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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柯柏的一生 

與榮民總醫院柯柏館的前世今生 
 

何邦立 

（本會會員） 

1 

柯柏（Alfred Kohlberg，1887-1960）出生猶太裔的舊金山商

人，從事絲花織品起家致富，有「手帕大王」的外號，圖一。為

商務批發採購與遊歷，多次訪華，對中國產生極大的好感。抗日

戰爭期間，加入美國醫藥助華會 （ABMAC，American Bureau 

Medical Aid to China）、美國援華聯合會（UCR，United China 

Reliefs），捐助金錢救濟中國的傷兵。 

珍珠港事變後，他不時聽到中國官員貪污腐敗，援華物質飽

入私曩，消息來自媒體、甚至出自主管中國事務的白宮特別助理

Lauchlin Currie 居里，柯柏於是決定專程來華調查此項流言。

1943 年他到了重慶，甚至大使館官員告知，國民政府將美援坦

克、大砲保留，不打日本，用來打中國共產黨。柯柏甚為惱火，

他知道中國早遭日本封鎖，那有坦克大砲運入中國，一派胡言。遂起私訪考察大後

方，足蹟遍及川、湘、貴、雲、桂各省，調查美援物資的使用情形，最後發現國府上

下貪腐流言不實，中國只有物質的缺乏、而無物質的濫用。  

 

太平洋學會 

1943 年柯柏的訪華調查，沒有發現任何貪汙的劣跡，這是他對中國問題看法的轉

捩點。究竟是誰散佈不實流言？背景為何？目的何在？有無特殊作用？這是有關中美

關係的大問題，柯柏想徹底弄個明白。  

太平洋學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25年成立，到 1931年在上海開年會

時已有 11 個國家參加，各國設有分會，每三年輪流在各成員國召開，其國際秘書處，

位於紐約，執行秘書例由美國人擔任，擔任最久的為 Edward Carter 與 William 

Holland。任何人可參加會員，當時年費十元，餘由洛克斐勒基金會與卡內基基金會補

助。兩種定期刊物，Pacific Affairs 太平洋事務季刊與 The Eastern Survey 遠東觀察雜

誌，免費分贈會員，另有其他考察報告、專題研究等出版品。  

柯柏經營遠東貿易，早是太平洋學會的會員，經常收到該會刊物，對其內容平時

未加注意。1943年冬訪華歸來後，其老友 Dr. Maurice William告知，批評中國政府的

流言，多與該會有關。柯柏花了半年時間細究，雖然學會會員名單有不少知名人物，

但會務係由左傾人物把持，經常發表文章的有 Owen Lattimore 拉鐵摩爾、Edgar Snow

史諾、John Fairbank費正清、TA Bisson畢森、Maxwell Stewart史都華特等，他們異口

同聲讚揚中共為農民改革派，主張美國政府承認中共。柯柏赫然發現太平洋協會已為

國際共產所滲透劫持，為其外圍組織，並舉證控訴。八年後，美國參院司法委員會的

報告書，太平洋協會的學術研究組織時為國際共黨的宣傳及軍事情報機構，滲透美國

政府，影響政策釐訂，亞洲戰後局面，有以致之。也証實了當初柯柏的指控。  

至於林可勝三次請辭紅會救護總隊長，第一次為 1941 年 2 月，因胡適之介入，鬧

出不小的風波，紅會總會長王正廷無功而退，心有不甘。第二次再誣陷林可勝左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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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目不清。1942 年 5 月，王正廷、潘小萼藉林可勝參加滇緬遠征之際，強行接收圖雲

關救護總隊部的藥庫與器材庫。待 8 月初林氏由緬返國，見勢不可為再度請辭；紅會

怕影響捐募收入，假意慰留、給假半年。無奈林去意已堅，1942 年 9 月 1 日三遞辭

呈，擺脫五年的紅會工作。（詳見何邦立的林可勝與紅十字會風潮）  

 

