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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倬章與新竹醫生會

陳百齡

西元1906年農曆新年正月

，新竹漢醫李倬章（字鴻文，

1875-1946）坐在北門外水田後

街自宅書房懸壺齋裡，1附近街

坊鄰居慶祝天公生的爆竹聲此

起彼落，但就任新竹醫生會長

將屆一年的李倬章，卻未能感

受年節的歡愉氣氛。直讓他心

中牽掛不下的是：新竹醫生會

將何去何從？

就在一年之前，李倬章繼

劉景平、鄭蘭汀之後，被推舉

為新竹醫生會第三任會長。這

個醫生會長的位子並不好坐，

因為當時醫生會長的角色，本來是要作為日本統治當局和本地漢醫的

橋樑，但由於種種結構上的原因，漢醫和州廳當局存在尖銳的利益衝

突，前兩任醫生會長夾在中間，也就難以自處。

�	 李倬章住宅的地址，在清末為水田後街358番戶，日治初期稱北門外65番地，昭和�0年改稱北門町294番地，

即今中正路�86巷一帶。參見：土地申告書，新竹街	v.	22	 (2�):	328，（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影本，未刊

行）。李氏書房名稱，係根據李倬章孫女李璧君（台北∕美國）電話訪談，2007/�2/02。	

日治初期新竹著名漢醫李倬章肖像（李廷祥先生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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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初期的漢醫

早期台灣素被視為「瘴痢淵藪」之地，由於地形崎嶇多山、加上

氣候炎熱潮濕，蚊蠅病菌滋生，包括瘧疾、霍亂、傷寒、黑死病在內

的各種傳染病都曾經在台灣肆虐過，日人在「征臺」之初曾經吃足這

個苦頭，為了改善環境以吸引日籍移民、也為了改善住民體質以供其

驅使，日人治臺初期的重要政策之一，便是致力於改善台灣的醫療環

境。

改善醫療環境需要醫療人才。然而，日治初期台灣西醫人才非常

少，而且大都是傳教士，醫生則都以漢醫為主。漢醫強調經驗醫學，

醫生透過望、聞、問、切程序判斷病症，然後配以各種藥材、或投以

驗方。漢醫養成教育主要透過兩個管道：一是有志習醫的讀書人，跟

隨漢醫研讀醫書，加上臨床醫療實習後，獨立行醫，循此途徑養成者

，稱為「良醫」或「儒醫」；另一方面，也有漢醫則出身藥鋪徒弟，

從實地製作藥材開始，循序學習藥性、調劑、處方，再逐漸研讀醫書

，從事診療工作，即所謂「時醫」或「世醫」。台灣總督府在1897年

曾經實施一次調查，發現台灣島內為數1070名醫生當中，僅24名是受

過西方醫術訓練的「洋醫」，絕大多數在地醫生都屬漢醫。這些漢醫

當中，具有理論知識素養的「良醫」或「儒醫」，也不過百中有一、

二而已，絕大多數的漢醫都是從黑手、學徒出身的「時醫」或「世醫

」，其醫術品質則是水準參差、良莠不齊。2這樣的醫療人力資源，基

本上很難對抗當時盛行的各種傳染病，也因為如此，一般人只好聽天

2	 在這些漢醫當中，日人又區分為四種類型；其中，博通醫書、講求方脈而有「良醫」之稱者，有29名；儒者習

醫、並從事醫療工作而有「儒醫」稱呼者，9�名；擁有祖傳秘方而稱為「世醫」者，97名；稍有文字修養、

從醫家習得一些療術而稱為「良醫」者，829名。從上述統計數字中不難探知，參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

課編，附錄：第一表，醫療機關，《臺灣之衛生（昭和十四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898年）

，頁8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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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命、自求多福，甚或求助於乩童、道士等民俗醫療管道。

