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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可勝與紅十字會風潮 

 

何邦立 

（國防醫學院退休教授，本會會員） 

 

 

摘要：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國軍醫護能力嚴重不足，時任國府衛生署長的劉瑞恆先生

倡導戰時三合一政策，擬結合紅十字會、軍醫署、與衛生署三方面的力量，作為戰地救

護的基礎以為因應。然而紅十字會雖以「博愛恤兵」為宗旨的民間機構，其領導高層並

不願意被官方所接收、失去運作的自主性。兩者間有共同的目標，也有相互矛盾競合之

處。此時一位愛國的華僑林可勝，時為協和醫學院生理系主任，為祖國的存亡，毅然決

然無私的投入戰地救護的神聖任務。任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長的林可勝，因不諳官場文

化，不慎引爆了紅十字會內部的風潮，及其被迫離職的前因後果，本文做一詳盡的剖析。

林可勝的離職，過去解讀均為林氏因同情資助共產黨，醫療援助延安等敵後地區，左傾

甚深而被迫離職，把問題推到國共鬥爭，並不正確亦與史實相左。八年抗戰期間，雖處

在尷尬複雜的政治環境中，林可勝教授成就了他不朽的人生事業，成為中國國防軍事醫

學的奠基者。                  

 

關鍵詞：戰時三合一政策，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林可勝，紅十字會內部風潮，美國醫藥

援華會。 

 

一、前言 

林可勝先生早年任教於英國愛丁堡大學生理學系，擔任高級講師，因心繫家園的發

展，1925 年毅然返回北平協和醫學院任教，於期間因其高深的學養與專業研究上的突

破，十二年來使得中國生理學之教研，人才培訓，大幅提升，其手創之英文版《中國生

理學雜誌》，在國際生理學界佔有一席之地。1 

1937 年抗戰軍興，林可勝毅然辭去協和教席，義無反顧地接受當時衛生署長劉瑞

恆先生之託付，出任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幹事，在漢口籌組紅十字會救護總隊，自任總

隊長，對協助戰區增強兵力實有長足貢獻。次歲又應軍事委員會衛生勤務部之委託，在

長沙籌組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將上海南京撤退到武漢 700 餘位的醫護人員，重新組編，

投入戰區醫護的訓練工作。 

林可勝在八年抗戰期間，對戰區傷患救護，防疫衛生保健，及戰時醫護人員之養成，

均有莫大貢獻。此端賴林氏之學術聲望、號召力、與高度愛國心，以竟其功。 

                                                
何邦立，何宜慈科技發展教育基金會執行長，國防醫學院退休教授。電郵：bangho@hotmail.com。 

 
1 曹育（1998），〈中國現代生理學奠基人林可勝博士〉，《中國科技史料》，19 卷 1 期，26-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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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十字會起源自戰地救護的需要，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的宗旨簡而言之即是「博愛恤

兵」四個字。可見戰地救護為其不可或缺之工作重點，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創立以來，舉

凡日俄戰爭、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護法戰爭、歷次軍閥內戰、直至北伐之役，幾乎無

役不與。 

  

 

 

 

 

 

 

 

 

 

 

圖一、 紅十字會工

作人員戰場救死扶

傷。 

 

1932 年 1 月 5 日，日軍佔領山海關，華北局勢益形緊張，劉瑞恆、顏福慶籌組中

華民國紅十字會華北救護委員會，組織 12 個救護隊，分派駐古北口、喜峰口、多倫三

處協助傷兵運送、急救、骨折處理、打破傷風疫苗等。此次出動醫師 85 人、護士 31

人、高年班醫學生 49 人。治療傷兵 7486 人、重傷施行手術 1330 人，其中七成為四肢

創傷截肢比例亦高，其中死亡人數 67 人。足見救護品質已達相當水準。此次全國醫學

界願意聯合在紅十字會的旗號下，進行各項戰地救護工作，其中尤以林可勝先生領導的

協和醫學院師生參與的程度最深。此乃林氏日後參加紅十字會工作的濫觴。2 

1937 年 8 月 13 日淞滬戰爭再起，兩個月來，國民政府衛生與軍醫部門的表現卻令

人失望，軍方後方醫院對傷兵的照料，遠遠不及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所屬的救護醫院。

話雖如此，但總會對戰役的準備亦明顯不足。總會秘書長龐京周思慮依附租借區的觀

念，並無長久的規劃。事後龐自認救護成效毀譽參半並亟思挽救。此時蔣夫人欲在南京

成立能容納 5000 人的大型傷病醫院，劉瑞恆責成龐京周主辦，龐氏頗為積極，但未呈

報總會通過先斬後奏。總會最後迫於無奈發表龐為南京傷兵醫院院長，但去除龐的總會

秘書長一職。3 

南京傷兵醫院為國民政府與紅十字會共同合作而成，由總會提供醫療器材與專業人

力，並由政府負責傷兵紀律管理與後勤補給。於十天內即在南京中央大學內組織完成

5000 張病床、300 餘醫護人員、400 餘工役。手術室可同時供 7 人手術，堪稱抗戰期間

                                                
2 〈中國紅十字會華北救護報告〉，申報，1933.04.11，11 版。 
3 〈總會發首都辦事處主任龐京周公函〉，貴陽市檔案館藏，1937.10.29，紅十字會檔案 116-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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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大的傷病醫院，而其設立目的乃為整個京滬戰線的後盾，以收容各地的傷兵為宗

旨。無奈京滬線戰事退敗過速，傷病醫院 10 月中旬組成，11 月 16 日即告結束，一個月

內收容治療傷兵僅 12767 人，惜在資源方面無以為繼。 

從過去各戰役救護經驗的檢討可知，其共同特點均偏重在醫院的設立與運作。但因

具急救知識的救護隊不足，重症傷兵在送達醫院前早已死亡。龐京周垂直分工體系的救

護理念，反映紅十字總會救護策略上的誤判。而過去以戰地醫院為中心的思維，似更適

合醫療資源豐富的大城市與短期的應變，並不適合長期的抗日戰爭。 

1937 年 12 月 3 日，林可勝、朱章賡等、銜劉瑞恆署長之命前往拜訪紅會駐漢辦事

處，洽談接收事宜，為秘書馮子明所堅拒，未果。12 月 6 日，為解決紅會救護策略上的

變更之需，以及任用林可勝的人事問題，金寶善（衛生署副署長）、杜月笙（紅會總會

副會長）、錢新之（總會常務監事）三人在漢口會議上討論衛生署的提案，三人簽字協

議成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總會同意接受國民政府衛生當局主張的戰時三合一政策（亦

