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

述

歷

史

1
1
1

「臺灣援外軍 
醫團口述歷史 
計畫」簡介
郭世清  國防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劉士永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所長

壹、前言

世所皆知，1910年代派遣到友邦國家
的臺灣農耕隊，以農耕技術協助外交工作，

而創造「沙漠種出水稻」奇蹟。1011年，
立委蕭美琴深為當年的農耕隊打抱不平，蕭

美琴表示，農耕隊、援外技術團未編入國家

體系，「但他們是歷史產物」，不能忽略、

說他們不存在，政府不該遺忘這群外交老

兵。（註1）同樣奉命配合國家政策，全力支

持外交部援外醫療作業的軍醫團之相關史

料，卻鮮為人知。

一般而言，我國結合外交開展援助非

洲地區的有計畫活動，最早始於 1911年的
「先鋒案執行小組」，隨著援外規模與組織

逐漸擴大，政府於 1911年成立「中非技術
合作委員會」，1911年則將「中非技術合
作委員會」與「外交部海外技術合作委員

會」合併為「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海外

會），專責農漁業技術團隊之派遣，協助友

好開發中國家農業發展。政府再於 1919年
成立「海外經濟合作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

（海合會），對友好開發中國家提供各項經

濟援助。「海合會」成立後，又鑒於整體援

外資源應予統合運用，遂於 1991年 1月 1
日正式成立「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國合

會）。（註1）上述期間，我國援外項目包括

農業、畜牧、漁業，乃至煉油、製糖、公路

工程、電力、醫療。顯見我與友好國家可合

作領域遠比想像的多且廣，更有相當大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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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空間值得開發。

特別是對於「國際危難暨人道援助」事

務，國際合作基本精神就是「世界一家」、

「人飢己飢、人溺己溺」、「急人所急、救

災救難」為服務之宗旨。中華民國為回饋國

際社會、善盡國際義務、分擔國際責任，對

遭受天災、戰亂的友邦地區，我政府和民間

都會相互結合力量，慷慨解囊、輸出愛心、

伸出援手。「國合會」接受外交部委辦各項

援外業務，其中又以醫療合作計畫最為人稱

道。由於該會並非醫療專業機構，多年來在

醫護人員遴選、外派方面，委託國防部軍醫

局等單位支援遴派，非洲計有 1個邦交國受
惠，包括：幾內亞比索、賴比瑞亞、中非共

和國、史瓦濟蘭王國、布吉納法索、查德共

和國、聖多美普林西比、甘比亞。自 1990
迄今，計有 90人次。吾人實不忍讓軍醫團
援外任務派遣之歷史過程，就此堙滅於歷史

黃花中 !
揆諸民間醫學院紛起書寫「海外行醫服

務結合外交援助過程」的點滴紀錄，不免忽

略了同時期國防醫學與國際外交之關係，且

過度簡化了臺灣醫療貢獻的多源性與多元

特質。所謂「歷史不會為自己說話，只有人

能解釋歷史」，面對過往的艱辛與前人的奮

鬥，當今的我們有責任要在中國現代史上留

下一筆，焉能任由青史成獨白？

貳、研究文獻之回顧

近年來，醫學史學界出現相關口述歷史

文件，茲綜整重要參考文獻評述如下：

一、關於口述歷史研究

口述歷史是一個人的生平閱歷、歷史經

驗和感情世界的紀錄。受訪者接受訪問，我

們將他所說的，忠實的紀錄下來，這是口述

歷史的第一要件。至於口述歷史的作用，則

在於重建受訪者人生的歷史，透過他的歷史

經驗來瞭解那個時代，以及那個時代所產生

的事情。易言之，即是「重現民眾的心聲」

以及「填補歷史的空白」。（註1）回顧口述

歷史在臺灣學術界的發展，開始時深受美

國史學口述歷史計畫的影響，屬於中國現代

史的研究範疇，「目的在廣泛收集當代人物

有關的史料，為民國史留一忠實而深入的紀

錄，以備將來之研究。」（註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早期口述歷史

的最主要特色，在於嘗試避免情感流露和價

值判斷影響史學研究的客觀性，故須以史料

考證補充口述之個人經驗不足處，它蘊含著

獨特的史料整理和書寫模式。可是當 1911
年，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成立後，自覺

口述歷史訪談的方式可採取「讓受訪者有

著更自在的空間」，主觀的價值判斷成為必

需保留的部分。1919年口述歷史期刊發刊
時，口述歷史扭轉原處於邊緣的地位，被視

為「具有較高的深度和信度」，同時也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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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的成分而具有趣味性和挑戰性。（註1）

自此，當歷史的主觀性被廣為認知後，

一種由不同經歷和觀點所呈現互為主體的

客觀性成為新的見解，而口述歷史原有的主

觀性反成為探索如此客觀性的重要依據。

（註1）口述歷史研究，通常是藉著親身或電 
話訪談，以增補既有的歷史檔案資料。（註1）

又口述歷史「應當蒐集其它地方無法提供的

資料、觀察報告和意見，而不是蒐集那些人

人皆知的東西」。此即本研究計畫採用口述

歷史方式之目的也 !