美國援華機構間之矛盾 

1943年夏 ABMAC執行主席柯柏 Kohlberg來華私訪調查兩個月，看了衛訓所貴陽

總部、兩個分所、兵站區、第九戰區前線經衛訓所訓練的人員（救護分隊的基層幹

部），柯柏的視訪總結為，衛訓所為中國培養軍醫做出了有效的貢獻，各種訓練專案

極有價值。五年來 ABMAC 支援的中國紅會救護總隊部，對前線與後方的醫療救護貢

獻至大，有效降低了軍隊、軍醫院、後方地區醫院的死亡率；也獲得何應欽、盧致

德、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部隊醫官所公認。所有的績效，得自於林可勝的組織管理與

領導。  

而美國援華聯合會 UCR 代表 Edward與 ABMAC 駐華代表 Backman，避開人在重

慶的柯柏私下拜會何應欽時，抱怨林可勝對「六年分期教育」案的堅持，造成美方援

華機構間的困擾。兩周後，1943 年 9 月 1 日，林可勝被迫離開了衛生人員訓練所。事

後柯柏得知極為憤怒，要求 ABMAC 總部立刻召回 Bechman。而 Edwards 三番兩次逾

越權限，已引起 ABMAC與 UCR兩單位間之衝突。ABMAC總部經檢討後，一致認為

Edwards 的 213 報告扭曲事實，除在 ABMAC 雜誌上刊登調查報告全文，還衛訓所一

個公道外，對沒有專業品質且蠻橫的 UCR 表達出要退出合作，迫使 UCR 讓步，同意

不再干涉 ABMAC 對紅十字會、衛生署、軍醫署、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等單位專案

的自主權。 

過去學者專家皆認為林可勝的離職，是功高震主，我行我素，不聽指揮，不服從

命令所致。在林可勝與美國醫藥助華會 ABMAC 副會長許肇堆醫師、執行主席柯柏間

私密往返通信中觀之，紅會總會不識大體、不顧時局，殘酷的鬥爭手段，讓事實的真

相得以曝光，還牽涉到兩助華單位間之矛盾，問題的關鍵不在林可勝。 

柯柏是一位神奇的人物，他不是達官顯宦，未擔任過公職。他不是碩學通儒，沒

有巨作問世。他是有成就的商人，又夠不上商業鉅子。他堅決反共，但不高談理論。

他在美國反共運動中，獨樹一幟，孤軍奮戰，扮演重要角色，尤其在美國對華政策上

有深遠的影響。 

 

美國反共鬥士柯柏 

1951 年，在柯柏指控太平洋協會後的第七年，情報人員發現該會執行秘書 Carter

的別墅穀倉裡發現大批學會文件，被送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研究部 Mandel 經過 5 個月的

研究，McCarren 參議員再轉國內安全小組調查，另加 Morris 法律顧問，經過一年的時

間，終於揭發了太平洋學會的黑暗內幕。此偽裝的學術研究組織，其實是國際共黨的

宣傳及軍情機構，利用人事滲透美國政府，影響政策之釐訂，出版刊物，自命為中國

問題專家，相互標榜，誘導美國外交路線。學會理事中固有知名人士，但多是幌子，

該會會務及刊物被少數職員所把持，其親共勾當，大多數會員並未查及。 

關於亞洲戰後局面，該會左傾職員一再倡議的是，迫使中國成立聯合政府，容納

共黨，促使蘇俄參加對日戰爭等，報告書證實了柯柏多年辛勤收集的資料、指控具權

威性的的重要內容。此後，太平洋協會聲名狼藉，不敢繼續活動，不久就解散了。而

其全盛期間，對中國而言，太平洋協會的 Currie 為羅斯福總統的白宮特別助理，奔走

於重慶與華盛頓之間。另一位 Lattimore竟被推薦為蔣委員長的政治顧問，還有 John C. 

