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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緣起 

  1988 年，欣逢臺大創校一甲子的盛大慶典，臺大人 4 月組織臺大創校六

十大慶籌備會慶祝這重要的日子，並推舉臺大校友會理事長邱仕榮為主任委

員，該會下設 13 個執行小組。不幸地，6 月初邱仕榮卻因心臟疾病住進臺灣

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以下簡稱臺大醫院)的加護病房，病情不太穩定，籌備

會改由副主任委員孫震校長接替主持。雖然臺大校慶在 11 月 15 日順利成

功，圓滿完成，但邱仕榮卻因病無法親自參與盛會，成為他一生中最大的遺

憾。兩星期後的 11 月 26 日凌晨，邱仕榮病逝於臺大醫院，享壽 75 歲。 

  回溯光陰，臺北帝國大學醫學部於 1936 年成立對外招生，邱仕榮成為

首屆醫學生，便與臺大從此結下這段良緣，畢業後進入真柄正直的產婦人科

教室，專研於「妊娠中毒症」之研究。終戰後(1945 年 8 月後)，邱仕榮出任

臺大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今臺大醫院)的接收委員，並獲聘為醫學院副教授

兼婦產科主任。1949 年 8 月第四任臺大校長傅斯年積極推動醫學革新，婦產

科主任改聘省立嘉義醫院院長魏炳炎接任，並擔任醫學院教授一職。邱仕榮

則於隔年(1950)8 月升等為教授，轉往醫院行政方面發展。1954 年邱仕榮正

式拔擢為臺大醫院副院長，協助高天成院長相關院務與學術工作。1964 年，

高院長因病逝世，邱仕榮真除擔任院長，1972 年才卸任院長一職。他對於臺

灣醫學教育與醫院行政投下不少心血，也擔任不少醫學社群團體的理(董)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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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不僅對臺灣醫療社會提供建言，也將其專業回饋社會。邱仕榮與戰後臺

灣醫學發展息息相關，因此記錄這段故事是有其歷史意義。 

  醫師的培育工程就是必須不斷吸取新的醫學知識、醫療技術、以及管理

方法，透過臨床經驗來帶動醫療診斷的準確性。醫療的過程中不僅涉及醫學

知識與病患照顧，它還涉及權力，如政府所主導的公共衛生政策與執行。在

許多國家中，政府掌管醫學的教育、管理、聘僱與給付，以及醫師資格認定，

政府與醫學的關係存在著微妙的互動。許多醫病關係的變遷與醫療法規訂定

有關，利用法令來嚴格限制醫師資格，並透過國家權力主導下，使西醫取得

醫療體系的正統地位，以及推展以西醫為主體的衛生觀念。 

  本論文以邱仕榮為故事的主人翁，探討戰後臺灣醫學發展論述的三個議

題。首先是醫學專業，邱仕榮畢業於臺北帝國大學醫學部，主要專長為婦產

科醫學，觀察從日治到戰後的過程中，這些研究成果是否被延續？或者說是

否產生新的醫療議題？透過邱仕榮所處的時代，進一步討論婦產科醫學對於

女性醫療環境的變化與婦女疾病議題的研究脈絡，簡單地說，戰後臺灣婦產

科醫學的發展為何？ 

  其次是醫療機構，醫學專業的建立，更需要有能發揮的空間。邱仕榮從

1940年進入醫學部附屬醫院開始，就沒有離開過這裡。戰後邱仕榮負責接收

臺大醫院，這個過程有何意義？臺大醫院在戰後臺灣醫學發展史中，占有極

為重要的篇章，而邱仕榮從1952年9月擔任臺大醫院代理副院長開始，至1972

年8月卸任臺大醫院院長一職，長達有20年(含代理)之久的院務經驗，尤其是

8年多的院長任期，邱仕榮對於臺大醫院有哪些的貢獻？此外，邱仕榮與醫

院界發起成立中華民國醫院行政協會，積極參與醫院行政的規畫與管理，並

派員參加國際學術會議與各項醫院聯盟的活動，帶回國外經驗來提昇國內的

醫院品質，這對於臺灣醫院的醫療環境進行何種的革新？值得深入探討之。 

  最後是醫學社群，社群的出現不僅提供專業知識的互動橋梁，且透過社

群領導者的行政能力積極提出建言，改善臺灣醫療社會的現狀。以邱仕榮所

參與的醫學社群團體為例，討論臺灣省醫學會、婦產科醫學會、醫院行政協

會、心臟病兒童基金會、臺大景福基金會等，在戰後臺灣醫療社會中扮演何

種角色？從邱仕榮所參與醫學社群的過程中，探討醫師的「醫學專業」與「醫

療行政」之雙重權威，這對於戰後臺灣醫學發展有何種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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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回顧 

