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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當代醫療衛生的發源地 
 

何邦立 

（中華科技史學會理事） 

 

 

我在傳記文學發表多篇有關國防醫學院創院院長林可勝的文章，因此有緣去夏，應

國防部廖志然中校之邀，陪同蔡作雍院士重回水源地學人新村巡禮，特別是 3 號安齋

的整修現已刻不容緩。同時還看了 10號盧致德院長官邸、16號蔡作雍院長的故居。隨

後，又參加過幾次由台科大建築系作的有關安齋再利用的簡報，建築以外的內容規劃，

總覺得無法使逾半世紀的建築，再放光彩。 

對作歷史考證的我，水源地院區是我習醫成長所在地，其中人物均是教過我們的師

長，更覺親切。學人新村建築群伴我成長，雖只有近甲子歲月，算不上古蹟，但其內涵

意義的深遠，卻非同小可。他反映的是遷台之初，國防醫學院發展的歷史，與美國醫藥

助華會間的密切關係，上溯及協和醫學院與對日抗戰，下更擴及整個台灣的醫療體系，

由德日制改為英美制，並為今日台灣全民健保的濫觴。因此如何將該建築群，規劃成為

台灣醫學發展歷史的櫥窗，才能突顯出其價值。 

 

一、中國近現代醫學的先驅  

中國近現代醫學的發展史上，從清末民初到國民政府時期，最重要的人物首推伍連

德、劉瑞恆、與林可勝三人。 

伍連德（Wu Lien-teh, 1879-1960），生於英屬馬來亞檳榔嶼，籍貫廣東新寧，是華

僑黃乃裳的女婿。1896年到 1899年，留學英國劍橋大學研究傳染病及細菌學。1903年，

獲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1907年，伍連德出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副校長）。

中國著名醫學家、公共衛生學家，是中國檢疫與防疫事業的先驅，為中國的現代醫學建

設與醫學教育、公共衛生和傳染病學作出了開創性貢獻。他因「旱獺在肺鼠疫傳播中的

作用」而獲得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的提名。伍連德是華人世界、也是中國第一個諾貝爾獎

的候選人。 

劉瑞恆 （J. Heng Liu, 1890-1961），原籍天津，1903年考入北洋大學堂（今天津大

學），1906年入哈佛大學讀書，為首批哈佛大學留學生之一。回國後任教于上海哈佛醫

專，不久轉任北京協和醫學院教授、院長，兼協和醫院院長；1928年出任南京國民政府

衛生部常務次長、部長，創立中央醫院、中央衛生實驗院，兼任兩院院長，並任禁煙委

員會委員長等職，還協助成立中央大學醫學院。九一八事變後主持抗戰衛生勤務工作。

日本投降後，任善後救濟總署衛生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1961年病逝於美國。他是我國

著名醫學家，中國創傷醫學的奠基人，中國近代公共衛生事業建立者。 

林可勝（Robert Kho-Seng Lim, 1897-1969），祖籍福建海澄，生於新加坡，為英籍華

人。1921年，獲愛丁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23年，當選愛丁堡皇家學會會員。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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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返國，主持協和醫學院生理系 12年，因發現腸抑胃素（enterogastrone）斐聲國際。

抗戰時，林氏成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暨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參與中國遠征軍滇緬作戰

的醫療作業，對抗戰做出重大貢獻。1947年 6月，擔任軍醫署長的林氏將戰時衛生人員

訓練所與軍醫學校合併，成立國防醫學院於上海江灣，並自兼院長。1948年春，榮膺中

研院第一屆院士。1949年春，將國防醫學院師生設備分三批遷臺。同年 7月初林氏赴美，

重啟科研工作，因鎮痛的機制研究，再次活躍國際生理學舞台。林可勝他是中國生理學

之父、也是中國軍陣醫學的奠基者、更是中國近現代醫學現代化的推手。 

 

