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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護理史
研究概況
蕭雅宏  國史館采集處科員

一、前言

近代臺灣護理的開展，可追溯到日本

殖民統治時期。（註0）日人治臺後，因應救

護需求，臺灣總督府於 0900年在臺北病院
設立講習所訓練臺籍助產婦。0900年公布
「臺灣總督府醫院看護婦助產婦講習所規

則」，另於講習所內設看護婦科，此為正式

訓練護士的開始。醫院之外，工廠與學校成

為日後臺籍護士的出路。惟 0900年代後日
人為因應太平洋戰事所需，未及訓練，另一

方面又刻意壓抑同時期的教會醫院，因此成

果有限。學者指出，終其日治時期，護理教

育未能有效規劃與執行，護理發展也因此受

限。（註0）

戰後初期臺灣的護理發展，不同於

日本統治時期的殖民醫學脈絡（colonial 
medicine），（註0）殖民醫學下的護理教育

為輔助醫師，亦稱壓抑式教育。對此有學者

主張戰後為日式看護婦教育基礎延續，亦有

側重中國大陸協和醫學院系統輸入的說法，

更有以美援角度討論美式護理，強調其對臺

灣護理發展的影響。（註0）近年「科技、醫

療與社會的研究發展」（S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可譯為科技研究）的興
起，護理這門科學技術，如何被引進臺灣、

轉型、落地生根乃至於專業化的形成，均成

為 STS研究關注的議題。而綜觀臺灣戰後
四十年間，臺灣護理隨著政治局勢，歷經從

備戰下的軍護到平時醫護的變遷過程，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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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丁格爾精神」、（註0）性別論述，以及

護士對護理工作的認知與形象等問題，亦值

得我們反思。

二、護理史料介紹

戰後檔案史料有：（一）美援檔。現分

存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戰後

臺灣時期經濟部門檔案》、國史館《行政院

經濟建設委員會檔案》。（二）行政院檔

案。現分存於國史館與檔案管理局，檔管局

同時有《美國國家檔案暨文件署》，檔案時

間自 0900年至 0900年，內容為臺灣內部
事務與政經情勢；亦有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

制局、教育部與臺大醫院早年檔案。（註0）

（三）《農委會檔案》、《行政院衛生署

檔案》。（四）外國檔案如 Annual Report 
of China Medical Board（ 中 國 醫 藥 理 事
會）、ABMAC（美國在華醫藥基金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洛克斐勒
基金會）、WHO（世界衛生組織）與 AID
（美國國際開發署）等早年援華組織，由於

早年美援涉及技術與教育層面，上述機構藏

有不少重要資料。

著名校史、機構史有：（一）《國防

醫學院護理學系創系 00周年紀念專輯》。
（註0）本書收錄論文以國防醫學院為中心的

探討，強調 0909年護理系從上海撤退到臺
灣，重建臺灣護理，並以周美玉、余道真

為主的論述，並附軍護任務與大事紀要，

可供對照。本書可看出其護理系的本位主

義。（二）張慈惠《臺大醫院護理部成長

記事》。（註0）本書詳述了臺大醫院護理

部先設置（0909），其後護理學系再成立
（0900）。其中對於護理部、護理系的發展
始末有深入介紹。

傳記與口述歷史回顧，以張朋園、羅久

蓉《周美玉先生訪問紀錄》為代表。周美玉

乃護理界的奇女子，出身協和與國防醫學院

系統，惟傳主側重於來臺後軍護方面的經驗

與國防醫學院護理系、臺北榮民總醫院護

理部的創辦。（註9）蔡幸娥《護理的信心》

則是另一種傳記寫法。（註00）目前坊間十餘

種護理人員傳記裡，以蔡幸娥撰寫鍾信心

教授的傳記最具代表性。傳主鍾信心係日本

聖路加女子學校畢業，美國密蘇里大學護理

碩士，曾任教臺大醫院、臺北護專、臺南護

專，並創辦高雄醫學院護理系，為臺灣近代

的護理傑出人員。對照鍾信心的故事，李錦

容《臺灣女英雄陳翠玉》可參考。（註00）傳

主早年在臺大醫院任職時的資料、與受到政

治迫害部份可供參考，尚有早期臺大護校史

參照，作者認為傳主是新時代的女性，走過

日治與戰後兩時期，精通外語與威權時代開

創護校，其後投入反對運動漂泊海外，可稱

為臺灣女英雄。國立臺北護理學院的《北護

五十年》、《北護一甲子》兩種校史專刊，

內容臺北護校創校以來校友口述訪談，該校

曾有教師以婦幼醫院為研究計畫。相較於臺

大與國防醫學院護理系，臺北護校的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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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深入民間就業，從此處可看出不同的職涯