  臺灣醫學史受到各界的重視，主要是臺灣醫學也受到國際的肯定，且從

事醫療工作者也是臺灣優秀的人才，不管從日治到戰後的醫學發展都代表臺

灣史的另一種面貌。戰後臺灣醫學史則更加多元，以下提出與邱仕榮有關係

的主題研究，可分為三類：一、醫學專業；二、醫療機構；三、醫學社群。 

一、醫學專業 

  從日治到戰後的醫學教育，一直以來幾乎可以等於是「菁英教育」，臺

灣最優秀的人才投身於醫學研究或臨床治療的歷史脈絡，確實對於探討戰後

臺灣醫學發展，一條值得注意的線索。以教育訓練與專業知識兩個層次探討。 

  首先教育訓練部份，日治殖民地政府為了改善臺灣的衛生環境與培育本

土醫療人才，成立臺灣總督府醫學校(1899)，成為官方創設醫學教育的開端。

1戰後臺灣醫學教育呈現多元發展，則可以參考陳永興《臺灣醫療發展史》與

顏裕庭《臺灣醫學教育的軌跡與走向》，2這二本書皆描述醫學教育的課程與

發展源流，但表列式並無相關評論。臺大醫學院是臺灣醫學教育的源頭也是

龍頭，當然也就歷史最悠久，其所出版的回顧史與醫學相關發展史也是最多

的，尤其是在 1997 年，臺大醫學院慶祝百年院慶，從醫學院出版院史，3各

專業學科也出版專科史。4臺大醫學院所培育的醫學人才對於其他的醫學院來

說都有其一定的影響，經過日治到戰後的學術累積，在這基礎上的研究與臨

床診斷，都較其他醫學院要來得豐富與珍貴。 

  在專業知識方面，邱仕榮為婦產科教授，因此談專業就限縮在婦產科的

發展史。早期臺灣尚無所謂的婦產科醫師，但有所謂的「先生媽」這類的人

替婦女接生。從先生媽到婦產科醫師的發展，要到日治時代以後，才使這樣

                                                      

1 「醫學教育」所學習的專業課程課分為三種類型：一、基礎預科；二、基礎醫學；三、臨床醫學，如

此就構成日治下近五十年來的醫師教育內容。莊永明，〈日治時代的醫學教育〉，《臺灣史料研究》，

8(1996年8月)，5-6；此外詹雅筑，〈醫學教育與殖民社會：由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的出現談起〉(臺北：

臺北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碩士論文，2007)。 
2 陳永興，《臺灣醫療發展史》(臺北：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7)，143-172；顏裕庭，《臺灣醫

學教育的軌跡與走向》(臺北：藝軒圖書出版社，1998)。 
3 李明濱總編輯，《臺大醫學院百年院史(上中下，三冊)》(臺北：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1997-1999)。 
4 臺大醫學院圖書館醫學人文圖書目錄：醫學校區發展歷史，網址為：

http://ntuml.mc.ntu.edu.tw/lib-resource/lib05/development.asp，擷取日期：2008年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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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類漸漸明朗化。然而，日治時期婦產科醫師並未擔任第一線助產接生的

工作，主要是做為異常產或難產時產婆後送轉診的支援角色。5關於戰後臺灣

婦產科發展，傅大為則以手術技藝與性別政治的角度，觀察戰後臺灣婦產科

在「子宮頸癌」處置上的兩種方式，不管是「鐳射治療」或「手術根除」，

都來自於兩條學術系譜的路線差異。6這些研究論述對於了解從日治到戰後臺

灣的婦產科發展有其探討的價值。 

  關於戰後臺灣婦產科醫學發展，筆者再分成五大類加以回顧：首先，從

婦女醫療議題說起，其中「剖腹產」討論較多，曾家琳主要分析國內外婦產

科學界對於「會陰切開術(Episiotomy)」的論述演變，透過了解國外會陰切開

術相關實證研究的辨證與技術規範的形成過程，進一步分析臺灣婦產科學

界，在自然產典範知識、態度與技術上的差異。7吳嘉苓也針對「剖腹產」的

議題，提出性別與權力的關係。8蔡苓雅則探討從 1950 年代至今，「子宮內膜

異位症」的興起與演變。此一歷程的面向包括了科技與診療的結合，子宮內

膜異位症的診斷與治療方式的改變，女性主體的醫療經驗，及其中的性別意

涵。9陳瑩娟則描繪「經前症候群」(premenstrual syndrome, PMS)這個現代西

方生物醫學概念，在臺灣特定歷史社會脈絡裡的建構發展；同時，探究經前

症候群醫療化過程裡，性別、醫療、身體三者之間相互形塑的關係。10以上

之研究是較有歷史脈絡的論述。 

  其次，家庭計畫部分，郭文華為探討 1950 年代至 1970 年代的家庭計畫，

從醫療政策與女性身體的對應，對家庭計畫的實施，形成一種框架的女性身

體觀。11此外，趙育農則從中國家庭計畫協會觀察戰後臺灣實施家庭計畫的

                                                      

5 洪有錫、陳麗新，《先生媽、產婆與婦產科醫師》(臺北：前衛出版社，2002)，152。 
6 傅大為，《亞細亞的新身體：性別、醫療與近代臺灣》(臺北：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5)，190-218。 
7 曾家琳，〈「會陰切開術」的產科醫學論述形成與轉變：關於自然產的醫學知識與典範轉移〉(臺北：