即將衛生勤務置於紅十字會、軍醫署與衛生署聯合機構之下），並將總會所屬救護人員

加以改組，組織救護隊，並賦予其輔助軍醫部門的任務。同時確認若干人事安排。4 

紅十字總會所做出的讓步，亦象徵總會的救護工作將產生十足的變化，首先是總會

將成立救護總隊，一個經常性的救護組織，工作往後將與軍醫部門緊密接合（相比過去

歷次參與與戰地救護工作，全為臨時性質，時間最長不過數月），同時聘請林可勝代理

救護委員會總幹事，而新組成之救護隊章則另行訂定。這意謂著一個新的經常性的救護

組織將要形成，並由林可勝來負責籌備領導。另一重大變化是總會同意不再另行籌設醫

院，而以流動醫療隊為救護單位。5 

 

二、救護總隊長林可勝    

林可勝先生曾在一次大戰期間參與英軍戰地救護工作，因而瞭解戰地救護因地制宜

的理念。他所主張的救護體系是以流動醫療隊為主的扁平組織，每個救護隊隨軍隊或軍

醫院轉移，就地展開各項救護工作，每個醫療隊即是獨立作業的個體，沒有層層後送的

程序。而林氏所主張的醫療隊編制只有 10 至 20 人，以醫護人員為醫療隊的主幹 ，相

較於龐京周主張的急救隊需要 57 人，林氏的流動醫療隊編制要來的少多了。林可勝主

張的救護體系其實在長城戰役時便有所實驗，當時以協和醫學院師生為主的 3 個救護

隊，各救護隊的編制僅 10 餘人，實際深入戰區。時至南京淪陷，總會所屬之醫護人員

器材撤退至漢口，因衛生署的支持，林可勝終於成為總會認可的臨時救護委員會總幹

事，可以將其流動醫療隊的理念付諸實行。 

林可勝制定了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八項「救護信條」：具豐富情感、抱犧牲志願、本

博愛精神、獻科學身手、作精密準備、求迅速效率、保傷病安全、增人類幸福。以及救

護總隊的各項制度。 

                                                
4 〈調整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救護事業辦法〉，首都辦事處主任龐京周發總會呈文，附件，貴陽市

檔案館藏，1937.12.14，救護總隊檔案 40－3－26。 
5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百年會史（1904－2003）》，台北，2004，頁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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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可勝在進入總會的人事程序上固然曾有若干的爭議與不快，但其提出的新救護策

略卻是大勢所趨。總會的一項報告指出當時形成的共識 ： 咸以南北戰線延長數千里，

戰地重心隨時更易，本會交通工具又頗感缺乏，維持醫院組織已感不易，各地傷兵醫院

為數已多，事實上本會並無另行籌設醫院之必要。莫如與各治療傷兵機構合作，遣派技

術人員分至各該機關，專理救護醫療工作，以收互助之效。當經決定組織各種醫療隊，

配置切合實行之器械藥料，分路前往各戰區專任技術工作，以補原有治療傷兵機關之不

足。而材料與運輸事宜，亦經另行組織，使在可能範圍內，供應與運輸皆感便利。 

1938 年初，救護委員會在各醫療隊基礎上成立了救護總隊，仍由林可勝出任總隊

長，救護總隊最初的工作重點在於提供技術協助各戰區軍醫部門，如手術、骨折矯治、

X 光檢查、細菌檢驗、特別營養、護理等。但自 1939 年以後，發現傳染病逐漸流行，

病兵人數逐漸多過傷兵，於是救護總隊開始注意防疫工作的推動。總隊長在巡視第三戰

區時，向該地軍醫軍官們闡述防疫的重要：後運之患者病多於傷，倘在前方有適當的防

治工作，則如瘧疾、痢疾、疥瘡等疾病即可事先預防與及時治療歸隊。及輕傷者亦可留

置，無庸輾轉後運，免輕者轉重，而重者變為不治。如此物力、人力、財力將節省多矣！

為了加強野戰衛生工作，乃從 1940 年 5 月 1 日起，綜合醫療、醫防、醫護、急救等各

隊的功能，一律改編為醫務隊，儘可能推進至野戰區，協助軍、師衛生機構，從事手術、

繃帶、急救，並指導辦理滅蝨、治疥、抗瘧，改進環境衛生，與飲食營養等軍隊衛生工

作。6 

救護總隊部設總幹事室，下轄醫務、材料、統計三股，後將統計股改為總務股，再

增設運輸股與幹事室。其中最重要的首推醫務股，其下分北中南三區，分設三大隊，在

大隊下設醫療隊，而醫療隊正是工作最重要且基本的單位。依照林氏最初的構想，醫療

隊概分兩大類，甲種醫療隊又稱為手術組，每隊設醫師 5 人、醫護員 5 人、醫護助理員

5 人、事務員 1 人、廚役 1 人、勤務 3 人。主要負責在各地傷兵醫院處理病人外科手術

或負責換藥工作。 乙種醫療隊又稱為繃紮隊，每隊設醫師 1 人、護士或醫護助理員 14

至 15 人、事務員 1 人、廚役 1 人、勤務 3 人。共分 6 組工作，醫師任隊長，無醫師時

由護士長任隊長，以高年級護士任各組組長。後來又根據實際需要加入 X 光隊、汽車隊。

而醫療隊往後又因任務不同而有衛生隊、救護隊、醫防隊、醫護隊、醫務隊的不同變化，

不過這種流動小隊的救護單位形式基本不變，直至抗戰結束為止。7 

  林可勝認為，部隊駐在鄉村裡，不但部隊本身的環境衛生需要顧及，還要訓練部隊

改善鄉村的環境衛生。倘若將來抗戰勝利，這大批士兵回到自己的家鄉，便可以把全國

的鄉村環境衛生一併改善，這也是為將來建國時期的公共衛生打下基礎。抗戰期間，傳

染病在中國流行的趨勢更形惡化，一則因大量人口的移動，再則因日軍施行細菌戰的結

果。主要的傳染病有鼠疫、霍亂、傷寒、斑疹傷寒、痢疾、天花、瘧疾、白喉、回歸熱、

腦膜炎等。林可勝的救護總隊在成立的第三個月起，就大規模的預防注射各種疫苗，迄

1938 年底，預防注射佔救護總隊工作量的 24％。遇疫情嚴重時，注射工作則不分軍民。 

                                       

