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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醫學院創校至對日抗戰前 

圖書典籍溯源 
 

成若非、許淑球、何邦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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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1 年 11 月 24 日、喜逢母校國防醫學院雙甲子校慶。致徳醫學圖書館舉辦「國

醫圖書館珍貴館藏文物特展」、博得大家好評讚賞。母校自従天津蓽路藍縷起、又經

歴了八次大江南北、空前絕後的遷徙。遺失圖書資料不計其數、而其中的血涙奮鬪更

是史蹟斑斑。雖然經歴了黃金時代、也安然地渡過了中落黒暗時期。藉此、依 1902 年

天津創校至 1936 年抗戰前南京時期 35 年間的校史脈絡、將圖書館的歷史變遷及機構

典藏作了初步的梳理。並以紀事概要的方式逐年敘述之。同時、見證了中國現代西洋

醫學史和軍醫教育史的發展過程。 

 

一、西醫東漸 迎頭趕上（1902-1911） 

1902 年（民前 10 年），8 月，清政府北洋大臣、直隷總督袁世凱、創立新軍北洋行

營「北洋軍醫學堂」（Imperial Army Medical College）於天津東門外浙江海運局舊

址，招收醫科第一期學生（M1）40 名，修業四年。繼「北洋醫學堂」（原天津總督醫

院附属「醫學館」、1881 年創建）為國人自辦的官立第二所西醫醫學院。北洋新軍直

隷軍政司軍醫局長徐華清為創校總辦（校長、北洋醫學堂第 2 届畢）後補道臺、唐文

源為監督（北洋醫學堂第 4 屆畢）。徐氏曾任陸軍官醫總局總辦、保定新軍隨營「衛

生學堂」監督 4 年（1898-1902）、行營醫院西醫官、軍政司軍醫局長、北洋衛生顧

問，確立北洋新軍的醫療衛生體系。為袁世凱幕府的實際醫療、衛生、防疫負責人。

本月､袁氏亦重啓「北洋醫學堂」、更名為「北洋海軍軍醫學堂」。11月，徐氏正式聘

天津日本駐屯軍醫院院長平賀精次郎為總教習（總教官；東京帝國大學醫科大學醫學

士、陸軍軍醫學校畢，著《簡明法醫學》、《外科診療要訣》、《內科診療醫典》

等）、以日文授課，注重體育及精神教育。並極力羅致日本政府唯一認定的合格師

資、即東京帝大醫科大學醫學士為教習。時值清末新政、徐氏並領導北洋地區的公共

環境衛生及禁烟戒毒等事業、成為全國的典範。本校從德日兩國購置圖書、儀器、教

材等，値銀五萬餘両。専設翻譯、文書與學生共同編譯中文講義、油刻蠟版，再印分

發。11 月 24日､正式開課、仍今日母校的校慶日。 

1903 年（民前 9年），6月，徐氏與袁克定等前往日本東京、考察軍醫教育、醫療設

施及衛生防疫項目。頒布「北洋軍醫學堂章程」、規定了具體的管理制度。毎年購置

圖書、儀器費用達三~四千圓日幣。 

1904 年（民前 6 年），日俄戰爭。高年級學生的臨床教學與實習在天津官醫院。傅

汝勤為監督（熊本醫専、（著述《衛生學》）。設藥劑所及聘日籍磨工監督、看護、

調劑生、磨工見習等數人。秋，本校設操場。並附設北洋防疫學堂與北洋防疫醫院

（天津市立傳染病醫院前身）。聘北洋醫官、衛生顧問日籍古城梅渓（前大韓京城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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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創校總教習、著韓文《種痘新書》）為總教習、每年培養防疫専業人員 20 名、2

