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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洗在臺灣——1946 年 8 月至 1949 年 1 月 
 

劉廣定（台大化學系），張之傑（本會會員） 

 

 

摘要   朱洗（1900-1962），當代著名生物學家、科普作家。1920年，參加留法勤工儉

學。1931年，獲法國國家博士學位。1932年回國，從此研究、寫作不輟。1945年日本

投降後國立臺灣大學成立，於理學院設有動物學系。朱洗應臺大代理校長羅宗洛校長之

邀，1946年 8月出任動物學系首任系主任。1949年元月，循寒暑假赴上海料理北平研

究院上海生理研究所事務之往例離臺，但未再返。朱洗在臺期間有不少成就，如完成《維

他命與人類之健康》一書，指導動物系第一位畢業生袁柏偉完成關於「蛙卵水份的增加

和成熟的關係」之學士論文等。惜少為大陸之科學史研究者言及。筆者等因地利之便草

成此文，以補充目前有關朱洗研究之不足。 

 

關鍵詞：朱洗、臺大動物系、維他命與人類之健康、蛙卵成熟與水份研究、袁柏偉 

 

一、前言 

當今海峽兩岸的科學史界，對於當代問題的研究都有所欠缺。臺灣在本土化大纛

下，光復至大陸撤守時的渡臺學者，往往遭到漠視。大陸受限於意識形態，對於與官方

思想不一致的學者，往往多所忌諱。本文所探討的朱洗，就是個顯著的例子。 

朱洗是當代著名生物學家、科普作家、無政府主義者。共產黨人視無政府主義為

異端邪說，大陸有關朱洗的研究，其偏頗不全可想而知。抗戰勝利後，朱洗出任臺大動

物系首任系主任，在臺前後約一年半，此間迄未有人研究朱洗在臺期間的貢獻。 

本文兩位作者嘗為當今臺灣的科研事業溯源，結論是臺灣之有今日，皆為光復後

國人自行努力所致。1日據時期日本人培養本地人才很少，光復後渡臺學者的篳路藍縷

功不可沒。兩位作者因地利之便草成此文，補充大陸朱洗研究之不足，以發前賢之潛德

幽光。 

 

二、朱洗傳略 

目前有關朱洗的傳記，較全面的只有陳阜著《朱洗》2一種，該書對於朱洗與李石

曾的過從、朱洗的無政府主義信仰與實踐等等，都加以避諱或曲解。張之傑嘗撰〈朱洗

                                                 
本文因參加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第十一屆科學史研討會（2017/0325-26/南臺科大）而作。 

 

劉廣定，台大化學系名譽教授，電郵：ktliu@ntu.edu.tw；張之傑，業餘科學史研究者，電郵：

zjzhang@seed.net.tw 
 
1 參閱劉廣定〈日據時期臺灣之化學研究初探〉，《第五屆科學史研討會論文集》2000 年，及張

之傑、劉昭民〈臺灣的科研不是日本人奠定的〉，《科學月刊》2001 年 3 月號。 
2 陳阜《朱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此書根據第一手資料寫成，可惜受限於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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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無政府主義──為生物學家朱洗傳記補遺〉3，稍補陳阜著《朱洗》之不足。本節以節

略張文為主，一般不註釋出處。 

朱洗（1900-1962），原名永昌，又名璽，字玉文，浙江臨海人。1900 年 10 月 14

日生。早歲就讀回浦學校（小學）、臺州浙江省立第六中學，1919 年響應五四運動被學

校開除，前往上海，在商務印書館當學徒。1920 年，蒙回浦學校校長引介，往見吳稚暉，

得以參加留法勤工儉學。赴法後改名朱洗。 

朱洗可能因研讀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而立志學習生物學。1925 年，利用僅有

積蓄，考入蒙彼利埃大學生物系，師從以研究孤雌生殖聞名的實驗胚胎學家巴特榮（J. F. 

Batallon）教授。後蒙其師提供工讀機會，又蒙李石曾為之取得官費，始得以完成學業。

李石曾為中國無政府主義巨擘，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主要推動者。1931 年朱洗以論文〈無