臺灣大學衛生政策與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2005)。 
8 吳嘉苓，〈產科醫生遇上迷信婦女？臺灣高剖腹產率論述的性別、知識與權力〉，何春甤主編，《性

／別政治與主體形構》(臺北：麥田出版社，2000)，1-38。 
9 蔡苓雅，〈性別、科技與身體：子宮內膜異位症的興起與擴展(1950-2005)〉(高雄：高雄醫學大學性別

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10 陳瑩娟，〈經前症候群在臺灣的建構過程與性別政治(1950-2006)〉(高雄：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

士論文，2007)。 
11 郭文華，〈一九五○至七○年代臺灣家庭計畫：醫療政策與女性史的探討〉(新竹：清華大學歷史研究

所碩士論文，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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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女性身為接受者，從女性角度來看，這中間的變化是有影響力。12家

庭計畫與婦產科醫師息息相關，節育與避孕成為國內外重要學術討論議題。 

  再者，助產士的議題，鐘淑姬以產婆的妊產婦名簿為依據，探討日治末

期臺灣產婆的養成、接生技術、及國家機器介入管理人民私領域的痕跡。戰

後助產士的處境，與男性婦產科醫師的關聯性，藉此觀察 1920 年代至 1970

年代的具體變化。13吳嘉苓長期就針對助產士的消長提出一些具體的數據，

觀察從日治到戰後的婦產科醫學發展中，助產士的歷史定位應該如何給予評

價。14此外，有研究者透過助產士的口述歷史訪談，淺談助產專業的發展，

助產專業與婦產科的實質關係。15 

  第四，婦產科醫師的傳記，前臺大婦產科主任魏炳炎於 2004 年逝世後，

臺大婦產科同門會組成編輯委員會，負責撰寫魏炳炎傳記，共分為上下兩

冊，上冊是按照時間的順序，描寫魏炳炎的一生；下冊則是以同僚、師生、

朋友、家人對於魏炳炎所作回憶文字。16婦產科醫界另一重要人物徐千田，

同樣也在他逝世後，就由其門生發起編纂徐千田傳記，後來中華民國婦產科

醫學會又特地以他列為「臺灣婦產科名醫系列」的第 1 本，表彰他對於臺灣

婦產科醫界的教育貢獻。17此外，被列入臺灣婦產科名醫系列還有邱仕榮與

歐陽培銓兩人，但因為邱家已獨立出版其個人紀念專輯，18所以婦產科醫學

會就取消這項計畫，僅出版了《赤子心鄉土情：追憶歐陽培銓教授》，19列為

                                                      

12 趙育農，〈一個女性經驗的家庭計畫：臺灣家庭計畫早期的發展(1954-1964)〉(臺北：政治大學歷史學

系碩士論文，2004)。 
13 鐘淑姬，〈從妊產婦名簿到助產所：臺灣助產士的歷史研究(1920-1970)〉(新竹：清華大學歷史研究所

碩士論文，2004)。 
14 吳嘉苓，〈女子、醫學與國家：臺灣專業助產士的衰落〉，《助產雜誌》，42(1998年11月)，14-16；

吳嘉苓，〈醫療專業、性別與國家：臺灣助產士興衰與社會學分析〉，《臺灣社會學研究》，4(2000
年7月)，191-268。 

15 陳欣蓉，〈從口述歷史看助產專業〉(臺北：臺北護理學院護理助產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陳麗華，

〈從助產士耆老訪談探究助產史：以口述史為例〉(臺北：臺北護理學院護理助產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4)；劉宜芳，〈醫院助產士執業的主題經驗〉(臺北：臺北護理學院護理助產研究所碩士論文，2005)；
賴月琴，〈從口述歷史看桃園縣復興鄉助產工作的興起與沒落〉(臺北：臺北護理學院護理助產研究所

碩士論文，2007)。 
16 黃思誠、李慶安、陳文龍等編輯，《臺灣婦產科的舵手：魏炳炎(上下，兩冊)》(臺北：臺大婦產科同

門會，2005)。 
17 陶五柳著，《一代仁醫徐千田》(臺北：徐千田防癌研究基金會，1994)；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百年

史編輯委員會編，《大將神醫：追憶徐千田教授》(臺北：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1999)。 
18 段正文、洪娟娟主編，《唯誠而已：邱仕榮先生紀念專輯》(臺北：來臺祖丘道芳公派下宗親會，1993)。 
19 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百年史編輯委員會編，《赤子心鄉土情：追憶歐陽培銓教授》(臺北：中華民國

婦產科醫學會，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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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醫系列的第 2 本。前衛生署署長許子秋原本也是婦產科醫師，因為戰後投