體驗。

游鑑明主編《臺北榮民總醫院半世紀

─口述歷史回顧》，（註00）為最近的醫療

史成果，其中關於護理部雖只有一位主管接

受訪談，但若參考書中其他部門主管或醫事

人員所述（如營養室、病理科）與正在進行

的臺中榮總口述計畫，相信將來有更多護

理材料可運用。綜合上述，可見目前戰後臺

灣護理史、護理教育與專業形成等議題，仍

處於相當邊緣化的討論，以護理人員為主的

文章，也是零星的口述訪談或回顧性質的

紀錄。（註00）近年新成立的「臺灣醫學史學

會」重視護理史料；位於高雄的「臺灣醫療

史料文物中心」亦有部份材料可供參考。其

它如馬偕、門諾、彰化與埔里基督教等醫療

院所護理部亦有部分史料典藏。舉其犖犖大

者，不乏豐富資料，只是過於分散，猶待整

理運用。

三、研究概況

目前戰後臺灣護理史研究成果有限，如

護理界蔡淑鳳的論文感慨「僅兩本教科書與

相關口述傳記與相關論文等」、「就護理史

的發展而言是未開發階段」。（註00）筆者擬

先就透過日治時期至戰後護理史既有成果

回顧，試圖分析背景發展與釐清脈絡，從中

作為探究護理史的基礎。

首先在護理通史類方面，游鑑明〈日據

時期的臺籍護士〉可說是戰後學界第一篇以

護理人員為主題研究的論文，（註00）介紹護

士為日本時代臺灣新興職業，分析其中甘苦

並影響至戰後護理。文中說明護士原為日治

時期看護婦，由醫院訓練；其後臺灣總督府

有鑑於殖民統治需要，培育本地人才，訂定

規則辦法，並大舉招募醫院、社區與戰地

護士。作者提到太平洋戰爭對護理工作的影

響，戰地護士的辛苦與時人觀感，並坦承限

於材料蒐集，只能針對日人訓練的護士，對

於教會系統與留學出身背景未能多談。但本

文已給我們提供一日治時期護士形象。

關於戰後臺灣護理的轉折方面可以蔣欣

欣的研究為代表，其文章〈老協和精神對臺

灣的影響─英美醫護教育的傳承〉（註00）

以民初北平協和醫學院為背景，指出周美

玉、余道真、夏德貞、徐藹諸等協和畢業

者，隨著政府遷臺後，分別在國防醫學院、

臺大醫院以及臺北護校等校執教，經驗傳

承；關於英美護理如何「輸入」臺灣，本文

有詳細介紹，可作為我們對戰後臺灣護理的

初步認識。余道真〈臺灣近二十年來護理教

育概況〉為早年護理教育的討論。（註00）

作者為國防醫學院借調到臺灣大學，亦為臺

大護理系創系主任，介紹 0900-0900年代的
護理教育，同時點出護理人力不足的現象。

劉仲冬〈我國的護理發展史〉，（註00）作者

專長是醫療社會學，以臺大護理部的發展為

主軸，該文概述兩項：其一為臺大護理系與

護理部，兩者人事都是依附臺大醫學院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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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下進行改革與運作，可見護理獨立發展甚