尾類雜交的細胞學研究〉獲法國國家博士學位。 

1932 年 11 月，朱洗離法返國，應聘至廣州中山大學任教。1935 年春，國立北平

研究院院長李石曾安排朱洗到該院動物研究所任研究員。1906 年，李石曾與吳稚暉、

張靜江在巴黎成立「世界社」，入民國後該社遷上海。當時日本侵華日亟，北平人心惶

惶，1937 年春李石曾安排朱洗到上海，在世界社內成立生物研究所，由朱洗擔任所長。 

朱洗一到上海，就積極參與「文化生活出版社」。該社由吳朗西、巴金等無政府

主義文化人成立，朱洗加入後成為重要成員。同仁談到要出版一套現代科學叢書，朱洗

提議編寫「現代生物學叢書」，其後只有朱洗的部份完成。「現代生物學叢書」第一集

共六冊，1939 年出版第一冊《蛋生人與人生蛋》，1946 年出版第六冊《愛情的來源》；

朱洗在初版「總序」中寫道：「本叢書編輯的目的是要使學術大衆化，要把那些深藏於

實驗室、專門著作、圖書館和博物館裡的生物知識，循著發展的次序，由淺而深，由簡

而繁，用暢達明確的文筆，寫成系統叢書，可作青年學生的課外讀物，亦爲其他科學所

不可少的參考書。」 

朱洗在廣州時，即捐資在家鄉興辦琳山小學，1938 年更創辦琳山農校。戰事擴大，

朱洗的母校回埔中學（原為小學）等遷到琳山，加上琳山農校，成為小學、中學、農校

三位一體的教育基地，統稱琳山學校。朱洗將琳山學校闢劃為無政府主義實驗基地，所

設計校徽有「心」、「手」、「工」三字，校歌起首「我愛琳山，且工且讀，心手並勞」，

彰顯無政府主義者重視勞動的態度。校歌末兩句「努力建設，人類家庭」，則為無政府

主義的世界大同理想。 

抗戰勝利，輾轉從雲南遷回的國立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與世界社生物研究所

合併，改稱北平研究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由朱洗任所長。1946 年 8 月，朱洗出任臺大

動物系系主任，但寒暑假常回滬照料生理研究所。1949 年初寒假離開台北，從此一去

不返。（詳第三節） 

1949 年 10 月後，北平研究院上海生理研究所併入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研究所，朱

洗任研究員，兼發生生理室主任。1958 年 4 月起任所長。朱洗在蓖麻蠶馴化（1954），

                                                                                                                                            
未能為傳主傳神寫真，且此書係青少年勵志讀物，每每浮光掠影，未能深入。 
3 該文略作修改，刊《科學文化評論》五卷三期，2008 年，頁 21-34。原文刊《中華科技史學會

學刊》第 12 期，頁 25-38，200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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鰱魚及鱅魚（大頭鰱）人工繁殖（1958）方面都取得成就。實驗胚胎學方面，培育出世

界首例「沒有外祖父的癩蛤蟆」（1961），在孤雌生殖研究上具有劃時代意義。 

1962 年 7 月 24 日，朱洗因肺癌去世，享年 62 歲。植物生理學家、臺大代理校長

羅宗洛作詩〈哭玉文〉：「海外十年磨長劍，生涯半世歷艱辛；劇憐抱負無由展，死去

應知目不瞑。」4朱洗在世時，蒙陳毅、聶榮臻（皆為留法勤工儉學生）保護，未被打

成右派。文革時，遭到刨墳批鬥，「死去應知目不瞑」，可謂一語成讖。 

 

三、朱洗應邀來臺經緯 

1945 年 8 月，日本戰敗投降。9 月中旬，教育局任命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長