                                                
6 〈總會救護總隊部工昨簡報〉第七期，貴陽市檔案館藏，1940.04，救護總隊檔案 40－3－56。 
7 〈總會救護委員會第一次報告〉，貴陽市檔案館藏，1938.01，紅十字會檔案 4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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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紅十字會內部風潮 

  1940 年 9 月 7 日，林可勝被蔣介石召到重慶，面談一個多小時，由於林的中文不佳，

蔣宋美齡女士在側權充翻譯；蔣委員長此次面談的重點有三：8 

（1）對林的國際聲望，爭取到國外大量援華物資，包括藥品器械、救護車輛、及捐贈

款項等表示讚賞。 

（2）指出林可勝缺少中國行政經驗，人事管理制度不夠健全，總隊部及所屬各大隊、

中隊、小隊，衛生人員訓練所及其下四個訓練分所，人員龐雜，難免有亂黨份子混入。 

（3）責令林可勝回去後好好整頓。並說，我會命令有關部門派個能幹的人到貴陽，成

立政治部協辦一切。  

紅十字總會救護總隊屬於民間組織團體，眾多的醫

務工作者不畏艱苦的生活條件，不計待遇，主動追隨林

可勝參加救護總隊工作。救護總隊雖人才薈萃，但其人

事經費待遇卻一直偏低，何況歷經長期抗戰，來自總會

的人事經費確有壓力，為考量實際運作，遂於三週後，

林氏之整頓計劃出爐。1940 年 10 月，林可勝在未經紅

十字總會的同意下，向蔣中正遞交出 呈蔣委員長報告

書，建議救護總隊實行軍管的主張，此事讓紅十字總會

許多高層人士感到不滿。此即所謂的紅會內部風潮的開

端。9 

林可勝踏入紅十字會，並非紅會自願，實有其戰時

環境背景與不得不然的需要。基於當時軍中醫療護理人

力孔缺、戰地救護，政府早有將之納入軍管之議，而此

乃紅十字總會最忌諱的事。雖然林可勝的救護總隊，三

年來辦的有聲有色，績效卓著，加上美國醫藥援華會及南洋華僑陳嘉庚的人力、物力、

財力的支助，如南洋華僑機工隊等，海外捐贈資源源源不絕，早已引人側目。林可勝是

苦幹實幹型的人，並非官場中人。如今要徹底解決救護總隊的人事、財務結構，逕自提

出軍管的建議，此舉則引起紅會總會強烈的反彈，遂一時暗潮洶湧。加上之前已有人密

告他資助延安，誣陷其捐助帳目不清 ;此情此景，林可勝頗不自在，於是決心辭去紅會

總隊長一職。1941 年１月林請辭的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中外人士的關注。 

時任經濟部長兼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的翁文灝，在 1941 年 7 月 15 日致胡適的函

電中，說出了國民政府對林可勝不滿的原因。他說：「究其原因，林君自言救護總隊之

方針，端在由全體人員專心擔任救護工作，而不應分力於任何政治事項，現已由軍委會

派有特務人員駐隊考察，如查有軌外行動者，自可隨時懲處云云。」 

對林可勝在紅十字會的表現，胡適曾在 1941 年 2 月 7 日致陳布雷的電文中予以高

度肯定。他說：「中國紅會近年在國外之信用與聲譽，實由林可勝在科學醫學界素負重

                                                
8  汪猶春，〈在紅會救護救護總隊部的回憶〉，《紅會救護總隊》，貴陽文史資料 22 輯，1987， 

     頁 106。 
9 林吟，《在血與火中穿行-抗戰救護紀實》，貴州人民出版社，2015，129 頁。 

圖二、林可勝攝於戰時衛

生人員訓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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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又其辦理救護事業勤勞清慎，實足令人敬服。」又云：「美國紅會人等，皆對林可

勝絕對信任。特電請公留意此事，勿令群小把持破壞我國紅會在海內外辛苦造成之榮

譽，國家幸甚。將來若能進一步根本改善紅會組織，使主持者皆為公忠謀國能得海內外

信任之人，則更幸甚。」10 

胡適大使在任內對林可勝愛護有加又十分推重，特數電蔣委員長薦才、愛才、惜才，

致林可勝在此事發生後，仍迭受當局愛戴信任不衰，不次擔負國家醫務重任，非胡大使

力薦何能如此。 

1942 年 8 月，紅會內部查案告一段落。但不久，乘林可勝親自帶隊隨遠征軍去緬

甸工作被日軍包圍而退往印度之機，紅十字總會派大員來接收了救護總隊部的材料庫； 

1942 年 8 月，林可勝回到貴陽時，即刻再次提出辭呈，總會考慮林之辭職恐影響海外捐

款，乃給假半年，其職務暫由秘書長潘小萼兼任。然林辭意甚堅，9 月 5 日三度請辭，

總會乃派人前往貴陽辦理交接事宜。擔任救護總隊 5 年的林可勝離職後被調往海外，擔

任中國遠征軍軍醫總視察，與美國史迪威將軍共事。 

 