二、中國醫藥衛生現代化的外力 

(一) 洛克菲勒基金會 

石油大王約翰洛克菲勒父子 1913年成立洛克菲勒基金會從事慈善事業，1915年改

為籌建符合美國一流標準、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為藍圖，建立遠東第一所與美國

齊名的北京協和醫學院（PUMC），播下一顆西方醫學教育的種子。 

1917年 9月 25日下午，北京協和醫學院及附屬醫院奠基開工破土。 1921年 9 月

19日落成，小洛克菲勒經月餘乘船來華，在致辭中期望協和師生要對國家和民眾作出貢

獻，企盼有朝一日將這所學校交給中國人民，祈能提供西方最佳的醫學，永遠扎根於中

國的土壤。 

協和師資志在世界一流，嚴格的菁英教育、外籍教授都是高薪聘請的世界一流科學

家。加拿大蒲達生是 1927年中國猿人北京種的命名者，美國豪慈教授被譽為兒科泰斗，

新加坡華僑林可勝因發現「腸抑胃素」而著稱於國際醫學界，陳克恢已在藥理界出人頭

地的「麻黃素研究」，被美國學者譽為中國化學巨人的吳憲，李宗恩是中國熱帶病學研

究的創始人，謝元甫是中國泌尿外科的奠基人 等。總之，各科及護校都有各自的名家

與成就。 

小洛克菲勒要求協和要造就世界醫學領袖，嚴格的菁英教育，教學要求甚至高於美

國院校。25人小班制，採全英語教學，高標準嚴要求實行逐級淘汰制，三門考試不及格

就掃地出門。協和每年平均 16名畢業生，到 1943年共培養出 315位醫學畢業生。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第三天，日軍完全強占北平協和醫學院，校長胡恆德被捕

入獄，1942年初，該校被迫關閉，學生大多轉到其他學校。至於林可勝在全面抗戰爆發

後，即率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深入各戰區參與救護，1942至 1944年隨中國遠征軍入

緬作戰，任中緬印戰區司令官史迪威將軍的軍醫總監，屢獲中、英、美政府嘉獎授勛，

後晉升為軍醫署長。護校校長聶毓禪在西南重建協和護校，李宗恩南下籌辦貴陽醫學

院，張孝騫率湘雅醫學院西遷等。他們為國家培養了可貴的醫療衛生人才，使中國的醫

學高等教育在殘酷的戰爭期間沒有中斷。 

1945年日本投降，1947年協和重建復校，同年，洛氏基金會撥款千萬美元資助該

校辦學。從 1916至 1947的 32年間，洛氏基金會發展協和的款項逾 4000萬美元。因朝

鮮戰爭，1951年 1 月 20日，協和被收歸為國有。迄 1979年中美復交，協和與洛氏基

金會中断 28年的關係得以回復，兩者雖有中斷，但延續百年、至今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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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國醫藥助華會 

美國醫藥助華會（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 ABMAC）由旅美華僑

許肇推醫師（Dr. Frank CoTui）、趙不凡醫師（Dr. Farn B Chu）、魏菊峰 （Joseph Chu-Feng 

Wei）工程師，於 1937年 11月，在美國紐約中國駐美總領事于焌吉的辦公室成立，對

國軍提供所需醫藥物資。該會以人道至上（Humanity above All） 為信條，獲得許多知

名華人林語堂、胡適、王正廷等著名學者，及美國友好人士、北平協和醫學院教職員與

校友的支持，美國讀者文摘的報導和賽珍珠女士「希望之書」中提出呼籲，來自各方的

援助捐款源源不斷，總計高達 6600萬美金。 

林可勝以協和醫學院師生為基礎，在政府的支持下組織成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及戰

時衛生人員訓練所，以便在軍隊傳佈現代西醫知識，擔任救死扶傷任務。由 ABMAC募

款支持整體的運作，同時資助成立疫苗工廠，及軍護學校的設立，提供醫護人員基本的

醫療訓練。協助中國成立血庫以及訓練血庫人員。抗戰勝利後，ABMAC協助中央研究

院醫學研究所、中央衛生實驗院、中央防疫處等單位，持續進行物資轉運的工作。1949

年 5月，因大陸政治局勢丕變，劉瑞恆先生時為美國醫藥助華會醫務長、又兼任善後救

濟總署衛生委員會主任委員職，乃執行總會之決定，將合作的對象駐華辦事處遷台，並

結束在大陸的一切活動。 

1949年的大遷徙，對台灣醫藥衛生方面的衝擊大體可分三方面，一是醫學教育的體

制由德日制改為歐美制，二是臨床醫療人才培訓與西方接軌，三是公共衛生與傳染病管

制的落實。國防醫學院的來台，有其決定性的影響，雖然當時面臨經費拮据的困境，但

由於美國醫藥助華會 ABMAC與中國醫學理事會 CMB的大力援助，奠定了今日台灣的

公共衛生與醫療基礎。 

來台後，美國醫藥助華會 ABMAC更名為美國在華醫藥促進會（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dvancement to China，ABMAC），英文縮寫相同，其功能可顧名思義之。千禧

