考

察，4月12日是當時開始上課的日子，二年

後（1899年）正式成立了「臺灣總督府醫學

校」，而醫學講習所的兩屆學生也編入了醫

學校，此後學校名稱經歷多次的改變，直到

二戰後成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因此臺大

醫學院歷史溯及120年前的4月12日，這個日

子即被訂為臺大醫學院的院慶日。

回首120年來，臺大醫學院不只是臺灣

第一個醫學院校，其中前半將近60年的時間

也是臺灣唯一的醫學院校，必然在臺灣醫

學教育及醫師的培育上，扮演了最重要的角

色。即使在後面60年，臺灣陸續成立了十幾

家的醫學院校，臺大醫學院在許多前輩的努

力和歷任院長的帶領之下，仍持續引領著臺

灣的醫學教育與醫學研究。1954年以後陸續

成立的其他醫學院校，基本上都是採用與

臺大醫學院幾乎一樣的制度與課程設計；甚

至近一、二十年來，臺大醫學院順應世界醫

學教育的變遷，也有許多新的醫學教育變

革，包括縮短學制（強化畢業後之一般醫學

訓練）、問題導向學習、小組討論、基礎臨

床整合課程、強化臨床實習等等，這些也都

被其他學校採用，甚至因此改變了全國的醫

學系學制及畢業後的訓練制度。此外，各種

醫事學系幾乎也都是臺大醫學院最早開始設

立，培育臨床醫療照護上所需的各種醫事專

業人員，這些學系也都引導著臺灣的各種醫

事教育。

在醫學研究上，百年來由於臺大醫學

院前輩的努力，設立了各種研究所，不僅早

年獨佔臺灣的醫學研究，並且培育了許許多

多的研究人才；即使到後來許多醫學院校也

文／張上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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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加強於醫學研究，整體而言，臺大醫學

院的醫學研究，仍然是引領著臺灣的醫學研

究。至於臨床醫療服務，臺大醫學院附設醫

院（即臺大醫院）除了早年的獨領風騷外，

近二、三十年來，臺灣各中、大型醫院相繼

成立，臺大醫院雖早已不是臺灣最大的醫

院，但仍然持續提供絕佳而不斷努力精進的

醫療服務，軟硬體或許不如私人財團醫院，

但醫療品質卻持續為國人所最為信賴，一直

是多數國人認為急重難症診療的最後堡壘。

以2003年所發生的SARS重大疫情為例，臺大

醫院當時快速診斷出此種可人傳人的危險病

症，快速隔離病人，提供良好的重症照護，

使得早期均無院內傳播，病人均順利康復，

疑似感染者均蜂擁至臺大醫院就診，即可看

出臺大醫院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另以各種

器官移植為例，臺大醫院幾乎都是國內首創

者，也幾乎都是移植病人數最多、成果最好

的醫院。

因此，若說臺大醫學院（含附設醫院）

的發展史就是臺灣的醫學教育、醫學研究與

醫療照護的發展史，也並不為過。在過去120

年中，臺大醫學院為臺灣培育了無數的優秀

醫師、醫事人員與醫學研究者，這些優秀的

人才散佈至臺灣各個角落，甚至世界許多地

方，在各地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培育更多

的醫學與醫事專才，進行許多的創新研究，

其中不乏在各個領域中的領導者或典範人

物，甚至在醫學醫事領域之外，也有多位值

得後人景仰稱頌者，例如蔣渭水、賴和等前

輩校友。

詳細的臺大醫學院院史在過去已有前輩

們加以整理、出書，值此雙甲子慶的時候，

我們再次整理一些重要的史實，除了在我們

重要的精神傳承的代表建築物二號館（醫學

人文博物館）中舉辦雙甲子院慶特展外，也

委請吳寬墩教授、錢宗良教授帶領的編輯小

組整理編輯了這一本臺大醫學院120週年慶的

特刊。借此一方面慶祝雙甲子院慶，一方面

也再次提醒我們這些後生晚輩，時時記得前

輩們辛苦建立並維持久遠的優良傳統，以及

前輩們的典範行儀；我們要持續維持這些優

良的傳統，師法前輩們的典範，繼續在醫學

院內為臺灣培育更多的良醫、良才，以造福

臺灣這塊土地上的國人同胞，並持續引領臺

灣的醫學教育、醫學研究以及醫療服務。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1年畢業，現任臺大

醫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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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母院創設雙甲子