以後藤新平為首的

殖民統治當局，在規劃

改善台灣醫療環境時，

面臨兩大問題：一是缺

乏相關的公共衛生組織

與設備，其次是醫療人

才品質參差不齊。因此

，後藤施政當務之急是

培養具備近代西洋醫學

知識的人才，台灣總督

府在1897年設立土人醫

師養成所（即臺灣總督

府醫學校前身），首開

始台灣西醫濫觴；其次

是建構官僚體系，以掌

握衛生事務。日本殖民

當局在總督府與各州廳

的警務局下，均設有衛

生課，管理衛生相關事務，運用警察系統的強制權力、推動衛生行政

；第三，則是組織各種社會團體，包括各地的醫生會和衛生組合，透

過動員民間力量，以普及衛生知識、防制傳染病。

雖然殖民地政府有意以西醫取代漢醫，但由於當時西醫人數既少

，遠水救不了近火，一時之間無法訓練出足敷運用的西醫人力，因此

1902年2月24日發行的《新竹廳報》第22號，刊載了新竹

州廳頒發漢醫免許証的公告，李倬章的免許証為第七號（

影像掃瞄：陳世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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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就地取材，讓經過官方檢定的漢醫可以行醫治病。1901年總督

府舉行考試檢定漢醫資格。當時報考者有2126人，其中通過考試者有

1097人，另未經考試即予許可者有605人，以及考試雖不及格但予以同

情許可者165人，合計為1903人，准於1902年起依此規則執業。當時新

竹州廳總共發出了250份漢醫執業許可証，其中75名漢醫來自於新竹街

庄。3

台灣總督府在1902年制訂「台灣醫生免許規則」，一方面承認漢

醫可以合法行醫，但另一方面則對漢醫設限。1901年底總督府發出免

許証之後，此後即不再發証；如此，領有執照可行醫的漢醫人數便逐

年遞減；以新竹州轄內為例，1909年全新竹州尚有漢醫274名，1915年

減為202名，1917年只剩下105名。其次，法律又規定漢醫只准在當初

申請的地區開業，醫生一旦搬家或者本人過世，許可證就被收回；例

如曾任第二新竹醫生會會長的鄭蘭汀，在1905年辭去會長、移居台北

縣之後，他的醫生免許證即遭新竹州廳收回；第三、這部法律並要求

漢醫必須參與醫生會，受當地公共衛生醫師（簡稱「公醫」）的監督

。1902年春天，漢醫獲取官方許可證開始執業之際，各地醫生會也如

雨後春筍般設立。

新竹醫生會

當時臺灣醫生總會設在臺北城內，各州廳則分設支會。根據醫生

總會制訂的章程，醫生會宗旨在促進醫業知識的研究探討，各分會及

會員應受臺北醫院和公醫的指導，由醫生會員推舉會長、評議員等。4

法律雖規定會員有選舉幹部之權，但是會長人選則是由各地方當局指

3	 新竹州廳，〈新竹廳告示第十二號〉，《新竹廳報》第二十二號，（新竹：新竹州廳，�902/02/24），頁�5。	

4	 關於醫生會總會章程大要，參見：〈醫會章程〉，《臺灣日日新報》，�90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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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產生。

