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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一、邱仕榮醫學生涯之歷史分期 

  邱仕榮的醫學生涯是自 1936 年考取臺北帝國大學醫學部第一屆為開

端，至 1988 年 11 月底病逝於臺大醫院為結束，其一生近半世紀都沒有離開

過臺大，這樣看似簡單又樸質的臺大醫學院教職生涯，對於邱仕榮來說，每

一個階段的歷史分期，都有其特殊的意義。筆者將各階段的歷史分期(表 5-1)

列出重要的行政職務，藉此說明邱仕榮在每一個階段的角色與位置。 

表 5-1：邱仕榮醫學生涯的歷史分期表(1936-1988) 
期別 萌芽期 茁壯期 巔峰期 轉型期 回饋期 

時間 1936 年 4 月- 
1950 年 8 月 

1950 年 8 月- 
1964 年 9 月 

1964 年 9 月- 
1972 年 8 月 

1972 年 8 月- 
1982 年 7 月 

1982 年 7 月- 
1988 年 11 月 

年齡 23-37 歲 37-51 歲 51-59 歲 59-69 歲 69-75 歲 

重 
要 
事 
件 

1.臺北帝大醫學部

首屆學生

(1936-1940) 
2.臺北帝大副手、助

手、講師、助教授

(1940-1945) 
3.臺北帝大醫學博

士學位(1945) 
4.臺大醫學院附屬

第一醫院接收委

員(1945.12) 
5.臺大醫學院副教

授(1945-1950) 
6.臺大醫院婦產科

主任(1945-1949) 

1.臺大醫學院訓導分處

代理主任(1950-1951) 
2.臺大醫院代理副院

長、副院長、代理院長

(1952-1964) 
3.美援會資助赴美杜克

大學進修婦產科學

(1954-1955) 
4.臺灣省醫學會常務理

事(1952-1986) 
5.國際外科學院院士

(1955)、中華民國分院

院長 
6.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

會常務理事

(1961-1978) 

1.臺大醫院院長(1964-1972) 
2.臺大醫院物理治療復健部

主任(1963-1973) 
3.臺大醫院完成亞洲首例腎

臟移植手術(1968.5.27) 
4.臺灣省醫學會常務理事 
5.國際外科學院中華民國分

院院長 
6.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常

務理事 
7.中華民國醫院行政協會理

事長(1968-1982) 
8.中華民國心臟病兒童基金

會常務董事(1971-1988) 
9.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委

員 

1.臺大醫院婦產科主任

(1972-1973) 
2.臺灣大學校友會文化基金

會董事長(1972-1988) 
3.臺灣省醫學會常務理事、理

事長(1977-1980) 
4.長庚紀念醫院醫務顧問

(1978-) 
5.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常

務理事、名譽理事

(1978-1988) 
6.臺大醫學院退休(1978)，轉

任臨床教授(1978-1988) 
7.中華民國醫院行政協會理

事長 
8.臺大景福基金會常務董事

(1979-1984) 
9. 中華民國心臟病兒童基金

會常務董事 

1.臺灣大學校友會文化

基金會董事長 
2.臺大臨床教授、名譽教

授(1986-1988) 
3.中華民國醫院行政協

會常務監事

(1982-1988) 
4.臺大景福基金會常務

董事、常務監事

(1984-1988) 
5.臺灣省醫學會常務理

事、常務監事

(1986-1988) 
6.臺大校友會理事長

(1988) 
7.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

會名譽理事 
8.中華民國心臟病兒童

基金會常務董事 

資料來源：筆者參考本論文第二章至第四章之歸納與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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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萌芽期(1936~1950)」，1936 年臺北帝國大學醫學部的成立，剛