四、紅會生態錯綜複雜 

紅十字會以民間社團團體地位從事戰地救護工作，與軍方往來頻繁，若無官方身分

確有不便。抗戰爆發後，總會隨即組織醫療人員至戰地協助救護工作，與各軍醫院接洽

醫療事項，乃由紅會駐漢辦事處行文軍事委員會衛生勤務部，請求將紅十字會所屬救護

人員分級加委專科軍醫職銜，以利工作；不過此時衛生勤務部正計劃將紅十字會所屬救

護隊直接撥歸該部指揮，故並未予以回應。迄 1938 年秋，總會呈請內政部同意將戰地

救護人員的待遇比照軍屬，獲內政部同意，這對救護人員固然多少有些保障，但仍未解

決其身分問題。 

隨著長期抗戰，當時熱血青年投身紅會救護總隊，不計危險、不計待遇的醫師護士

與其他專業人員，其身分問題一日未解決，其工作資歷便無法獲得認可，與其他同等資

格服務後方醫院或政府機構的同儕，形成極不公平的反差，此對紅十字會基層士氣造成

很大的衝擊。1940 年 6 月 9 日借總會來圖雲關視察之便，救護總隊長林可勝特別請求總

會設法予以補救，否則各工作人員難以安其位。常務理事王曉籟承諾由秘書長潘小萼協

調各部會磋商此事，並直接呈請蔣委員長。但此案總會未見立即處理，予以延宕。11 

因此 1940 年 9 月林可勝在有機會面見蔣委員長後，10 月 1 日在沒有經過紅十字總

會的同意下，逕自遞交出呈蔣委員長報告書，建議救護總隊實行軍管的主張，以徹底解

決問題。造成總會與救護總隊部間上下反目。 

由於基層工作愈形困難，救護隊與官方交涉，諸如交通工具、糧食等事項，屢受刁

難，未給予便利，甚至有歧視的情況發生。1941 年 9 月，救護總隊第二大隊林竟成副大

隊長呈請由軍委會明令，通飭各軍事機構視本會工作人員為軍屬同等待遇。總隊長林可

                                                
10 周谷，〈胡適為林可勝辯冤白謗〉，傳記文學，1999.09，頁 19-25。 
11 〈王曉籟視察報告〉，《振濟與救護》，1 卷，2 期，民國 29 年 9-10 月合刊，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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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在轉呈公文時，更傳達了基層的憤怒：「僉以為救人之工作與軍人無異，而未能獲應

得之便利，均極憤慨。」12 

稍後救護總隊再度行文香港總辦事處轉呈請，各級人員准照一般公務員銓敘辦法，

于以審核。但總會常務理監事會，認為紅十字會非政府機構，各級出力人員，應俟戰後

專案核呈請予獎勵。或認為銓敘茲事體大，或是對林可勝個人的敵視，因而一度拒絕轉

呈。 

直到 1942 年 4 月總會直接行文呈請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希望逾格一體授給軍銜，

俾資激勵而利事功，在潘小萼面見蔣委員長後，蔣認為原則可行，請總會與銓敘廳商討

辦理。但仍遭銓敘廳批駁，不願轉呈銓敘部。即使軍銜並非軍職，似可不涉銓敘範圍，

但軍委會銓敘廳都不打算通融。 

1943 年春國民政府通過紅十字會戰時組織大綱，由軍事委員會負責監督管理紅十

字會，會長、理事、監事全改由委員長令派。衛生署長、軍醫署長為當然理事。派赴戰

區救護隊，接受戰區司令長官指揮。至此，紅十字會已完全納入國民政府軍事管理體系。

紅會的主管機關，也由衛生署改為軍事委員會。蔣夢麟出任會長，胡蘭生為秘書長兼救

護總隊長。過去總會與救護總隊間長期的矛盾，至此終告結束。13 

但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的身份、仍妾身未明，從未得到公務員資格，或甚至名義上的

軍銜，這在戰時其他國亦不乏先例。平心而論，救護人員實際薪資、福利仍由紅會負責，

即使空的軍銜亦付闕如，對基層工作士氣造成的打擊，對戰時救護工作造成極大的障礙。 

                                

五、林可勝的黯然求去 

也真難為了林可勝總隊長，在紅會總會上不支持，又錯綜複雜的環境中，一人孤軍

奮戰五年，憑的是其國際人望，卓越的組織與領導才能，與超級的愛國精神。 

話說回來，截至 1940 年底止救護總隊共有 142 個醫務隊，在數量發展上是歷年來

最多的時候，但此時每個醫務隊的人數已不如早期充實，當時外勤全部醫務隊人數僅

1132 人，加上技工含司機也不過 149 人，合計 1283 人。因此平均每隊都在 10 人以下，

實際數字應更低。比起救護總隊早期草創時期，此時每個醫務隊人數減了一半以上，理

論上工作能力亦應受到很大的影響，人員流失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待遇的問題，無法養

家糊口，很多人被迫離去。人員缺額變多，留任人員工作負荷加重，遂成惡性循環。到

了 1942 年，情況嚴重到無以復加，西北各救護支隊日益凋零，行將瓦解，亟待整頓。14 

各基層醫務隊人士的困境，主要來自於經費上的匱乏，由於總會逐漸將部份資源轉

向於民間醫療，特別是醫院的建設，不但造成經費上的排擠效應，也與救護總隊戰地救

護的初衷相違背。林可勝去職前後，總會開辦的重慶醫院於 1942 年 7 月開幕，並且開

始在部份城市開辦診療所，於是林可勝原先所規劃的救護策略，到了 1942 年底以後，

逐漸被推翻；有些救護總隊的工作人員甚至認為，該總隊原來為戰地軍民服務的大方向

已經改變，而其使命也從此結束，許多人也因而失望離去。 

                                                
12 〈救護總隊發總會呈文〉，南京二檔館藏，1941.9.29，紅十字會檔案 476－2020。 
13 〈國民政府訓令〉，國史館藏，民國 32 年 4 月 1 日，國民政府檔案，微卷 327。 
14 〈第 101 隊劉世遜發總隊部電報〉，貴陽市檔館藏，1942.07.20，紅十字會檔案 11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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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可勝辭去救護總隊長職務後，基層人事流失的情況更為嚴重，總會秘書長潘小萼