羅宗洛接收臺北帝國大學。當時臺北帝大有文政、理、工、農、醫等五個學部。羅宗洛

建議以中央大學的陸志鴻、馬廷英，以及浙江大學的蘇步青、陳建功、蔡邦華等五人，

分頭接收各個學部，教育部立予批准。羅宗洛與他所推薦的 5 人，皆為留日出身的名教

授。10 月 17 日，羅宗洛、陸志鴻、馬廷英及部派秘書王泳等四人搭乘美艦抵基隆。5蘇

步青、陳建功、蔡邦華等三人因故延至 11 月 19 日始抵臺北。6 

羅宗洛等三人抵臺後，延攬臺北帝大醫學部唯一臺籍教授杜聰明博士，以及臺籍

聞人、哲學家林茂生博士加入接收行列。11 月初，臺灣行政長官陳儀發佈「臺北大學」

校務維持會名單，除羅、陸、馬、杜、林等五人，並加委長官公署前後兩任教育處處長

趙迺傳與范壽康為委員，並以羅、范、杜為常委，羅為主任委員。11 月 15 日完成正式

接收手續，就臺北帝大原址設立國立臺北大學，含文政、理、農、工、醫等五個學院。

嗣經行政院會決議，12 月 15 日奉教育部令，改名為國立臺灣大學。7 

羅宗洛原本只負責接收，但內定校長陳大齊遲遲未能到任，延至 12 月，被教育部

聘為代理校長。8羅代校長聘陳建功為教務長，陳兼善為總務長，蘇步青為理學院院長，

蔡邦華為農學院院長，杜聰明為醫學院院長，陸志鴻為工學院院長，林茂生暫代文政學

院院長。原帝大理學部的四個學科，分別成為化學系、動物學系、植物學系與地質學系。

9植物學系由代校長羅宗洛自兼主任，動物學系則由陳兼善教授代表接收。10 

羅宗洛被教育部聘為代理校長後，開始積極延攬人才。接收前，臺北帝大的教授、

助教授、講師幾乎都是日本人，臺籍者只有一名教授、三名助教授、六名講師（其中一

名講師屬文政學部，其餘教授、助教授、講師皆屬醫學部）。以理學部來說，只有一名

臺籍助手（助教）、四名囑託（約聘人員）、一名雇員、十二名傭員（雇工）。11至於

學生，除了醫學部，其他四部臺籍學生寥寥可數：文政學部本省人 14 人，日本人 207

人；理學部本省人 6 人，日本人 49 人；農學部本省人零人，日本人 121 人；工學部本

                                                 
4《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頁 331-336。原刊《細胞生物學雜誌》10 卷 4 期，1988 年。 
5《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頁 7。 
6《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頁 228-229。 
7 國立臺灣大學校史館「臺大簡史」，http://www.lib.ntu.edu.tw/gallery/03-05-02-ntuinduction.html 。 
8《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頁 260。 
9 1946 年，臺大理學院增設數學系和物理系，分別由沈璿（義舫）、戴運軌擔任系主任。 
10 臺大理學院簡介 http://www.science.ntu.edu.tw/about-1.php。 
11 《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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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 16 人，日本人 168 人；醫學部本省人 97 人，日本人 102 人。12可見要將新成立的

國立臺灣大學蛻變成中國人的大學，在人事方面無異從零開始，任務何等艱巨！ 

關於到內地延聘教授，羅宗洛說：「招聘內地優秀學者至臺灣講學，亦為當務之

急，惜國內亦有師荒之嘆。若將優秀學者概行羅致，則各大學將大受影響，自國家之立

場觀之絕非善法，但臺灣光復伊始，百事待興，而臺大各系之主持者不能無人，故調用

教授為無可避免之舉，此則應請教育局及各國立大學協助者也。」13 

羅宗洛在《接收臺灣大學日記》中，屢屢記述致函內地學者，延其前來協助。有

關朱洗者，有下列幾則。 

十二月廿日   八時許兆熙偕陳達夫來，闊別已十餘年矣。兆熙於本月八日自閩

來，本欲他去，適余在旅行中，遂滯留至今。出朱洗兄信，示余多出版計劃，絕無來臺

之意。」14 

兆熙，即陳兆熙，為朱洗重要助手。達夫，即陳兼善。從這則日記可以看出，羅

宗洛曾延請朱洗主持臺大動物系，朱請陳兆熙帶信給羅，表示無意來臺。 

十二月廿二日   作書數通，致徐釣溪、薩本棟、林長春、于景讓、孟心如、朱洗

及邦熙等。15 

陳兆熙帶來朱洗的信，謂無意來臺任教，故致函勸說。 

一月十四日   兆熙來信，定於明日飛滬。余告以大學新聘人員因交通困難，無法

來臺，而已到諸君或袖手旁觀，或專理私事，頗感人手不足。最好兆熙至滬後拉朱洗兄

同來，支撐場面，至少半年。兆熙似甚了解。16 

這則日記道出延聘教授之不易。除了延聘教授，當時臺灣使用臺幣，中央撥給臺

大的經費必須經由長官公署轉發，但因幣值波動，陳儀並不積極配合。從羅宗洛到臺灣，

至 1946 年 4 月底止，臺大的一切開支都是從日本人接收來的餘款，到了 5 月初已接近

用光。175 月 18 日羅氏返上海，登機前陳儀才遣人告訴羅，經費已撥給臺大。18羅氏經

上海至南京，奔走將近一個月，經費與撥款問題仍不得要領，於是堅辭代理校長職務，

於 7 月 1 日離京返滬，重返中研院植物研究所原職。8 月 7 日，教育部准羅氏辭職，宣

佈以陸志鴻為臺灣大學校長，8 月 13 日履新。19 

羅宗洛在京期間，5 月 30 日日記：「兆熙有信來。」6 月 1 日日記：「寄陳兆熙、

陳錫鑫、范允臧等人函各一。」陳錫鑫為園藝學家；范允臧，即范壽康，為教育學家。

陳、范皆留日學者。陳兆熙之來信，羅宗洛之回信，不可能不談到延請朱洗到臺大動物

系任教的事。 

                                                 
12《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頁 180。 
13《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頁 319。原刊《臺灣新生報》民國 35 年 5 月 12 日第 2 版。 
14《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頁 260。 
15《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頁 261。 
16《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頁 271。 
17《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頁 118。 
18《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頁 304。 
19《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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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朱洗可能已被羅宗洛說動，決定接受邀請。當時羅宗洛代校長實際上已經離