新竹醫生會成立於1902年1月19日，當天新竹街一至六區的54位

醫生，聚集在菁仔行街公醫樋村龜作的診所內，舉行新竹醫生會的成

立大會。5會中推舉樋村公醫為名譽會長、並選劉景平任會長及評議員

八人，其次則是討論會務章程，擬呈請州廳核可。在整個開會過程當

中，眾人討論最為熱烈的議題，在於會費收取金額的多寡。按照當局

的政策構想，醫生會旨在促進研究討論，因此醫生會成立後，擬向會

員徵收會費以支應平日開會時煙茶以及房舍租金等開支，自屬當然。

原案提議每位會員每年徵收三角，然而有些會員經過計算發現，就算

一個月開兩次會，一年應該用不到四、五十銀圓，更何況漢醫並非獲

利豐厚的行業，每年三角，對於許多會員，算是相當沈重的負擔。眾

人爭論不休之際，臨場監督的警部江口建議暫不將會費載入本次章程

，未來每年會費則視實際需要調整。此議暫時平息會場中的爭議，但

也埋下日後會費爭議不斷的種籽。

新竹醫生會首任劉景平（梅溪，1875-1903）是一位詩人，曾是前

清光緒年間的秀才。6他原本在新竹州廳擔任雇員，受當局推重而擔任

首任會長。劉景平亟思在醫生會一展長才，奈何天不假年，就任未滿

一年便因病過世，死時年僅廿九歲。7會長一職由鄭蘭汀接手。鄭蘭汀

上任之初，當局也對他抱有極高的期望，希望能夠讓醫生會步上正軌

。鄭蘭汀認為會員良莠不齊，加上人多口雜，不利於議事和研究。因

此希望把會員區分為二類，僅許會員中的賢者參與議事，其餘會員則

只備列席位，無議事權。此議提出之後引起不少異議；8會員繳納會費

5	 關於新竹醫生會成立相關報導，參見：〈醫規議定〉，《臺灣日日新報》，�902/0�/25。	

6	 參見：張永堂編，《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新竹市：作者印行，�997年），頁5�9。	

7	 參見：〈會長逝世〉，《臺灣日日新報》，�903/0�/29。	

8	 參見：〈會員分別〉，《臺灣日日新報》，�90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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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出席例會的狀況不佳，儘管第二任會長鄭蘭汀軟硬兼施，州廳衛生