好邱仕榮搭上這班順風車，順利成為醫學部的學生。邱仕榮算是同期醫學部

學生中，臺北高等學校早一、二屆的學長，也就成為醫學部臺籍學生的領導

人物。經過四年的大學生涯，他選擇以「產婦人科」作為一生的醫學專業，

這也就成為邱仕榮在臺灣婦產科醫學史中不可或缺的角色與位置。戰後他接

替老師真柄正直教授，成為臺大婦產科首屆主任，一心一意希望把臺大婦產

科發揚於全中國，由此可見邱仕榮是有強烈的企圖心發展婦產科。1949 年臺

大婦產科主任換成臺北高等學校高他一屆的魏炳炎，兩人也就成為臺大婦產

科重要的領導者。1950 年 8 月邱仕榮昇任成為「教授」，時年 37 歲，也是他

人生另一個階段的開始。 

  其次，「茁壯期(1950-1964)」，卸下婦產科主任一職後，邱仕榮曾兼任訓

導分處代理主任，由於臺大醫院院長魏火曜以及副院長黃演燎先後赴美進

修，1952 年邱仕榮被拔擢擔任代理副院長開始，他就踏上醫院行政的道路，

一路從代理副院長、副院長、代理院長、院長，掌管臺大醫院院務近 20 年

之久。此外，邱仕榮也積極參與醫學社群事務，如臺灣省醫學會的常務理事、

《臺灣醫學會雜誌》的編輯委員、國際外科學院院士兼院長一職，以及中華

民國婦產科醫學會的創辦，並擔任常務理事，同時協助會刊雜誌的編輯工

作，這些行政的歷練，讓邱仕榮能漸漸茁壯成為臺灣醫學界重要的領導人物。 

  再者，「巔峰期(1964-1972)」，1964 年 9 月，邱仕榮接下臺大醫院院長的

印信開始，他就是臺灣醫院龍頭的領導人，在美援補助比例下降的年代，邱

仕榮仍有不少的突破，如檢驗大樓的興築、復健醫學的發展、腎臟移植的技

術與團隊、急診醫院的構想、與私立醫學院附設醫院的建教合作案等，邱仕

榮不僅發揮他調和鼎鼐的功力，處事圓融，個性豪爽，每位臺大醫院的醫師

要發展新醫療技術或赴國外進修學習，他都給予很大的發揮空間。1968 年創

立「中華民國醫院行政協會」並擔任理事長，便提供他這多年的臺大醫院院

務經驗，帶領全臺醫院進入一個制度化的時代，同時積極參與國際醫院聯盟

的活動，把國外不錯的醫院行政慣例，帶回臺灣發展成為醫院行政的基本標

準。邱仕榮與日菲韓等國創立的「亞洲醫院聯盟」更是結合亞洲區域的醫院

行政經驗，達成互惠交流的合作契機，這對於臺灣醫院行政發展都是一個重

要的革新與巨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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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轉型期(1972-1982)」，1972 年卸任臺大醫院院長之後，邱仕榮轉