入衛生行政工作，反而他在衛生行政上有較多的伸展空間。20臺大醫科畢業

的學生出版個人傳記還有郭國銓、陳庵君、李鎡堯、林靜竹等，從這些人的

醫學教育與醫療生涯都是作為觀察戰後臺灣婦產科醫學發展的另一個小縮

影。21榮總方面有兩位婦產科醫師出版過傳記，一位是崔玖，早期推動建立

產前檢查制度、家庭計畫，也是早期少數的女性婦產科教授，近年來則投入

中西醫學整合治療方面的研究。22另一位是倡導「六分鐘護一生」的劉偉民，

長期專研於婦科腫瘤手術的研究，目前已經轉任臺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產

部主任。23從婦產科醫師的傳記中可以窺得不同的醫學生涯，同樣都是婦產

科醫師出身，所呈現出來的個人特質各有差異。雖然邱仕榮曾出版過一本紀

念專輯，但仍屬簡略的形式。 

  最後，婦產科科史的自我論述，臺大婦產科於 1995 年曾因應臺大醫院

百年院慶出版一本《臺大醫院婦產科百年史料輯錄》，24裡頭收入臺大醫院婦

產科從無到有的詳細資料，同時也採訪許多臺大婦產科的耆老回憶臺大婦產

科每一個時期的發展。這是一本豐富的史料集，而有關邱仕榮的回憶資料也

有不少，這些資料可作為撰寫論文的重要參考依據。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

出版《臺灣婦產科百年史》，25由臺灣各醫院婦產科耆老撰寫各類婦產科議

題，從人物、學術會議、器材、諺語、醫學會、各醫院婦產科等方面，探討

其歷史由來與發展經歷。此外，口述歷史訪談是近年來最常使用保留史料的

方法，透過這樣的方式來留下個人的歷史與臺灣醫學發展的資料。因此蔡篤

堅的團隊曾對馬偕醫院婦產部進行大規模的口述歷史訪談，出版《馬偕紀念

醫院婦產部發展史：一甲子的回顧》，藉此記錄馬偕醫院婦產科的發展。26 

                                                      

20 林靜靜著，《壯志與堅持：許子秋與臺灣公共衛生》(臺北：董氏基金會，1999)。 
21 郭綜合醫院編輯，《從未保留的醫情：郭國銓七十歲生日紀念專輯》(臺南：編者，1998)；陳庵君口

述，林秀禎執筆，《臺灣婦產科的播種者：陳庵君回憶錄》(臺北：望春風，2005)；李鎡堯教授榮退誌

編輯委員會編，《為愛而生：李鎡堯教授臺大43年榮退誌》(臺北：編者，1998年1月)；林靜竹，《留

學夢‧臺灣情》(臺北：前衛出版社，2005年11月)；林靜竹，《臺美生涯七十年》(臺北：前衛出版社，

2006年8月)。 
22 崔玖口述，林少雯、龔善美執筆，《崔玖跨世紀》(臺北：心靈工坊文化，2002)。 
23 劉偉民，《走過輕狂：婦科名醫劉偉民的故事》(臺北：先覺，2001)。 
24 黃思誠總編輯，《臺大醫院婦產科百年史料輯錄》(臺北：臺大婦產科同門會，1995)。 
25 黃思誠主編，《臺灣婦產科百年史》(臺北：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2000)。 
26 陳怡霈、蔡篤堅編著，《馬偕紀念醫院婦產部發展史：一甲子的回顧》(臺北：記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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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療機構 

  戰後臺灣醫療衛生機構的研究，筆者分兩個部份來討論：醫院與衛生行

政。首先以「醫院」為主題，戰後臺灣醫院可分為公私立兩種類型，公立有

四大體系：(一)國立大學附設醫院體系；(二)國軍醫院與榮民醫院體系；(三)

衛生署立醫院體系(省立醫院)；(四)縣市立醫院與公營機構附設醫院體系。27

私立則有三大類：(一)個人醫院；(二)合夥醫院；(三)財團法人醫院。28 

  本文又限縮在探討「公立醫院之國立大學附設醫院體系：臺大醫院」。

關於臺大醫院的歷史，以 1995 年臺大醫院本身出版的《臺大醫院百年懷舊》

與《臺大醫院壹百年》二本書29為重要作品，紀念從 1895 年設立大日本臺北

病院開始，透過各屆校友對於醫院的設立、教師的簡介、學科的發展、個人

與臺灣醫學之關係等等，類似一篇篇的回憶錄，來建構有一百年歷史的臺大

醫院。由於資料屬於個人回憶有些片斷，尚需要更有系統地串連起來。另外，

莊永明著《臺灣醫療史：以臺大醫院為主軸》，著者是以主題式的方式呈現，

利用一百則故事來詮釋這段百年的臺灣醫療歲月，使其視野更加擴大，其中

戰後的部分約佔 35%，以〈八十八、常德之史‧歷史佐證〉30篇幅最長，娓

娓道來臺大醫院各專科的成長與茁壯。 

  然而當過八年多臺大醫院院長的邱仕榮，其實很不容易從以上資料得到

一個全貌的觀察。邱仕榮從 1952 年擔任代理副院長開始，到 1972 年辭任院

長一職，也將近 20 年的醫院行政資歷，可以說看著臺大醫院從戰亂殘破不

堪，逐漸形成豎立高樓的醫學中心。這些醫院建築的改建工程與新穎醫療技

術的引進，在邱仕榮任內都有顯著的改變。過去細部的討論較少，因此有需

要透過相關檔案史料與回憶資料重新給予意義。 

  第二部份是討論衛生行政的研究。在地方志的體例中，有〈衛生篇〉討

論「衛生行政」的發展，這些地方志的研究，清楚地將臺灣中央(如：臺灣省

通志)或地方(如：各縣市鄉鎮志)的衛生行政與醫療衛生發展描寫出來。1971

                                                      

