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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風驟雨下遷台國防醫學院師長 
何邦立、汪忠甲1 

（本會會員、會友） 

 

林可勝在抗戰時曾為江西籌備國立中正醫學院，楊錫壽時為第二屆畢業生，後在貴

陽陸軍總醫院實習。抗戰勝利復原，陸軍軍醫學校、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兩單位合併，

1947年 6月，成立國防醫學院於上海江灣，實習教學醫院為上海陸軍總醫院，由重慶、

貴陽兩陸軍總醫院骨幹而成，時外科主任為張先林教授，總醫師為M31鄧述微。內科

主任為周壽愷教授，總醫師為楊錫壽。 

 

壹、1949年春國防醫學院師生播遷來台 

1949 年春，國共內戰逆轉，國防醫學院師生眷屬在兵荒馬亂中乘安達輪分三批來

台。3月 16日、第二批人員由內科周壽愷主任，陪同林可勝院長夫人張倩英赴台，抵台

後周主任又再返回廈門鼓浪嶼老家，留在大陸，後任職廣東中山醫院副院長。楊錫壽總

醫師在送走第二批人員後，因老家貴陽還有親人，私下離滬回黔、沒有來台。當時上海

陸軍總醫院因要維持正常醫療運作，人員多數未隨院遷台。加上抵台人員函告上海師友

台灣現況，極少數學生還私下逃滬，致在滬師生不安，不願來台。來台之初，內科人員

不齊，直至丁農教授兼關由香港抵台，再領導內科部門。這是極為混亂，生離死別的情

境，國防醫學院師生來台，僅三成人員，七成師長仍留大陸發展。 

抵台之初，國防醫學院人員不齊。時台大醫學院亦然，光復後日籍教授離台，又未

真正培訓本省人才，時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求教林可勝院長（兩人同為第一屆中央研究

院院士），林院長經審思後，以過去軍醫學校、衛訓所合併經驗，對國家而言，建議兩

校合併為最佳選擇。林院長曾親率國防八位主管赴台大醫學院商議，唯協和師資名望，

早嚇壞杜聰明院長，婉拒此議未果。 

林可勝創院長來台不及兩個月，遭人密函檢舉紅會時期資匪，當時來台之初，聞共

匪色變，白色恐怖流行，陳誠特示函請林先生自行定奪（亂世怕照顧不及），檢舉密函

應為國醫併校留下的後遺症，林院長被迫離台，走得倉促，還私下籌募旅費，經 Ivy教

授的協助，以訪問研究教授名義，暫赴芝加哥大學研究，因非實缺、薪資津貼亦低，且

只能支持一年。 

赴美之初，林院長只有一位助理，一切研究都要自己動手，包括實驗動物的每天照

顧等，相當辛苦；同時還要繼續另覓適當的研究環境工作。1950-52 年間還屈就內布拉

斯加州 Creighton 大學生理藥理系主任。對一位世界生理學先驅，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學者，因抗戰剿匪空蕩了 12 年光陰，年過半百，繼續尋覓新職，美國友人之建議，履

歷表上還不敢填上國防醫學院長的經歷，怕更難找到工作，其辛酸又豈是國內部屬師生

所能體會。 

1952年，林氏在印第安納州邁爾斯Mayers藥廠任生理藥理部主任，該廠原為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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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爾 Bayer大藥廠在美分支機構，戰後被充公了以止痛藥的研發為主。林可勝由於在戰