主任東恩肭也曾經當面訓斥會員，但會務依舊沒有起色。9因此鄭在兩

年任期結束之後即自行請辭，黯然離開新竹。新竹醫生會亟需一位能

夠振衰起弊的新會長。

李倬章祖籍為福建泉州同安，光緒元年（1875年）出生於竹塹城

。10李家開臺祖、也就是李倬章高祖父李雯，康熙年間從金門渡海來

台，李氏家族最初定居中港庄（今苗栗縣竹南鎮正南里一帶）。11渡

臺四世二房玉華公派下長房李南星（有梅，1839-1887）遷往竹塹，12

李南星懸壺行醫，在塹城累積了相當醫名，獨子李倬章也在這段期間

出世，13倬章12歲那年父親過世。此後由母親黃干（1852-1915）撫養

長大，倬章母親曾經幫附近鄉里婦女接生，年輕時助夫行醫，丈夫過

世後則撫養獨子長大成人，街坊鄰居尊稱她為「先生媽」。14

李倬章年輕時曾以教書為業。他教書的漢學私塾，名為「敬軒學

館」，就設在新竹北門外水田庄。日本人統治台灣以後，對於漢學私

塾多所限制，要求漢學墊師必須參加教員講習會，並開設包括日語、

音樂、算術、歌唱和體操在內的新課程。李倬章一度勉力參與，也獲

得新竹州廳頒發的書房許可証。15但是1903年間新竹地區發生鼠疫，

9	 關於鄭蘭汀的困境，參見：〈醫會再行整頓〉，《臺灣日日新報》，�904/02/06。	

�0	根據李氏來臺雯公系六世市公系長房長孫李廷樞牧師的考據，李善浦於大元年間入閩，任泉州府錄官，建齊公

生子良，字定夫，任德化縣尉，娶同安郊所陳巡檢之女，生有三子，遂居同安，之後再遷金門後圃鄉。參見：

李廷樞，〈來臺	隴西考〉，著年不詳（未刊行）。	

��	關於李雯公派下子孫世系，參見：李廷鉉修訂，《李氏雯公系族譜》，�999年，（李宗仁先生提供，未刊行

），以及李廷鉉先生訪談，2007/�0/27;	2007/��/�7。	

�2	日治時代的李氏家族住在新竹州竹南郡竹南街竹南3�0番地（今苗栗縣竹南鎮正南里），同註十。	

�3	當時新竹地方人士對於李倬章之父李南星醫術評價極高，參見：〈南星先生紀念祭〉，《臺灣日日新報》，

�9�9/03/06。	

�4	參見：〈壽聯錄登〉，《臺灣日日新報》，�9��/09/07；以及黃旺成主編，《新竹縣志》卷十衛生志，新竹：

縣文獻委員會，頁3698。		

�5	根據新竹州廳長里見義正所在�903年6月23日頒佈的新竹廳第�06號告示，李倬章獲得的書房義墊許可證號碼

為第94號。參見：《新竹廳報》第�05號，（新竹：新竹州廳，�90306/25），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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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從此改變了李倬章的命運。當時州廳為對抗日益猖獗的鼠疫，在州

廳警務課下設檢疫委員會，徵召三名新竹街醫生擔任檢疫工作，分別

是東門鄭蘭汀，南門的林威儀，和北門的李倬章。李倬章在兩年檢疫

過程展現能力和聲望，也獲得州廳當局信任。16因此當第二屆醫生會

長任滿改選時，日人屬意李倬章繼任。

1905年1月15日，來自新竹街附近的46位漢醫，聚合在新竹城隍

廟左側廂房的醫生會所，選舉第三屆新竹醫生會會長。開票結果，46

張選票中有45票投給李倬章。17李倬章成為醫生會長，會中同時也選

出陳進為副會長，以及五位評議員鄭汝潛、蔡綸、林福星、胡揚先和

吳均。這一年，他剛滿卅歲。

會長的三道難題

李倬章甫上任，前人留下未解的三道難題正等著他。首先，會員

不願攤派會費。使會長無法有效推動會務，這是醫生會成立以來就一

直存在的老問題。1902年春天，新竹醫生會成立之初，曾約定年費為

三角，當時許多會員都認為收費過高。去年（1905年）年初，李倬章

在剛接任醫生會長時，曾經向會員約定年費訂為龍銀二圓，以後絕不

再調漲。沒想到才只過一年，他依照未來支出計算會員應攤派的年費

時，為達成收支平衡，則會員年費必須調漲至三圓以上。18會員難免

抱怨年費過於昂貴。

其實會費收取不易只是表象，醫生會還有兩項根本的問題：一是

�6	參見：〈計深撲滅〉，《臺灣日日新報》，�903/02/26，以及〈新竹通信∕擧定檢疫委員〉，《臺灣日日新報

》，�905/0�/22。	

�7	參見：〈塹城通信∕醫生票擧會長〉，《臺灣日日新報》，�905/0�/28。	

�8	參見：〈擬加會費金〉，《臺灣日日新報》，�906/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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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醫生和密醫之

間的利益糾葛，另

一則是醫術研究活

動窒礙難行。

合法醫生和

密醫之間的不公平

競爭，自始即為大

多數漢醫會員所關

注。「醫生免許規

則」規定漢醫必須

有免許証方准行醫

，又規定漢醫必須

依照官方頒佈的格式開立處方箋，而病家則持此一處方箋到藥店抓藥

。19非持有免許証的醫生，不許擅自開立處方箋。但實際上，這像法

律規定本身難以執行。原因在於當時合格的醫生人數實在太少，而醫

生又都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區域。偏遠地區民眾，有時還是倚賴無照的

江湖術士之流開方治病，這些無照醫士隨便用張紙寫上藥方，病家到

藥店照樣抓得到藥，中藥店依法應拒收這些處方箋，但店員看到生意

上門，哪有推辭的道理？然而，藥店接受無照醫士處方箋，隱含另一

個更重要的原因；過去漢藥藥店是培養「時醫」和「世醫」的管道，

店員都略知藥性，有時也在患者要求之下開立處方，因此形成藥種商

以賣藥之名、掩護無照診療之實。他們和無照醫士的情境其實極為類

似。官方雖心知肚明，但礙於醫生數量不足，所以也就睜一隻眼、閉

一隻眼。但是看在合格漢醫眼裡，當局未能嚴格禁止藥種商和無照醫

�9	參見：〈真龍眼核〉，《臺灣日日新報》，�905/09/�2。	

1905年1月28日的《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報導李倬章當選醫生

會長的新聞。（影像掃瞄／後製：陳世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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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開立處方箋，對於合格開業的漢醫顯失公平。因為要當一個合格漢