而投入醫院行政與校友會的文化事業，尤其是中華民國醫院行政協會理事長

一職，時常到國內外各地的醫院參訪考察，醫院行政的制度化將有助於醫院

管理進入教學、研究，及服務的三種部分；醫院的轉型是加速醫事人員與病

患家屬彼此間的認識；醫院文化的轉變是朝向程序透明、資訊公開、費用分

級、專業分工等方向邁進。此外，醫院評鑑與醫療網絡的規劃，也必須符合

一般大眾的社會福利需求。邱仕榮因為參與醫院行政的規劃工作，也成為許

多大型新設醫院的醫務顧問，如：長庚紀念醫院、國泰綜合醫院、耕莘醫院

等，將臺大醫院的經驗傳承下去。1978 年 8 月邱仕榮正式從臺大醫院退休，

轉任「臨床教授」指導臺大醫學院的學生，臨床教師的設置，就是可避免缺

額問題所產生師資爭議，這樣有助教學上的進行。 

  第五，「回饋期(1982-1988)」，1982 卸任中華民國醫院行政協會理事長之

後，邱仕榮已經無醫學社群團體的領導頭銜，但其熱心參與醫學社群仍是大

家倚重的長輩，他主要擔任監事負責給予監督的角色。另一方面，邱仕榮也

致力於校友會的活動，如「臺大校友會館(今教育部後方，濟南路旁)」、「臺

大景福會館(今臺大醫院西址後方)」都興建在醫學院區的一角，這些都是邱

仕榮長期努力奔走的結果，由此證明邱仕榮的人際關係良好，醫學院區的同

僚與師生們對邱仕榮也十分尊敬，才會有如此的建築物座落於此。整體說

來，邱仕榮從事醫學教育以來，他一直都以輔助的角色，看著臺大醫學院區

的成長，許多事情不一定由他事必躬親，但很多的概念與精神，都源自於他

多年從事醫學教育與醫院行政的經驗談。 

二、社會資本的運籌帷幄與權力結構 

  戰後邱仕榮深受杜聰明的倚重，不僅擔任臺大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的接

收委員，同時並兼任臺大醫院婦產科主任一職，成為少數臺籍的領導菁英，

掌握臺大婦產科的未來運作方針，以及人事任用的權力。1950 年代邱仕榮又

更上一層樓，成為臺大醫學院訓導分處代理主任、臺大醫院代理副院長、副

院長、代理院長、院長等近 20 年的時間。換個角度來看，為什麼邱仕榮能

擁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與影響力？筆者認為除了邱仕榮是臺北帝大醫學部的

大學長以外，尚有以下五個外在因素：第一血統純正，第二學有專長，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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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歷完整，第四人脈優勢，第五人格特質等，讓邱仕榮能發揮其領導長才，

帶領臺大醫院度過那個艱難的時代。就內在因素而論，他也是具有遠見的實

踐者，凡是國際上進行的醫學新知與新穎技術，他都有辦法引進國內進行研

究，栽培臺大醫科子弟成為國內各類醫院的要角，即使臺灣發生醫師荒，也

讓世界看見臺大醫科畢業生的水準，紛紛成為歐美重要醫學院的教職人員。 

  臺大醫院這塊招牌有好的評價也有壞的批評，擦亮招牌則是邱仕榮擔任

醫院要職以來，長期從事醫院行政革新的腳步，每次邱仕榮對外勸募援助經

費時，他總有辦法吸引國人注意，有大批社會善款進入臺大醫院的專戶，面

對有爭議的醫療倫理案件，邱仕榮也是抱持溝通與醫學專業考量，做出正確

的判斷。臺大醫院屬於公家機關，收入不如地方開業醫，因此產生收紅包的

陋習，以及夜間在外執業賺外快，使得醫學教育一直無法專心於此的壞風

氣，邱仕榮擔任臺大醫院院長雖然了解，卻無法明令禁止，因為他了解許多

醫師家庭並非是想像的生活優渥，看似柔情的作為卻也助長這個壞習慣。 

  1950~1970 年代是臺灣美援醫學的時代，臺大醫院主管或師生接受美援

獎助(學)金前往歐美先進國家進修占有一定的比例，但臺大醫院此時只是一

種美式醫學的表象，裡頭仍是一種父權式的權力架構，邱仕榮身為臺大醫院

院長，仍掌握許多資源分配的決定權，因此積極建立制度，讓專業的醫事人

才進入各種委員會，修訂規則與施行辦法，讓權力不會只落入少數人之手。 

  「社會資本」是嵌於人際關係與社會網絡資源之中，邱仕榮從踏進醫學

生涯以來，就一直保持良好的人脈，以及站在臺大醫院院務主管的高點，掌

握許多的資源與人事權力，邱仕榮認為必須要跟社會對話，要知道社會所需

要的醫療，因此他就會開立正確的處方，改善醫院的體質，符合社會大眾的

醫療需求。臺大醫院院長就是權力的制高點，分配資源與重點發展則是運用

資本的方法，臺大醫院的發展，在許多方面都面臨內部傳統與外部壓力的挑

戰，做好一個權力的分配者，還不如計畫性的建立制度，人際關係與社會網

絡的交錯之下，社會資本的運用妥當與否，很容易影響臺大醫院的整體發

展，不同性格的「首長」，會帶給醫院不一樣的風氣。 

三、醫學專業與醫院行政的雙重權威論述 

  醫學專業的定義是指一群人經過醫學教育或訓練，具有較高深和獨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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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知識與技術，按照一定專業標準進行專門化的處理活動，從而解決人們