爭期間的經歷、目睹疼痛和創傷，在此他將研究集中在有關疼痛的神經生理學上，發現

阿斯匹林的止痛機轉，為醫學領域做出突出貢獻。1959年邁爾斯藥廠為林可勝特別成立

醫學科學實驗室（MSRL），由林可勝擔任計畫領導人。1956-69林氏再次活躍在國際生

理舞台，於 1955年獲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榮銜。 

不為人知的是，林可勝於 1954年受邀為新馬南洋大學副校長，1958年受邀為北京

協和醫學院院長，但此時的林可勝，不願放下疼痛生理科研工作，未就。同年，金門 823

砲戰，我前線衛生勤務表現良好；政府感念前軍醫署長林可勝中將，在抗日作戰期間對

衛勤業務及軍醫教育貢獻良多；復員後，創建國防醫學中心制；在美從事研究、愛國熱

枕一如往昔，繼續支援我軍醫教育工作；特頒授林可勝一等雲麾大授勳章，在林氏退役

九年後，政府補贈其功勳，可謂前無古人，後亦無來者矣！ 

1947 年，國防醫學院在上海成立時，首席副院長為留德的張建將軍（原軍醫學校

教育長），輔佐釐訂戰後軍醫教育大計，建立八類六級人才之體制。同年秋，奉派美歐

一年，考察戰後各國醫學教育趨勢，收集資料作為借鏡。翌年春共匪叛亂，各戰場戡亂

戰事失利，張氏年底返國抵粵，國防醫學院已做遷台計畫，張氏始外職停役，應召就任

廣東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致考察所得未能實施。1949年 10月，廣州淪陷，張建是

最後一批離開大陸的官員，抵台定居新竹後，又遭白色恐怖牽拖，未能再展長才，貢獻

國家，是最大的遺憾！ 

 

貳、盧致德院長篳路藍縷重建國防 

協和軍醫隨國防醫學院從上海搭船來臺人士，包括：許

雨階、林可勝、柳安昌、盧致德、張先林、周美玉、李鉅、

彭達謀、馬家驥、許織雲、梁序穆等人，遷臺後陸續加入成

為國防醫學院得力的協和學者，則有：神經外科王師揆、胸

胸內科陳耀翰、一般外科文忠傑、小兒科聶重恩、護理科余

道真、衛生行政楊文達等人；至於留在上海的國防醫學院協

和師長，諸如：細菌學林飛卿、內科學周壽愷、外科學汪凱

熙、馬永江、婦產科學熊榮超、放射科學榮獨山，預防醫學

薛蔭奎等，均未隨同遷臺。 

許雨階教授（OK Khaw）是協和最資深教

授，專攻熱帶醫學，一戰時為英國皇家上尉軍

醫，二戰參與滇緬戰場，戰後籌劃國防醫學中

心、主持衛生實驗院，來台時血絲蟲、恙蟲、

瘧疾、肺吸蟲等寄生蟲病為患，皆由其領導消

滅絕跡，學術論著 200餘篇，享壽 100。協和

老師來台最年輕的為梁序穆、許織雲，前者教

組織學、後者教胚胎學，從 1941 年起經林可

勝延攬任教圖雲關，夫妻終身在國防作育英才

柳安昌主任（1897-1971） 

梁序穆主任（1913-2004）、許織雲教

授（191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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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數，許織雲教授亦享壽期頤。 

來台之初美國醫藥助華會（ABMAC）始終未改初衷，繼續資助國防醫學院每年數

十萬元美金的運作。其中教職人員定期台幣津貼，教授 200元、講師 150元、助教 100

元，此項美援津貼長達 30 年之久，於生活大有助益。其他包括捐贈教學設備及精密儀

器，捐建房舍如學人新村，培訓師資資助獎學金出國進修等。 

政府撥遷來台後，1949年 7月盧致德副院長代理院長職務，迄 1952年真除，1975

年 5 月專任榮民總醫院院長時始卸職，前後 26 載。抵台之初，備極艱辛，艱苦奮鬥，

重行建設，謀求教育的安定與發展。1957 年在石牌建立榮民總醫院，1971 年又籌設國

立陽明醫學院，完成籌備工作，適逢 1975年 4月 5日蔣公逝世，5月 30日，人事命令

發布韓偉接院長。陽明與榮總間之矛盾，濫觴於此，不無可惜;否則軍醫體系的國防與

三總，退輔會體系的陽明與榮總，軍陣醫學自成一脈相傳。 

國防醫學院以生理系起家，創院長林可勝於 1924年為協和醫學院第一代華人教授

主任，1928年班的柳安昌，1929年班的盧致德皆留校習生理。柳安昌隨Water Cannon

一年後，1936年赴南京軍醫學校就任，抗戰時投效紅十字總會救護總隊、國立貴陽醫學

院、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戰後復員上海江灣時的國防醫學院，生理系柳主任僅留助教