醫，必須經過考試檢定、還要定期繳納醫生會費，除此之外，還被賦

予種種義務，包括報告門診人數、購用官式處方箋、以及應公醫徵召

出診種痘和防治傳染病等等。20無照醫生不需要支付類似的成本，卻

照樣可以行醫，讓一些合格漢醫打從心眼裡不服氣。因此醫生會成立

以來，會員便再三透過集會提案，希望警務課嚴查非法處方箋，遏止

密醫擅自開方，但是卻屢屢得不到令人滿意的回應。21因此，會員對

於醫生會無法提供保障一事，難掩失望之情。

 醫生會所面臨的另一個矛盾，在於醫術研究活動停滯不前。新

竹醫生會成員涵蓋新竹街以及附近五區的漢醫，成立之初有會員八十

餘人，但是經過四年，有些會員死亡或搬遷而遭除照，有些會員因表

現不佳、被當局褫奪行醫資格。22到1906年底為止，在籍的醫生會員

只剩下五十名左右，平時每月例會出席人數約在廿至卅人左右。但問

題還不只是參加人數，最大的問題在於大多數成員對於醫術研究的理

解障礙。新竹醫生會成立之初，「良醫」或「儒醫」人數僅在七、八

人之譜，這些人比較具有理論知識，因此也具備研究發展的基礎，但

是其餘八、九成會員，則較無能力，也無興趣進行研究。由於漢醫多

透過臨床經驗形成知識，其中許多知識又都未必能夠言傳，而傳統華

人社會又有「獨門秘方」的傳統，若有獨到見解，未必願意分享他人

。因此，當時新竹漢醫對於當局期望透過討論而提昇醫術的想法，其

實相當難以理解，對於研究成效，也相當質疑。

20	在日治初期，種牛痘和防制傳染病是公醫要求漢醫參與的義務之一，參見：〈種痘成績〉，《臺灣日日新報》

，�902/03/�2，以及〈醫會報告〉，《臺灣日日新報》，�902/�0/03。	

2�	參見：〈醫會狀況〉，《臺灣日日新報》，�902/09/24，以及陳君愷，《日治時期臺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

，（臺北：台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99�年），頁��2。	

22	關於漢醫生減少的趨勢與醫生會員遞減的現象，參見：〈醫生如是〉、〈醫會不振〉，《臺灣日日新報》，

�9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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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醫生研究風氣