Vincent 美駐華大使館參事，戰後出任國務院遠東事務局局長。這些人都是經由太平洋

協會計畫安排的，其影響至深切遠。 

柯柏是擇善固執、鍥而不捨的人，他對國際共產侵肆中國的爭戰是堅強持久的，

他糾和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發起組織，憑一台打字機、一台複印機，分發資料，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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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影響輿論和美國政策。1946年成立 American China Policy Association，1948年創立

American Jewish League Against Communism，1956年組織 Citizen's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他不接受中國人的參與與支助，客觀地以美國公民立場發表對華的政策與

主張。不斷的發表文字稿揭穿評擊國際共黨的陰謀。他曾投書紐約時報 466 次均未獲

登載，他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毅力，終使人偶然聽到他的呼聲。柯柏除組織反共團

體外，亦曾創辦 Plain Talk、與 The Freeman定期刊物宣揚理念，他是一位極有原則的

反共中堅。 

1949 年 7 月，柯柏曾來台灣並晉見了蔣總統，這是美國國務院即將發表的對華白

皮書之前，那時大陸情勢危急，蔣公仍在引退期間住在陽明山，柯柏曾在華 33 年，他

們兩人曾作三日長談，事後他曾告訴陳之邁大使，敬佩蔣公之深謀遠慮與偉大人格。

他說蔣公認為日本軍閥的侵略，有如皮膚病，尚易治療。共產主義之蔓延，有如血液

病，難醫。他說蔣公對美國政治與人物，瞭如指掌，但仍虛心查問，不厭其煩。他深

信中國有此領導人，遠景是光明的。 

 

柯柏最後的遺願 

1949年 1月 29日，美國共黨紐約支部，發動黨員要求國會調查所謂的 The China 

Lobby 中國遊說團，認為援華抗共是陰謀，並獲若干自由派人士的支持，但終未成

案。此案被調查的核心人士即為柯柏。他出錢出力，為援華抗共而奔走呼號，但不曾

接受中國人一文錢。他是有錢人，有權利隨意花自己的錢，一切依法行事。他曾多次

提及，太平洋協會因其揭發而遭擊垮。如果國會要調查中國遊說團，則美國仇華者將

原形畢露，無所遁形。 

1954 年起柯柏患了心臟病，其後時時發作，身體精神狀況漸不如前。1960 年 1 月

26 日為柯柏 73 歲壽誕的前夕，Gen. Albert Wedemeyer 魏德邁將軍領銜，為他在紐約

華爾道夫旅館暖壽，賓客多達 650 人，可謂盛況空前。同年 4 月 7 日，他舊疾復發，

與世長辭。 

1961 年秋，陳其邁大使重返紐約，往訪 Ida 愛德柯柏夫人，她於 12 月 19 日晚，

在自宅約了幾位老朋友重聚，殊為親切。大家談起柯柏，又有一點傷感。專欄作家

George Sokolsky 說得好，柯柏終身的努力，對台灣今日的確保是有貢獻的，他對自由

中國之光復大陸是有信心的，且終將實現。 

柯柏是美國反共的鬥士，始終支持自由中國的台灣，他對台灣醫藥衛生的貢獻至

鉅，台北榮民總醫院內的柯柏醫學科學研究館（圖二），就是為紀念他而捐的，內有

老友林可勝的「痛覺生理研究室」，也是他留給中國最後的一份禮物。（圖三） 

 

  
圖二、1963 年 11 月 11 日柯柏醫學科學

研究紀念館（Alfred Kohlberg Memorial 

Medical Science Research Laboratory）啟

用。 

 

 

圖三、1968 年林可勝院士（右）與劉占

鰲院士在「柯柏醫學科學研究紀念館」從

事生理實驗研究。（蔡作雍院士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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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柏醫學科學研究館 