兼總隊長，乃推動救護總隊內部的改組，決定每個戰區設一個醫療大隊，每個大隊配屬

5 個中隊，全部共設 10 個大隊，中隊 50 個，此外在總部所在地貴陽設置預備大隊，同

樣配屬 5 個中隊，將環境衛生、Ｘ光隊等技術人員編入，以視實際需要，派往各戰區。

此次改組實質上是一次大規模的裁併人事，過去基本工作單位是個別的醫療隊，此次改

組將之改為以中隊為獨立實施的醫療單位，人員編制上也較過去減縮一半以上。這次裁

併正是反映總會從太平洋戰爭以來經費上的困境，從而也使得救護總隊的工作效能從此

打了很大的折扣。15 

相對於戰地救護，紅會的平民醫療與防疫工作，亦為其重要宗旨之一。由於 1941

年間日軍對重慶的大轟炸，原 50 張病床的重慶醫院被毀，紅會基於收容受傷民眾的考

量，斥資 400 餘萬元擴建成 212 張床位的豪華醫院。總會主管醫務的三處處長湯蠡舟，

認為救護總隊在軍隊傷病治療工作上已具規模，既不能先軍後民，又不得厚軍薄民，理

應軍民一體。乃大幅推廣平民醫療的計畫，將總會直屬醫防隊由 8 隊擴充至 40 隊，並

於各處遍設診療所。由於總會在戰時重新推動平民醫療後，等於全盤否定林可勝的戰地

救護路線，這是林氏最後不得不求去的原因。 

紅會總會為了易於表達工作績效，在醫護人員集中的陪都重慶，耗巨資建豪華紅十

字會總醫院一座，並將各地醫務隊移置於各大都市，此舉直接影響到軍隊的醫療品質，

對於維持前方軍力損失之大，無法衡量。此舉本末倒置，因小失大，為有識者所詬病；

外部批評不斷，內部反彈聲浪不絕，以致主事者最後不得不做出妥協。在湯蠡舟與新任

總隊長胡蘭生領導下的救護總隊，終於在總會改組不到一年後，宣布救護總隊駐外醫療

隊須負有流動性，應不時變更工作地點，且設隊地點不宜專在城市。16 

1942 年 9 月，林可勝在重慶醫院開張兩個月內離職，半年不到紅十字會總會全面改組，

胡蘭生任命為紅會秘書長兼救護總隊長，所有醫防隊併入救護總隊，此後紅會戰地救護

與平民醫療並重的路線，一直延續到抗戰勝利。 

 

六、滇緬遠征深入不毛 

  1942 年 4 月 5 日，林可勝總隊長奉命前往緬甸，為與英國部隊並肩對日作戰的我遠

征軍傷患收容，醫療護理等工作的部署，當即組成了三個醫療隊，分由計蘇華、顏家貴、

龔念慈為隊長，一個救護車隊張世恩為車隊長，配備南洋回國投效抗日的華僑司機，滿

載醫護人員和醫療器械的車隊經昆明直奔緬甸臘戍，隨即向前線的遠征軍參謀長史迪威

將軍報到請示。 

４月 19 日獲悉我遠征軍孫立人部、劉放吾團仁安姜大捷，解救七千英軍，消息傳

來，令人振奮 ！隨即，日軍機械化部隊從仰光大量增援，迂迴北上臘戍畹町斷我遠征

軍歸路；英軍士氣不振提早脫離戰場，4 月 21 日，林可勝面見史迪威後，奉指示離開眉

齊西行。23 日，張世恩領隊帶三個醫療隊及傷病員回國，林部最後離開時，曼德勒方面

已礮身隆隆，過伊洛瓦底江時大橋已斷，先上輪渡航行又遭日機轟炸，步行到那巴改乘

                                                
15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百年會史（1904－2003）》，台北，2004，頁 316。 
16 〈改進醫療隊服務地點〉，會務通訊，24 期，頁 48，19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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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帶著中英緬印的傷兵同行，途中又遭緬奸破壞發生撞車事件，經處理後火車終於

開到莫崗（夢拱）。不幸，日軍快了一步即將佔領密支那，歸路已斷，林可勝作出最後

決定上野人山，先去印度再回國。17 

野人山山路崎嶇，寸步難行，一天走不了 8、9 里，第七天遇到 177 收容所的吳鳳

蓀所長的隊伍，它們用擔架將重傷傷員，最後一直抬到印度邊境，贏得中外軍民一致的

讚揚。在此得知，三個醫療隊和全體傷病員乘汽車早已通過密支那回國了。林總一行又

走了三週餘（共計 26 日走出野人山），趕上張世恩一行。據說離英軍的接待站還有五天

的行程。林可勝被一小飛機接到新德里的總督府，迎接的是印度軍醫署署長，也是他在

愛丁堡大學醫學院教書時的學生。 

  從接待站步行到阿薩姆省的多利火車站，坐到瑪格烈特站軍區司令部的短期休養

所，此專為由緬撤退來印的中國軍人而設。在此休息了七天，再乘火車南下到迪布尼加

爾，此為北區邊防司令部所在地。林可勝從新德里回來，在此受到司令官禮節性歡迎儀

式的接待，甚為隆重。隨後林克勝又赴加爾客答的萊姆加、中美合辦的新兵訓練中心，

籌備衛生處事宜。 

重慶後勤部長俞飛鵬來緬，特別交代委座密電，杜聿明部在撤退進印度深山老林裡

時，被瘧疾與痢疾感染者眾，急需特效注射液和藥品。林可勝交代去丁江機場附近的物

質倉庫，找周處長查提貨單，找了五箱針藥，交美空軍投送，以解決困境。迄六月中旬，

從利多來的軍人沒有了，車站接待工作結束，林總辦公室工作人員正整理報銷單據和帳

目。18 

 

 

 

 

 

 

 

 

 

圖三、林可勝滇緬

遠征時，攝於 1942

年 4 月 22日。 

 

 

  六月下旬，遠征軍第３８師孫立人師長來訪林可勝總隊長，他們是舊相識用英語交

談。孫謂此次遠征出戰是失策的，上了美國人的當。英國軍隊退出香港、放棄新加坡、

                                                
17 林吟，《在血與火中穿行-抗戰救護紀實》，貴州人民出版社，2015，206-208 頁。 
18 汪猶春，〈記中國紅十字會貴陽醫療隊在緬甸〉，《紅會救護總隊》，貴陽文史資料 22 輯， 

       1987 ，頁 177-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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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光失守後，軍心渙散、毫無鬥志，我的部隊常被死皮賴臉的要去支援，等到我們打退

日軍，派人去聯繫時，英軍早已走的無影無蹤、向印度撤退了。 

林可勝為了充實萊姆加訓練中心的衛生工作力量，又從貴陽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調

來馬安權等人，他本人也親自去那裏視察協助了一段時間。 

七月底，林可勝和美國醫藥援華會（ABMAC）的代表鄭寶南，一同從加爾客答回

來。次晨林可勝等 3 人，搭乘從丁江機場起飛滿載彈藥的大型運輸機，飛向昆明。在飛

過密支那上空時還遭到高砲射擊的干擾，飛機儘量高飛避開，飛了一段時間，終於安全

的降落昆明機場。下午林總與江南兵站總監陳勁節將軍匯報工作，辭別時告知，重慶方

面有電訊轉告林先生即日飛諭述職，並面交買好的機票。 

林可勝在完成四個月滇緬的艱辛任務後，於八月初面謁蔣委員長報告此行經過，獲

得嘉許。回貴陽圖雲關後，未幾，向紅會總會遞上辭呈，雖獲慰留，然林辭意甚堅，1942

年 9 月 5 日三度請辭，始獲准，結束 5 年在紅會總幹事兼救護總隊長的工作，可謂功成

身退！ 

隨後林可勝出任中國遠征軍軍醫監總視察，二度與美國史迪威將軍共事於緬甸戰

場，繼續其救死扶傷的重責大任，又在國際間另創一番豐功偉業。1944 年 11 月林氏調

升為軍醫署署長，1947 年 6 月，林可勝將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與陸軍軍醫學校合併，成