今
年是母院創設120年紀念，我很榮幸能

夠受邀在院慶特刊向母院祝賀生日快

樂。母院從最早的前身―臺北病院醫學講習

所，歷經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總督府醫學專

門學校、臺北帝大醫學部暨醫學專門部、臺

灣大學醫學院等階段，引領臺灣現代醫學教

育、醫學研究與醫療發展，不但對臺灣社會

做了重大的貢獻，更在臺灣醫界留存了許多

寶貴的經驗和精神，校友們都為母院的歷史

與成就感到光榮。

母院創立120年，對於臺灣的醫學教育及

醫學發展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適逢進入高

齡化的臺灣社會正在新政府領導下進行重要

的變革，我們做為一個景福人，如何延續光

榮、傳承光輝，在當今時代承擔責任？謹提

出一些個人的看法供新世代景福人參考。

（一） 日治初期，臺灣民智未開，殖民政府

致力於培養醫師人才，固然是想收攬

人心，並順利治理臺灣，但是母院初

期的畢業生能夠承擔時代所賦予的責

任，使臺灣走向文明化的進程，讓我

們引以為榮。在母院前身臺灣總督府

醫學校的第一屆畢業典禮上，臺灣總

督向畢業生的訓詞有下列一段話：

「諸君在本校多年薰陶下畢業，……

應心存真情，無負教養諸君之深重

師恩，…導引全島三百萬人民，…

努力以平和手段開發全島、普及開

明。……普施醫道時，除施恩澤於病

者外，亦應啟蒙精神不昧，開導文

明，此點乃初期從本校畢業者之重

責……」。

當年的臺灣處在民智未開的狀態，所

以母院早期畢業生努力於發揮啟蒙精

神，開導文明，在日治時期臺灣社會

邁向文明化的進程中，扮演了最重要

的角色。今天我們回顧創校早期前輩

校友的思想、精神與行動，做為新世

代景福人，應該更深一層地去思考這

所自己醫業生涯起點的醫學院之過

去、現在和未來，理解自己與這所學

院的連結的意義，並思考這一所存在

120年的醫學教育機構在當前時代對於

臺灣人民、社會和國家的意義究竟是

什麼，對於當前與未來的臺灣究竟應

文／謝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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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發揮什麼作用。

近年來，景福基金會與母院醫學人文

博物館合作，共同推展「人文學體驗

學習計畫」，其中一項學習主題是

「深化景福人的人文內涵」，希望讓

年輕學生能夠具備人文素養，對於自

己醫業生涯所要追求的價值和所要守

護的信念能夠具備清晰、明確的認

識，並且穩健地加以實踐，為臺灣社

會和臺灣醫療領域的發展帶來新的希

望。歡迎新世代景福人踴躍參與，共

同努力。

（二） 早期母院師長秉持勤奮嚴謹、追求真

理、實事求是的態度進行科學研究，

並透過學術研究調查，了解臺灣人的

體質特徵、風土疾病，協助政府處理

當時重要的醫療衛生問題，研究內容

及成果具有臺灣本土特色，深受世界

學術界重視。他們的思想、信念和行

動，形成並凝煉了「景福精神」。

戰後初期，帝大醫學部轉型為臺大醫

學院，留任的日籍教授繼續在母院扮

演「景福精神」傳承者的角色，帶領

大多數較為資淺的臺籍教師教學並做

研究。年輕的臺籍教師從跟隨日籍教

授的教學、研究中，學習到他們的精

神，將醫學部時期注重研究的精神傳

承下去，這種精神傳承充分展現在教

學研究上，成為後來母院繼續發展、

邁向國際的動力。

另外，母院早期畢業校友，秉持價值

與操守，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為民眾

健康福祉做出貢獻，反映出景福校友

獻身於臺灣社會的情操，這種以社會

責任與社群奉獻來自我期許的公共服

務精神，也是「景福精神」的重要內

涵。

過去二年來，景福基金會與母院醫學

人文博物館合作，共同建立制度，展開收集

與前輩師長、校友的思想、精神、言行相關

的文物資料，希望透過資料的累積與研析，

更進一步地探索「景福精神」的內涵及它形

成的價值體系和組成元素，藉此促使「景福

精神」在二十一世紀的傳承及創新課題成為

臺灣醫學人文教育研究的新領域。期待新世

代景福人積極參與，並藉之進行景福典範學

習。

最後，衷心祝福母院歷久彌新，院運昌

隆，順利發展。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7年畢業，現任母校內

科名譽教授及景福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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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時代的上醫