27 李福鐘編撰，李源德、張秀蓉主編，《臺灣公立醫院百年紀》(臺北：中華民國公立醫院協會，2004)。 
28 黃佳經、譚開元、張錦文著，《醫院管理》(臺北：大林出版社，1983)，12-13。 
29 臺大醫院百年懷舊編輯委員會編，《臺大醫院百年懷舊》(臺北：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1995)；

臺大醫院壹百年編輯委員會編，《臺大醫院壹百年》(臺北：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1995)。 
30 莊永明，《臺灣醫療史：以臺大醫院為主軸》(臺北：遠流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41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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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3 月正式設立中央級醫療衛生專責機關：行政院衛生署，積極投入臺灣醫

療建設與衛生行政的工作。透過衛生署本身所出版的《臺灣地區衛生發展史》

共五冊，從清朝的傳統醫療寫到戰後臺灣的公共衛生發展，道盡有百年歷史

的衛生行政發展。31許多的重要事件仍集中在戰後臺灣，因此有許多的研究

就探討戰後衛生行政與疾病防治的工作，如瘧疾根除與小兒麻痺症的防治、

肺結核病的監控、婦幼衛生的計畫施行與成效，以及醫政關係等。32這些研

究成果皆可作為戰後臺灣醫學發展背景的資料。 

三、醫學社群 

  不少醫學專科因為醫學技術的精進或醫療疾病的研究，紛紛有「次專科」

的出現，從早期的專科醫學會到現今的次專科醫學會，都是臺灣醫療社會的

縮影。另外各專科醫學會幾乎都有出版該會的會刊雜誌，藉此發表最新的研

究成果，這也是代表該醫學專科重大的發展。從歷史書寫為出發點，以下舉

出與邱仕榮有關的兩個醫學會所出版的醫學發展史，第一本是中華民國婦產

科醫學會出版的《臺灣婦產科百年史》，33另一本為中華民國外科醫學會與陽

明大學蔡篤堅合作的《臺灣外科醫療發展史》34。 

  前者的書寫方式，採用主題式記錄歷史，大致分為 29 個專題來論述，

從清朝的教會傳道醫療到戰後的婦產科醫療發展，兼具婦產科醫學的多層面

向，利用撰寫專題的方式，進一步收集婦產科醫學的文獻史料，保存不少日

治與戰後的醫學文獻，這點是値得讚許。不過也因為是主題式書寫，缺乏整

                                                      

31 行政院衛生署編，《臺灣地區衛生發展史(五冊)》(臺北：編者，1995-1997)；白榮熙編撰，《臺灣地

區公共衛生發展史大事記》(臺北：行政院衛生署，1999)。 
32 張淑卿，〈戰後臺灣地區傳染病防治之研究〉(臺中：中興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1997)；陳淑芬，

《戰後之疫：臺灣的公共衛生問題與建制(1945-1954)》(臺北：稻鄉出版社，2000)；臺灣醫界聯盟基

金會醫學史工作室、醫望雜誌社編輯，《臺灣根除小兒麻痺症紀實》(臺北：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2001)；李政益，〈疾病、文化與社會變遷：由結核病流行觀點探究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臺灣社會〉(臺
北：臺北醫學院醫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1)；行政院衛生署編，《走過艱辛‧得到甘美：臺灣的婦幼

衛生》(臺北：編者，2004)；張淑卿，〈防癆體系與監控技術：臺灣結核病史研究(1945-1970s)〉(新竹：

清華大學歷史研究所博士論文，2004)；鄔孟慧，〈戰後臺灣的肺結核病防治(1950-1965)〉(南投：暨

南國際大學歷史學系碩士論文，2004)；行政院衛生署，《抗瘧實錄：瘧疾根除四十週年紀念特刊》(臺
北：編者，2005)；行政院衛生署，《臺灣撲瘧紀實》(臺北：編者，2005)；葉永文，《臺灣醫療發展

史：醫政關係》(臺北：洪葉文化，2006)；蔡姿儀，〈戰後臺灣瘧疾防治之研究(1945-1965)〉(桃園：

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7)。 
33 黃思誠主編，《臺灣婦產科百年史》。 
34 蔡篤堅總主筆，《臺灣外科醫療發展史》(臺北：唐山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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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性一貫的脈絡，就像拼圖一般，東拼西湊。29 個專題中有一個專題是「人