年後，因經濟環境變遷，募款及其他補助經費來源減少，該組織不得不思考，轉至援助

更為需要的東南亞國家。2003年 9月，ABMAC 在美國的總部與台灣的辦公室同步閉

幕，結束了長達 66年對華的工作，為台灣醫療衛生史留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三、林可勝與阿姆斯壯在滇緬戰場建立的情誼 

二戰中，阿姆斯壯（George E. Armstrong）上校軍醫曾擔任遠征軍參謀長史迪威將

軍的助理、中印緬戰場的首席軍醫。在滇緬戰場上，林可勝中將應印度 Sir, Gordon Jolly 

爵士建議，國防部在史迪威上將的要求下，1942 年 4 月 5 日，林可勝督導支援我遠

征軍傷患收容、醫療護理佈署的任務，當即率三個救護隊 （計蘇華、嚴家貴、龔念慈）

及一個汽車隊 （隊長張世恩），配備了南僑機工及運輸股主任胡會林、外科王貴恒醫生

和秘書汪猶春，由貴陽圖雲關出發入緬甸，協助盟軍的衛勤作業。 

1942 年秋，中國駐印軍成立，為了反攻北緬，並配合盟軍的總戰略，在印度的蘭

伽和昆明的黑林舖成立了美軍訓練中心。其中軍醫的訓練泰半由中國人負責。林可勝親

去督導，並電令貴陽衛訓總所抽調以馬安權醫師、戴根法工程師的醫療、環境衛生工程

隊 20 餘人赴印度蘭伽。派楊文達、汪凱熙、虞頌庭等醫護人員 20 多人的醫療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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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黑林舖，參加那裡的軍醫軍護的培訓工作，補充西方教官不足，提高教學績效，獲

盟軍官兵讚佩，也建立起與阿姆斯壯間的密切關係。 

1947 年，戰後阿姆斯壯回到華盛頓，被任命為陸軍准將軍醫署副署長，1951 年升

任為少將軍醫署署長。於 1955 年從陸軍退役。後擔任紐約大學醫療主任行政職責，負

責籌募大筆資金，建設紐約大學醫學中心（從 30 街延伸至東河沿岸的第 34 街），其

影響至為深遠，直到 1969 年，年屆 70 退休。 

阿姆斯壯將軍多年來一直積極參與美國醫藥助華會執行委員會的事務，1960 -1969 

年間，他還曾擔任第六屆 ABMAC 的主席，對台灣醫療環境的提升，貢獻良多。也曾

於 1967年訪問過台灣，並為美國醫藥助華會捐贈的安齋剪綵。 

阿姆斯壯將軍與林可勝的關係始於滇緬戰場，兩位後皆升任軍醫署署長，又都在美

國醫藥助華會中長期共事。1969 年林可勝病逝時，他推崇林可勝是位典型的中國君子，

傷感的寫篇紀念文章「醫師、戰士、愛國者」以為追憶！ 

 