年制。主製造牛痘疫苗、狂犬病治療液等。著重於接種牛痘、治療狂犬病、天花、霍

亂、溫病等時疫。12 月，袁氏創辦「保定軍醫學堂」、徐氏任總辦於保定東關外陸軍

醫院。付設「馬醫學堂」、培養獸醫人材。實為中國現代生物製劑、衞生防疫及獸疫

防治事業之濫觴。 

1905 年（民前 7 年），清政府廢科舉制。本校送李學瀛、王秋岩（M1）等四名優秀

學生前往日本遊學。5月，順天時報刊載本校仍在「若圖書館、閱報處、試驗所，匪未

拓規模，並未立闕基礎」之訪問記録。 

1906 年（民前 6 年），學堂歸屬陸軍部、定名「陸軍醫學堂」、末幾易名為「陸軍

軍醫學堂」。徐氏出任軍醫司司長。4月，增設「醫務（兵）學堂」於保定、訓練醫務

救護人員。在天津河北區黃緯路，新建四方形中歐式的二層樓房，含天蓋中庭的校

舍、佔地約約三千坪、兩個街區。樓下設行政辦公室、教室，實驗室、顯微鏡實習

室、標本室、教習室、眼科實習用暗室。樓上是學生宿舎。並有食堂與圖書室。校區

的另一半是個大操場。用銀五萬餘両又洋五千餘元。遷移後、繼續添購圖書、新式儀

器等設備、値銀一萬八千餘両。12 月，王景元等六名學生與醫務兵組「衛生隊」參加

彰徳秋操、開設繃帶所、後送到假定野戰病院。博得國際媒體的一致好評、同時確立

了新式的軍隊戰地救護體制。 

1907 年（民前 5 年），陸軍部頒行「軍醫學堂試辦章程」、更明確地規定學生的入

學資格、教學課程、考試、畢業後分發和日常生活規範等。古城氏出版中文版《醫家

寳典》、袁氏與徐氏為之序、連續發行三版。內容以內科學為主的臨床手冊、供開業

醫、醫學生參考用。7月，伍連德（劍橋大學醫科、醫學博士、英殖民地、海峽華人）

返國供職，見徐華清於天津。囑其因病返郷療養後、前往英國與德國學習軍陣醫學、

以期增加學識，歸國報命。 

1908 年（民前 4 年），増設薬科及擴建校舍、招收第一期學生（P1）、修業三年。

為我國創辦西式藥學教育之嚆矢。7 月，古城氏返朝鮮。正式聘伍連德為幫辦（副校

長）兼教習、12 月上任。用英文教授當時最先進的「細菌學」。伍氏指出、具日本帝

國主義思維的教習們、只想培養高級護理人員、而不注重實習與防病。徐氏協助金韵

梅（留美）、創辦北洋女醫局附設「北洋女醫學堂」、两年制。開官辦護理教育之先

河。鐘茂芳任教習提議用「護士」稱謂代替「看護」（1914 年），並翻譯《看護要

義》、供學生使用。徐氏於序文中強調「在醫護密切的合作之下、中國才能強國強

種」。 

1909 年（民前 3年），2月，徐氏為清政府醫學代表，籌畫「上海萬國禁煙會議」，

建議成立醫學委員會、研究鴉片的藥理作用及戒烟辦法等。同時、將成功的臺灣禁烟

模式列為討論的焦點之一。大會成果受到各國代表的肯定、使母校首次登上國際舞

台、聞名於世界。出版英文版《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  

Shanghai, China, February 1 to February 26, 1909》。並且、徐氏積極地延攬外國留學醫

科藥科畢業生為教習，先後計有方擎（石珊）、沈玉楨與伍連德等三位醫科進士。傅

汝勤、侯毓汶（希民）、胡晴崖、王若宜、吳道益、鮑鑅、張仲山、戴侗齡與戴隸齡

等九位醫科舉人。本校所聘請的中國教習陣容、乃國內首屈一指。而契約期満的日籍

教習、就不再續聘。改聘德國軍醫為教習至 1914 年。本校教官們亦出版含套醫書：

《外科總論講義》（鄭淑（M1））與《小兒科講義（吳道益）；産科講義（王若

宜）；婦科講義（戴隸齡）編輯合訂本》。《細菌學講義》《細菌學總論講義》《細

菌學》（王若宜）、《精神病學講義》（戴隸齡）等手寫或鉛印本教材。4月，徐氏任

參贊隨欽差大臣戴鴻慈訪俄、獲贈勲章。伍氏代理總辦職、多次前往北京、向陸軍

正、副大臣建議建立新制，成立設備優良的軍醫院，提供最好的醫療及供在職醫官、

醫學生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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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年（民前 2 年），4 月，平賀氏期満辭職、獲贈三等嘉禾章。伍氏投稿上海報

刊、呼籲成立中國醫師自己的醫學會。12 月，東三省爆發世界第三次大流行「東北鼠

疫」。伍氏奉派前往調查、後被任命為防疫總醫官。實施了中國醫學史上有記録的第

一例病理解剖、確診其為「肺鼠疫」。經多年力爭後、才有內務部頒行「解剖規則實

施細則」（1914年）、實為近代中國醫學史之里程碑。 

1911 年（民前 1 年），元月 6 日，本校方擎、王若宜教官率領十名高年級學生抵

達。28 日、侯毓汶教官與另外十名學生抵達支援。與全紹清（北洋醫學堂第 7 屆）及

「海軍軍醫學堂」師生、「協和医学堂」師生（學生 3 名）們組「防疫隊」。用破天

荒的手法、在全國各地的支援醫護人員（醫師 14 名等）、地方政府，軍警及俄國積極

的配合下、竟然能夠在短短的四個月之內、平息了此人類的大浩劫，震撼了全世界。4

月，清政府舉辦「奉天國際鼠疫研究會」、伍氏當選為主席、北里柴三郎（鼠疫桿菌

発現人之一）為副主席。得力於師生們的全力協助、圓滿地完成會議的進行與討論。

全紹清以「肺鼠疫發病初期的診斷」、方擎教官以「在這次鼠疫流行期間、傅家甸的

醫務人員所探取的個人預防措施」和「在傅家甸用死菌培養進行預防接種的効果」、

在専題討論會宣讀報告。侯毓汶與王若宜教官共提交七篇論文。再度地驚動國內外醫

學界，提高本校的學術地位。刊行於《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que Conference Held 