職，理學院長為沈璿。20朱洗決定應聘後，曾致函沈璿，沈回信道： 

朱洗先生，手書讀悉。無論公私，你來臺大，我都歡迎。……你最好先來看看——

臺灣值得一看——看過後決定踐約與否？你如同意，當請陸校長電匯旅費。……如你來

臺大，最好兼任生物系（應為動物系）主任……21 

朱洗到臺灣的時間，依據臺大動物系職員陳進呈口述歷史，為 1946 年 8 月。22羅

宗洛接收臺大後，將日本學制改為我國 8 月 1 日至翌年 7 月 31 日之學年制。23朱洗 8

月間到任，剛好趕上三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陳進呈又回憶道，朱洗寒暑假循例都

會回到上海料理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所務。因此，朱洗第一次返滬可能是 1947 年元

月間。 

1947 年爆發二二八事件。此時三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即將開學。二二八事件使得

朱洗不能適時返台。延至同年四、五月間，臺灣才逐漸恢復平靜，京滬一帶又發生「五

二○」學潮，弄得「遍地烽火，遍地混亂」24，學校已非淨土，朱洗似已無意返回臺大。 

臺大校長陸志鴻催請朱洗返臺，朱洗以研究工作忙碌，和厭惡學潮婉拒。1947 年

6 月 12 日，陸志鴻回函朱洗： 

玉文先生道鑒：展誦 

大示，敬悉一切。吾 兄研究多忙，至深欽仰。內地學潮幸未波及台灣，然事前亦曾防

範。動物系務，久待 兄駕返此整理，務祈吾 兄研究事務告一段落後，早日返台是幸。

弟擬下週赴申，當專程拜訪聆教，並盼能隨 兄同返台北。達夫兄不久亦擬赴申一行，

先此敬頌 

道安 

                                                      弟 陸志鴻拜啟 

                                                           六月十二日 

陸校長的這封信，似乎並未促使朱洗立即返臺。到了這年冬，在前校長羅宗洛及

理學院院長沈璿的敦促下，於是年冬回到臺大動物系，此時三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早已

開始。朱洗在《維他命與人類之健康》一書「卷頭語」中，敘說其「重遊臺島」緣由，

從中可以看出他於十一、二月間返臺，寒假期間並未返滬（詳第四節第四小節）。 

                                                 
20 1946 年 2 月 9 日，羅宗洛返重慶，4 月 9 日偕沈璿（義舫）返臺北，接替即將離臺的蘇步青，

擔任第二任理學院院長兼數學系主任。見《接收臺灣大學日記》4 月 9 日，及維基百科「沈璿」

條。 
21 轉引陳阜《朱洗》第八章「舊棹迎來春色早——奔波上海和臺北」頁 149-150。可惜陳阜未注

明沈璿的發函時間。 
22 臺灣大學校史館口述歷史（受訪者：陳進呈）「鄧老師（鄧火土）托他弟弟告訴我，他在臺大

動物系給我找到一份僱員的工作，……於是我就開始過著白天到臺大上班，晚上到建國中學夜間

部念書的日子。當時動物系主任是朱洗教授，任期為民國三十五年八月至三十八年元月。」

(http://www.lib.ntu.edu.tw/gallery/Oral/11_20111221_ChenJiCheng.html ) 
23《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頁 18。 
24 朱洗於 1948 年 7 月號《科學時代》發表雜文〈生理的亂源〉，有這樣一段話：「目前中國，遍

地混亂，烽火漫天；既無明確戰場，又無前線與後方；常常變生肘腋，禍起蕭牆。主義口號，旁

人看不清楚，旗鼓衣冠，旁人不易識別！……」此文當係針對學潮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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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洗出任臺大動物系系主任期間，仍為北平研究院上海生理所所長，寒暑循例會

返回上海料理所務。台大動物系技士陳進呈回憶道：「朱洗於民國三十八年元月照例返

上海的生理研究所，臨走時說：『回上海做一些實驗，三月初開學以前趕回臺大……。』

沒想到他永遠沒有再回來。」25從 1946 年 8 月至 1949 年元月，朱洗在臺期間約一年半。 

朱洗何以一去不返？根據民國三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理學院動物學系三年級課程

表26，朱洗將開設四個學分的必修課程「脊椎動物胚胎學」，可見 1948 年底為下一學期

排課時，尚無離開臺大之意。 

1949 年元月間，徐蚌會戰結束，國軍敗績；元月 15 日，天津失守；22 日，傅作

義與共軍簽訂「和平解決北平問題協議」，北平淪陷……；另一方面，國民政府的若干

機構已開始遷臺。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朱洗如果留在台灣，就可能與上海的研究所分

開。抗戰時，他堅守著世界社生物研究所，並未走避後方。當局勢再次丕變，朱洗仍然

選擇留在上海，守住他一手創立的研究所。 

 