物傳記」，分別把魏炳炎、邱仕榮、徐千田的生平事蹟記錄下來，三人也代

表戰後臺灣婦產科醫學的先驅者。不過有關於魏炳炎與徐千田的傳記專書已

有人撰稿，反觀邱仕榮卻比較少人細部討論，因此想要從邱仕榮身上挖掘更

多有關戰後臺灣婦產科醫學的發展，期能更貼近臺灣底層的婦女醫療現況。 

  後者則是採時間順序的通史性論述，共分為七章，從 1900 年寫到 2000

年，編輯群在進行撰寫前，則對幾位臺灣的外科醫師進行口述歷史訪談，因

此在正文的內容中就是利用這些材料加以闡釋。1950 年代由日式醫學轉變為

美式醫學，對於外科的研究與技術有重大的影響作用。此外，教會醫療系統

過去以來就著重外科技術，進入戰後多元發展中，也有不可忽略的地位。外

科一直是極具挑戰性的醫學專科，與內科、婦產科、小兒科並列為醫學教育

中的四大專科，且外科的次專科也跨足到婦幼的專業，形成一股強大的勢力。 

  不過口述訪談的取材也有其盲點，活者的人才有發言權，此外缺乏史料

的佐證，難免會讓人半信半疑，會不會有個人跨大不實的敘述，容易讓人誤

認為個人史，幾個重要的外科醫師就形成為臺灣外科醫療的發展史，這樣的

研究方法更要注意，不能偏重於醫師個人，應該考察戰後臺灣醫界的大環境。 

  綜觀兩本的「歷史書寫」成分，不難發現都是由該醫學會的重要理監事

作為撰稿者或是受訪者，也就是教授群的歷史，不過所有戰後醫師的培育基

本上都是承續這群教授的教導，所擁有的技術訓練與研究取向也就不會脫離

這群教授太多。過去的醫者是屬於全科的，隨著專業化與醫療化，專科醫學

會紛紛設立來促進彼此的研究交流，不僅能凝聚同科的向心力，也可積極參

與國際學術活動來達到醫學技術與研究的精進。 

  除了討論專科醫學會的研究外，仍有其他可以觀察的醫學社群團體，就

是醫學類的財團法人基金會或學會，邱仕榮參與過中華民國心臟病兒童基金

會、中華民國醫院行政協會、臺大景福基金會等理(董)監事一職。這類民間

社團的研究討論仍屬於社會學中社會組織的領域，如何將歷史學的方法與社

會理論結合，則是筆者仍須努力著墨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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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課題與方法架構 

一、時間斷限與名詞定義 

  本論文主要探討邱仕榮與戰後臺灣醫學的關係，因此從 1945 年 8 月日

本宣佈戰敗投降，就進入所謂的「戰後」(Post-War)時代，1988 年 11 月 26

日邱仕榮病逝於臺大醫院為結束點。不過為能夠了解邱仕榮接觸「醫學」的

整體性，因此對於邱仕榮為臺北帝國大學醫學部首屆學生，給予一個重要的

歷史意義，畢業後進入真柄正直產婦人科教室擔任「副手」一職，算是踏入

杏林的第一步。此外邱仕榮以婦產科的學術研究成果獲得臺北帝國大學醫學

博士學位(1945 年 10 月)，更是一項肯定其在婦產科醫學上的殊榮。 

  本論文所要談論的醫學仍屬於「西醫」系統底下的發展，廣義的醫學可

以定義為「以人類的健康為對象之學問」，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健康

不只是病弱的不存在，而是身體、心理、社會的安寧與福祉。狹義的醫學則

為「以病人及疾病為對象的學問」，也就是預防疾病發生、協助疾病正確治

癒、使病人恢復健康的學問。透過臨床的觀察來累積疾病與治療疾病的相關

材料與經驗，加以分析、綜合、整理，而發展出合理的邏輯，成為一套有系

統的知識，並紀錄流傳之時，「醫學」就因而誕生。35 

  邱仕榮為婦產科教授，而婦產科學又可分為「婦科學(Gynecology)」與

「產科學(Obstetrics)」兩個部分，婦科學主要探討婦科器官的相關疾病，而產

科學則是介紹與懷孕和生產有關的知識。在婦科方面，感染是最常見的疾

病，同時婦女進行生育階段，會因為賀爾蒙分泌產生子宮肌瘤，嚴重則會演

變成癌症，如：子宮頸癌。此外，婦女上了年紀之後也會有更年期的障礙與

尿失禁等問題發生。在產科方面，不孕症是一個重要的議題，有許多原因會

造成不排卵而不孕，在適當治療後就會有懷孕的機會。生產當然也是產科的

主要知識，自然產指的是經過產道生產，不過會出現明顯的疼痛。由於麻醉

科學的進步，仍有許多方法可以減緩疼痛。至於剖腹產，一般是在無法自然

                                                      

35 謝博生編，《醫學概論》(臺北：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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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時所採用的。36臺大醫學院婦產科經過長時間的努力與研究，將「生殖

內分泌學」獨立成為婦產科學分支的第三個學科。37 

  邱仕榮於 1945 年擔任首屆臺大婦產科主任開始，以及之後又於 1954 年

擔任臺大醫院副院長，1964 年正式真除擔任院長，便進入筆者所謂的醫(務)