難。其二為提到臺灣近代醫療有「德日」與

「英美」兩派勢力暗中較勁，不僅出現在醫

學教育，同樣也發生在護理教育之下，英美

派觀念為「醫護平行」「護理獨立」，相較

於德日派「服從、輔助」角色，這種較勁對

護理發展是否造成影響？

張芙美的《臺灣護理學史》為其護理史

研究的集結，同時屬於作者《護理學史》一

書的改版增補。（註09）作者為護理背景的慈

濟大學副校長，本書共分三篇，合計十七

章，第一篇敘述上古時代至近代南丁格爾時

代的護理發展；第二篇為日本統治時期的護

理發展，但篇幅多側重於臺灣總督府醫療制

度、公共衛生政策與時代背景，看護婦的專

業形成則較少提及。第三篇為臺灣光復後，

現代護理專業的介紹，作者以行政組織、制

度發展、護理教育條文為敘述主軸。惟因教

科書定位，所以問題僅點到為止。而《護理

學史》則為 0990年代以前的教科書，本書
較為不同的是史觀：以民初大陸的護理發展

為主軸，政府撤退來臺後，近代護理的技術

也「輸入」臺灣。上述的觀點忽略了臺灣

09世紀以來，教會醫療與日治時期的醫療
制度引進的背景。總之，無論是《臺灣護理

學史》或《護理學史》都只能視為護理制度

史，關於護理史發展的外在因素與影響、戰

後的專業形成，都是猶待補充之處。

蔡淑鳳、吳濟華、陳永興、戴正德合著

〈從護理史探討臺灣的護理發展脈絡〉，

（註00）可看作護理學界的迴響。本文為護理

研究人員對護理史的「反思」，對近代臺灣

缺乏護理史研究脈絡，做出回顧與檢討，並

提出可能的因應與未來研究發展。文中將

臺灣護理史分為三階段：清代教會系統、

日治醫療系統與戰後臺灣護理系統；並點

出 090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中國大陸
的衛生醫療系統，也隨之介入臺灣的護理系

統，並對日治時期以來的「傳統」造成影

響。作者承認缺乏歷史材料為護理史研究的

最大問題，並建議採取文獻、訪查與口述等

方式加強。本文論述了護理學科引進的傳統

與梗概，呈現護理界是怎麼看待自身護理史

的角度，同時為突破護理史研究限制提出方

法建議。（註00）

從上述的護理史料到研究回顧，護理／

歷史兩門學科亦有學者嘗試對話。例如張淑

卿之代表作〈美式護理在臺灣：國際援助與

大學護理教育的開端〉。（註00）本文為戰後

護理最新研究，作者身兼護理與歷史背景，

跨界論述處理史料，引用美國國家檔案與近

史所現存檔案，敘述 0900年代的美援為美
式護理在臺灣發展與轉型的關鍵，說明美援

及其它國際組織對其硬體設備、人員訓練經

費的支持。作者提到臺灣選派優秀護理人員

出國進修，而來自美國名校的護理工作與教

育者也應邀來臺指導，逐漸脫離日治時期的

傳統，走向所謂「現代美式護理」之路。

其次，在護理與公共衛生的關連性方

面，以劉士永〈延續或斷裂？ 0900-0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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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真實客觀記錄，兩門學科整合課題，有待