這是最美好的時代，也是最糟糕的時代；

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

這是信仰的時期，也是懷疑的時期；

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晦暗的季節；

這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絕望的冬

天；

我們目睹了一切，我們對一切熟視無睹；我

們都在直奔天堂，我們也直奔地獄。

查爾斯‧狄更生《雙城記》

臺灣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以西方醫學

的引進為起點。1895年之前雖有西方傳教士

醫師，經傳道引進西方醫學，但西歐文化與

思想的普及則始於日治時期。1897年山口秀

高於臺北病院內創立「土人醫師養成所」，

延續於1899年創立的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對

於臺灣的文化啟蒙運動最為重要。超過百年

歷史中，臺大醫學院師生見證了社經發展和

政權更迭的時代大轉變。在此培育的許多畢

業生，秉持老師的教導，抱持救人濟世的理

念，關懷社會，成為醫國的上醫。此特刊回

顧醫學院的歷史，俾使後輩了解臺大醫學院

在臺灣現代化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前輩們的

風範。除呈現官方歷史外，將醫學院過去禁

忌的話題補遺資料；特別是師生反日本殖民

主義和戰後國民黨政府戒嚴期間，臺大醫學

院師生如何以充滿熱情，對這塊土地和人民

懷抱理想，所做的犧牲奉獻。

「上醫醫國」，所指的並非侷限在政治

範疇，舉凡為人民、社會和國家，乃至對人

類福祉的努力都算是「醫國」。若以此論，

本專刊必然遺漏許多醫國的上醫校友，然受

篇幅限制，無法一一敘述，在此致上萬分的

歉意。同時，也因資料無可考，恐漏失了二

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時期的其他受難師生和

校友的名單。 

醫師何以被寄託如此崇高的地位？和社

會賦予醫師的本質是「利他無私」有絕對的

關係。本刊所描寫的每位上醫都具有這種精

神；他們不顧自身的安危、財產的損失和事

業的阻礙，為公平正義、解決病痛、促進健

康的崇高理想奮鬥。我們這個時代，雖然科

技發達解決許多生活和工作的不便，但所面

對的問題和困境，卻也不亞於前輩所面臨的

過去。與其說外在的問題重重，失去利他的

文／吳寬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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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才正是我們這一代該更加憂慮的。

以科技導向的醫學教育，終使得功利主

義的滲透，摧毀利他的醫學本質。醫學教育

的傳承不是只有科學知識，更重要的是達成

醫療目標的本質。遺憾的是，現今的醫學教

育仍以科技的學術成果，作為「良師」的標

準。功利主義的驅使，終於爆發去年嚴重的

論文造假事件，值得醫學院所有師生深刻反

思。

醫學的進步，終究產生了無可預知的問

題。不斷著重壽命的延長，把老化和死亡看

做宇宙與我們的對抗，這樣的醫學科學已經

失去人文思想。「科技產生的問題，無法以

科技解決」，這句話也適用於醫學的科學。

如何解決現今醫療人員面對的困境，只能從

醫學教育做起，注入更多的人文思想，了解

和學習不同時代的上醫如何醫國。我們的時

代需要什麼上醫來突破困境，只有我們才能

找出方向。但願一群有著優秀腦力的醫者，

能踏出如何獲利、如何登上國際期刊、如何

增加業績的窠臼，共同成為時代的上醫。

專刊的出版特別感謝：前臺大歷史系主

任張秀蓉教授鉅細靡遺的校正和指導，醫學

院先輩林吉崇教授留下寶貴的史料；國家人

權博物館、蔣渭水文化基金會、賴和文教基

金會、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等，提供相當珍貴

的資料和文獻。謝博生教授對我不斷地教導

和叮嚀，以及張上淳院長讓我天馬行空的闊

談，促使本刊順利在院慶時出刊。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0年畢業，現任母院

內科教授，雙甲子院慶特刊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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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目錄與經典相片

第一章 醫學～開啟臺灣現代化的先行者

第一節 日治時期臺灣大學醫學院的變遷

臺灣總督於1895年6月18日在臺

北城外大稻埕千秋街（今臺北

市貴德街）借用民宅設立「大

日本臺灣病院」。

醫學校規則第一條即說明創校主旨：「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為授予本島人醫學教

育，養成醫師之處。」

第二節 學醫的知識份子

山口秀高～醫學校的創建者

後藤新平～臺灣現代化的奠基者

高木友枝～人格崇高見識廣闊的學者

堀內次雄～永遠的醫學校長

高木友枝校長報告「臺灣總督府醫學

校 明治35年的事務成績」；此為學生

的成績統計表。

日本赤十字會社臺灣支部病院（位於今

臺大醫院東址大門口），是臺灣第一所

教學醫院。1941年搬遷至泉町二丁目

（今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臺北帝國大學正門

高木友枝 堀內次雄山口秀高 後藤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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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啟蒙～日本殖民主義下的臺灣醫師