的疾病問題，並且能獲得社會大眾對醫學專業的認同，給予崇高的社會地位

的一項職業。醫院行政具有強烈的主導性，一方面要使醫院的空間安排及其

內部作業流程，達到組織管理的效率與便利，另一方面也要符合醫學專業與

醫療倫理的規範。一名合格的醫師同時會兼任這二種角色：「專業者」與「管

理者」。邱仕榮自從大學畢業後，就成為醫院的一份子，研究團隊的一員，

同時也賦予管理的職責，協助附屬醫院的運作。戰後邱仕榮成為臺大醫院婦

產科主任，婦產科就是他所能掌控的世界，婦產科的專業就是他的基礎，行

政管理者並非天生就會，必須對事務的規劃與執行有一套中心思想，善用專

業知識做最佳的管理，有助於醫療的進行。 

  過去我們常認為一位名醫是他的專業知識足夠，具有豐富的學術涵養，

同時又能在國際上獲得盛名，就是名醫師(名教授)。不過，如果缺乏一套行

政管理的思想，則無法讓整個醫院的運作流暢。因此他絕對不能沒有管理的

頭腦，科學的分析以及現實的判斷能力。「醫院行政」的領導者是具有龐大

的權力，可以指揮資源與人事，醫學專業僅是一種基礎的配備，重要的是如

何安排醫院權力結構的分布。從邱仕榮的身上，筆者發現要管理一間上千人

的醫院組織，院長的位子必非人人可坐，如果沒有一套自己的醫院管理思

想，很容易因為底層的反彈而產生不必要的爭端。 

  1968 年邱仕榮以臺大醫院院長發起創立「中華民國醫院行政協會」，這

是全臺醫院界的大事，可以料想到「醫院界」將會有一番大改造。在 1972

年邱仕榮卸任院長之前，臺大醫院的組織結構分為 6 室 6 部 15 科的架構，

成為大型教學醫院的基本組織架構。1在邱仕榮主持任內，每年中華民國醫院

行政協會以一項主題當作年度的重點議題，如電腦資訊應用、急診處室規

劃、空間建築設計、組織精簡改造、病歷管理運用、保險制度研擬等，同時

派員參加國際性或亞洲區的醫院年度大會，學習國外好的經驗，帶回臺灣投

入醫院的革新，都是有助於醫院整體提昇的契機。 

                                                      

1 6室為秘書室、總務室、病歷室、住院室、會計室、人事室；6部為急診部、物理治療復健部、保健部、

膳食營養部、社會服務部、護理部；15科為內科、外科、婦產科、小兒科、神經精神科、耳鼻喉科、

眼科、泌尿科、皮膚科、牙科、放射線科、病理科、實驗診斷科、麻醉科、藥劑科。參考臺灣大學編，

《國立臺灣大學教職員錄》(臺北：編者，1972年1月)，24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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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認為知識爆炸的時代，「管理」更勝於「專業」，專業是一種壟斷性

與排他性的詮釋能力，但管理卻是一種整合性與計畫性的權力分配，醫院院

長就是具有這種雙重權威的職業之一。不可否認地，邱仕榮在醫院行政上的

成就或許大過其婦產科的醫學專業，但回歸到歷史脈絡，邱仕榮也是日治時

期能夠接受大學醫學教育的少數本土菁英，在其醫學專業上，應該不會輸給

同期的徐千田與魏炳炎，只能說擺在不同的位置，所賦予的角色與任務也就

不同，能夠發揮的空間也就會有所差異，因而產生出不同的效果。 

  「醫學專業」與「醫院行政」雖然是兩種不同的價值思考，但我們卻很

少見到醫院院長非醫學專業出身，這是為什麼呢？醫院裡的專業與管理，都

是由具有專業知識的醫師擔任，完全就符合筆者所提出的「雙重權威」概念，

不管是從專業或管理的角度去看，都會發現醫學專業與醫院行政管理都是難

以被挑戰的項目，學醫的人是一種技術詮釋者，學管理的人是一種效率控管

專家，醫師能有這方面的思考，可能都要拜邱仕榮等人所創立的「中華民國

醫院行政協會」，透過這個協會，他讓醫界都動了起來，醫師不再只是專門

診斷疾病的權力者，同時他也可以是醫院管理的權力分配者。 

四、臺灣醫師世代之分析（從日治到戰後） 

  根據《臺灣醫療四百年》的分期，臺灣醫療史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五個階

段：一是西方醫療未進入臺灣之前的巫醫、漢醫，甚至是一種傳統醫療的經

驗傳承(1865 年以前)；二是西方教會的醫療傳道醫學(1865 年以後)；三是日

本殖民地醫療的熱帶醫學特色(1895-1945)；四是戰後美援醫學的轉型階段

(1950~1970 年代)；五是當代醫學新議題的產生(1970 年代以降)。臺灣醫學教

育的開端起源於 1899 年的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如今醫師世代也經歷了三到

四代，因此以「世代」的觀念，觀察邱仕榮所經歷的時代，則有助於認識臺

灣醫學發展的特色，以及邱仕榮在臺灣醫學史的洪流中所處的位置。 

  邱仕榮在未就讀臺北帝大醫學部之前，邱家已出現三位醫師，最早的一

位是 1924 年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 23 屆的邱雲賜，接著是邱雲鵠(1925