學者用心琢磨。

四、小結：護理史的研究討論

目前護理史的研究仍未能全面考量政經

背景，以及數十年間大學、專科與高職等護

理教育學制變遷的影響。上述著作大多討論

單一年代議題，單就政策、教育與人力需求

等問題思考亦稍嫌不足。例如護理教育與學

科的引進，自 0900年起，戰後臺灣護理從
日式看護婦教育，過渡到英美式的專業護理

教育；0900年臺灣第一間護理職校─臺

北護理職校於臺北設立，標示著現代護理引

進臺灣。（註00）兩者分別代表關鍵年代之重

要轉折，可惜學界對此仍著墨不多。

090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護理
教育開始側重於軍事，可謂全面地由上而下

倡議為「備戰下的護理」。以 0900年西太
平洋護理教育會議在臺灣舉辦為例，（註00）

當時規模與其影響，今日難以想見。先是

前一年美國護理專家胡智敏〈Gertrude E. 
Hodgman〉應邀來臺客座講習，指出護理的
重要，國民政府引申為「為儲備護理人才，

以供反攻大陸之用計」，（註00）其後有關單

位將護理工作定調為支援作戰。例如蔣宋美

齡於護士節致詞說：「戰時所需要的護理

人才，可以說與三軍將士們相等，故護士

姊妹們現在正是報效國家，服務人群的機

會」，「反攻大業，現正積極準備，無論在

代臺灣的公共衛生〉為代表，（註00）本文與

另一篇〈公共衛生與健康─從學習融合到

自主〉連結對照來看，作者以公共衛生概

念，提到 0900年後美式醫學理想與日本殖
民經驗兩種公衛觀衝撞與融合，遷臺後政府

由臺灣省衛生處主導公衛，再到行政院衛生

署的成立，顯示公衛體制的變遷，而基層護

士與公衛政策、醫療院所關係，可藉由此獲

得釐清。

除此之外，前文提及 STS亦參與護理
史研究，做為一種理論、單獨處理護理史所

遇到的性別／社會問題，如科技與護理對

話、從傳統護理到現代護理的歷程等。例如

傅大為〈再會吧，南丁格爾精神〉，（註00）

就採取批判式的討論，認為「南丁格爾式」

的前提無法理解當代臺灣護理的問題，以

re-encounter的想法去面對才是正確。陽明
大學盧孳艷主編《護理與社會》，（註00）

副標題為「跨界的對話與創新」，本書為十

多位學者來自不同背景，主題包括「技術與

護理」、「性別與身體」、「精神心理衛生

與社會」與「倫理與政策」。前兩篇與護理

較有關連，對護理技術認同、護理人力市場

有所分析。其中張淑卿〈護理技術與專業認

同：歷史面向的分析〉、范國棟〈護理人力

市場〉、翁裕峰、尤素芬〈緊急防疫與醫護

職業安全衛生保護：以 SARS期間和平醫院
封院為例〉這三篇都是最直接與護理人員有

關聯的文字。如何運用歷史學的研究方法，

寫出一部理想的護理發展史，為護理技術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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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已經遍及醫療院所、學校、衛生所、工廠

等處，實際參與婦聯會救護、民防動員、公

共衛生示範與家庭計畫等各項工作。護理人

員深入民間，究竟發揮的影響力為何，值得

探討。0900年代起，護理學校系所大幅增
設、改制與升格，並於國家考試設立專技類

科，更為專業與制度化，在人力供需與政策

的扶植下，此階段的變革影響更不容忽視。

時至今日，護理人員的進修、轉業與從事產

後照護、醫學美容等衍生行業的現象，都值

得我們深入討論。筆者認為若能從檔案史料

出發，以護理教育發展的角度觀察，同時考

量臺灣政經背景，對於戰後四十年間，護理

的發展轉變與護理史脈絡應有不同於傳統

（internal-history）看法與研究討論。（註00）

【註釋】

  0. 比日治時期更早的進入臺灣者為「教會護
理」，係指外籍人士來臺傳教，於教會附屬醫

院開辦訓練護士，從清末臺灣開港後算起比日

治時期還早三十年，然而人數與影響相當有

限，此處暫不討論。

  0. 游鑑明，〈日據時期的臺籍護士〉，《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00期（0990年 0
月），頁 009-000。

  0. 所謂「殖民醫學」係指日人醫學研究目的在於
統治臺灣。參考范燕秋，《疾病、醫學與殖民

現代性：日治台灣醫學史》（臺北：稻鄉出版

社，0000年），頁 00-09。
  0. 可分別參考論文：游鑑明〈日據時期的臺籍護
士〉、張淑卿，〈美式護理在臺灣：國際援助

與大學護理教育的開端〉，《近代中國婦女史

研究》00期（0000年 00月）；專書如《國防
醫學院護理學系創系 00周年紀念專輯》（臺

前方或後方，急救和護理，是迫切而不能缺

少的。」（註09）臺灣省政府主席嚴家淦說：

「希望護士界發揚光大這種犧牲自己，服務

人群的精神，進一步影響社會，以引導世界

走向光明，打倒黑暗，消滅共產主義」。

（註00）軍方如國防醫學院院長盧致德則認為

「在此次反共抗俄戰爭當中，軍中護理人

員，尤為需要」。（註00）護理界的周美玉、

夏德貞與徐藹諸等人更大聲疾呼：「假如

反攻的號角一響，數千護理人員絕不夠分

配；所以正在為政府加緊訓練護理人才，使

將來反攻大陸時少犧牲一些生命和少流一

點鮮血」、其中夏德貞（臺北護校校長）更

多次提到「效法南丁格爾的犧牲精神，負起

責任，在當前反共抗俄大時代中盡應盡的責

任。」。（註00）立法委員、身兼國民黨婦工

會主任錢劍秋說道：「我們要反共復國勢非

全民動員不可」、「我希望有志報國的愛國

女青年踴躍地學習護理，勇敢地站在前線

支援三軍作戰」。（註00）可見 0900年代以
降，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告誡護理人員的使