第一節 為臺灣前途開診斷書的革命家～蔣渭水

第二節 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

第三節 臺灣真青年～吳海水

第四節 臺灣農民運動的先驅～李應章

第五節 臺灣文化協會

第六節 鴉片在臺灣

治警事件遭傳訊、逮捕的醫學校校友。 1920年8月，臺灣第一位飛行家謝文達（中間著

飛行裝者）返臺飛行表演。

李應章在二林地區

行醫深受尊敬，常

以機車出診。

臺灣文化協會第一屆理事會。蔣渭水（第一排左

三）、賴和（第三排右一）被選為理事。

1897年，總督府採衛生局長後藤新平的漸進式

禁絕鴉片政策，將鴉片收歸專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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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紊亂～終戰前後的醫學生學習

第一節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第二節 臺籍學生舉行「解放式」～

 你們不要再來念書了

第三節 傳承的日籍留用教師～惜別與連結

第四節 學制三改～1952年我們沒有畢業生

第五節 樂學至上，研究第一～杜聰明

臺灣大學醫學院第一屆畢業生與師長合影；前排

左六為杜聰明院長。

1949年醫學院改為七年制，前兩年為醫預科。1950
年醫預科師生聯歡會合影；第二排中間著深色西裝

者為傅斯年校長。（魏火曜家屬捐贈，臺大醫學人

文博物館提供）

三十六學年度聯合招生公告於

1947年7月12日刊載於台灣新生

報，臺大醫學院修業年限為六

年，然當年已滿額不招生。

1945年被臺籍醫學生撬掉

的兩塊銅板，現存於臺大

醫學人文博物館。

最後一批留任日籍教師之一的河石九二夫（前排

左四）送別紀念合影。（魏火曜家屬捐贈，臺大

醫學人文博物館提供）

終戰前，入學的學生由軍隊管理編

入部隊，成了「學徒兵」。醫學部

和附屬醫專部的修業課程也縮減。

1945年5月31日臺北遭到盟軍大空

襲，熱帶醫學研究所全毀，臺北帝

大附屬醫院也受嚴重損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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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壓迫～臺大醫學院最黑暗的時期

第一節 臺大醫院罷診事件

第二節 二二八事件臺大醫學院受難校友

第三節 白色恐怖時期臺大醫學院受難校友

第五章 復甦～重建與教育改革

第一節 美援與臺大醫學院

第二節 扛起艱鉅重建的擔子～魏火曜

第三節 本土醫學研究的典範

第四節 醫學教育改革

第五節 醫學人文博物館

第六節 其他系所的成立

「恐怖的檢查」木刻版畫1947
黃榮燦（1920-1952）

《青島東路三號：我的百年之憶

及台灣的荒謬年代》，顏世鴻

著，啟動文化出版，2012年。

1959年陳拱北教授（立者右二）與醫學院

同仁（曾文賓、陳萬裕、楊燕飛、吳新英

等）前往嘉義布袋地區調查烏腳病。

魏院長留下的醫

學人文博物館正

面木刻版畫，年

代不詳。

醫學院老師編著的醫學教育

書籍。

杜聰明院長建請設立醫學博物

館，陸志鴻校長批示「暫緩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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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系所相繼成立

依成立年份排列（粉紫色為系、草綠色為研究中心、其餘為研究所或學科）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14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雙甲子院慶特刊

第六章 解嚴前後醫學院師生的思想運動

第一節 「青杏」～有為的年輕醫師

第二節 「臺大醫訊」～人文、社會與醫療

第三節 由國際學術舞台走向臺灣建國～

 李鎮源

第四節 醫療改革運動

第七章 我們的校友

第一節 傑出校友

 醫療奉獻獎

 中央研究院院士

 臺灣大學傑出校友

第二節 校友會

第三節 景福精神

1955年《青杏》創刊。魏火曜院長在封面題字並撰

寫序文，校長錢思亮於內頁「題示」。

《台大醫訊》創刊號 2011年10月復刊一號

※ 特刊相關內容展於醫學人文博物館

第一、第二展覽室，即日起，歡迎

校友及社會大眾參觀。

100行動聯盟

李鎮源教授站在蛇龍前（攝影／劉振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