院行政時代，那麼在「行政」的領域中，何種議題會是需要注意的呢？醫療

社會學家把醫院稱之為「雙軌權威體制的科層組織」38，一般稍具規模的醫

院，至少包含了醫務和行政兩大部門。在「醫學專業」與「醫療行政」二元

之間應該如何看待其中的比重呢？醫療行政事務的繁忙，可能會壓縮到臨床

研究的時間，邱仕榮在醫院管理與公衛事務方面著力較深，這樣的角色一直

被「學術專業強」的價值觀所忽略。從醫務管理的角度來看，早在 1960 年

代便希望建立一套完善的醫療體系，而邱仕榮像是一個推廣者，把國際醫務

管理的概念輸入臺灣，值得重視其發展的脈絡。 

二、史料來源與分析 

(一)史料典藏概況 

  關於戰後臺灣醫學史的史料，似乎比較少被提及與運用，隨著「檔案

法」、「行政程序法」與「政府資訊公開法」的相關法令訂定，成立了「檔案

管理局」統一管理國家檔案，推動檔案管理與開放的工作。不過史學界在使

用檔案時，這類的檔案比較少人來運用，也造成檔案管理與開放的不明確，

以及行政裁量權各單位都不同的看法，讓使用者覺得並非十分方便。與本論

文有直接關係的檔案，如：臺灣大學機關檔案、臺大醫院機關檔案、衛生署

機關檔案、教育部機關檔案、檔案管理局國家檔案等，39這些檔案主要是所

屬機關各公文，機關公文的來往，可了解到政府的處理時效與政府官方的立

場，同時也可以相互比對已出版的書籍與相關研究的史實，則是這批檔案的

                                                      

36 張天鈞箸，《醫學是什麼》(臺北：威仕曼文化，2005)，71-73。 
37 在臺大醫學院婦產科周松男教授主編的《婦產科學精要》[(臺北：藝軒圖書出版社，2004)]中，共分為

三冊：第一冊「婦科學」；第二冊「產科學」：第三冊「生殖內分泌學」，不難發現「生殖醫學」已

是現代人所重視的一門學問。 
38 張苙雲著，《醫療與社會：醫療社會學的探索》(臺北：巨流圖書有限公司，2004)，238。 
39 可參見，檔案管理局‧全國檔案目錄查詢網，網站：http://near.archive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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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義。除了參閱檔案管理局體系下的檔案外，臺灣學界比較常使用的史

料檔案館分別為：(一)國史館；(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三)中國國民

黨中央黨部文傳會黨史館等三類。 

(二)官方公報與統計資料 

  關於官方公報部分，以《行政院衛生署公報》為核心，可以觀察 1971

年以來的臺灣醫療衛生相關法令與政策說明。不過 1971 年之前的部份則可

以參考《臺灣省政府公報》，有關於省級的法令與人事命令，以及相關醫療

衛生行政的資訊，可以從其中獲得。此外，關於醫學教育與醫學院附設醫院

的部分屬於教育部的管轄範圍，可以參見《教育部公報》，內容則有規定教

學醫院的設置標準，實習教學法令規則，以及各項的評鑑標準。政府公報是

一項値得注意的相關資訊，政府的角色與醫學發展的推動有其密切的關係。 

  在統計資料方面，有關臺灣醫療衛生發展的部份，則是著重於衛生機關

每年出版的統計資料出版品，首先是行政院衛生署所編輯《中華民國衛生統

計》、臺灣省衛生處所編輯的《臺灣省衛生統計要覽》、《臺灣省生命統計要

覽》、《臺灣地區生命統計》、臺北市衛生局所編輯《臺北市衛生統計年報》，

以上的統計資料仍需要與歷史事件來做搭配，則有助於釐清數據的意義。 

(三)報紙與期刊雜誌 

  在報紙方面，從戰後的《人民導報》、《中央日報》、《徵信新聞》、《中國

時報》、《聯合報》、《經濟日報》等重要報紙，則是掌握每日重要消息的來源。

透過史料、出版品以及報紙新聞的三方核對，則對於歷史考證有很大的幫助。 

  在期刊雜誌方面，與邱仕榮有關的，且以醫學研究與教育為核心的期刊

出版品大致為《臺灣醫學會雜誌》、《臺灣醫界》、《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雜

誌》、《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會刊雜誌》、《醫院：中華民國醫院行政協會》、

《臺大醫院院務通訊》、《當代醫學》、《醫望雜誌》、《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

會訊》、《青杏》等，以上不管是醫學專業研究或個人回憶資料，都是有助於

了解當時的醫學發展，透過對當時醫療社會的描寫與時事探討，這對於書寫

戰後臺灣醫療史有很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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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私人文書及其個人傳記 