at Mukden, April, 1911; 1911 年奉天國際鼠疫研究會報告書（中譯本、2010 年）》。其

檢疫、隔離處置、提倡分餐制及使用「伍氏口罩」（乃 N95 口罩之原型）以避免交叉

感染等措施、仍為今日防止疾病傳染的基本原則。成為傳染病學及公共衛生學的經典

之作。並建議政府建立永久性的衛生中心機構及組建中央公共衛生部門。5月，謁見攝

政王醇親王，囑伍氏「全力支持推進防疫和公共衛生的措施、以造福國家」。但是，

伍氏婉辭掌管民政部衛生事務的肅親王、擬任令為衛生部會主管、總理醫政職、只願

兼任外務部醫官。伍氏隨即帶曾普（M3）前往東北，專注於醫療、衛生防疫事業。並

且、組中俄聯合考察及硏究肺鼠疫的病因論。清政府為表彰伍氏的功績，授予二等雙

龍寶星勳章、並獲陸軍藍翎軍衘及醫科進士，並獲俄國與法國贈勳、為母校爭光。伍

氏創建「北満防疫事務管理處」於哈爾濱。除了建立醫院的醫療服務之外、舉辦衛生

訓練班、培訓兒童和民衆、並發展東三省的公共衞生服務。候氏創建「奉天高等醫學

堂」、任教務長。林文慶（伍連德的連襟，林可勝的父親）時任民政部防疫局京師臨

時防疫事務局的醫官長、兪樹棻（M3、留日）任医官與伍氏共同抗疫。後出任清政府

代表、出席倫敦世界人種第一次代表會議及德國衞生會議。辛亥革命起、徐氏在天津

創立天津紅十字會，組戰地醫療救護隊前往前線，受到國內外一致的讚揚。留日学生

（主千葉醫専醫薬科）亦組「紅十字醫療隊」前往内地救護。12 月，伍氏為政府代表

之一，前往荷蘭海牙簽署「國際禁烟宣言」、更是母校的光輝。 

 

二、民國肇始 勵精圖治（1912-1927） 

1912 年（民國元年），中華民國肇造。林文慶（英國愛丁堡大學醫科、海峽華人）

任南京臨時政府內務部衞生局局長、兼國父孫中山（曾譯《紅十字會救傷第一法》、

英国柯士賓著、1897 年）機要秘書及醫官、後出任廈門大學校長。平賀氏重返中國、

任日本駐華公使館醫官。並籌建北京同仁會醫院、後任院長。方擎教官出任北洋政府

陸軍部軍醫司司長。4 月，學校易名為「陸軍軍醫學校（Army Medical College）」改

由李學瀛（M1）主持校務。王若宜（王宜）、戴棣齡任教務長、黃傳昨（M1）為學

監。9月，平賀氏重返中國、任日本駐華公使館醫官。並籌建同仁會北京醫院、後任院

長。本月，陸軍部頒布「陸軍軍醫學校條例」，規定本校為「養成軍醫、司藥各等人

材、編輯教科書及施行軍事衛生試驗之所」。教官及助教職掌為「培養軍醫、司藥各

等人材、編輯教科書及施行軍事衛生試驗」。副官 2 名掌管圖書、文牘及庶務。雇員

則承命助理各務、繕寫講義及其他文件。依「陸軍軍醫學校教育綱領」，設附屬醫

院。將醫科分為 12 專科。以留日張仲山、吳道益、吳家鈞、劉慶綬及陳輝（M1、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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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醫學》）、林鴻（M3）等十二人分任醫科教官。留日胡晴崖、鮑鑅、谷鍾琦，

戴侗齡及陳純修（P1）等分任藥科教官。聘意大利籍軍醫馬鼐褵（Mannelli）為解剖實

習教官。圖書室更名為「陸軍軍醫學校圖書室（課）」、設副官兩人，承校長之命，

掌管學校的圖書、文牘及庶務，負責編輯講義等教材。本校首先印製「前期基礎醫學

課程用講義集」系列：《例如：有機化學、無機化學、人體解剖學、解剖學、解剖血

管學、神經解剖學、生理學、細菌學、細菌學各論、免疫論、組織學、神經生理學細

菌學、病理論、病理解剖學、病理剖検査法等講義 20 餘本》。本系列叢書，主要來自

王用賓（M10）學長的珍蔵資料。「後期臨床醫學課程用講義集」系列：《例如：眼

科講義、調劑術大全講義、外科總論講義、藥物學講義、花柳病學與皮膚學講義》等

及「醫藥科共同課程用講義集」系列；《例如：軍事學講義》等。皆為竹紙、分別為

手寫油印或鉛字印刷本、供學生使用。徐氏亦出任總統府總醫官及軍醫總監等職、循

廻各地督導軍隊的醫療衛生業務。其開創清末民初的軍醫教育和推廣軍醫事業的功績

等、博得中國「現代軍醫之父」的尊號。並有遺著《變死之檢查法》。同時、伍氏接

掌「東三省防疫事務總處」、陸續地廣建防疫醫院、検験施設及検疫所。設置研究肺

鼠疫病因和研發治療法、疫苗等（鼠疫、瘋狗、劇性溶鏈菌、牛痘等）的研究所。並

積極地推廣公共衛生及醫學教育。奠定了中國現代公共衛生、醫療防疫體制之基礎。

傑出的中國職員中、有陳永漢和本校林家瑞（M4）、曾普（M3）、陸存煊、劉松年

等人。 

1913 年（民國 2年），2月，陸軍部率先頒行「陸軍醫院規則」、「陸軍傳染病預防

規則」、開啓中國傳染病防疫法規之先河。6月，伍氏婉辭袁世凱的邀請、為國家最高

衛生行政官員一職、只是出任大總統侍醫、長達十餘年。伍氏在「THE LANCET」發

表華人第一篇論文。（關於旱獺與鼠疫關係的調査；Investigations into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Tarbagan（Mongolian Marmot）to Plaque）。 10 月，教育部、參考伍氏提交的