四、戰後台灣醫療衛生的發展 

戰前日本在台殖民醫學的發展，大致說來是以西醫為主軸，逐漸建搆起一個「尊醫

抑護」與「重醫輕藥」的醫療體系。而在公衛方面，演化自早期緊急防疫制度的衛生行

政體系，讓衛生警察所代表的警察權與監控權，成為掌控台民醫療行為與衛生習慣的利

器。1940年代美軍空襲，造成醫療資源的重大破壞。 

日據時代，台灣的醫療走德日制，一個學系只有一位教授，教授都專心研究學問，

講授他近年來的研究成果；至於一般課堂知識，交由講師來教。當時帝國大學醫學院 ，

沒有藥科，沒有護理科，沒有檢驗科，沒有公衛科。訓練出來的醫生，直接就可出來開

業了，沒有 24 小時住院醫師訓練的制度。病房是個大通鋪，護士是侍候醫生的，照顧

病人靠家屬，歐耙桑是負責病房清潔的，病房床腳還可看到綁住的雞鴨，給病人進補的。

1950年代的台灣醫療衛生體制仍然支離破碎，給予美式醫學找到了對台影響的施力點。 

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後，藉由一批隨國防醫學院來台的協和校友，為台灣公共衛生

事業注入新的力量，也為傅斯年掌校時的台大醫學院改制提供了腳本。這批自大陸時期

就與美方密切合作的醫療衛生專家，劉瑞恆、林可勝、盧致德、顏春輝，才能把美國援

華的資源轉移到台，並逐漸把影響範圍推廣到國防醫學院以外的其他醫學院與醫院。台

灣戰後公衛與醫療的重建工作，先後獲得美方與世界衛生組織等外援的大力協助，不只

在經費上，知識與技術的傳授與啟蒙，然而戰後台灣成功的關鍵，從防止瘧疾的 DDT

噴灑計劃，到榮民製藥廠的出現，展現戰後台灣醫療與衛生體制，正逐漸地走出日據時

期的架搆。從醫學教育的分科與新設系所的出現，乃至於自製學名藥、處方藥的開發，

醫療衛生製藥走向更多元化的方向。 

1951 年劉瑞恆成為 ABMAC 的駐華代表，盧致德院長亦加入美國在華醫藥促進會

工作。盧的申請，ABMAC提供每年金額達數十萬美元的援助，使得國防醫學院得以渡

過遷台初期經費的窘境。時任 ABMAC 負責人的哥倫比亞大學生理科主任葛格遜教授

Dr. Magnus Gregersen.與劉瑞恆時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兩人共同合作在台灣最困難階

段，發揮了最大助華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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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至 60年代早期，ABMAC提供赴美進修獎學金。1954年劉瑞恆、盧致德與 Dr. 

Judd力促美援會提供給國防醫學院的獎助學金由 10萬美元增加至 57萬美元。選送出國

進修人員，有盧光舜、鄧述微、楊文達、徐藹諸及寄生蟲專家許雨階等人，還包括台大

醫學院郭松根、黃演燎、陳霖、陳耀翰、林宗義、葉曙、黃伯超、余錦泉、林槐三、鄭

聰明等；當時確實為台灣未來醫學、護理及衛生奠立良好的人力基礎及增加進修機會。 

ABMAC的劉瑞恆非常重視推展學校衛生計劃，因為學校衛生有助於提升下一代的

健康以及國民對健康的認識，對公共衛生的推展有極大助益。同時建議台灣師範大學成

立「衛生教育系」。日據時期護理人員地位卑微，台大醫學院並無護理系，百分之九十

的護士未經正規的護理訓練。ABMAC先協助護理職校成立，暫時解決護理人力短缺與

護士素質低落問題，協助台大醫學院於 1956 年成立護理系，由北平協和醫學院護理系

出身之余道真女士負責。 

同時 ABMAC自 1950年起資助我國陸軍訓練司令部組成「聯合抗瘧組」，進行抗瘧

計劃和結核病控制之防癆計劃。另外協助台大醫學院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及公衛學

院建教合作。1954年起台大生理科邀請哥大生理系客座教授來台。哥大王士濬教授實驗

室擔任起橋梁，台大的彭明聰、方懷時、黃廷飛，國防的蔡作雍、李賢鎧等，皆受惠於

王士濬院士。1963年 ABMAC支助成立台大醫院之心臟科研究室、1964年秋在榮民總

醫院內成立「柯柏館」，供國防醫學院教授醫學研究之用。 

1960年代後，美國在華醫藥促進會的援助致力於推展家庭計畫，對台灣新生兒出生

率的降低做出貢獻。1965年 Dr.Howard Rusk應蔣宋美齡夫人的邀請，來台調查行動不

便孩童的需求，ABMAC最大型的補助興建案應屬振興復健中心。至於最大的軟體規畫

案，應屬 1970 年崔玖的婦幼衛生中心；包括門診服務與教育訓練、子宮頸癌的盛行率

調查研究、以及如何推行子宮頸抹片檢查等。 

台灣的科研基礎，是抗戰勝利後台灣回歸祖國，國府遷台近七十年，以舉國之力，

建設台灣，國人摒手胝足，自己努力的成果；國人今天享受全世界最優質的醫療服務、

全民健保，不應該忘記美國醫藥助華會（後更名為美國在華醫藥促進會），逾一甲子無

私的贊助。國府遷台後，台灣醫藥衛生制度的轉型，國醫體系與遷台協和人應居首功。 

 