年畢業)、邱雲福(1930 年畢業)等三位叔父。除了受到幾位叔父的影響走上醫

學之途外，其實與自己所接受的中(高)等教育有關，邱仕榮在臺北高等學校

高等科念的是理科乙組，也就是俗稱的「醫類」，將來就是要考醫學部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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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教育。日治時代的臺灣人為了學醫，只有二條路可以選擇，第一條路是留

在臺灣念臺北醫專(中學校畢業即可報考)，另一條路則是遠赴日本接受醫學

專門教育或經過高等學校教育轉而考取帝國大學的醫學部。臺灣的女子如果

要接受醫學教育就只有後者這條路可走，就顯得更加艱難，但這也與過去的

女子形象有差異，就顯得女子醫學教育的獨特性。 

  邱仕榮生於大正時代，與同時期的徐千田與魏炳炎加以比較，卻產生三

種不同的醫學之路，這可以說是日治臺灣醫師世代的三種類型，在加上戰後

國防醫學院遷臺復校的第四種類型，成為戰後初期的四大醫師類型(表 5-2)。 

表 5-2：臺灣戰後初期之四大醫師類型 

類別 
臺北帝大醫學部+ 

臺大醫科 
(東寧類) 

日本帝大醫學部+戰後

留日醫學部色彩者 
(鐵門類) 

臺北醫專(包含臺灣醫學

校以降及日本醫專類) 
(景福類) 

國防醫學院(包含留學歐

美醫學院者) 
(協和類) 

代表 
人物 邱仕榮 魏炳炎 徐千田 李士偉 

發 
展 
特 
色 

以大學的醫學教育為

主，主要是以學術研

究、教學訓練、臨床服

務三者並重。這批畢業

生成為各大學醫學院與

私立醫學院的核心教學

人物，成為重要權力結

構的組成分子。 

日本帝大醫學部畢業的

醫師走上研究之途也有

不少，成為臺灣醫學教

育中的獨特身分。此

外，開業時如能掛上日

本某帝大醫學部或醫學

博士者，則更能吸引較

多的病患求診。 

早期醫學校畢業生以開

業醫為主，即使是臺北

醫專畢業，也是開業醫

為主，研究為輔。這批

臺北醫專的畢業生所設

立的私立醫學院系統，

則成為另一個地方開業

醫的主要管道來源。 

國防醫學院與軍醫系統

有密切的關係，從三軍

總醫院、8 字頭總醫院、

榮民總醫院、中心診所

醫院等，醫學教育的科

目比重，也有別於一般

醫學院的教育訓練，外

科系的色彩濃厚。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歸納與整理 

  邱仕榮從日治到戰後，歷經三段臺灣醫療史的發展階段，首先是日本殖

民醫學時期，邱仕榮接受醫學教育的開端，受講座制的影響很深，也從副手

一路爬到助教授一職，這樣臺籍出身者卻只是少數。戰後邱仕榮接獲美援會

的補助前往美國杜克大學醫學院進修婦產科學，且考察美國醫學教育的特

點，將其優點帶回臺大醫院進行革新。醫學教育受到美援的影響，科系制的

多位教授漸漸形成各類次專科的重要發展，邱仕榮也成為臺大「子宮頸癌根

除術」的創始人之一，以及相關婦產科學議題的指導者。從美援醫學進入當

代醫學，關鍵點在於主導權又回到國家的衛生主管機關，衛生署於 1971 年 3

月成立後，制定國家級的衛生政策，邱仕榮與衛生主管機關首長或省(市)立

醫院主管的關係良好，讓他也參與不少衛生政策的考察與研擬計畫的小組成

員，使得當代醫學逐漸成為由國家主導的醫學教育發展。 

  筆者在談到臺大婦產科的學術系譜時，也是從治療期轉變成穩定期，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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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成研究期，接著才是預防期，而婦產科又是一種「孕育新生命」的獨特專