「上教育部擬改組全國醫學教育意見書」（備忘錄），進行改革全國醫學生的培養方

式、包括人體解剖，有系統的臨床教學及建立中央醫學統轄處以監督醫學教育。12

月，實施「陸軍傳染病預防消毒方法」。此時，「海軍軍醫學堂」改名為「直隸公立

醫學專門學校」，經費仍由海軍部補给。 

1914 年（民國 4年），4月，美國洛克菲勒基金中國醫學委員會訪華（包含大陸及臺

灣、計三次）、考察公共衛生、醫藥狀況與醫學教育等。出版《Medicine in China by 

the China Medical Commission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書中評鑒本校的醫學教

育水準為日本醫學專門學校（例；千葉醫專）。同時、伍氏向洛氏基金會力主在北

京、成立協和醫學院與醫院。李學瀛辭職。7 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4～

1918）。8月，由前北洋醫學堂教授全紹清（北洋醫學堂第七届）接任校長、戴棣齡仍

為教務長。全氏在東北防疫時、曾為伍氏的最重要副手。從美國留學（解剖學、公共

衛生學）歸來，全力整頓校務。曾投稿於 1912 年《國家地理雑誌》、為首位以照片介

紹西藏的華人。伍氏等刊行中英文版《北満防疫事務管理處報告書》第一册（Rep.I，

1911-1913）1914，接續為《東三省防疫事務總處報告大全書》第二册至第七册

（Rep.VII，1929-1930）。 

1915 年（民國 4 年），2 月，伍連德與顏福慶（耶魯大學醫科、先後創辦湘雅醫學

院、國立上海醫學院）等 21人於上海成立「中華醫學會（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of China）」任總幹事、並兼任《中華醫學雜誌（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

中英文雙語版》總編輯。隔年、伍連任二屆會長，並在大會呼籲使用中文、醫學界改

革與公共衛生建設等。詳見《中華醫學雑誌》第一期、（醫學雜誌之關係）、（醫學

现在之取締及將來之挽救商榷書）、（論中國當籌防病之法及實行衛生之方）、（衛

生餐法）等文。中華醫學會設公共衛生組，教育學生和普及民衆的公衛知識。後成立

公衆衛生部、發表「公醫制度的原則」一文。創立中華民國公共衛生學會（1937 年）

任會長。亦有人尊稱為中國「公共衛生之父」。6 月，盧鑑（前恭，M3）創辦盧氏醫

學院及盧氏醫院於天津。8 月，湯爾和（北京醫專校長）、方擎，候毓文等發起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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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藥學會」於北京、發行《中華民國醫藥學會會報，1917 年》、《中華民

國醫藥學會雑誌，1923 年》等。會員以留日醫科藥科及陸軍軍醫學堂畢業生為主。9

月，「直隷公立醫學專門學校」遷往保定（今「河北醫科大學」前身）。10 月，在天

津的原校址收歸海軍部管轄、改為「海軍（軍）醫學校」。12月，袁世凱稱帝。 

1916 年（民國 5年），3月，北洋政府公佈「傳染病預防條例」。伍氏出任四條鉄路

總醫官及中華醫學會會長、成立公衆衛生部與博醫會、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衛生科、組