五、ABMAC在台留下的歷史痕跡 

1949年，國府撥遷來台之初，國防醫學院搬到水源地，原省訓團舊址前日軍舊營區，

房屋不敷甚多 ; 美國醫藥助華會接洽捐贈美軍剩餘材料物資，除新建活動房屋 15幢，

作辦公室、教室、衛材倉庫及教學醫院病房外，內 3幢作教職員眷舍，當時的窘迫簡陋

可見。美國醫藥助華會更對教學人員按月津貼，持續達 30年之久，支助國外進修者更

高達 360餘人，且還惠及台灣大學醫學院等民間醫學院師資的進修計劃，另外添設教學

設備儀器如電子顯微鏡等，美國醫藥助華會投注水源地院區，可說是台灣近現代醫學發

展的源頭，飲水自當思源 ！ 

來台最初十年，國防醫學院慘澹經營，弦歌不墜，縱使留美回國人員，其居住環境

亦擠迫，一家四口一間房，教學人員常不能安居潛心課業。1956年，盧致德院長獲國防

部撥款 36萬元，於學院近鄰覓地，徵購民間土地一甲，以興建教員眷舍。1958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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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藥助華會發動捐獻募款，慷慨解囊。1960年底，先完成 二層樓房屋 10棟（文齋、

萬齋、駱齋、葛齋、韋齋、周齋、柯齋、全齋、杜齋、協齋） ，每棟 4戶，1963年底，

又完成 4棟 （蓋齋、金齋、羅齋、李齋），總共計 56戶，名曰「學人新村」，以安定教

學人心。 

此期間，美國醫藥助華會另捐贈 3棟 Bangalow雙拼別墅型洋樓 6戶，給學院較資

深教授（丁農、盧光舜、譚光柱、 許雨階（OK Kaou）、韓偉 （周美玉繼之）、彭達謀）

居住。1961年，劉瑞恆先生逝世後，美國醫藥助華會特別捐贈兩棟兩層樓的高級官舍以

紀念其副會長，這就是學人新村的 14號、16號。14號由美國醫藥助華會在台的劉孔樂

執行長進住，直至 1995年他逝世為止，李賢凱院長繼之，司徒惠康院長為最後一任住

客。16號，最後一任住客為蔡作雍院長。此外，1964年又興建四層樓之「瑞恆樓」，計

16戶，作為助教以上教員之眷舍，因此學人新村總計為 80戶。至於學人新村 10號，

是盧院長的官邸，這是學人新村中唯一一戶不是美國醫藥助華會捐錢蓋的房子，盧院長

1968年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該屋由中央研究院撥款興建的。 

學人新村鄰近尚有之公共建設為「麥範德大樓」做為 300人的護士宿舍，「美生樓」

做為護生宿舍，這些都是美國醫藥助華會 1964年代募的捐款，以配合汀州路三軍總醫

院的配套建築計劃，該院於 1968年開幕，我們班是第一批的實習醫生。 

1963年 11 月 11日，剪綵啟用的「柯柏醫學科學研究館」，是美國醫藥助華會執行

主席柯柏對台灣最大的捐贈，依柯柏先生的遺願捐給國防醫學院，但因建地難覓，時盧

院長兼任榮民總醫院院長，學校高級研究人員亦兼榮總要職，最後該館建於石牌榮民總

醫院作臨床醫學研究用，財產隸屬國防醫學院，為當時東南亞最大的醫學研究機構。柯

柏夫人於學人新村另闢建「愛德幼稚園」，以照顧學人新村的國醫眷屬幼苗，亦於同日

下午由柯柏夫人愛德剪綵啟用。 

George E Armstrong（安思堂博士），是美國醫藥助華會 ABMAC第六任主席 

（1960-1969） ，安齋 3號因他對國防醫學院的貢獻而取名，此建築包括了美國醫藥助

華會辦事處及招待所，為國防醫學院學人新村整體建築群的最後一棟房子，由美國醫藥

助華會捐建，於 1967年 8 月 20日，由安思堂博士親臨台灣剪綵啟用，作為國防醫學

院來華訪問教授、學者的接待所。 

1967年 8月，美國醫藥助華會完成在學人新村最後一筆的捐助，設立 ABMAC辦

事處與招待所，是為安齋與瑞齋，由安思堂博士與愛德柯柏夫人各捐一萬美金，後者為

紀念柯柏夫人 19歲的外孫女、因旅行意外事故而捐贈，命名瑞齋。早期美國醫藥助華

會曾派學者專家長期來台協助臨床教學，住於安齋。後隨台灣的進步，外國專家來台協

助臨床教學漸減，使用頻率銳減。 

 