柯柏這位美國實業家，在中國經商致富起家，抗日戰爭期間，身為美國醫藥助華

會的執行委員會主席，對中國政府官吏貪腐的指控，1943 年甚至親赴中國西南各省戰

地調查，發現流言不實，更對美國援華人員 Backman、Edward 的不實報告，予以譴

責。他不但還了林可勝的清白，還全力支持林可勝的「醫學分期教育制度」的推動。

政府遷台之後，柯柏曾多次來台，大力支持國防醫學院的發展，他對台灣醫學的支

持，可謂不遺餘力。 

柯柏生前留有遺囑，捐助鉅款給國防醫學院，期翼協助戰後中國醫學界的重建，

興建醫學研究館給教授們做基礎研究之用。時國防醫學院盧致德院長、並兼榮民總醫

院院長（1959年 11月 1日創立），因國防醫學院水源地院區，土地面積狹小，遂將國

防醫學院的柯柏醫學科學研究館，建築在榮民總醫院東側空地上。1962年 11月 1日，

柯柏夫人來台主持奠基揭幕式，（圖四、圖五），1963 年 11 月 11 日，柯柏夫人再為

柯柏館落成啟用典禮親臨剪綵。1964 年榮民總醫院奉准在柯柏館內成立醫學研究部，

台灣的醫學研究發靭於此。 

 

 

 

 

1960 年，柯柏先生的遺願，透國美國醫藥助

華會 ABMAC 捐贈了美金 75,000 元給國防醫學

院，希望能幫助戰後的中國醫學界重建。當時盧

兼院長為柯柏先生愛華心願長存，爭取政府國防

部相對基金 75,000 美元，由張德霖建築師設計，

在榮民總醫院東側完成一棟三層樓的研究大樓，

命名為「柯柏醫學科學研究紀念館」（The Alfred 

Kohlberg Memorial Medical Research 

Laboratory）。柯柏夫人另捐 50,000 美元，作為

採購醫學研究儀器設施之用。1963年 11月 11日

10 時，陳誠副總統親自主持柯柏館落成典禮、柯

柏夫人親臨剪綵，百餘嘉賓一時冠蓋雲集，經國

先生時為行政院退輔會主任委員，亦親臨觀禮

（圖六）。 

 

圖六、1963 年 11 月 11 日柯柏醫學科學研究紀念館落成啟用典禮，退輔會主委蔣經國

向柯柏夫人致意。 

 

 

圖五、 1962 年

11月 1日柯柏醫

學科學研究紀念

館奠基鑴石，該

館設於榮民總醫

院內，但財產隸

屬於國防醫學

院，有理說不

清，亦一趣聞。 圖四、1962年 11月 1日盧致德

院長陪同柯柏夫人主持柯柏醫

學科學研究館奠基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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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藥助華會     

林可勝曾任陸軍軍醫署署長，對抗戰立有大功，是我國防軍陣醫學的奠基者。戰

後 1947 年，合併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與陸軍軍醫學校，成立國防醫學中心於上海江

灣。1949 年，林可勝將國防醫學院遷台，唯不及兩個月，因白色恐怖遭人誣陷密告而

選擇被迫離台，赴美研究。 

大陸淪陷，國去許多駐華醫療團體變得遊移觀望，唯獨柯柏反共的立場更行堅

定，美國醫藥助華會不改初衷，關閉在大陸辦公室，指派紅十字會總會長劉瑞恆先生

為駐台代表，劉孔樂為其執行長，繼續在台推廣醫學教育，改善國防醫學院來台初期

窘迫狀況，給予盧致德院長最大的支持與助力。 

1949 年遷台，當時以台北市水源地舊日軍營舍做校舍，教職人員居所擠迫簡陋，

政府經費拮据，無力改善。1959年春 ABMAC會長 Dr. M.I. Gregerson夫婦來訪，對教

學人員生活之艱困，看到一家四口一間房，留下深刻印象，（圖七）。回美後即在該

年 3-4月 ABMAC Bulletin公報上，發起為本校教職人員籌建眷舍經費勸募行動，盧致

德院長提供設計藍圖，一棟兩層四戶，以作參考。獲得美國醫藥助華會熱烈響應，一

棟一萬美元，前後募得興建房舍 10棟、4棟款項，各立銜牌以資紀念，（圖八）。 

 