命為：「以南丁格爾精神，完成反共抗俄

工作」。根據「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一

份對護理教育建言檔案記載：「優秀之醫

護人才⋯⋯一旦反攻戰爭開始，戰地工作

扶患救傷，及光復大陸之重建工作，接收

醫療機構，需要尤切」。（註00）由此觀之，

護理人員並非僅輔助醫師的角色，而是戰

爭動員下有組織、有領導的團隊。0900年
代後，官方較少呼籲動員作戰，護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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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似不願再談。這是未來研究可以著手加強的

地方。

00. 李錦容，《臺灣女英雄陳翠玉》（臺北：前衛
出版社，0000年）。

00. 游鑑明主編，《臺北榮民總醫院半世紀─口

述歷史回顧》（臺北：中研院近史所，0000
年）。

00. 如回憶性質文字有：鄧桂卿，〈永懷恩師周美
玉將軍〉、張淑容，〈篳路藍縷護理路〉，

《國防醫學院校史探索》（臺北：國防醫學

院，0000年）。護理技術面的報導文章集結
有：王秀紅編，《護理臺灣》（臺北：行政院

衛生署，0000年）。
00. 參見蔡淑鳳，吳濟華，陳永興，戴正德合著
〈從護理史探討臺灣的護理發展脈絡〉，

《臺灣醫學人文學刊》，0卷 0期（0000年 0
月），頁 90-000。

00. 游鑑明，〈日據時期的臺籍護士〉，頁 009-
000。

00. 蔣欣欣，〈老協和精神對臺灣的影響 -英美醫
護教育的傳承〉，收錄余玉眉編，《臺灣醫療

道德之演變─若干歷程及個案探討》（臺

北：國家衛生研究院，0000年）。
00. 余道真，〈臺灣近二十年來護理教育概況〉，
《護理雜誌》，00卷 0期（0900年），頁 00-
00。

00. 劉仲冬，〈我國的護理發展史〉，《護理雜
誌》，00卷 0期（0000年），頁 0-09。另有
一篇劉仲冬，〈醫療社會學、女性、歷史研

究〉，收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0期
（0990年），頁 000-000。該文以 Davies「重
寫的護理史」為重點，強調近代護理事業的改

革發展。

09. 張芙美，《臺灣護理學史》（臺北：華杏出版
社，0000年）

00. 蔡淑鳳，吳濟華，陳永興，戴正德合著〈從護
理史探討臺灣的護理發展脈絡〉，90-000。

00. 另有周傳姜，〈護理史研究之路〉，《護理雜 

北：國防醫學院，0990年）。以上分別代表不
同主張論述。

  0. 南丁格爾精神簡言之為犧牲奉獻。參考馬鳳
岐，《傳光：南丁格爾的精神與志業》（臺

北：華杏出版社，0000年）。
  0. 此外尚有教育部檔、外交部檔、行政院衛生署
檔。南投臺灣文獻館藏有臺灣省政府衛生處檔

案。

  0. 參考《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創系 00周年紀念
專輯》（臺北 :國防醫學院，0990年）；校
史尚有林崇名，《臺大醫學院百年院史》（共