六、台灣近現代醫學發展的源頭 ——水源地 

六、七十年前水源地的往事，正記錄下來台初期台灣醫學發展的軌跡。有幸學人新

村還算保留完整，如今安齋 3號、盧院長 10號故居、14號、16號高級官舍、愛德幼稚

園，成為歷史聚落建物群，亟待修復再利用，還其原貌。 

安齋原先建築的目的為美國醫藥助華會的辦事處，其旁的瑞齋為招待所 ，因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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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連，室內設計整體規劃成一體，成為高級招待所。早在 1960年代中期，ABMAC恢

復其訪問教授計劃 ，派遣一系列專家到國防醫學院工作一年或更長時間， Dr. David 

Barr曾擔任內科醫學客座教授 3年，隨後 Dr. James Bordely、Dr. Thomas Findely、 Dr. 

Kerrison Junipper 各服務 1年，當時都是居住在安齋招待所。 

逐漸因提供長期專家的困難，導致 ABMAC培訓援助計劃的難以持續，安齋到後期

使用率不高，最後，馬正平院長時，搬遷入住安齋，留下閒言耳語，續接沈國梁院長住

至 2009年止。此時水源院區早已搬遷內湖，安齋隨之空置，久無人住，任其凋零，屋

況現已殘破不堪 ！對於這些有紀念價值的建築，謹提建議如下。 

（一）、安齋 3號（應恢復原名，美國醫藥助華會辦事處） 

建議陳列範圍：美國醫藥助華會成立始末資料文件圖片。 

大陸時期：八年抗日戰爭對華的支援，戰後上海國防醫學院的協助成立。 

來台時期：與台灣醫學的現代化發展密切相關，政治上支持自由中國、醫療上的援助國

防醫學院，全台護理教育推動，台大建立護理學系，全台學校衛生計畫推動，師大成立

衛生教育學系，對國防醫學院、榮民總醫院的師資培訓長期全力支持。 

1950年軍方緊急應變計畫、防疫、防瘧、除蟲、公共衛生； 

1960年實體建築援助，柯柏醫學研究館、學人新村、安齋； 

1970年癌症計劃、過敏中心、藥物研究所、科學諮詢、干擾素項目、肝炎項目、有毒汙

染項目，領導團隊轉型； 

1980年代醫療保健服務的現代化。訪問專家、學習之旅、獎學金計劃、創新計劃。 

特殊人物物：Van Slyke、Gregersen、Koeghberg、Armstrong、許肇堆、林可勝、盧致德、

許雨階、劉瑞恆、劉孔樂。 

美國醫藥助華會 1937 - 2003年，對華援助橫跨一甲子，事蹟人物甚豐，有限空間，

希能陳列展示出不同年代台灣醫療進步的足跡。成為台灣衛生演進發展的展示場所，極

具歷史意義。 

（二）、14 號 高級官舍（應正名為劉瑞恆博士紀念館），16號高級官舍（建議定名蔡

作雍院士故居）   

劉瑞恆博士（1890-1961），1913年為美國哈佛大學醫學博士，1924年為北京協和醫

院第一位華人院長十載，1926年為中華醫學會理事長，1929年為北京協和醫學院院長

八年，1929年為南京中央政府衛生部部長六年，1935年兼任軍醫學校校長、衛生署署

長、軍醫署署長，1937 年後方軍事委員會勤務部長，1938 年人在香港，1942年中國駐

華府物資採購團代表三年，1946年在上海任美國醫藥助華會主任、善後救濟總署衛生委

員會主任。 

1949年 4月來台後，先後出任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會長、美國醫藥助華會副會長暨

駐華代表、中華民國防癆協會常務理事、中華醫學會理事長、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

內政部衛生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台灣血清疫苗製造所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台灣省環

境衛生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1959年因心臟病赴美就醫，1961年病逝美國紐約。 

劉瑞恆對我國衛生醫學貢獻最大的時期，是在南京國民政府的十年期間，一人身兼

數職。來台時，年已六旬，未再任公職，不過當時負責衛生事業的多係其舊屬門生，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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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輝、楊文達、盧致德、魏火曜、顧正漢、陶榮錦，他仍扮重要的幕後角色。劉瑞恆同