圖七、1959 年春，柳桂教授全家生活照

刊登在 ABMACBulletin 3-4 月份的公報

上，一家四口一間房，反映來台之初，生

活之艱辛。（蔣旭東副院長三公子蔣承歡

攝、柳家珍提供。照片中大女孩為柳家

珍，柳安昌的孫女）。 

圖八、1962 年底，美國醫藥助華會捐贈

學人新村落成典禮，前會長生物化學權威

萬史萊克夫婦在其捐贈房前的萬齋與進駐

生化教官（馮憲文、魏如東、朱希斌、丁

汶谷）家人合影。（魏如東攝） 

 

 

1960、1962 年底在學校鄰地陸續完成 10 棟、4 棟兩層樓的教職宿舍，計 56 戶，

名為「學人新村」，及連併戶單棟高級官舍 6 戶，俟 1961 年劉瑞恆先生逝世，美國醫

藥助華會再建 14、16 號兩棟雙拼雙層高級住宅以紀念之，總計 64 戶。後又陸續完成

四層樓的「瑞恆樓」。其他經美國醫藥助華會牽線籌款完成的公共建設，還有「麥範

德大樓」為護士宿舍、「美生樓」為護生宿舍。最後在學人新村內建造「安齋」為貴

賓招待所，以及設立「愛德幼稚園」照顧教職員子弟幼苗。至於捐贈給國防醫學院的

柯柏醫學科學研究館，則因建地侷限，卻蓋在石牌榮民總醫院內；時盧致德同時兼任

兩院院長，兩院一家親。而 10號盧院長官舍的建築經費則與 ABMAC無關。 

1963年 11月 11日上午，美國醫藥助華會副主席愛德柯柏夫人（Ida J Kohlberg）

在榮民總醫院為柯柏館落成剪綵後，下午再赴國防醫學院水源地院區的 ABMAC 

Village「學人新村」，為愛德幼稚園剪綵致詞，（圖九、圖十）。該幼稚園由愛德柯

柏夫人捐建，亦是張德霖建築師設計，與榮總柯柏館外型上有似曾相識之感。圓形建

築教室、有通風孔立面外牆、屋頂呈波浪形極具特色。幼稚園建築及內部教具不足的

三分之一款項，則由寄生蟲權威許雨階教授補足（圖十一、圖十二），成為照顧國防

醫學院教職員子弟幼苗的搖籃，柯柏伉儷熱愛中國，遺愛長留中華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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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1963 年 11 月 11 日上午，美國醫藥

助華會副主席愛德柯柏夫人（ Ida J 

Kohlberg）在榮民總醫院為柯柏館落成剪

綵後，下午再赴國防醫學院水源地院區的

ABMAC Village「學人新村」，為愛德幼稚

園剪綵致詞。左為盧致德中將院長。 

圖十、1963 年建成後啟用的愛德幼稚園

座落於國防醫學院水源地的 ABMAC 

Village中，右側為 14棟雙層建築即為學

人新村。幼稚園特殊圓形建物、洞洞造

型，別具風味。記錄美國醫藥助華會長

期對中華民國醫學贊助的歷史。 

  

圖十一、置於愛德幼稚園圓形教室內中央

圓柱上的銅牌，紀錄一段來台初期滄桑的

歷史，延伸到抗日戰爭時美國醫藥助華會

對中國的醫療支助。（何邦立攝） 

 