三冊）（臺北：金名出版社，0999年）中冊
探討光復後的情況部份可供參考；下冊〈第陸

章、護理學系暨研究所簡史〉有提及護理系系

史。馬素珊、韋淑玲，《門諾五十年護理生命

的印記：信實的愛》（花蓮：門諾醫院，0000
年），此書為門諾醫院護理部的回顧。張秀

蓉，《臺大醫學院（0900-0900）》（臺北：臺
大出版社，0000年）本書為近年關於臺灣公共
衛生醫療研究的集結；前者為日治時期醫學教

育、醫療行政等的調查、統計成果；後者為戰

後臺大醫學院歷史復原重建，兩書可供護理方

面對照參考。本書史料蒐集可說是彌足珍貴，

因戰後一段時間材料付之闕如，作者近年用心

網羅、重建，可作為戰後醫療史的背景，與臺

大護校歷史的參考。

  0. 張慈惠，《臺大醫院護理部成長記事》（臺
北：臺大醫院護理部，0990年）。

  9. 相關尚有：游鑑明主持《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
職業婦女訪問紀錄》（南港：中研院近史所，

0990年）。有訪問到歷經日治與戰後的臺籍護
士尹喜妹，資料相當珍貴；可惜尹女士口述後

深感若干內容不妥，主動要求刪去光復後省籍

與人事問題，失去大好研究材料。

00. 蔡幸娥，《護理的信心》（臺北：信心護理文
教基金會，0000年），作者對傳主採取相當同
情立場，然而這本傳記仍有不少隱晦之處，例

如護理受到外力影響（如政治、醫療等），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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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期間蔣中正總統另以茶會款待與會外國代

表。見《聯合報》，臺北，0900年 00月 0日，
版 0。惟此會議的提示，迄今只有張淑卿〈美
式護理在臺灣：國際援助與大學護理教育的開

端〉提及。

00. 余道真，〈中國護理教育之起源與發展〉，
《護理雜誌》，00卷：0期（0900年 00月），
頁 09-00。

09. 以 0900年護士節訓詞為例，見《聯合報》，臺
北，0900年 0月 00日，版 0。

00. 《聯合報》，臺北，0900年 0月 00日，版 0。
00. 盧致德於第五屆中國護士學會會員大會發言，
見《聯合報》，臺北，0900年 0月 00日，版
0。

00. 〈我國護理界三傑〉，《中央日報》，臺北，
0900年 0月 00日，版 0。

00. 錢劍秋，〈護理工作的貢獻〉，《中央日
報》，臺北，0900年 0月 00日，版 0。

00. 「本會研擬完成方案呈 總統鑒核卷─改進

護理教育之研究案」（0909年），《光復大
陸設計委員會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

000000000000A。
00. 傳統護理史看法以張芙美《臺灣護理學史》與
周傳姜，〈運用歷史的思考看護理的發展〉，

《護福》，000期（0000年）為代表。純以護
理發展過程中的人力、法規、教育與公會團體

等敘述。

誌》，00卷 0期（0000年），頁 09-00。作者為 
長榮大學護理系教授，近年投入護理史研究，

文章裡對於埔里基督教醫院自辦護校歷史，與

北京協和人才對臺灣護理影響有所提及。

00. 張淑卿，〈美式護理在臺灣：國際援助與大
學護理教育的開端〉，《近代中國婦女史研

究》，第 00期（0000年 00月），頁 000-000。
00. 劉士永，〈延續或斷裂？ 0900-0900年代臺灣
的公共衛生〉，收入范燕秋編，《多元鑲嵌與

創造轉化：臺灣公共衛生百年史》（臺北：遠

流出版，0000年），頁 000-000。
00. 傅大為，〈再會吧，南丁格爾精神〉，《當
代》，第 090期（0000年 0月），頁 00-00。

00. 盧孳艷主編，《護理與社會》（臺北：群學出
版社，0000年）。

00. 除代表現代護理的臺北護理職校成立以外，
0900年臺大醫院開辦護士訓練班，0909年後
成立臺灣大學成立臺大護校，其師資皆為協和

與留日出身，已非傳統看護婦訓練。參考張秀

蓉，《臺大醫學院（0900-0900）》（臺北：臺
大出版中心，0000年），頁 000-000。

00. 此會議籌備近一年，在臺開會近月，為政府遷
臺後第一場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場比照聯

合國發言開會模式；行政院長陳誠、內政部長

黃季陸、臺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王世杰、何

應欽、白崇禧、雷震、桂永清、程天放、陳雪

屏、錢思亮等黨政軍大員均應邀觀禮並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