立國防醫學院於上海江灣。 

 

七、討論 

（一）、醫藥援華懷璧其罪 

紅會的收入主要有三個來源，會費、捐款、與政府補助，其中會費與捐款傳統以來

是總會經濟的主要支柱，會費端賴會員的徵募成績，捐款端賴領導人的捐贈與募款能

力。抗戰發生後，首獲上海民眾的捐款支持、後來海外的僑胞、外國政府、與美國醫藥

援華會的捐款源源而來。迄 1938 年底，捐款幾乎佔總會總收入的八成。1939 年佔六成。

1940 年的捐款創了高峰，達 910 萬 7 千元，佔全部收入的 98 %。整個抗戰前期，對總

會捐款最多的當屬愛國僑胞，尤以荷屬東印度群島的僑胞。以 1940 年為例，共佔了全

部捐款的 95%。19 

抗戰後期，因為日軍逐漸佔領東南亞，僑胞捐款日益減少，國外各團體捐款替代成

為捐款主力。1942-1945 年間，總會收入仍以捐款數目為最多，佔全部收入的一半，而

國外捐款又佔全部捐款之 95%，其中又以英國紅十字會，與美國紅十字會為最多。此時

會費僅占 1%。 1943 年後，海外華僑捐款減少，總會歸軍委會督管，此時政府補助佔

四成。抗戰勝利後，外來捐款減少，募款亦難，但捐款仍佔總會全部收入的 45%，此時

政府補助佔三成。20 

紅十字會是一個發揚人道主義精神，抱博愛恤兵，減免人類災難，增加人們福利為

宗旨，且施救時不分敵我，不分人我，不分畛域，為本國政府及國際所承認的民間慈善

團體。戰前紅會總會的支出三成花費在醫院的開支。抗戰期間戰地救護成為總隊最大的

                                                
19 王正廷，〈二十九年度本會工作檢討〉，《會務通訊》，3 期，1941.04，4 頁。 
20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工作概況〉，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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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以 1940 年為例，救護總隊的經費就佔全部支出的八成。戰後捐款銳減，總會在

會務管理等費用，日益抓襟見肘。 

總會各項醫藥物資的來源，大部份來自歐美盟邦與海外僑胞的捐贈，少數再由總會

在國內自製，購買或與其他機關交換。在外來捐贈的部分，在太平洋戰爭發生以前，有

70%捐自於美國醫藥援華會，後期則有 70%捐自於美國紅十字會。在捐贈物質中有 40%

為藥品 36%為敷料，4%為器械。總計在抗戰期間總會發給各醫療單位占 66%，補助軍

事機關占 18%，社會團體學校及其他機關占 16%。其餘防疫藥品的供應，每年除按時撥

發各種疫苗血清外，並根據疫情分別處理，其中大多出於自購。21 

在林可勝任職的五年間（1938-1942），美國各界人士捐獻給救護總隊的款項約 6600

萬美元，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數目。1940 年前後，內科周壽愷教授擔任美國醫藥援華

會在華的財務委員會主席，參加這項工作的還有緬甸華僑陳宗元和兩三個會計。周壽愷

等每年都要為林可勝做一個計劃，還要寫一個年報寄往美國醫藥援華會，報告傷病兵情

況及傳染病疫情等。美國醫藥援華會也派員前來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工作，援華物資

有汽車，汽油。藥品和醫療器材等，全部用於抗日救亡運動。 

在對捐款與贈品的發放上，林可勝要求必須列有清單以備查。同時，林可勝還堅持

國家高於黨派之上，因此紅十字會的物資在林可勝看來，不僅應該發給國民黨，也應該

發給共產黨，以他華僑救國的眼光中，國家應在政黨之上。更何況美國醫藥華會捐助的

宗旨，是以人道至上（Humanity Above All）為依歸。他是一位固執，而堅持理念的人。

22 

由於美國醫藥援華會的大量捐助，越過紅會總部，直接捐給救護總隊部林可勝收;

令總部許多人看了眼紅。雖林先生本人分毫不取，流言所及，造成難解的心結，所謂匹

夫無罪，懷璧其罪。 

 

圖四、林可勝署長與美國醫藥援華會主席 Dr Van Slyke。 

 

                                                
21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百年會史（1904－2003）》，台北，2004，頁 325。 
22 〈四分之一世紀的奉獻〉，《美國醫藥援華會（1937-1962）》，紐約，1962，1-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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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可勝的左傾釋疑 

  林可勝任紅十字會總隊長期間，是救護總隊的全勝時期。1938 年年底，因戰事的擴

大，救護總隊的人員不足，林可勝便在圖雲關成立了軍政部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自任

所長。他一方面分批抽調軍醫人員去該所短期訓練六個月，另一方面開班訓練醫助人

員，并辦班培養正式軍醫，學制六年，分三個階段，理論學習與實際操作同時進行，兩

年後可成為醫助，四年后成為助理軍醫，六年畢業時成為合格的正式軍醫。 

救護總隊是一個民間性質的戰時醫療救護組織。眾多的愛國醫務工作者不畏艱苦的

生活條件，不計待遇，主動參加救護總隊。救護總隊人才薈萃，集中了全國不少優秀的

醫學方面的專家、學者和精通業務的醫務工作者。抗戰前期總隊長由世界著名生理學博

士林可勝擔任，后期總隊長由骨科專家胡蘭生擔任。專家學者中有 X 光專家榮獨山，內

科專家林竟成、周壽愷，外科專家張先林、湯蠡舟、屠開元、汪凱熙，微生物學家陳文

貴、林飛卿，防疫專家施正性，護理學專家周美玉，生化藥理學家周廷沖，給排水與環

境科學開拓者過祖源、劉永楙，整復外科、顯微外科及顱面外科專家張滌生，生理學教

授柳安昌。 

當時國共兩黨表面維持合作，即所謂的抗日救國聯合戰線，但對林可勝華僑背景而

言，兩黨同為救國，因此海外捐募而來的醫療物質，基於人道至上的原則，或捐贈者的

指定，他派遣的醫療隊足跡几乎遍及全國各地，除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各個戰區以外，同