圖十二、坐落於愛德幼稚園圓形外牆上的

石碑，記錄一段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感人的

故事。許雨階教授（Professor OK Co，

1883-1983），福建同安人，出生馬來西亞

的華僑，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博士，為享

譽國際的熱帶病學專家。曾參與一次、二

次世界大戰，維護盟軍戰力有極大貢獻。

遷臺後任醫學生物形態學系教授兼主任，

為國防醫學院最年長資深的教授，享嵩壽

百歲。（何邦立攝） 

柯柏館的前世今生 

我們醫科 62期，1962年秋入校，正值柯柏夫人來台為國防醫學院柯柏館主持奠基

揭幕式。大二那年，柯柏館落成典禮。我們大三的病理課，就是搭乘十輪軍用大卡

車，去柯柏館上課，病理教授為美國籍的 Jacob 伉儷，我們期班是國防醫學院第一梯

次使用柯柏館受惠的同學。 

1964 年榮民總醫院奉准在柯柏館內成立醫學研究部，台灣的醫學研究於焉起步。

編制員額包括一位主任、10 位研究員、24 位技術員和 3 位職員，合計 38 人。主任一

職由盧院長親自兼任，以示對研究的重視。研究員各自主持不同的研究室，當時多由

國防醫學院出國進修歸來的年輕教授兼任。早年以及陸續在柯柏館做研究或主持參與

醫研部研究計畫的包括蔡作雍、周先樂、韓韶華、魏如東、金明儒、黃雲飛、尹宗

高、郎祖望、姜壽德、譚柱光、陳尚球、潘福、盧健泰、葉鑫華、彭達謀、陳耀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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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佛香、星兆鐸、趙彬宇、任天民、范如霖、李有柄、謝遠清、惠慶元、詹兆祥、黃

天賜、劉剛劍、陳茂支、孫詩潛、范秉真、穆瑞運、尹在信、馮憲文、陳幸一、林茂

村、李詩慶、陳光耀、程毓斌、徐嗣興、姜必寧、盧信祥、郭重雄、林滋、楊志剛、

張仲明、陳介甫、白壽雄等基礎及臨床教授，及林可勝院長、劉占鰲院士、王世濬院

士等。榮民總醫院應為在台首創，設有專門研究單位的醫療院所。 

1968 年春林可勝院長抱病回國，並帶回昂貴的個人研究儀器，致贈「疼痛生理實

驗室」。盧致德院長除向林院

士請教規劃陽明醫學院的構想

事宜外，還特別挑了兩位應屆

畢業生 M61 陳幸一、D20 林茂

村，留校生理系為助教，追隨

林可勝院士成為閉門弟子。那

年，柯柏館人才濟濟，在林可

勝院士領導下，樹立起研究的

新浪潮。同年 11 月，我們期班

從國防醫學院畢業了。 

隨著時空環境變遷，2005

年柯柏館不敷使用拆除，原址

改建為地下二層、地上十層之

榮總「醫學科技大樓」於 2009

年啟用。希望藉由功能導向及

宏觀角度，結合跨領域之優質研

發團隊，發展設立臨床醫學與基

礎科學研究的卓越中心，規劃具

有全國及國際競爭力的重點研究

項目，包括幹細胞治療、移植與

再生醫學、基因體醫學、免疫

學、腫瘤醫學、心臟血管醫學、

腦科學等。（圖十四） 

政府遷台初期，美國醫藥助

華會就支助國防醫學院，從改善

教師生活與輔助教師進修外，更

增添教學設備。後又興建眷舍等

等。柯柏、林可勝、盧致德等，

對台灣醫藥衛生的影響至鉅，使

台灣的醫學人才培育與國際接

軌，亦使台灣的醫學教育由德日制轉型為英美制，落實了台灣的公共衛生與疫病防治

工作，奠定了今日台灣現代醫學的基礎。飲水思源，令人感念！ 

回顧台灣醫學研究的發展歷史，半世紀多前的柯柏館影像，還常留我心。柯柏伉

儷對中華的深情義舉，卻永載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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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國防醫學院醫科 62 期同學的病理學在科柏館

授課實習時攝，中為美國病理教授 Jacob伉儷，1965。 

圖十四、2009 年改建啟用的醫學科技大樓，其前

身即 1963年的柯柏醫學科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