時積極參與美國醫藥助華會之活動協助台灣，ABMAC執行副會長 Dr. John Watts 曾為

長文，記述追念這段歷史。 

 美國醫藥助華會對該會劉瑞恆副會長的逝世，為表達紀念他一生對中國現代醫學

與台灣公共衛生的推動，特捐贈兩棟兩層高級官舍以茲紀念。完工後，盧院長以助華會

劉孔樂執行長對國防醫學院長年的支持與愛護，特撥 14號一棟給他居住，另一棟作為

學人招待所。1964年，美國醫藥助華會再捐贈四層樓職務眷舍一棟 16戶，給學校助教

以上人員居住，此樓遂定名為瑞恆樓。目前此樓未列入歷史遺跡。 

 談到 16號高級官舍先作招待所用，待安齋完成後，逐漸功成身退、轉為院長官舍，

蔡作雍院長於 1972年由學人新村葛齋 401 號搬入，1978年蔡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83年退休後，蔡院士到中央研究院籌備生物醫學研究所，同時也遷出了 16號官舍。

16號蔡院士官舍，如能保留作為蔡院士學術研究的展示，他曾協助盧院長規劃陽明醫學

院的肇建，也協助中央研究院成立生物醫學研究所，這都是展陳最洽當的場所。 

 至於盧致德院長來台負責國防醫學院長達 26年，同時創立台北榮民總醫院，還籌

建陽明醫學院功在台灣。以盧院長官邸 10號，作為其個人事蹟文物陳列館，誰說不宜！  

 劉瑞恆博士為盧致德在協和時的院長，盧院長又為蔡作雍在國防醫學院時的院

長，師生代代傳承謂為佳話。而安齋 3號的林可勝院士、10號官邸的盧致德院士、16

號官舍的蔡作雍院士，小小學人新村，三院士形成聚落群，且為師生關係，真是太奇妙

了！ 

 

七、1960年代學人新村的建築風格 

14 棟學人新村，為兩層樓的結構、設一樓梯，左右雙拼兩戶，一棟四戶，呈現美

援時期的特色，加強磚造、樑柱磚牆以不同顏色組合，線條清晰，並巧妙的使用典雅的

水泥空心磚，作為外牆的窗花裝飾。樓梯間外牆採用整面空心磚作為採光、通風、穿透

室內外景觀的聯結。每戶側牆接近樓地板處也加裝窗花裝飾，將閩南式花窗融入現代建

築，體現張德霖名建築師的巧思，兼顧台灣的氣候環境，工法簡單，通風排水細部設計

俱全，建築各棟周邊遍植樹木。該建築體後曾增建，前後棟相連，成 7棟回字形的建築

群，有中庭花園，整體建築外觀仍保持原貌，極具特色。 

愛德幼稚園為一白色的圓形教室，屋頂為波浪形放射狀的薄殼結構，混擬土的牆體

上崁有多陶孔組成的洞洞牆，以豐富變化的幾何造型構成，為 1960年代現代主義流行

的風格，反映出張元春建築師的巧思，據云靈感來自孩童的繞圈嬉戲、以滿足他門活動

使用的空間，洞洞小窗，以滿足孩子窺探外界的慾望。幼兒園戶外的空間，是一綠色大

草皮，提供孩童嬉戲的地方，目前建物維護良好，愛德幼兒園運作正常。 

至於 3棟 Bangalow雙拼別墅型洋樓，已遭拆除改為停車場，當時未能保留一棟，

至為遺憾。每棟尖頂建築，用的是拆除遷台初期鐵皮房子時的廢料，亦可見當時的克難

情景。 

3號安齋，是張德霖建築師的傑作，為 ABMAC設計接待國防醫學院客座教授的高

級招待所，為一層木製的平房建築。建材與裝潢都相當講究，內有寬敞的客廳、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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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臥室、與客房，全屋原為木地板，後改為磁磚，適合一家人居住。整棟為美式設計觀