時也派出十個醫療隊赴延安、太行、太岳、江西、皖南等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

協助八路軍、新四軍，為傷病員及群眾服務。23 

1938 年夏，八路軍駐湘代表徐特立指示，為了加強對救護總隊的領導，建立了中

國共產黨紅十字會支部，郭紹興為支部書記，祕密發展黨員，公開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

線政策。1939 年春總隊部遷至圖雲關，為擴大組織在貴陽、桂林、運輸股成立三個分支

部，分由郭紹興，高忻，章文晉負責。主要任務是在運輸股內成立紅會書報供應站，積

極宣傳教育，爭取專家學者的同情與支持，擴大組織，爭取醫療資源，同時也爭取林可

勝。24 

1942 年 1 月，國民黨對共產黨在貴陽圖雲關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及戰時衛生人員訓

練所的地下活動，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派特工人員搜查紅會運輸股，抄走紅會書報供

應社發起人名單及一批馬列著作，毛澤東著作和進步書刊，當場捕走汽車隊隊長張世恩

（月餘後經林可勝保釋而出），章文晉等及時走脫，當時為保存力量，很多地下黨員都

以不同方式撤離救護總隊。而章文晉的身份一直未曝露，在救護總隊安全的工作到 1945

年抗戰勝利。25（註：章文晉八零年代曾任中國外交部次長，駐美大使。） 

當時，救護總隊有一批從西班牙轉來的東歐醫生，組成的國際醫療隊在長沙等地工

作。一說為此林可勝被蔣介石戴上紅帽子，一度情況非常緊張。當內政部要求他調查異

國醫生是否可靠，他很快就出具了證明，從事實上陳述來自異國醫生們的品德與績效，

                                                
23 熊秉真，〈林可勝傳〉，《國史擬傳第六輯》，台北國史館，1991，123-145 頁。 
24 郭紹興，〈回憶抗戰時期黨在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部的工作〉，《紅會救護總隊》，貴陽文 

          史資料 22 輯， 1987 ，3-8 頁。 
25 朱崇演，〈榮獨山教授談紅會救護總隊〉，《紅會救護總隊》，貴陽文史資料 22 輯， 1987 ， 

          84-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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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他們都來自西班牙反法西斯戰場，而且沒有把他們都是共產黨員這點寫進去，為中

國的戰場救護，保留下寶貴的人才。 

國際援華醫療隊的德籍白樂夫醫生的說法，林可勝很珍惜他的醫生們，這位華僑學

者信奉的是國家至上主義，並不把黨派之爭放在心上，他不是共產黨人、也不是左派、

是一位自由主義者。他是一位非常好的人，在那炮火連天血肉橫飛的年代，醫生的數量

遠遠不能滿足戰場救護的需求，他知道自己最該做的事情，就是動員醫生們到前線參加

救護，無論他們的國籍，這是非常中肯的描述。26 

對於異族入侵，林可勝尚能以民族主義或愛國情操作為區分敵我之依據。但夾雜於

共黨與國府之爭權，恐怕不僅是他，亦或許整個世代的中國知識份子，在當下都難以抉

擇！ 

（三）、辭職風波細究原因 

林氏因執行政府的戰時三合一政策，長期以來與紅會總會關係不睦。對紅會而言，

並不樂意接受政府直接的統管，而林可勝是國府力量介入的代表。因而總會高層對林氏

始終懷有疑慮與敵意。林氏原先就具有衛生署衛生實驗處處長的身分，且在該署支薪，

無形中在紅會身分變成兼職。總會對林的兼職頗有意見，曾面告林氏，希望林總幹事專

任本會救護任務，以示專一。同時亦表示薪津則由總會支付。林氏表示已去電衛生署辭

職，但能否成功亦無把握。後獲金寶善署長未允所請的回電，不許林氏辭職，仍在衛署

支薪。總會無奈，也只能予以備查結案。27 

總會最擔心的是林可勝有尾大不掉之勢，除兼職問題外，諸如募款問題，國外經常

指名交林氏支配，總會難免感覺難堪、也引人猜忌與非議，又莫可奈何。因此行政上給

予救護總隊諸多限制，該總隊不准獨立行文、需由秘書長核轉，總隊任何支出需經會計

部門審核、合乎預算規範再呈請簽准，總會對救護總隊車輛、人員有監督指揮之權等等。

再再顯示紅十字會總會與救護總隊上下關係之緊張與不正常。 

蓋 1940 年 9 月 7 日蔣委員長召見林可勝後，告知紅會份子複雜、易遭人滲透，故

在救護總隊部成立政治部以肅清地下黨與共產份子。那是國共聯合抗日的時代，林氏救

國不分黨派，雖心中無奈，確也莫可奈何。由於軍委會派有特務人員駐隊考察，已無林

氏的個人責任。1941 年 2 月 7 日至 24 日胡適數次上電蔣委員長，再加上戴笠的暗查力

保謂林非共產黨、是愛國主義者。資匪左傾事件，至此更本已經水落石出，林仍任救護

總隊長。 

話說蔣委員長召見林可勝後，1940 年 10 月 1 日林氏逕自書面建議蔣委員長，救護

總隊實行軍管的主張，以徹底解決運作與待遇的困難。該報告書林氏原用英文為之，經

幕僚翻成中文呈委座，同時請秘書王洽民帶往重慶，因收發間之失誤，至重慶、香港雙

方都未事先收到報告，造成總會領導階層的強烈反彈，林可勝與總會高層正面的衝突一

觸而發。28 

                                                
26 林吟，《在血與火中穿行-抗戰救護紀實》，貴州人民出版社，2015，206-208 頁。 
27 〈林可勝收衛生署長金寶善電報〉，貴陽市檔案館藏，1940.07.10，救護總隊檔案 40-3-597。 
28 〈救護總隊長林可勝發總會潘秘書長電報〉，南京二檔館藏，1940.12.16，紅十字會檔案 476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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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3 日，總會秘書長潘小萼出席軍政部軍醫署召開的會議時回答：「本總會過