四、朱洗在臺事績 

朱洗出任臺大動物學系系主任期間重要事績有四：健全系務與教學、創辦外文期

刊 Acta Zoologica Taiwanica（臺灣動物學報）、科學研究、著作現代生物學叢書第二集，

茲分述如下。 

（一）健全系務與教學 

羅宗洛接收臺大後，儘量留用優秀日籍教授，在其 1945 年元月所擬的〈接收臺北

帝國大學報告書〉27中，計劃留用日籍教授 87 人，其中理學院 10 人。28或許因實際需

要，留用者不只此數。據 1946 年 9 月 17 日臺大公文，留用 98 人，其中理學院 24 人。

29 

臺大動物系技士陳進呈在其〈動物系發展史〉一文中說：「民國三十五年動物系

除了陳兼善教授之外，可說都是留用之日本教授，如青木文一郎、平坂恭介、川口四郎、

立石新吉、原田五十吉等人。後來他們相繼被遣送返日，而羅校長請來擔任動物系主任

的就是朱洗。……朱洗主持動物系期間，聘請的教員有鄧火土講師、匡達人女士、蘇君

瑩女士、莊紹華及朱光玉等。」30 

上述聘用名單中，鄧火土（1911-1978）台灣彰化縣田尾鄉人，日本廣島文理科大

學生物學科畢業後到北平的日本中學任教。光復後返臺，以講師資格就聘台大，後升副

教授。1950 年初，任農業試驗所應用動物系主任；同年任水產試驗所所長，迄 1977 年

卸任，對台灣水產事業之貢獻巨大而深遠。31蘇君瑩，1948 年畢業於浙江大學生物系32；

朱光玉為朱洗堂弟33，1947 年畢業於廈門大學生物系34，兩人均為助教，後皆赴美深造。 

                                                 
25 陳進呈〈台大動物系發展史〉，《動物學刊》第 2 期，1988 年。 
26 臺大校史館提供。 
27《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頁 272 及 279。 
28《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頁 172。 
29《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頁 21。 
30 同註 25。 
31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大辭書「鄧火土」條（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4186/?index=252 ）。 
32 北美浙江大學校友會網站首頁：「趙學長從普度大學退休，十多年前移居北加州和他的兒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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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達人，無政府主義者、五四運動學生領袖匡互生之女，1942 年畢業於廈門大學

生物系，曾任中央大學醫學院助教，應聘為講師35，1948 年春赴美留學36，1955 年返大

陸。臺大校史館提供的臺大動物學系課表並不完整37，不知匡曾開設過哪一門課程。莊

紹華，新加坡華僑，1941 年畢業於廈門大學生物系並留校任教，後轉往上海醫學院，

1948 年獲得英國 Bristol 大學碩士學位，應聘臺大時可能是副教授。朱洗返上海後，由

他代理系主任。38惟後亦離開台灣，曾任馬來亞大學生物系系主任。朱洗延聘的都是優

秀青年，可惜皆未留在臺大。 

從臺大校史館提供的動物學系三十六學年度及三十七學年度課程表來看，三十六

學年度至少仍有兩位日籍教授，即開設二年級（一學年）無脊椎動物學的平坂恭介，開

設四年級動物生態學（一學期）和海洋生物學（一學期）的川口四郎。到了三十七學年

度，課表中已沒有日本教授，而由朱洗、陳兼善、鄧火土、莊紹華等中國教授挑大樑。

師資雖然不足，但靠著植物系的支援，如于景讓、李惠林、沈毓鳳等，尚可勉強支應。 

至於朱洗本人，臺大校史館所提供的三十六學年度及三十七學年度動物系課表

中，三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曾開設四年級的細胞學，第二學期曾開設四年級的動物技術

學、實驗胚胎學及指導畢業論文。三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曾開設三年級的細胞學，第二

學期課表上的三年級的脊椎動物胚胎學，因 1949 年元月返滬未歸，實際上並未開課。

朱洗是著名實驗胚胎學家，所授課程皆與其研究有關。 

 

（二）創辦外文學報 Acta Zoologica Taiwanica 

日據時期，台北帝大除各學部之學報外，只出版一種外文刊物，即 Acta Nipponica 

Medicinal Tropical39（日本熱帶醫學學報）。光復後理學院各系陸續推出外文刊物，朱洗

主持臺大動物系期間創辦外文刊物 Acta Zoologica Taiwanica（臺灣動物學報），第一卷第

一期 1948 年 7 月出版，刊出朱洗的法文論文 Etudes Cytologique Et Experimentale Sur La 

Maturation Artificielle Osmotique In Vitro Sur L’oeuf D’anoures（蛙卵於體外藉滲透壓使之

人工催熟的細胞學與實驗動物學研究）。此文由朱洗一人署名，工作單位以英文署：國

立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動物系。 

此文分為 5 章，共 66 頁，附圖版 12 幅。朱洗於戰時及戰後做過一系列此類研究，

此文可能是這類研究的總結。這種以人工方法催熟的蛙卵，是孤雌生殖實驗的好材料。

                                                                                                                                            
鄰。他太太蘇君瑩也是浙大人，1948 生物，此刻也在病中。」此刻指 2013 年。http://zjuaa.org/home/  
33 同註 28。 
34 某人自傳網頁：「我於（1943 年）六月抵長汀，經諸學長之指導，知有同等學歷者，可以報考。