念，室內裝潢又融入東方基調，走廊的屏風與落地窗，增加室內採光、又可觀看整個庭

院，有圓山大飯店的影子。客餐廳間用壁爐作為隔間，壁爐面貼以不規則的石磚，既典

雅又沉穩，中西合璧。由於空置八九年，無人使用維護，榕樹氣根破壞主體建築，屋內

木包板多已腐爛不堪。好在國防部重視古蹟保護，現已規劃、撥款整建中。 

10號盧院長故居，為一兩層的美式洋樓，大門開口面向愛德幼稚園，兼具隱私。

周邊環繞有大的庭院，花木扶疏。入門為玄關，左側為一大客廳，右側有客房、餐廳、

廚房、衛浴廁所間。玄關盡頭有一弧形的樓梯，造型優美，直上二樓。左側為一主人夫

婦的大起居室，內含衛浴間、及大衣帽間 （walking closet）。右側為大書房有衛浴廁，

可兼做客房用。設計規劃簡單典雅大方，可見主人的品味。 

目前洋樓結構尚稱完好，但室內裝潢部份早已腐爛不堪，庭院亦因無人居住，雜草

叢生。盧院長為學人新村籌建的靈魂人物，無論對國防醫學院遷台後、榮民總醫院、陽

明醫學院的籌建，對台灣近現代醫學教育的推動，勞苦功高。目前仍有院長居住時之遺

物，極具文史價值，適宜規劃為盧致德院長紀念館。 

學人新村史蹟紀念園建築群、見圖一，安齋（3號）與盧院長官邸（10號），內部

規劃見圖二，劉瑞恆博士紀念館（14號），與蔡作雍院士故居（16號），內部規劃見

圖三。 

學人新村為來台初期的歷史建族群，紀錄台灣醫學發展的一段艱辛歲月。該重點建

築經整建維修後，宜由軍醫局指令三軍總醫院汀州園區負責一切展陳的維持運作，三軍

總醫院有民眾診療收入可資支應，用以展現我國軍來台初期，水源地院區醫學發展的歷

史櫥窗，也是最佳的台灣近現代醫學發展的史蹟紀念園。 

 

圖一、學人新村史蹟紀念園建築群。 圖二、安齋（3號）與盧院長官邸（10號）

內部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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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劉瑞恆博士

紀念館（14號），與

蔡作雍院士故居

（16號）內部規劃。 

 

 

八、結語 

2020年，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臺灣受影響程度卻遠低於其他許多先進國家。

如此卓然的公共衛生成就，奠基於臺灣擁有完善的醫療體系、防疫制度、與充足的醫療

人力資源，而軍醫醫學教育制度之建立，及來臺後水源地之發展，正是引領臺灣醫療體

系進步之原動力。而林可勝推動的公醫制度，正是台灣全民健保的濫觴。 

如今在水源地園區，重新整修歷史建築學人新村，該村具醫學社區住宅群之格局，

建築整體外貌尚保存原貌，體現建築師與時代之特色，具有建築史與技術史上之意義。

從歷史、人文、建築、技術之觀點，本聚落除有其文化資產價值及保存之意義。更是台

灣現代醫學發展的發源地，更牽連到美國醫藥助華會對台灣長期醫藥發展的歷史脈絡，

如何妥善規劃成為國軍來台，軍醫發展的櫥窗，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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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柳安昌教授孫女柳家珍女士、護理系高麗蘭教官，她們都是第一批進駐學人新

村的住戶，同窗前三軍總醫院王丹江院長，還提起在韓偉教官 Bangalow家的校園團契

往事，由於她他們的協助，本文得以順利完成。 

 

後記  

作者為國防醫學院醫科 62 期，1962年入校，該班與牙科 21期、藥科 49期，同時

編為學員生第 2隊，居住於兩層樓的學生宿舍，樓上為 1隊醫科學長 60期居住，圍牆

有一後門崗哨，有衛兵站崗，後即為新建三棟兩層別墅式 Bangalow的洋房、與 14棟的

學人新村。在校四年，正是學人新村擴充建築的時期，故印象深刻。 

大三 1964那年的病理課是去榮民總醫院新蓋的科柏館上，由美國病理學教授 Jacob

伉儷授課。至於學人新村的愛德幼稚園，是與科柏館同時完工剪綵。1968 年底學校畢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5期（2020年 12月） 

 

106 

 

業，該年春林可勝創院長回台，在榮民總醫院柯柏館作研究，收了兩位關門弟子陳幸一、

林茂村，高我們一班，早半年畢業。我們與創院院長林可勝是擦肩而過，次年林院長因

食道癌，逝世於牙麥加。 

1974年，邦立取得美國航空太空醫學專家資格，回空軍服務。次年回國防醫學院社

會醫學研究所 （公共衛生學系的前身） 授課，正是蔡作雍任教育長時，又開始與母校

發生長期的關係。在郝總長、潘樹人院長任內規劃國軍航空醫學中心，強調軍陣醫學，

以促進飛安，惜受空軍短視長官強烈杯葛，未能有成，不無遺憾 !  公職退休後，邦立

將航空事故調查與預防的專業，應用在歷史的考證上，興趣在抗日空戰史，與抗日軍醫

史上，略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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