成中華公共衛生教育聯合會、以各種方法教育民衆講究個人衛生、公眾衛生及防止傳

染病等。首先、編輯小學生衛生課本，衛生教本及教授法。6月，袁世凱逝世。全氏為

了培養醫科、藥科專科師資、先後派七位教官前往日本陸軍軍醫學校（戴棣齡，王連

中（M2）、張仲山、胡晴崖、李斌榮（P1）及美國哈佛大學（陳輝（M1）、劉慶

綬）進修。伍氏於第二屆中華醫學會，提倡各醫學院「宜注重公共衛生之教授、因此

科對于人生、較治療收効偉大故也」。本校於宣統年間、雖然已有具章程同學會的組

織。11月，於校慶日（11月 24日）正式成立「陸軍軍醫學校校友會」。 

1917 年（民國 6 年）6 月，《陸軍軍醫學校校友會雜誌》第一期出版、半年刊共十

期。而在校學生的積極參與編輯為其特點之一、値得借鏡。東三省北境防疫事務總處

編《東三省北境防疫事務總處報告全書》、内收 1914年至 1917 年間防疫事務。8月，

北洋政府參戰、本校收容德奧戰俘、救治成績良好、獲得各國外交人士之好評。入

冬、山西綏遠鼠疫爆發、伍氏、候氏與全校長率領師生再組「防疫隊」、迅速地平息

疫情、使校譽再度地遠播海內外。（詳見全氏著（民國七年第一區檢疫事務報告）一

文、《陸軍軍醫學校校友會雑誌》第三／四期、1918 年）。同時、全氏兼任北洋政府

段祺瑞的秘書及國防部顧問。嚴智鍾（第十四任校長、東京帝國大學醫科）攜菌種回

國、任北京傳染病院院，長達十數年。 

1918 年（民國 7 年），1 月，伍氏建成北京中央醫院、任 4 年院長。12 月，遷校至

北京東城六條胡同北小街地段（舊皇家糧倉）、設有「陸軍軍醫學校」、附屬醫院、

衞生材料廠、「陸軍獸醫學校」（原「保定馬醫學堂」）和病馬醫院等。學校的建築

樣式、仍聘日籍建築師按日本千葉醫専的設計而修建、共二百餘間、歴時二年、用費

三十萬元。教室採用階梯式座位，建有解剖實習室、實驗室，大禮堂、辦公室、學員

宿舍、食堂、行政教育各科系及圖書館等。並持續添購圖書等設備。同時，各教官相

繼返國，本校仍增設眼科、耳鼻喉科及軍陣防疫科三研究科。又設立司藥本科，先後

抽調各部隊、各陸軍醫院本校畢業生，入校分別研習二年。不但硬體設施較為完備，

教學的質量和內容，也較為先進。從此、本校進入第一次黃金時期。 

1919 年（民國 8 年），1 月，伍氏與陳遺範在上海監督銷毀鴉片和烟具行動。3 月，

協助政府成立中央防疫處於北京天壇，為我國中央最早的生物製品科研生産和衛生防

疫專門機構。嚴氏出任副處長、實際主持業務。軍陣防疫科主任兪樹棻教官及多位教

官亦出任科長或技師。派俞樹棻等赴日本，採辦器械材料，並由京師傳染病醫院撥来

菌種及小動物以資運用。金寶善（千葉醫専、東京帝大進修）返國亦帶回菌種、任技

師兼本校附屬醫院検驗科（細菌檢查）主任教官、教授傳染病學與防疫學。聘英國籍

孔美格擔任內科臨症檢查。伍氏平息哈爾濱霍亂。北京陸軍軍醫學校《無機化學》課

本一書出版。 

1920年（民國 9年），安直戰爭。 

1921 年（民國 10 年），5 月，廣東軍政府再建、孫中山任非常大總統，提出「十年

國防計畫」、強調軍醫之整理及改革軍人衛生之建設的規劃。9 月，「北京協和醫學

院」及醫院落成。入冬，第二次東北鼠疫爆發，兪教官（著《檢疫指針》、《梅毒檢

治法》、譯著《平時戰時衛生勤務》《軍陣防疫學教程》《英法義軍陣近況》《傳染

病預防淺談》）率本校師生前往協助伍氏、金氏及嚴氏、平息鼠疫。未幾、山東桑園

鼠疫又起，再次前往。不幸於臨床教學時被感染、以身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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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民國 11 年），第一次直奉戰爭。全氏出任教育部次長並兼任京師圖書館館

長、後任中央防疫處第四任處長。教務長戴棣齡接任校長。戴氏留日長崎醫専畢業，

乃績學之士。時北京政府政治腐敗，軍閥割據，環境惡劣，無從發展，一年即辭去。

伍氏在瀋陽創建東北陸軍醫院、為當時国内規模最大、設備最好的近代化醫院。劉瑞

恆（笫十五任校長、哈佛大學醫科）出任協和醫學院外科副教授。引進「血型」概念

及應用、從事於放射線治療的基礎研究和腫瘤移植術。並專長於癌症外科。 

1923 年（民國 12 年），醫科一期畢業的張用魁（M1）任校長，經費支絀，一年亦

辭。自從民國 10 年以來、內戰迭起、十年間校長人事更替頻繁。本校教官學生、亦屢

為各方擔任救護、並以附屬醫院收容傷兵。直奉交戰時、在白雲観設傷兵醫院、收容

三千人。伍氏作為史上第一位訪問教授赴日、其學術交流受到空前的歓迎。呼籲「雙

方在醫學和衛生學方面研究創新、造福東方國家」。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學教授蘭安

生（著《公共衛生學》中譯本 1930 年）提倡城市、郷村的公共衛生、醫療保健制度的

建設（蘭安生模式）。 

1924 年（民國 13 年），第二次直奉戰爭。校長張修爵（千葉醫專，軍醫總監、代軍

醫司長。譯《生物學的人生觀》、《普通教育平面三角、物理教科書》；合譯《最新

實験化學教科書、普通教育植物、動物學教科書》），學校處境仍艱，年餘即辭。劉

氏應馮玉祥之邀、與林可勝在北京南苑成立後方急救醫院，組協和醫護團隊去救死扶

傷。方擎（干葉醫專，後任北京大學公衞系教授）教官出任中央防疫處第七任處長。

林可勝（愛丁堡大學醫科、留英博士）任協和醫學院訪問教授並代理生理系主任。 

1925 年（民國 14 年），梁文忠（M1）任校長，處境益艱，數月即辭。3 月，孫中山

逝世。伍氏獲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碩士學位。京師警察廰（王連中、Ｍ2）與

協和醫學院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協助下，成立北京（第一）衞生區事務所於北京東城