科，且與國家人口政策與婦女衛生有關，在這個美援的年代，家庭計畫與婦

幼衛生的精神成為每位醫師朗朗上口的標語，婦產科醫學的角色也就越多樣

化，所開展的次專科研究與實際的婦女醫療現況有關，引進新的技術與儀

器，也帶動醫師世代的淘汰與更替。 

  以醫師世代做為觀察點，以下有 3 點說明：首先，醫師的地位由盛轉平，

醫師在日治時代是一個令人稱羨的職業，是所謂的「三師(醫師、教師、律師)」

之一，受到專業化的因素，踏上婦產科的學術道路。隨著知識的開放、保險

制度的改變，醫師頂多是一個擁有專業技術與知識的詮釋者，儘管國家給予

執照、學會賦與專業認同，但醫療社會的改變，醫師地位也就不如過去了。 

  其次，醫學是診斷與治療疾病的經驗科學，因此經驗的累積與傳承很重

要，邱仕榮是歷經三個發展階段的醫學人物，每一個時期都代表著臺灣醫學

的蛻變，從一個日臺的從屬關係，轉變成為美臺的合作關係，最後則是國家

醫療政策定位的獨立自主，各自開創屬於當代醫學的次專科發展，醫學的發

展是越來越細的分科與越來越專精的研究，形成真的「學術象牙塔」，因此

才會有所謂的「醫學人文教育」出現，這些後進醫師世代所面臨的新局勢。 

  最後，醫學三化(專業化、醫療化、職業化)，以及醫學與政治的關係，

隨著臺灣醫學的不斷演進，前者則是更加劇烈，後者則是更加疏離，這或許

就是彼此差異的開端。如果說邱仕榮所接受的殖民醫學教育，是一種日本殖

民地政府極力發展熱帶醫學的企圖心，那麼他所擁有的醫學是充滿著受政治

影響的色彩；戰後在重建的瓦礫推中，看見美援資源的挹注，那麼美式醫學

所影響的臺灣醫學，卻也是另一種文化的殖民開始。醫學是一種國際性的科

學符號，臺灣各醫師世代都發現不能只停留在原地而不前進，國外專業進修

與國內繼續教育，從研究中發現臨床醫學的意義，藉由臨床發現教育下一代

的醫師世代，告訴這群醫師新世代，醫學還有很多未知的領域，希望能將其

一生都投入一項專門的研究，這是一個循環的圓圈。邱仕榮致力於醫院行政

的制度規劃，使他在醫學史上留下這一點紀錄。 

五、醫學社群團體的參與及其影響力 

  邱仕榮真正參與醫學社群團體的核心要從戰後開始說起，1946 年協助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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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杜聰明參與臺灣省醫學會的復會工作，當選理事並擔任醫學會的總幹事，