汪宋寶一人，送李茂之、邢文嶸、諸相堯、盧振東赴美進修，以圖日後大展。抵台之初

生理系又僅剩助教姜壽德一人，備極艱困。柳氏在大陸時期的大弟子方懷時副教授早兩

年抵台，義助國醫教學，蔡作雍、周先樂、尹在信、韓偉等生理界之翹楚皆受惠於柳、

方二氏。 

林可勝的協和生理學術系譜在台灣，有國防的柳安昌，台大的方懷時，陽明的姜壽

德，慈濟的陳幸一，在台灣分枝散葉。林可勝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1948），協和王

世濬為第二屆院士（1958），盧致德、劉占鰲為第七屆院士（1968），方懷時、蔡作雍為

第十二屆院士（1978），惜國防後繼乏人。 

醫科 46-49期，是在大陸入學、台灣畢業的學長，還有牙科 5-8期、藥科 35-36期、

大護 1-2期、高護 3-6期亦同；均由大陸跨海來台，繼續完成學業的有四百餘人，被稱

之為海家班。因為是來台初始人員，在國防醫學院或三軍總醫院體系中，均佔重要地位。

其中 M48 心臟科姜必寧院長，更為蔣氏父子、嚴家淦總統，三代御醫，前後達二十年

之久。M47蔡作雍、M49尹在信接任國防醫學院院長。M48羅光瑞為榮民總醫院院長，

他對台灣肝炎防治居功闕偉。任陽明醫學院院長的海家班學長，有 M49 生理的韓偉、

M46放射診斷的于俊、M49微生物免疫的韓韶華院長。 

M39潘樹人抗日戰爭安順入校，1947夏上海江灣畢業分發台灣鳳山服務，1949年

入國防醫學院內科部，後升至三軍總醫院院長、陸軍軍醫署署長、國防部軍醫局局長、

兼任國防醫學院院長。因深受郝柏村總長信任，任內規畫內湖園區遷建計畫，因重視軍

陣醫學，而有國軍航太醫學中心、潛水醫學中心、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四單位內遷

專案。潘院長屆齡於 1989 年春退役後，致力醫療管理與兩岸學術交流。內湖三軍總醫

院在M62王丹江院長時（2000年），完成從水源地的搬遷。 

 

參、1990年後海峽兩岸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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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 7月 15日，蔣經國總統宣布台灣地區解嚴，11月 2日進一步開放兩岸探親，