區。為中國城市社區公共衞生事業及公共衞護士的先聲。全氏為董事會會長、中央防

疫處處長方擎（著：《中國生命統計初歩 1928》、（中國衛生行政沿革）、《預防癆

病》、《醫藥學報》主編）任董事及第一任事務所所長，蘭安生及嚴氏等為董事。7

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蔣中正在「上軍事委員會改革軍政建議書」中，亦強調軍醫

専門人材的養成教育，在未來國防建設之重要性。 

1926 年（民國 15 年），留美陳輝（M1）任校長，有抱負、支撐至次年底離職。5

月，伍氏著《肺鼠疫論述；A Treatise Pneumonic Plaque》、由日內瓦國際聯盟岀版、

全面系統地闡述了肺鼠疫學說。7月，北伐開始。入秋，林氏創設中國生理學會、任會

長·。劉氏出任協和醫院院長、中華醫學會理事長。《民國 26 年北平協和醫學院生理

學系論文集》刊行。9月，伍氏創立「哈爾濱醫學専科學校」，任校長。最得力助手林

家瑞（M4）任教務長。而本校每月額領經費仍然不能照發、校務漸弛、捉襟見肘、難

復舊観。教官兼差怠課、學生自購書本，借用講義自習，本校轉為家道中落的黑暗

期。 

1927 年（民國 16 年），校長魯景文（M9）接替，無所作為。此年，林可勝出任英

文版「中國生理學會雑誌」主編。林氏的實験外科手術、自製實驗器材及實驗記録繪

圖的造詣，實乃天才。他非常重視實驗課和技術訓練、培養醫學生及各地的生理學工

作者、包括德、日的留學生。其學術研究成果在國內外早已負盛名（例：台湾大学日

籍生理學細谷雄二教授尊稱林氏為「生理學的世界級人物」、1949 年）和教育培養後

進及推廣生理學等功績、被尊稱為中國「生理學之父」。經典的教科書則以林氏團隊

的沈巂祺（1935 年發明沈氏氣質分析管、後任北京大學主任教授）著《Outline of 

physiology；（生理學概論）》、《生理學實驗大綱》（林可勝、張錫钧，林樹模，馮

德培等合著，1935 年），《生理學實習指導》（李茂之合著，1942 年）等。皆為生理

學經典之作。3月，國際聯盟衛生組織聘伍氏為中國委員，並授予「鼠疫專家」稱號。

應國際聯盟衛生組織的邀請、對歐洲十二國衛生機構和研究所進行考察。並在中華醫

學會及建議北京政府重組國際預防醫學部門。4月，中央研究院成立。同時、伍氏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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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微生物學會發起人之一。6 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7 月，林氏升任協和生理系主

任。10 月，本校自印出版「北京陸軍軍醫學校出版醫書」系列；例如：林鴻（M3）教

官編《藥物學（全）》1927 年 10月初版。 

 

 

 

三、全國統一 日寇蠶食（1928–1936） 

1928 年（民國 17 年），校長張仲山（熊本醫專、東京帝大選科、曾任教務長及上校

教官）、人望不孚為學生反對、未能到職。春、天津海軍軍醫學校（原北洋醫學堂）

歸併。6月，北伐成功後、東北易幟、全國統一定都南京。伍氏與謝和平、林宗揚等在

北京成立、任中國微生物學會會長。8 月，南京政府頒行衛生法規《衛生法規第一

輯》，11 月，成立衛生部，劉氏出任常務副部長、此後成為南京國民政府醫療、醫

藥、衛生、防疫事業及醫學教育發展之奠基人，亦為衛生行政的主要負責人。（詳

見、劉似錦編《劉瑞恆博士與中國醫藥及衞生事業》）。仍組建中央衛生和國際顧問

委員會。設醫政、保健、防疫、統計和醫務 5 個司。省設衛生處、市縣設衛生局。設

立中央衛生實驗處、農村衛生站及助產學校、戒毒醫院和肺結核療養院等。同月，由

郝子華（M8）接替校長。因郝氏出任軍醫司司長、未到職、由林鴻代理。于少卿任外

科學主任教官（同濟大醫科、留德醫學博士）著《戰爭外科十八講》。同月、伍氏被

任命為衛生署技監、軍政部陸軍署軍醫司司長、因其全力從事東北防疫事業、而辭

退。當局接收本校時、稱「因校舍經軍隊佔駐、摧毀頗多、而年久失修、圖書儀器亦

多散佚」。修業期間醫科改為五年藥科四年。鄭壽（P3）任藥科科長，加授理論化

學、高等數學、藥理學、生理學。本校持續地自印出版醫書系列；例如：鄭淑（問

皋；M1）教官編《外科總論（上下）》1928 年 5 月初版初版。王連中（冠一；M2）

教官編《眼科學（上下）》初版 1928 年 5 月初版。呂泉源（P13）、趙漢宸教官編

《調劑術大全》初版 1928 年 5 月初版。林鴻（俊儒）教官編《繃帶學及術式；最新創

傷及其療法》；吳懷民教官編《臨症醫典》；劉稚陵林俊儒教官編增修《花柳病》；

張仲山教官編《陸軍戰平時衛生勤務合刊（戰時衛生勤務）》《衛生學》等。鄭氏為

我國首創「膠布」、轟動一時。後日，任西南薬廠、發明多種新薬物。亦有陳義厚在

校，譯著《創傷及其療法》、《内科診療之実際》、廣為流傳。同時、陸軍軍醫學校

同學會（北京）吳羽白發行《軍醫》期刊、至 1930年共 3期。12月，制定「全國衛生

行政系統大綱」為中央主導的衛生行政制度化之指導方針。並實施執業醫師注册制

度。而北平市衞生局繼續與協和合作，成立示範北平市衞生笫一區事務所，推廣城市

醫療衛生保健業。同時，蘭安生與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晏陽初、於河北定縣開啓了郷