組織雜誌的編輯委員會，因此邱仕榮對於臺灣省醫學會的運作有很大的幫

助。此外，邱仕榮之所以有別於其他的醫師，就是參與各式各樣的醫學社群

團體，以下則依不同類型的團體，闡述邱仕榮在其中的角色與影響力。 

  首先，「臺灣省醫學會」，其前身為成立於 1902 年的臺灣醫學會，戰後

杜聰明吩咐邱仕榮等年青醫師負責籌劃復會事宜，繼承日治時代以來的學術

研究有很大的意義。此外，每年召開的年度總會與地方醫學會，則是促進地

方醫學研究的動力。邱仕榮長期參與臺灣省醫學會的理監事會議，也是《臺

灣醫學會雜誌》的編輯委員，對於促進學術研究也有很大的貢獻，唯一的美

中不足就是臺大醫院醫師的論文偏多，很可能形成某種學術壟斷的景象。

1977 年邱仕榮當選第 12 屆臺灣省醫學會理事長，表示邱仕榮在醫學專業領

域仍有一席之地，也深受大家的尊敬與倚重，才可能擔負如此重責大任。 

  其次，「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早在 1936 年由臺北醫專教授迎諧所

創辦的臺灣產婦人科學會，後由臺北帝大醫學部教授真柄正直擔任會長，戰

後邱仕榮雖然擔任婦產科主任接收臺大，但並沒有將臺灣產婦人科學會繼承

下去，一直要等到 1961 年才由魏炳炎、邱仕榮、徐千田、李士偉四人共同

發起成立「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成為一個凝聚婦產科醫師的共同園地，

並且提出四點會務，積極發展婦產科醫學的學術活動與會刊雜誌，也多多派

員參與國際性的婦產科醫學會，也為國內的婦幼衛生與疾病防治提供相關的

訓練與教育。邱仕榮在婦產科醫界是一個重要的「指導者」，或許是多忙於

臺大醫院院務，使得很多開創性的研究，都是由魏炳炎與徐千田所負責主

導，邱仕榮則退居幕後，協助婦產科醫學會繼續成長。1978 年以後邱仕榮與

魏炳炎、李士偉則獲選為名譽理事，持續指導該會的運作。 

  第三，「中華民國醫院行政協會」，該會成立於 1968 年，其主要目的是

為臺灣醫院結構把脈，建立一套符合社會需求的醫院行政制度，並且嚴格淘

汰不適合或違規的醫院，並且要求政府訂定相關醫院的評鑑標準，設立符合

訓練實習醫師與住院醫師的教學醫院，達到教學相長的目標。對外，邱仕榮

以理事長的身分，積極參與國際性的醫院會議，並與日菲韓等亞洲國家創立

「亞洲醫院聯盟」，進行亞洲醫院的交流活動，除此之外也邀請許多亞洲各會

員國來臺參訪並發表演講，把國外的醫院經驗引進臺灣，讓臺灣醫院界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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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成長。此外，創辦《醫院》雜誌，刊登不少國內外醫院行政經驗的主題

論文，讓各醫院會員都能朝有利的方向革新。1982 年卸任理事長一職，邱仕

榮仍以常務監事持續對於醫院行政會務給予監督，醫院行政工作是邱仕榮一

生中最重要的奉獻，他給予醫界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第四，「中華民國心臟病兒童基金會」，1971 年邱仕榮在擔任臺大醫院院

長任內時，聽取小兒科醫師呂鴻基的建議，與魏火曜院長以及社會賢達共同

發起成立的中華民國心臟病兒童基金會，該會為臺灣首創的「醫療型」基金

會，主要是針對患有先天性或後天的心臟病兒童所募集的醫療基金，雖然醫

療手術是一項簡單的過程，但是其手術的費用卻不是一般家庭所能支付，因

此呂鴻基才與邱仕榮院長商量成立基金會，為心臟病兒童募集經費。邱仕榮

總是這樣熱心於這些貧困家庭的醫療問題，希望大家都能重視心臟病兒童的

關懷與相關小兒疾病的研究與治療工作。 

  最後，「臺大景福基金會」，1978 年杜聰明以年事已高無法勝任主辦景福

聯合同學會為由，拜託邱仕榮幫忙，希望能擴大景福聯合同學會的規模，於

是邱仕榮接下杜聰明的請託，並連繫臺大醫學院院長彭明聰，以及臺大醫院

院長楊思標，希望臺大醫學院能重視這件事情，於是邀集臺大醫院各科年輕

主管，共同決定發起成立財團法人基金會，於隔年(1979)正式成立臺大景福

基金會，邱仕榮則擔任常務董事一職，對內規劃各項校友會活動，對外則向

校友們積極募款，回饋臺大醫療團隊能以相對基金赴國外進修，又能籌建臺

大景福會館，這些的活動把過去的景福聯合同學會擴大成為擁有二千多位會

員的大型校友會團體。 

  總而言之，醫師參與醫學社群是一種必然的趨勢，但要像邱仕榮一樣參

與創辦許多的學(協)會也不太容易見到，早期資源分配不均，唯有靠著學(協)

會的力量來凝聚彼此的共識，從臺灣省醫學會到臺大景福基金會，都顯示邱

仕榮在醫學社群團體的影響力。邱仕榮擔任臺大醫院院長時期，是他醫學生

涯中最閃耀的時刻，他是一個懂得感恩的人，因此他對於臺大醫學院的感情

比任何人都要來的深刻，他熱心助人，只要是有助於醫療的進行，他都想盡

辦法來克服所處的困境。筆者對邱仕榮的了解也只是一個開端，受限於資料

與檔案文獻的開放，只能大致描繪出一種邱仕榮的形象，因為戰後臺灣的時

空背景及邱仕榮的人格特質，使他能在戰後臺灣醫學發展中發揮一點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