廈門大學訂於七、八月舉行入學考試，……放榜後，我竟然考中生物系第二名，第一名為朱光玉

同學。」朱光玉 1943 年入學，因知 1947 年畢業。http://web1.emax.net.tw/lixan4/CH5.htm  
35 《中國當代名人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 
36 《廈大校史資料》第二輯，頁 321，廈門大學出版社，1988 年。 
37 課表缺三十六學年度一年級下學期、三年級全年，三十七學年度缺一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下

學期、四年級全年。 
38 有關莊紹華之簡介，見北大生命科學院網頁(http://bio.pku.edu.cn/en/displaynews.php?id=55 ）及

廈門大學校友總會網頁(http://alumni.xmu.edu.cn/xiaoy/thanksgiving1/20070428/2825.html )。有關

代理系主任之事，見陳進呈〈動物系發展史〉。 
39《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頁 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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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洗繼承乃師巴特榮教授衣缽，是巴特榮之後的另一位研究無尾類（蛙和蟾蜍）孤雌生

殖的世界級大家。 

Acta Zoologica Taiwanica 一卷一期出版後，曾長期停刊，直到 1988 年才復刊（第

二期，未設卷），第三期起恢復卷期。2005 年 6 月十五卷一期出版後因動物學系已於 2003

年與植物學系合併為生命科學系而停刊。40 

 

（三）科學研究 

朱洗主持臺大動物系期間，最重要的科研活動就是指導袁柏偉完成畢業論文。袁

柏偉（1924-2012），臺中豐原人，日據時赴北平求學，就讀私立中國大學，光復後返

臺，轉入臺大動物學系。41 

羅宗洛接收臺大、代理校長期間，不接受內地學生插班入學。由日返臺之各大學、

專校及高校生，由省教育處審核，決定是否接受插班入學。42袁柏偉得以轉入臺大動物

系就讀，可能比照由日返臺學生。 

袁柏偉確切返臺時間待考。鑑於與袁同鄉（臺中大甲）、同年、一同就讀中國大

學的郭清海於 1946 年返臺43，袁可能也在同一年回到臺灣。根據臺大圖書館提供的學生

名冊，三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動物系三年級只有袁柏偉一人。朱洗於 1946 年 8 月間應

聘來臺，此時袁柏偉應已返臺，並受教於朱洗。可惜臺大校史館提供的課程表缺三十五

學年度，無法推知兩人間的互動與過從。 

朱洗於 1947 年元月返滬，同年 12 月始歸，返臺時三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已近尾

聲，因而這年寒假朱洗並未返滬（詳第四小節）。此時袁已是四年級生，同屆雖然只有

他一人，但系上為他開的課卻極為豐富。根據臺大校史館提供的三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

課程表，專業科目包括朱洗的細胞學、于景讓的遺傳學、川口四郎的動物生態學、鄧火

土的寄生蟲學、平坂恭介的進化論、平坂恭介的生物學史、畢業論文等，計必修 10 門，

選修 1 門（有機化學），共計 32 學分。課程表中的中、日師資，堪稱一時之選。其中

必修的畢業論文欄，「擔任教員」欄空白，可能製表時朱洗滯滬未歸，所以沒有填上。

朱洗返臺後，袁柏偉的畢業論文應該隨即啟動。 

袁柏偉大四下時（三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系上為他開的課仍極豐富，包括朱

洗的動物技術學、于景讓的遺傳學、朱洗的實驗胚胎學、川口四郎的海洋生物學、李惠

林的種子植物分類學、朱洗的指導畢業論文。朱洗給袁柏偉的題目是：蛙卵所含水份與

成熟的關係。 

朱洗戰時及戰後做過一系列以改變滲透壓誘發蛙卵成熟的研究。人工催產的未成

熟蛙卵，以低張溶液處理，使之吸入水份，就可啟動成熟機制，甚至可以發育。這類實

驗並非始自朱洗，但以中國蛙類在中國做這類實驗卻始於朱洗。朱洗在做這類實驗時觸

發靈感：蛙卵是否需要增加水份才能成熟？這個前人沒人想到過、只有朱洗在上海做過

一些的研究，就成為袁柏偉的畢業論文題目。 

                                                 
40 此刊物台大圖書館有藏。 
41 見許雪姬〈1937 至 1947 年在北京的臺灣人〉附錄，《長庚人文社會學報》1 卷 1 期，2008 年。 
42《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頁 19-20。 
43 同註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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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柏偉以臺灣的長肢赤蛙和黑眶蟾蜍兩個不同科的無尾類為材料，測量卵未成熟