村醫療衛生事業。姚尋源首先展開了農村衛生工作、陳志潛建立了村、區（郷）、縣

三級農村醫療保健體系（協和模式）。受到國際的重視、同時提也提供了公醫制度的

藍圖。 

1929 年（民國 18 年），1 月，劉仁田（M19）教官編輯、出版彩色印刷《實用人體

解剖圖》。2 月，楊懋（M7）接任校長未幾辞職。戴棣齡為眾望所歸，於 9 月，再回

任校長。11 月，軍政部公佈「軍醫學校教育綱領」。12 月，經過十數年不斷地努力、

伍氏等向南京國民政府提交收回檢疫主權的書面報告、。政府與國際聯盟衛生處達成

協議，收回了海港檢疫主權、仍為收復我國主權的創舉、提高了國際地位。金寶善主

持制定「全國海港檢疫條例」。此年，協和林可勝團隊研究進食脂肪會抑制胃蠕動與

分泌、而發現「腸抑胃素（enterogastrone）」，為消化道生理學及內分泌學的重大突

破。劉瑞恆升任協和醫學院院長。盧致德從北京協和醫學院畢業。 

1930 年（民國 19 年），1 月，郝子華（M8）再回任校長。2 月 12 日行政院公佈

「軍醫學校條例」。金寶善出任第 11 任中央防疫處處長。5 月，政府頒行「西醫條

例」。中原大戰爆發。7月，全國海港檢疫管理處成立於上海，伍氏任第一任總監、衛

生部技監兼上海檢疫所所長、林家瑞任醫官。次年、伍氏出任全國海港檢疫總監、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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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各口岸的檢疫醫院及防疫機構。連續發行海港檢疫管理處報告書（第一冊～第七

冊；1931-1937）伍連德、伍長耀編。10 月，戴棣齢著《生理學大意》商務印書館

1930，共 11版。12月，校長陳輝再回任，戴規陳隨，循序改進，氣象一新。同月，國

共内戰開始。此年，劉氏任衛生部部長，並出任國際聯盟衛生部顧問委員會副主席。

林氏任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委員、提出兩級醫育制度。周美玉畢業於協和醫學院護

理科、後任醫院護理長。於農村建設協進會郷政學院衞生組時著《助理員訓練綱要》

（貴陽 1930 年）及衛訓所《護病工作規程》。劉瑞恆總编纂《中華藥典》衛生部編印

初版（共 7 版））、是第一部收録記載藥品規格、製劑工藝、檢驗標準的首部法典。

本校發行《陸軍軍醫學校 28周年紀念特刊》。 

1931 年（民國 20 年），本校改隷屬軍政部。依「軍政部軍醫學校條例」，設編輯主

任及編輯官，其他尚有副官、書記、佐理員及司書（軍職）。而學生管理規則中有圖

書室，規則、設保管員等。根據目前、最完整的圖書館簡介於《軍醫通訊》月刊雜誌

第五/六期（1939 年）、刊登（本校圖書館概況）一文中有「本校歷來招收學生為數無

多，故藏書亦屬有限，在南京時期只設圖書管理員一員，專司出納，所有圖書亦無分

類」的記載。7月，中華醫學會出版《醫學名詞匯編》拉丁、英、德、日和中文五種文

字對照。同時、全國流行霍亂、以上海最為嚴重。伍氏在上海全國海港檢疫管理處成

立檢疫總部、成功地防治了霍亂、日後著有《霍亂概論》一書。同月，伍氏與王吉民

合著英文版《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中國醫史》。介紹歴代中國醫學各方面的創

造發明（傳統醫學）與現代西洋醫學在中國的發展過程。為中國第一本用英文闢述的

中國醫藥史。與《肺鼠疫論述》是具有醫學里程碑意義的兩部著作。劉氏與伍氏創建

南京中央醫院（原南京陸軍模範醫院舊址）、供日後本校學生教學、實習所用。9月，

九一八事變。劉氏任衞生署署長、金氏任副署長。11 月，陳輝調職軍醫司司長，校長

由嚴智鍾接替。南京陸軍軍醫同學會吳羽白發行《軍醫月刊》、1933 年 1月至 1936年

1月、共 21 期。 

1932 年（民國 21 年），1 月，中日一二八淞滬會戰。林氏帶領協和同仁各組戰地救

護隊，奔赴上海救護傷兵。劉氏出任軍委會軍醫監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金氏任委員。

聘南京中央醫院外科主任沈克非（克利夫蘭西余大醫科）為専員。中國博醫會與中華

醫學會合併、會員總數超過 2000 人。伍氏亦組織全國防癆協會，8 月，盧致德自此歴

任中央軍校、行營等多所軍醫處長、衛生處長等職。10 月，主持第一屆國際麻風病會

議。 

1933 年（民國 22 年），1 月，日軍侵入熱河。2 月，林氏再度地領導協和師生組戰

地救護隊、前往古北口等戰地。同時、本校亦改為臨時重傷醫院、收容傷兵。5月，本

校奉令南遷南京。遷校至漢府街前陸軍第三醫院院址及東廠街前江蘇省立工業學校為

校舎、增添圖書、儀器等設備。12 月，本校改隸屬於軍事委員會軍醫設計監理委員

會，由主任委員劉瑞恆兼任校長。派專員沈克非（後任衛生署副署長，陸海空軍總司

令部醫監等）兼任為教育長、實際主持校務。親授實用解剖學及臨床外科等課、日後

著《外科手術學》、《神経外科手術學》、《腹部外科手術圖解學》及編著再版六次

的《沈氏外科學》巨作。此時、將本校的編制、行政系統、教育計劃等，完全由德日

制轉換為英美教育體系，改用英文授課。並以中央衛生實驗院基礎各科之人材及設

備、改進黒板教育進入實験室教育。並改組基礎醫學教育課程、聘生理學柳安昌（協

和醫學院、留美）、生物化學萬昕（北京清華學堂、留美學士、碩士）及細菌學李振

翩（湖南醫藥學院、湘雅醫學院博士、留美；着《中國的抗癌藥劑》、《中國的中草

藥》、《李氏—里弗斯疫苗培養法》等）等國內外知名學者（皆為恊和醫學院師資）

為系主任。增設醫科各科系實驗室及小型科研實驗室。持續增購圖書、儀器等設備。

並以南京中央醫院為教學醫院、採取英美臨床實習制。此年，中華民國醫藥學會（會

員約ˊ650名）與中華醫學會正式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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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民國 23 年），2 月，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發起新生活運動（社会風氣

