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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台灣的醫界故事(3)

最早期醫學校畢業生
與馬偕牧師（1）
美國St. Louis大學及Glennon大主教兒童醫院小兒科血液癌瘤組 朱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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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一期談李騰嶽前輩的文章〈馬偕牧師在
北部臺灣醫療界之事蹟〉 1 ，提到總督府醫學
難，拜訪馬偕（偕叡理）牧師（Rev. George
Leslie Mackay）求助，馬偕隨後告訴教會子
弟多多去讀醫學校。這一典故顯然有誤，高木
1902年才當校長，1901年馬偕就已逝世。
不過很可能李騰嶽只是記錯人物，去拜訪
的校長不是高木友枝，而是山口秀高校長（圖
2），或另一醫學校教授，後來的校長堀內次

圖2. 總督府醫學校第一任校長：山口秀高博士。
記找到一些可算是第一手資料，或許可幫忙解

灣過，後來服務正式成立的台灣總督府醫學

讀這典故。

校，不過那時堀內還不是校長。下面會討論，

「土人醫師養成所」的設立2,3

目前仍未找到有任何他們拜訪馬偕談醫學校的
紀錄。

此文不是探討醫學校成立的歷史，只

1

︶

雄（圖3）。馬偕有生之年，他們兩人都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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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長高木友枝（圖1），因招醫學生就讀困

寫出一些較簡單的背景資料，上述的高木友

此文來探討到底醫學校校長或教授，有否

枝、山口秀高及堀內次雄都是台灣醫學史上重

拜訪馬偕牧師求助？因為這次的探討，學到一

要人物，無法較詳細地介紹。山口秀高醫師

些早期台灣醫學校成立的歷史，不管醫學校有

(1866~1916年)於1896(明治29)年11月來台，次

沒有人求助於馬偕，找到幾位直接跟馬偕有關

月就任台北病院「院長事務囑託」之職。1897

聯的醫學校畢業生。馬偕跟北台灣醫療關係深
遠，這段歷史故事很有趣。最近出版的馬偕日

圖1. 總督府醫學校第二任校長：高木友枝博士。

圖3. 總督府醫學校第三任校長：堀內次雄博士。

2013年第57卷第2期

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75

醫林特稿
最早期醫學校畢業生與馬偕牧師︵
‧
︶

1

年4月12日，他於台北病院內設立「土人醫師
養成所」試辦醫學教育。這所由台北病院附設
的「醫學講習所」，由台北病院醫局四人、藥
局二人兼任教職。1898年山口秀高被任命為台
北醫院院長。
林吉崇的台大醫學院院史 2 ，說因為這醫
學講習所非官方正式設立，不得向全島，只能
從台北附近招生。經過不少的勸誘，主要向漢
醫及士紳子弟招募，共三十幾名入學，包括蔡

圖 4. 早期在大稻埕千秋街的醫學校學生宿舍
（從註3）

章勝及蔡章德兄弟，蔡父蔡生（陞）是牧師也
是漢醫。上述堀內次雄也向他的台灣語言老
師，稻江義塾的漢文老師勸誘他兒子陳蒼惠入
學。他們都是第一屆醫學講習所的入學生。另
一第一屆畢業的黃瑶琨醫師是名中醫黃玉階之
弟，本已學中醫多年，黃醫師1874年生，1897
年入學醫學講習所時已23歲，沒看到他及陳蒼

教育的學校。「總督府醫學校」正式於1898年
成立，由山口秀高擔任醫學校教授兼任校長，
另一位教授是和辻春次。和辻春次是日本耳鼻
喉科的拓荒者之一，回日本後，當過京都帝大
附屬醫院院長，我在台灣的耳鼻喉科雜誌報導
過他 5。

惠是基督教徒家庭出身或與馬偕牧師有關的資
料。第二年醫學講習所又有30多人入學 2。
學生最初學日語再學物理、化學、數學、
地理、歷史、動植物學等2,3，最初的教師由青
木大勇教地理歷史，堀內次雄擔任國語及數學
課程。林教授的院史 2 ，還列出川添正道醫師
及藥劑生金子俊民兩人為老師。我曾在《台灣
醫界》較詳細地介紹過川添正道 4 。參加的講
習的學生，有宿舍（圖4）、飲食及零用錢，
但學生不習慣，經過兩年，三十名學生僅剩五
人。第二年30幾位入學，但一年後只剩10人
2。

開始授課，規定修業年限為豫科一年，本科四
年 2,3。醫學校開校時將第一年「台灣土人醫師
養成所」時入學，仍繼續的5人編入為本科二
年級，第二年入學而仍在學的十人編為本科一
年級，當（1899）年另再從台灣各地召募71名
入學豫科，1899年入學這一次才向全台灣招生
2。

醫學校採行「入學從寬，畢業從嚴」，重
質不重量的政策，淘汰得很厲害。因此前三屆
的畢業生一共僅只14人而已。台灣總督府醫學
校第一屆畢業典禮於1902年5月11日 舉行，畢