  邱仕榮本身並沒有留下個人的文集，不過在他逝世後的數年後，由次子

邱紹祖負責收集資料，請段正文與洪娟娟編輯而成的《唯誠而已：邱仕榮先

生紀念專輯》40是目前見到最完整的傳記資料。此外，由丘(邱)氏宗親會所出

版的《河南堂丘氏源流誌略》、《丘(邱)氏人文誌略》、《河南堂丘氏文獻》、《編

年丘氏大宗譜》41等，不僅有紀錄邱仕榮家族世系表，以及相關人物的小傳，

對於了解其家族淵源也有幫助。尚有國史館出版的《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

記史料彙編(第九輯)》有一篇〈邱仕榮先生事略〉42也算是最完整的傳記資料，

值得引用。另外在 1988 年邱仕榮過世之後，在《景福醫訊》有三篇回憶邱

仕榮的文章，充分描述邱仕榮身前的重要事蹟，且緬懷邱仕榮的精神。43 

三、研究方法與章節架構 

(一)史學方法的運用 

  本論文仍屬於以邱仕榮為核心的人物史研究範疇，將其一生中的過往經

驗書寫出來，歸納出其在這個時代脈絡底下的角色。透過運用史學方法中的

「史料考證」、「史實敘事」兩方面來著手，44建構邱仕榮在戰後臺灣醫學發展

中的角色及其位置，此外希望能透過邱仕榮的活動來瞭解 1950-1980 年代臺

灣醫學如何跟上國際腳步，甚至許多研究報告與臨床治療都是亞洲醫學的先

鋒，讓臺灣醫療環境改善，使民眾脫離危險邁向健康。 

                                                      

40 該書內容包含大事年表、生平軼事：(一)楔子、(二)童年往事、(三)求學歷程、(四)家居生活、(五)邱與

臺大醫學院、(六)邱與臺大醫院、(七)邱與婦產科、(八)邱與臺大校友會、(九)邱與宗親會等九個主題，

來書寫邱仕榮的一生經歷。參考段正文、洪娟娟主編，《唯誠而已：邱仕榮先生紀念專輯》。 
41 丘秀強編，《河南堂丘氏源流誌略》(臺北：河南堂文獻社，1973)；邱秀強、丘尚堯同編，《丘(邱)

氏人文誌略》第一冊(臺北：自印，1969-)，149-150；丘秀強主編，《河南堂丘氏文獻》(臺北：河南

堂丘氏文獻社，1979)，131；邱仕電編著，《編年丘氏大宗譜》(臺北：來臺祖丘道芳公宗派下宗親會，

1990)，269-270。 
42 國史館編，《國史館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料彙編(第九輯)》(臺北：國史館，1993)，180-183。 
43 魏炳炎，〈悼邱仕榮先生〉，《景福醫訊》，5: 7(1988年12月)，11=147；廖大栽，〈東寧會長邱仕榮

教授〉，《景福醫訊》，5: 7(1988年12月)，12=148；陳萬裕，〈懷念邱仕榮先生〉，《景福醫訊》，

5: 8(1989年1月)，13-14=181-182。 
44 杜維運著，《史學方法論》(臺北：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9)，167-192、22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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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療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 

  社會學中有一項分支是所謂的醫療社會學。45這類的研究在談到醫療專

業的建構與再製，則是醫學的專業化、醫療化、職業化的重要過程，豎立醫

師專業形象，獲得大眾的認同與尊重。接著也針對醫療社會組織(醫院)、醫

療照護產業(醫事系統)、醫療政策與醫療網等三方面，進行深入的剖析，從

許多的研究成果中，都發現需要一個屬於本土的醫療社會學研究，前人努力

地將歐美各國的研究引進或是吸收後形塑本土醫療社會現象，將有助於醫療

史的論述，因為某些醫療現象是有其時間脈絡的發展，這是史家可著墨之處。 

(三)論文章節架構 

  本論文分為五章，除了第一章緒論與第五章結論外，各章重點如下： 

  第二章〈早年經歷與步入杏林〉，淺談邱氏家族渡海來臺拓墾的經歷，

邱家發跡後所留下的邱家祖屋。邱仕榮從公學校一路念到臺北帝國大學醫學

部，便是踏上杏林這條路的開端。戰後接收臺大醫院並兼任婦產科主任，後

來一路成為臺大醫院的副院長，觀察這十年臺大醫院的變化，邱仕榮是當中

的重要人物，值得深入探討每件事所代表的意義。 

  第三章〈景福門旁的醫療世界〉，淺談臺大婦產科醫學教育及其學術研

究系譜，邱仕榮在臺灣婦產科醫界是放在指導者的位置。1964 年 9 月真除成

為臺大醫院院長，在院長任內期間，參與許多重要的醫學成就與醫療突破，

並帶領臺大醫院的醫療團隊走過艱難的時代。1968 年邱仕榮發起創立中華民

國醫院行政協會，對全臺醫院提出制度化的規範標準，並建立醫院評鑑與醫

院分級的醫療網絡，也積極參與國際醫院組織，達成彼此交流的目標。 

  第四章〈醫學專業與社群團體〉，1946 年邱仕榮參與臺灣省醫學會的復

會工作，曾任總幹事處理相關會務。1977 年當選理事長領導全臺醫界，對於

許多醫療事件提出具體建言。其次，邱仕榮等人於 1961 年發起成立中華民

國婦產科醫學會，對於婦產科學的學術研究提昇與國際交流契機都有很大的

貢獻。最後，淺談臺大景福會的整合與精神，校友會與醫學專業有關聯性，

是國外醫學院校少見的現象，藉此觀察該會的發展，釐清醫學的另一種面向。 

                                                      

45 朱巧豔、蕭佳華合譯，《醫療社會學》(臺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