革新運動）。以圖革除陋習，提高國民素質。本校南遷後經費之困乏如故，校務仍呈

膠著狀態。奉令夏季招生、改回醫科四年藥科三年制、外加入伍期三個月。改藥科科

長為主任，原有實驗器材之佳良者、幾被移取殆盡、更滅少課目。旨只是在教育專司

藥劑之人材、乃藥科之中落時期。仍有藥科衛生化學主任林公際（P8）教官編《藥品

配伍禁忌》初版及《水検査法》初版發行。金寶善教官設立西北防疫處於蘭州及西北

醫院，著《中華民國衛生史料》、《中國近代衛生事業》、《中華民國醫藥衛生史

料》等。同年、張建（M15、留德醫學博士；博士論文題目為（心臟血管疾病診斷的

研究））返國後，奉陳濟棠之命籌建廣東軍醫學校於廣東陸軍總醫院、內設有圖書

室。調于少卿為教務主任兼解剖學主任。此時可見《廣東陸軍軍醫學校講義（病理、

病理學）》出版並發行《廣東軍醫雜誌》期刊、篇幅較大、專著較多、是大型醫學雑

誌。本館蒐藏清代《古今圖書集成》，1934 年、中華書局發行。10 月，劉氏主持「遠

東熱帶醫學協會第九次會議」於南京、伍氏與伍長耀編輯中英文會議報告集。年底、

劉氏召開全國衛生會議、號召學習河北定縣農村衞生工作經驗（協和模式）。 

1935 年（民國 24 年），8 月，本校改隸軍醫署、委員長蔣中正親任本校校長、劉氏

改任教育長（衛生署署長兼任軍醫署署長）。因畢業人員分發至陸海空軍、故學校更

名為「軍醫學校」。圖書館改名為「軍醫學校圖書館」。伍氏獲諾貝爾獎生理學或醫

學獎候選人提名、是華人世界第一個諾貝爾獎候選人。被提名的理由是：「Work on 

Pneumonic Plague and especially the discovery of the role played by the Tarbagan in its 

transmission.（在肺鼠疫防治實踐與研究上的傑出成就及發現旱獺（土撥鼠）於其傳播

中的作用）」。林可勝代行協和醫學院院長職務。劉瑞恒刊行《新生活與健康》一

書、響應新生活運動。劉氏與林氏考察蘇聯醫學制度、醫學教育，認為其醫療制度比

較符合國情。10 月，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創刊《醫育》月刊、顏氏、金氏等組評委

會。南京陸軍軍醫同學會吳羽白發行《軍醫月刊》期刊、1935 年至 1936年共 21 期。 

1936 年（民國 25 年）年初，軍醫署頒「軍事委員會軍醫署軍醫學校組織條例草

案」，依「軍醫學校教育綱領」，調整課程設計。1月，發布「中醫條例」，「修正中

醫條例」。5月，政府公佈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並将推行公医制度納入憲法。伍氏等出

版《鼠疫手冊；（Plaque; A manual for medical and public health workers）》、其中文版

《鼠疫概論》1935 年 6 月。發行於全世界、為經典之作。7 月，劉瑞恒總编纂《軍醫

必攜，Army Medical Manual》軍醫署發行初版（至 3 版）、為軍醫隨身攜帯的袖珍型

參考書、博得好評。盧氏奉派歐美各國考察軍醫教育及衛生勤務、入英國軍醫學校進

修。林氏研究在延腦第四腦底部發現了控制血壓的中樞、分別有升壓與降壓區、分別

興奮或者抑制交感神經系統。大弟子王世濬赴美確定了其腦部立體定位，林氏亦著

《狗腦立體定位圖譜》（1960年）。12月，西安事變。 

 

結語 

本文從百餘年前的圖書典籍梳理溯源，以編年紀事的方式記錄，以回顧這所百年

醫學名校-國防醫學院成立發展之滄桑歷史，時間從 1902 年至 1936 年，從滿清到民

國、35 年間的校史脈絡。學校因戰火而四度遷徙，地點橫跨了大江南北，由天津、北

京、南京、廣州。江山代有才人出，人物有天津創校時期的徐華清、防疫大將伍連

德。北京擴校成長時期，力圖發展的全紹清。遷都南京大事改革的劉瑞恆，林可勝，

卻因日本侵華而功敗垂成。避禍廣州後又將學校內遷貴陽的張建，各領風騷、獨當一

面。本文以教官、校友們自編出版的教材、講義集、教科書、期刊、研究報告及論

文，突顯出多難興邦，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見證了中國現代西洋醫學史和軍醫教育

史的發展過程。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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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值，網路社交平台發達的數位時代、方能深入進一步的收集與整理相關的資

料，但仍難免有所遺漏。尤其是早期偏重於醫科、藥科及西醫方面的資料、還需要各

方先進不吝的指正。並請参閲國防醫學院致德醫學圖書館的「師長校友著作專區」、

「校史館展示區」以及許淑球的（國防醫學院圖書館雙甲子紀事概要）一文、發表於

《源遠季刊》第 81、82期、2022年 7月、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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