前的卵巢含水量、成熟時期腹腔中卵的含水量，以及人工催產環境中成熟前後的卵的含

水量，發現成熟時期都需要吸收外界水份，外加水份約佔蛙卵重量的 10％左右。袁柏

偉的論文兩年後（1950）朱洗與他聯名在第一卷第一期《中國科學》發表44，論文中說

明部分工作乃於臺大動物系完成。在「總論與結論」中說：「對於這種關連，非但前人

未曾注意，就是 Bataillon 教授，他用畢生的精力，討論各類發育的問題，也未曾給我

們一點暗示。」可見其重要性。該期《中國科學》只有 17 篇論文，第二、三、四合期

也只有 17 篇論文，可知朱洗是在內戰時期仍能克服困難，努力研究的少數科學家之一。 

1948 年 4 月 26 日，朱洗在臺大演講，講題〈水份和生命斷續的關係〉，演講紀錄

刊《臺大校刊》第十三期（1948 年 5 月 1 日出版），說明水份的含量隨著年齡增加而

減少，並引用袁柏偉的研究結果。袁柏偉在名師指導下，完成一篇高水準的學士論文，

於 1948 年 7 月畢業。根據臺大圖書館提供資料，他是臺大第二屆畢業生，也是臺大前

三屆畢業生中唯一動物系的。因此三十七學年度臺大動物系沒有大四學生。袁柏偉成為

朱洗任教臺大期間的唯一的入室弟子。 

袁柏偉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教。四年後，即 1952 年 9 月，應鄧火土之聘，轉任水

產試驗所技士45，從此獻身漁業，累升至農委會漁業處處長。46鄧和袁日後分別成為臺

灣漁業研究和漁業政策的領袖。木本水源，臺灣的漁業發展不能遺忘了朱洗。 

 

（四）著作現代生物學叢書第二集 

朱洗是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重視教育、文化，因而重視科普。抗戰時朱

洗在極其艱困的環境下完成「現代生物學叢書」第一集（六冊），可視為無政府主義信

仰的實踐。「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將自己的生物學知識與青年學生和科研工作者分

享的淑世精神，或許就是朱洗寫作「現代生物學叢書」的理念吧。 

朱洗 1947 年冬「重遊臺島」，至 1948 年 6 月，完成「現代生物學叢書」第二集第

一冊《維他命與人類之健康》，他在「卷頭語」上寫道： 

現代生物學叢書，前後在十年中，印出六本。勝利以後，重返上海，因整理實驗

室，工作甚忙，寫作反而停頓了兩年之久。去年冬季，受台灣大學前校長羅宗洛和現任

理學院院長沈義舫二先生敦促，重遊台島。台北冬季氣候溫和，有肖三春。台大脫離鬧

市，設在郊野，天然環境，利於工作，促人沉思。我即忘了嚴冬無煤無炭的苦惱，集中

力量於工作。夜晚恢復寫作老習慣。足足經過七月，才將這第七本的初稿整理完畢，也

算償了一種宿願。 

                                                 
44 朱洗、袁伯偉〈蛙卵水份的增加和成熟的關係〉，《中國科學》1 卷 1 期，頁 165-183，1950 年。 
45 典藏臺灣網「公務人員任用審查表」公文原件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41/28/87.html ）。鄧火土之原簽為「擬派袁柏偉為水產試

驗所技正兼養殖系主任」，可見其器重。但經農林廳批覆，改為以技士任用。 
46 袁柏偉歷任農復會漁業組技正及組長、農發會漁業處處長、農委會漁業處處長、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簡任十二職等技監等，簡歷為李武忠教授提供，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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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寄居老友吳克剛先生家裡，承吳太太張素貞女士，慇勤招待，使我安心工

作，而生活無累。所以這部小書的寫成，第一，要感謝羅沈二先生：第二，要感謝張女

士！…… 

                                            朱洗  三十七年六月底 

 

這篇卷頭語透露了幾個訊息。其一，《維他命與人類之健康》足足經過 7 個月才

完成初稿，而卷頭語作於 1948 年 6 月底，可見「去冬」是指 1947 年 12 月，這也說明

他這年寒假期間並未返滬。其二，他的重回臺大動物系，係羅宗洛和沈璿（義舫）所促

成，和現任校長陸志鴻無關。其三，他任教臺大動物系期間住在老友吳克剛家裡。吳出

身巴黎大學，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中國無政府主義健者之一。朱洗旅居臺灣期間，吳

擔任臺灣省圖書館館長，並兼任臺大教職。 

《維他命與人類之健康》1949 年 7 月間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這時上海易幟不

久，卷頭語仍以民國紀年，並說明是在臺大任教期間寫的。「現代生物學叢書」第二集

第二冊《霍爾蒙與人類之生活》，仍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時間是 1950 年 10 月。卷

頭語文末署「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夜」，紀年用西元，沒提到臺灣。然而，我們仍有充