李倬章上任會長之後，在當局的支持下大力整頓會務。他的策略

是胡蘿蔔與棍子並用。首先，他把會員年費調漲至三圓六角，使研發

經費所需無虞；其次，他通知所所會員，例會倘無故缺席，則將處以

罰金。李倬章為了立威，1906年初召集評議會時，將前一個月沒有到

會的廿四名會員各施以罰金十錢，並立即遣人收取罰金。另一方面，

他也將過去每月開會兩次的規定，減少為每個月一次。降低開會頻率

之外，最重要的則是充實開會的內容，讓來參加開會的會員都覺得有

所收穫。李倬章認為，既然醫生會以研究為立會宗旨，則不可有名無

實，因此他敦促會員研究醫療個案，輪流到例會上公開發表，參加開

會的會員，則可以提出問題、或發表看法。會議結束後，個案做成紀

錄分送各個會員。23

醫生會每月例會地點，通常借用新竹城隍廟左側廂房。會期定於

每月十六日，每次開會時，新竹州廳警務課衛生主任和新竹公醫都到

場參加。24通常在州廳警務課衛生主任或公醫宣佈衛生政令事項後，

便開始由會員進行醫療個案的解說。發表個案的醫生所提出的個案涵

蓋各個領域。李倬章會長以身作則，先把自己所著的醫案拿出來討論

，並做成研究錄。散會時會員人手一冊。這種不藏私的作法，感動了

會員張鵬。張鵬也將自已用雉雞尾草治療熱毒的方子，與眾會員分享

。25當會員開始願意將所知公開，研究風氣也逐漸熱絡。以1907年夏

天為例，七月例會由西門街漢醫林肅雍醫生發表眼病的治療經驗，八

23	關於新竹醫生會推動研究的作法，參見：〈新竹通信／醫生開總會〉，《臺灣日日新報》，�907/07/23；〈竹

塹郵筒／醫會逐月研究錄〉，《臺灣日日新報》，�907/��/07。	

24	自醫生會設立之初，新竹州廳警務課和公醫每次必定與會，以達成宣達政令和監督的目的。參見：〈醫規議定

〉，《臺灣日日新報》�902/0�/25；〈竹塹郵筒／撰舉會員〉，《臺灣日日新報》，�906/�2/�9；〈新竹郵筒

／醫生再請開業〉，《臺灣日日新報》，�905/08/�3。	

25	參見：〈竹塹郵筒／醫會之研究〉，《臺灣日日新報》，�906/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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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則是住在南門大街的沈秋澄講述梅毒病與療法，九月則由北門外水

田街的吳均談感風病的症狀。李倬章自己也不時親自上台發表演說。

例如，1908年八月會上李倬章講述顯微鏡在醫學上的應用。講堂中高

懸古佛氏顯微鏡研究的示意圖，他首先介紹顯微鏡的原理，接著說明

顯微鏡的構造和應用領域，最後他以蝨子和癬疥蟲為例，說明蝨子和

癬蟲的類型、特性和療法。26

醫療案例的討論，在今日醫療體系中已經是司空慣見、本不足為

奇，李倬章透過誠意與努力，讓百年之前一群從未受過現代醫學教育

洗禮的漢醫，參與醫案分析、從事專業討論和分享，的確是件不容易

的事。

倡建漢藥會社與改風易俗

李倬章致力的另一件事，則是推動籌組新竹漢藥會社。27漢醫和

藥種商之間因藥種商無照診療與擅開處方箋造成的對立，使得漢醫們

不得不考慮自行開發藥材來源。1912年春天，新竹醫生會召開評議會

，會中李倬章出面倡議籌組新竹漢藥株式會社，當時目標為募集五百

股，每股股金廿圓，湊成資本一萬圓，這個會社計畫將要開設一個大

藥房，蒐購當時漢醫所需各種藥材，並收取合法漢醫開出的處方箋。

醫生會本身認購了兩百股，其餘三百股則是向當地富豪仕紳募集。這

個漢藥會社成立後，稱為「新竹漢藥業組合」，營業區域涵蓋新竹、

香山、紅毛、舊港等街庄。1931年新竹郡升格為市之後，解散重組為

「新竹市藥漢業組合」。28

26	參見：〈新竹通信╱醫會演說〉，《臺灣日日新報》，�908/09/22。	

27	關於漢藥會社初倡，參見：〈新竹通信／漢藥會社〉，《臺灣日日新報》，�9�2/0�/�5。	

28	關於昭和年間的漢藥會社改組，參見：〈漢藥總會〉，《臺灣日日新報》，�9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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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倬章也從公共衛生觀點，提出改良普渡風俗的建議。1911年七