總督府醫學校成立2,3

業生只有3個人，就是1899年編入本科二年級

後藤新平就任台灣總督府民政官長後，曾
去視察醫學講習所，決定台灣應設立正式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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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 年5月1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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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5人中的3人畢業，編入本科一年的10人，
1903年時只一位畢業。

派衛生課課員到台灣各地遊說，這兩文獻說漢

科生，5年後的1904年只10人畢業，第四屆

醫的子弟是醫學研習所最主要的入學生 2,3，兩

（1905年）則為9人，第五屆畢業生，開始激

文都沒說向教會或馬偕求助的記載。

人想進入醫學校，有較嚴格的入學前教育規

求助於馬偕幫忙找學生，他那天沒講，以後也

1

馬偕日記

定，非本文主題，以後另文再詳寫。只想說明

多謝林昌華先生送給我英文版的The

醫學教育有了成績，顯然以後不需要「求助馬

Journal of George Leslie Mackay 1871~1901 8

偕」，而且馬偕牧師於1901年六月因喉癌逝

（圖5）。我看1896年以後的部分，沒找到

世。

有任何記載，醫學校校長或教員拜訪他談醫

早期醫學生來源
回到本文主題，醫學校有否去拜訪馬偕
牧師求助，請馬偕勸他學生的子弟就讀醫學
校？不知是否依據這李騰嶽最早錯誤報導的
文獻 1 ，馬偕醫院的105年週年紀念冊 6 ，更進
一步地變成「--日本人佔領台灣之後，在台北
開設一所醫事學校，招生時趕前往就讀的人
甚少，惟獨有許多馬偕博士學生的子弟敢前往
就--」，沒列出參考文獻，編輯可能依聽到的
口述歷史而寫。
上 述 紀 念 冊 的 記 載 6， 尤 其 「 惟 （ 唯 ）
獨」及「敢前往」可說言過其實。這馬偕紀念
冊的記載，是以後被人引用的文獻，看過一文

學生入學之事。唯一稍相關的記載是1899
年6月27日的“Four Japanese Doctors called
forenoon. Three from Japan. Called afternoon.
One was an Official of high standing. Member

︶

of Parliament＂—這些日本醫師造訪時，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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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為23人，其後畢業人數，年年增多，不少

醫林特稿

1899年向全台灣正式招生入學的71名豫

沒講。
馬偕的日記，最常記錄來訪人士，內容簡
單扼要，對來訪人士為何前來常沒提及。1896
年後的日記，記載不少來訪的外國人士及日本
人。寫不少跟日本人的接觸，像有關教會事務
以及跟總督府的來往經過。日記沒任何有關醫
學校的記載，不過醫學校有關人士仍可能去拜

章寫馬偕學生的子弟是最早期習醫的主要人士
7 ，就引用自此馬偕紀念冊的記載，有關此討

論的唯一參考文獻。
林吉崇教授的台大醫學院院史的院史 2 ，
醫學院的「醫學與人文饗宴」網站內王崇禮教
授的一文〈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醫學〉 3 ，
都提到上述醫學講習所及醫學校開始時，有困
難招到學生。如上述堀內次雄勸人入學外，政
府請求社會賢達的「有力者」勸誘，民政部還

圖5. 馬偕博士日記英文版（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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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過馬偕談過，馬偕沒寫。李騰嶽也許親自聽