足的理由相信，《霍爾蒙與人類之生活》至少有一部份是在臺灣寫的。 

大學的第二學期通常於 6 月中旬以後結束，假設朱洗 1948 年 6 月底或 7 月初返滬，

同年 9 月初返臺，到他 1949 年元月離臺，這次留臺期間約有五個月。既然《霍爾蒙與

人類之生活》是既定的計畫，這五個月應會寫一部份或大部份。 

「現代生物學叢書」第一集六冊和第二集二冊，可說是淺俗化的專書，第二集尤其

如此。兩集都是根據期刊論文（包括自己的論文）等原始資料寫的，這是第一等手眼，

非學識極深極專無以致此。第二集的兩冊皆有索引，方便讀者檢索，開中文科普著作之

首例。七十多年後的今天，似乎還沒有一部中文科普著作達到「現代生物學叢書」的高

度和廣度。 

 

五、餘論 

抗戰勝利後，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與朱洗一手創立的上海世界社生物研究所合

併，改稱北平研究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由朱洗任所長。1946 年 8 月，朱洗應臺大代理

校長羅宗洛之邀，出任臺大動物系系主任，但寒暑假循例返滬，照料北平研究院上海生

理研究所。其中 1947 年幾乎全年滯留大陸，直到該年 12 月才返回臺大。1948 年，只

有暑假期間返滬。1949 年元月寒假返滬，此後未再回臺。從 1946 年 8 月至 1949 年元

月，朱洗待在臺灣的時間約一年半。 

朱洗待在臺灣的時間雖不長，卻做了不少工作，包括延聘鄧火土等中國教員，取

代留任的日籍教授；創辦外文期刊 Acta Zoologica Taiwanica；指導臺大動物系前三屆唯

一的畢業生袁柏偉完成一篇出色的論文；完成「現代生物學叢書」第二集第一冊及第二

冊的一部份。因文獻不足，且無耆老相詢，本文只能述其大概，不能及於細微。 

1950 年後，王幽蘭成為朱洗的主要助手。1980 年，王幽蘭寫了篇〈工作就是生活——

緬懷朱洗老師〉，她說：「朱洗老師十分珍惜他的時間，認為科學需要全部的生命，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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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工作制，對科學工作者來說，是不適用的。……他每天至少寫五百字，他的大量著

作，主要是這樣日積月累寫成的。」47因此，朱洗在臺所做的工作，應不限於本文所列

四端。 

舉例來說，《霍爾蒙與人類之生活》第七章「腦垂體的霍爾蒙」第六節「腦垂腺

對於生殖機能的影響」頁 207-208，有這樣一段話：「蟾蜍（bufo）的卵巢雖能因接受

蛙（Rana）的前葉，而產出卵球來，但其效力究不如本種的好。……筆者用過藥房出賣

的前葉針藥（給人用的！）注入臺灣產的一種雌蛙（Rana longicrus）中，亦未有結果。」

Rana longicrus 即長肢赤蛙。這個實驗，顯然是在台灣做的。至於除了指導袁柏偉做畢

業論文，在臺期間是否他還做過其他研究，值得進一步求索。 

陳阜著《朱洗》第八章第三節「在有肖三春的臺北」，談到朱洗在臺北期間的點

滴，包括交往、著述、研究等。交往方面，最長來往的是陳兼善、黎烈文和吳克剛，三

位都是留法學者，也都跟隨陳儀來臺。黎烈文和吳克剛為無政府主義者。著述方面，除

了「現代生物學叢書」，曾以「林山」、「朱寂」的筆名，為改進出版社的《知識與教

育》寫稿。1948 年朱洗與國立編譯館簽訂翻譯比利時胚胎學家布拉舍（A. Bracht）的

《脊椎動物發生學》的合約，合約保證人是臺灣省圖書館館長的吳克剛。朱洗在臺大期

間究竟翻譯了多少，也值得再予了解。 

總之，本文只是「朱洗在臺灣」這個命題的開端，至於如何完善這個命題，則有

待來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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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chou Su (1900-1962) was a famous biologist and popular science writer 

of modern China. He went to France to enroll in a work-study programme in 1920, 

and received the "Doctorat d'Etat" degree in 1931. He returned to China in 1932, and 

took up research and writing as his career unceasingly since then. In November 1945, 

after the surrender of Japan to Alli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Dr. Tchou accepted the appointment as the first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Zoology in 

the August of 1946.  Following the usual practice, he left for Shanghai in January 

1949 to work in Shanghai Institute of physiology, National academy of Peiping, 

during the semester break.  However, he was not back to Taipei ever since.  During 

his two-year stay in Taiwan, Dr. Tchou had a lot of achievements. For examples, he 

completed the book “Vitamins and Human Health” and instructed Yuan Bowei, the 

first undergraduate stud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Zoology, to complete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reasing water contents and maturation of frog eggs for the 

BS thesis.  Unfortunately, these achievements have rarely been mentioned in 

mainland China.  This paper was written to supplement the de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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