月，李倬章結合新竹醫生會員與地方保正，發起設立「盂蘭盆祭改良

會」。29他指出，根據過去多年行醫經驗，每年新竹地區民眾罹患腸

胃症多集中於八、九月份，禍因可能出在中元普渡祭品。民間盂蘭盆

祭傳統。傳自印度羅門教，旨在借助佛力，延僧道化食，用些少祭品

供養幽冥界中受餓的孤魂野鬼。但是這個民間傳統卻逐漸變質。民眾

無論貧富，無不極力揮霍，供奉各種豐盛的牲畜果餅祭品。但每年中

元普渡又剛好是一年當中天氣最為鬱蒸的時分。祭品吃不完，放著過

夜或分贈親友，只要經過一個晚上，便開始腐敗生菌。人們一吃下肚

便容易患腸胃病。所以李倬章認為，就算不能免除普渡風俗。也必須

符合經濟和為衛生原則。「盂蘭盆祭改良會」揭櫫的普渡原則包括：

一、準備普渡要以誠敬為本，祭品重在衛生而不在量多；二、中元祭

品最好不送人，也不要收受；三、祭祀時間不要超過當晚間七點，食

物應當天吃完；四、以祭品宴客必須趁早，最好在當晚夜食物未腐敗

之前宴畢。李倬章的論點，如今看來相當有道理，但是在近一百年前

，撼動長年習俗必須甘冒大不諱，倘若倡議者缺乏名望和勇氣，則難

以承受相繼而來的社會壓力。李倬章提出的芻議，其後受到仕紳鄭俊

齋、周家修等人的支持，「改良普渡」遂成為1910年代末期新竹地方

社會改革運動的一環。30

李倬章此後連任多年醫生會會長，他也致力參與地方公益活動。

1917年新竹地方人士林鍾英、曾天運等人倡設慈惠院，為貧民提供診

療服務，李倬章和鄭國川等醫師均參與慈惠院的義診活動。大正昭和

29	參見：〈改良風俗〉，《臺灣日日新報》，�9��/07/27。	

30	新竹市紳李倬章、周家修、鄭俊齊等人主張改良普渡，主要著眼衛生觀點。稍後蔣渭水為首的台灣文化協會，

則主張全面反對普渡，其出發點則在於打倒迷信和減輕民眾經濟負擔。參見：笑岩，〈就普渡而言〉，《台灣

青年》(�92�/��/�5)；台灣文化協會，〈反普渡特刊〉(�930/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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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新竹地方舉辦的慈善義診，也常見李倬章的身影。31

李倬章非常重視教育，他把子姪都送到陵茂大屋的同宗李仕（三

老爹）私塾習讀漢文。三男李朝堂赴日留學，返鄉後任職新竹州役場

。長女婿魏清壬（澄川，1891-1964）總督府醫校畢業，在新竹開設鶴

山醫館，詩文書畫多所研習，有「儒醫」之稱。32堂姪李朝勳早期任

職赤十字醫院，日治時期曾在台北樹林等地行醫，朝勳娶魏清德妹（

台大）為妻，是前台大醫院院長魏火曜的姑丈。朝勳弟李朝欽，台大

醫學院畢業後取得東京帝大博士學位，光復後曾擔任省立屏東醫院院

長達十餘年。堂姪孫廷樞為臺灣長老教會牧師，曾在台中大甲地區傳

道18年。

李倬章一直是新竹地區漢醫界的領袖人物。1916年底例會中，他

向會員提出辭呈，受到滿場挽留，次年依舊當選為會長。33總計他從

1905年至1924年之間，連任長達廿年之久，逐見他的手腕和見識有過

人之處。李倬章任職新竹醫生會長期間，不但推動漢醫研究風氣、倡

議漢藥企業化，同時也導正節慶風俗，以維護民眾的健康，是百年前

新竹地方上推動社會創新的重要人物。

3�	參見：〈新竹設慈惠院〉，《臺灣日日新報》，�9�7/05/04；〈是乃仁術〉，《臺灣日日新報》，�9�7/07/0�

；〈新竹特訊∕救濟會囑托醫〉，《臺灣日日新報》，�9�9/0�/27。	

32	參見：《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頁�57。	

33	關於會員慰留李倬章，以及連任醫生會長廿年，參見：〈醫生會長再選〉，《臺灣日日新報》，�9�7/0�/�6；

〈五秩壽筵難卻〉，《臺灣日日新報》，�92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