第五屆（1906年）畢業生激增為23人，以後年

一些早期醫學校畢業生口述，1950年代初期，

年增多，想入學都要競爭，再也沒困難招到學

不少早期醫師仍健在，可能是口述歷史，他錯

生了。

寫為高木友枝校長。

我找到最早期的23位畢業生中，只找到3

若1899年6月那次造訪之一是山口秀高或

位跟馬偕有直接關聯，上述第一屆的蔡章勝及

堀內次雄，求助馬偕學生勸其學生子弟入學醫

蔡章德兄弟是早期馬偕學生的兒子，還有第3

學校，那些學生應於1900年4月入學1905年畢

屆1904年畢業的周福全醫生的父親是周步霞牧

業。從景福通訊錄名單看到那年有11位畢業生

師，周福全入學的1899年，周步霞被馬偕派往

9 ，從Google及賴永祥史料庫去查詢。林清月

紅毛港教會牧會。下章會討論這幾位最早期跟

是台南人，林玉書是嘉義人，黃登雲是高雄州

馬偕有關的幾位醫學校畢業生及他們的家庭。

東港人，劉煥祥是高雄州內埔人。黃炎盛雖沒

其他20位中，上面已提到黃瑶琨，台語老

查到出生何地，網站資料跟台中有關。上述諸

師的兒子陳蒼惠，1897入學醫學講習所，他後

人應該跟馬偕無關，吳文星的書說林玉書是基

來因病退學，但1899醫學校成立後，又再入

督教徒 10 。其他林人和、黃邨篆、張印鍾、周

學，於1904年第3屆畢業。找不到1903年畢業

貴卯都沒查到資料。吳書說周貴卯是基督教徒

生（1898年入學講習所）陳恩培的資料。1905

10 ，不知是何地人，如在北部地區，可能跟馬

年的畢業生上段已說明。

偕有關。

1904年畢業生（1899年入學醫學校），

賴永祥史料庫的教會資料相當豐富，輸入

吳文明來自台北，他的父親是漢醫，家開漢藥

高木友枝、山口秀高或堀內次雄三人名去搜尋

舖，陳唐山及孟天成兩位遠從台東前來，吳森

內，都找不到有關他們的資料。他們有否造訪

玉來自台南市，從小習漢醫。除周福全外，跟

馬偕一事，賴永祥的史料庫沒有資料。不過找

馬偕無關。另外林國專、簡祖澤、郭東海、葉

到不少基督教家庭出身者，23名中最少有5位

有全找不到資料。

（約22％）。

最早兩屆入學醫學講習所的60幾人，他
們是從台北附近地區招募的，應該是本文討

誰是最早期畢業生

78

我找到總督府醫學校前4屆（1902-05年）

論最有可能是因馬偕遊說而入學的，但找不

畢業生的名單 9 ，共23位畢業生。把23位畢業

到名單。最近看到吳文星的書 10 ，寫1898（明

生姓名放入Google及賴永祥長老史料庫搜尋

治31）年3月的《臺灣新報》，連續3次報導

欄，找到幾位直接跟馬偕有關係。只找1905年

「土人醫師」養成的狀況。談1897年入學醫學

以前的畢業生而已，也就是1900年4月以前入

講習所1898報導時的20名學生（1897年原有

學者。因為1900年最後幾個月馬偕已病重，而

30幾人入學 2），家長職業分別是中醫4人、藥

且以後想要讀醫學校的人很多，1901年入學的

舖3人、讀書人5人、傳教士2人，商人6人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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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若加上蔡家兄弟（父親也是漢醫）

醫林特稿

加上藥舖，漢醫佔20人中的7人，是很大數目

2. 林吉崇：台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上）。台
北，台大醫學院，1997。
3. 王 崇 禮 ： 日 本 殖 民 統 治 下 的 台 灣 醫 學 。

學67位學生的家長職業，傳教士的只有3位，

在網站：http://163.13.181.100/mmh/

中醫10人（沒列藥房類，另28位無職別，所

document5_3_2.html （2012.12.31）

因招醫學生困難，去拜訪馬偕牧師求助？從各

7. 戴寶村： 醫療傳教到醫學教育：馬偕醫學

種文獻包括馬偕日記都找不到記載，有可能只

院創校與發展。網站： http://ir.lib.au.edu.

最早期醫學校畢業生與馬偕牧師︵
‧

共9人（45％）。書中另有一表列出1900年入

是根據口述歷史的說法。不過從最早期馬偕可

tw/bitstream/987654321/3452/1/1010601-3.

以影響時代入學的前4屆畢業生名單看來，是

pdf （2012.12.31）

1

以共95位）。看來可稱為馬偕學生的子弟的只
有蔡家兄弟，周福全父親是南部訓練出來的傳
教士。可能還有些是馬偕施洗的信徒家庭的子
弟，但吳書沒寫。漢醫子弟倒不少。

結語
此文探討總督府醫學校校長或教授，有否

跟馬偕有直接關係。下章繼續來討論這幾位跟
馬偕有關聯的畢業生。
謹謝林昌華先生送給我英文版的馬偕日
記，謝謝林昌華先生及林炳炎先生來信討論
及供給資料。若有人知道上述最早期醫師前
輩，敬請提供拙文中沒提 到的資料或線索，
先謝謝大家。我的E-mail: chuj@slu.edu及

師。台灣醫界2007；51：296-300.
5. 朱真一：最早來台灣的耳(鼻喉)科醫師：和
辻春次醫師。耳鼻喉科會訊 2007；6：1-4.
6. 105週年紀念冊編輯委員會:寧願燒盡。台
北，馬紀偕念醫院，1985；68。

︶

馬偕學生的子弟只有蔡生兒子兩兄弟。另一位

4. 朱 真 一 ： 台 灣 婦 產 科 的 始 祖 : 川 添 正 道 醫

8. MacKay GL: The Journal of George Leslie
Mackay 1871-1901. 新北市淡水區，真理大
學，2007。
9. 台大景福基金會：景福校友通訊錄（第六
版）。台北市，台大景福基金會，2007。
10. 吳文星：日治時期台灣的社會領導階層。
台北市，五南圖書，2008。

aljychu@yahoo.com (請送兩處)，Fax: 314268-4081。住址Dr. J. Y. Chu, Cardinal Glennon
Children's Hospital, 1465 S. Grand Blvd, St.
Louis, MO 63104。電話314-577-5638 (office若
無人接請留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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