去只知該總隊部不聽總會指揮，尚不知與軍方機構配合亦有此問題，此乃內部行政問

題，當由本總會自行予以切實整頓。同時堅持總會機構組織不能變更，否則將妨礙國際

視聽，影響捐獻。」29 隨之 1941 年 1 月，林可勝提出辭呈，驚動了層峰，後由紅會常

務理監事會退回辭呈、予以慰留。               

早期紅十字會一向基本的立場為蓋醫院、作救濟，佔其總經費的四成。紅會原本是

民間慈善團體，抗戰初起，領導階層皆不願接受軍管。劉瑞恆的戰時三合一政策，由林

可勝空降成立救護總隊做起，其戰地醫護深入部隊、救死扶傷，以增強國軍戰力，功莫

大焉! 此時其費用佔總會經費的八成。但利用自願者的愛國熱情、低薪、長久以往，所

衍生的人事經費問題，愈形嚴重，不但不見總會支持且多所掣肘。到抗戰中期，救護總

隊運作益形困難。但紅會總部未思如何解決問題，反將總會資金轉移蓋豪華醫院，完全

否定戰地救護的基本路線，這使得林可勝不得不再重新思考去留的問題。 

1942 年 8 月初，林可勝在滇緬戰區四個月，在極端惡劣獐疫環境中歸來，他找到

了更需要他奉獻的地方，遂思激流勇退，向紅十字總會二次提出辭呈。即使總會給他半

年休假，他仍三度請辭，於 1942 年 9 月 5 日從紅會救護總隊離職，告別一起奮鬥五年

的子弟兵。 

（四）、推翻過往被迫離職論述 

對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長林可勝的離職，過去解讀均為林氏因同情資助共產黨，而被

迫離職，把問題推到國共鬥爭，並非正確的解讀，亦與史實相左。 

林可勝第一次辭職的真正導火線，是在 1940 年 10 月 1 日林氏未經紅十字總會同

意，逕自書面建議蔣委員長，救護總隊實行軍管（3 周前，9 月 7 日林氏蒙蔣介石召到

重慶面談），以解決實務問題。引起所謂的紅會內部風潮與強烈反彈，林可勝遂於 1941

年１月遞出辭呈。 

林氏辭職驚動海內外，1941 年 2 月 7 日至 24 日胡適數次上電蔣委員長，林可勝亦

得戴笠支持，林氏愛國，並非共黨同路人，此事遂在 2 月 15-16 日，紅十字總會在香港

舉行第 2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中被打消。 

在事隔一年半後， 1942 年 8 月，林可勝再次提出辭呈，蓋因紅十字總會重啟大型

醫院為重點，由於救護路線的改變，在經費壓縮排擠下，救護總隊的運作益行困難。辭

職雖獲總會慰留休假半年，林氏仍於 9 月 5 日三度堅辭，獲准。 

顯而易見，林氏數次請辭，皆為主動，出於紅會內部因素所困。即使被誣陷左傾資

匪，帳目不清等，亦是紅會中人所採見不得人的逼退手段，與國共兩黨鬥爭無關。 

 

八、結語 

林可勝的去職，固然符合紅會總會高層的心意、去除了眼中釘; 但救護總隊改隸軍

管的趨勢，並未因林的去職而放慢步調。同年底軍委會向紅十字總會發出訓令，因軍需

緊急，請紅會將所存藥品交由中央統籌分配，由軍醫署全面接管。此案雖未全面執行移

                                                
29 
〈重慶總會潘秘書長呈香港王會長報告〉，南京二檔館藏，1940.12.31，紅十字會檔案 476－227。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1 期（2016 年 12 月） 

 

 46 

交，但軍醫署得查核監督並統籌支配。1943 年 4 月 1 日國民政府明令公布紅十字會戰時

組織條例，紅十字會徹底納入軍事管理體系。至此紅會失去民間社團的地位，變成國家

機器的一部分。救護總隊亦然。紅十字會、衛生署、軍醫部門戰時三合一的的構想，至

此實現，以期能發揮最大的戰地救護功能。 

  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參與了無數戰役的救傷，所屬各隊散布在各戰區，也實際幫助各

戰區軍隊衛生的促進，在空襲時也曾派隊進行救護，對於抗戰實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從

1938 年 1 月至 1945 年 9 月，經紅會救護總隊執行戰地救護工作總計外科手術有 119856

人，骨折復位 35522 人，內科門診軍人 2481685 人次，門診平民 2002996 人次，預防接

4632446 人，敷傷 8784731 人，另外消毒滅蝨 792148 人，滅蝨衣物 3881176 件，檢驗

226593 人，Ｘ光透視 52798 人，Ｘ光照相 5631 人，補充特別營養 934833 人。30 華僑

林可勝運用紅十字會的旗幟號召，未領政府薪餉的民間力量，加上外國援華的醫藥、裝

備、器械、車輛，完成此不可能之任務，實令人嘆為觀止! 

    八年抗戰，圖雲關救護總隊有 47 人殉職，67 人積勞病故。抗戰勝利，該隊在完成

重大歷史任務後，於 1946 年 5 月撤銷、功成身退。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無論

在中國的戰爭史上，抑或在世界的醫療衛生史上，都譜寫了光輝的樂章。 

    林可勝是最早為世界科學界推崇的中國科學家之一。他是戰地救護工作的靈魂人

物，在長期抗戰中作出了不朽地貢獻，令人遺憾的是抗戰勝利後，南京國民政府所頒發

的紅十字會勛章名單中，林可勝卻缺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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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1937, the military health care capacity 

was seriously inadequate. At that time when Dr.ＪHenry Liu served as the Director of Health, 

he advocated the so-called wartime triple policy to be integrated with the Red Cross, the 

Military Medical Department, and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three forces, in order to form the 

basis of the war time first aid. However, although the Red Cross held the principle -- 

"benevolence and care soldiers", its main leader was not willing for the Red Cross to be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own autonomy.. The two organizations seemed to 

hold the common goal, but also competed with each other in reality. During that time, a 

patriotic overseas Chinese, Lin Kesheng (Robert Lim), who was then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at t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devoted himself to the task 

of first aid and emergency preparedness. Robert Lim, the Head of the Red Cross ambulance 

corps, was not personally involved in the bureaucracy of the Red Cross. He unintentionally 

detonated the agitation within the Red Cross. This paper made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his forced departure from the Red cross. It argues that Robert 

Lim 's resignation cannot be simply interpreted by Lim's sympathy for supporting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medical aid in Yan'an as what the past literature suggested. It further 

argues the main reasons that caused Lim to be forced to leave the office that was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KMT-CCP struggle. During the eight years of Sino-Japanese war, although in an 

embarrassing and complex political environment, Robert Lim had finally achieved his 

immortal life career to become the founder of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and military medicine. 

 

Keywords: wartime triple policy, Red Cross Ambulance Corps, Red Cross internal unrest,  

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 ( ABM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