海峽兩岸交流逐漸頻繁。 

1992 年 4 月，潘樹人先生以中德文經協會理事長、台灣留德鴻博基金會同學會會

長雙重身分，率 40 餘人代表團赴南京參加世界鴻博基金會會員大會；會議期中因過度

勞累、加上天寒地凍，導致上腸胃道大出血，急電內子汪忠甲安排中華航空公司班機返

台，當時還快人快語笑說:共產黨的血我可不敢輸，留下一段逸聞。回台住入三總時血

色素已降至 5，由潘家三兄弟各捐 500西西鮮血，待病情穩定後回家養息。未料回到家

中後，突發心律不整送醫不治。此次赴京、原安排會議後回貴陽（築），與分隔 43年留

在大陸 M39 期的黃國材、金宗彥、胡家仁等同學再相聚；奈何造化弄人，咫尺天涯，

留下人生極大的遺憾！ 

1992 年 11 月，適逢母校 90 周年校慶在台北舉行，貴陽校友在築聚會，聯名向旅

加軍醫學校張建教育長致敬，並獲回函、致贈校友們玉照留念。1993年，時圖雲關生化

教師柳桂、李怡愈伉儷（柳安昌主任子媳），回北京、長沙故里，未及回築，亦留下遺

憾！ 

1994年 4月，國防醫學院在台與海外校友訪問團 59人，由世界各地回台組團，赴

中國西南各省旅遊，先經香港、赴昆明、再到貴陽，除到黃菓樹大瀑布、龍洞等一覽風

景名勝外，與在築校友舉辦聯歡晚會，省政協副主席安迪偉致開幕詞，湯啟光校友致答

謝詞。兩岸校友分隔 45 年，分桌座談，再重逢、話當年，拾起年輕時在校的回憶。兩

岸女校友合唱友誼長存等歌曲，最後合影留念。感嘆大家都是炎黃子孫，相逢何必曾相

識！ 

2019 年 11 月，又再 25 個寒暑，國防醫學院世界校友會組團再度回貴陽作尋根之

旅，此次規模龐大近百人參加，由M66李三剛總會長帶隊，期班最高的為M54張家煊

學長、軍階最高的為M59沈國樑中將局長、曾任三軍總醫院的M58謝士明院長、M62

王丹江院長，M73張兆榮前總會長。其中 N13夏菊蘭學姊出席屆數最多。林可勝 1943

年分期教育班的第一班醫學生鄒傳愷、高護一期的趙馨輝伉儷，時已年逾九旬，因緣不

具足，未能同行，是為遺憾！ 

離那風雨飄搖的 1949 已 70 個年頭，貴陽早

已無當年的師長了。此次尋根主要回安順看看那已

不存在的軍醫學校舊址，還有那圖雲觀戰時衛生人

員訓練所、及林可勝的紅十字總會救護總隊部。筆

者夫妻是三度重遊圖雲關，2015 年，也是抗戰勝

利 70 周年紀念，貴陽舉辦慶祝林可勝教授學術論

壇，台灣參加的為陳長文、何邦立，各有論文報告。

2019 年 8 月，與內子汪忠甲再度回築，參加貴陽

紅十字會史蹟紀念園為收集紅會後人捐贈物品的

盛典，我們代表全球校友捐贈了第一座林可勝半身

銅像於圖雲關舊址，兩個月後第二座林可勝像安置於台北母校，以紀念一代偉人、民族

英雄。同時帶給所有紅會後人意外的驚喜，是林可勝近百年遺物與胸表的出現，那是月

林可勝先生銅像三座，分置於貴陽、

台北、廈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7%A3%E5%9A%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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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女兒何之行陪同赴英，攜回林家後裔的心願，將林氏遺物回歸中土，供人景仰。 

抵築當晚，貴陽方面特別安排盛大的

歡迎會，借用百年歷史的貴陽市第 21中學

大禮堂做歡迎簡報，貴陽電視台全程錄

影，歡迎遠道歸來的遊子。同時請劉兆豐

總建築師介紹興建中的圖雲關抗戰紀念

館；最後在源遠流長…校歌中結束。次晨

世界校友會一行赴圖雲關森林公園現址，

由前政協副主席楊永楦（楊錫壽之女）、劉

總建築師導覽，大家在中國紅十字會救護

總隊部紀念石碑前行禮留影。紀念園史蹟

館預計一年後完成，如今因疫情關係，進

度因而有所延遲。 

時間飛逝，圖雲關紅十字會抗戰史蹟

紀念園業已完工，內部展示陳設正積極加

強整理中，等待 Covid-19 全球疫情控制

後，紀念館將正式剪綵開放，再度歡迎全

球國防校友回築作尋根之旅！ 

 

 

 

（僅以此文紀念林可勝先生 124歲華誕，2021.10.15） 

 

參考文獻  

 

1. 國防醫學院，羅澤霖，1984，烏翔，1995 

2. 林可勝民國醫學史上第一人，何邦立，2017 

3. 林可勝追思論文錄，何邦立，2020 

4. 懷念遷台國防醫學院師友，楊錫壽，1994 

5. 國醫海內外校友貴陽安順尋根之旅，何邦立，2020.01 

6. 烽火仁心林可勝的昔與今，汪忠甲、何邦立，2021.04 

 

 

 

 

 

 

收稿時間：2021年 10月 10日 

1994 年海峽兩岸三地國醫校友在貴陽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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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碑前全體國醫世界校友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