二、關於軍醫人員口訪

國內針對軍隊人員進行學術性的口述歷

史研究，當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口

述歷史組為先。（註1）其中軍醫人員有二，

一是楊文達先生，一是周美玉先生。

（一）《楊文達先生訪問紀錄》

楊文達先生出身協和醫科，素有致力公

衛事業之志，長於烽火連綿的時代，毅然

置身軍旅，與其師長劉瑞恆、林可勝等諸先

生，以其精湛的專業訓練，開始為中國的醫

療衛生近代化做起步的工作，此工作隨著歷

史的轉折，由華北而滬上，由武漢而西南，

又經內戰而至臺灣。本書為口述歷史叢書中

論中國近代醫療事業的第二冊，意欲透過楊

文達之經歷一窺戰時軍醫與戰後衛生事業

之拓展外，並可間及國民政府對醫療事務之

政策及醫療衛生近代化，乃至遷臺後重新建

設之成果等問題。（註9）

（二）《周美玉先生訪問紀錄》

周美玉教授是中國軍護的先驅開拓者，

也是中國女性獲授少將軍階的第一人。周美

玉一生以慈悲濟世為懷，最先參加晏陽初的

鄉村建設工作，1911年抗日戰爭開始，即
追隨林可勝等醫學界先進，投身軍旅，以救

死扶傷為職志。戰後繼續在軍中服務，奠定

我國軍中護理的專業精神，堪稱中國的南丁

格爾。（註10）

上述可謂楊、周兩位軍醫前輩的個人傳

記，其奉獻國家的胸襟氣度展露無遺。然對

於「團隊合作，協助外交」的軍醫行動未能

提及，則不啻為此一領域史學研究者亟待填

補之空白處也 !

三、關於醫療援外紀錄

上世紀 10年代，臺灣面臨聯合國席位
保衛戰，政府派出許多技術團體支援開發中

國家或落後國家，寄望獲得外交支持。諸項

技術援外政策之一，即是「醫療援外」計

畫，它對爭取友邦合作或維持國際組織地

位，實有其特殊的歷史意義與時代價值。近

年來，臺灣醫療援外的成效更加享譽國際，

一群群具有愛心、耐心的醫療人員，不辭勞

苦地深入世界各角落，包括國人罕至的非

洲、中南美洲、南太平洋島國、北印度喜馬

拉雅山區、泰北、緬甸等遙遠國度，幫助當

地亟需醫療的民眾，共同對抗疾病，追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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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沙醫療團援外史料紀錄─荒漠

行醫照影》

該團隊的成員於 1910至 1990年參與中
沙醫療團的援外任務，衛生署透過文字敘述

搭配歷史照片影像以回顧過往的經歷。當年

這一群年輕、具有基礎專業技能與知識訓

練，但缺乏實務經驗的青年醫師們，在中沙

醫療團有所成長的人生機遇，建立非凡的自

信心與恢宏的世界觀。尤其藉由追蹤參與者

後續的專業發展，賦予當年異域行醫的時代

意義，期能召喚更多醫師投入此一領域，促

成後起之秀見賢思賢的國際醫療熱情。當年

中沙醫療團規模相當的龐大，來自衛生署、

臺北市衛生局、臺大醫院、榮民總醫院、臺

北市立醫院、馬偕醫院與臺北醫學院及高雄

醫學院，乃至後期的軍方醫院，最多曾有

1,100多位醫療專業人員常駐在沙烏地阿拉
伯。（註11）

（三） 《白袍下的熱血─臺北醫學大學在

非洲行醫的故事》

現任衛福部長邱文達曾在臺北醫學大學

校長的任內，派出近 10個行動醫療團，遠
赴巴拿馬、瓜地馬拉、馬紹爾、帛琉、海地

等國展開醫療外交，頗受各國好評，也拓展

了臺灣的國際能見度。1001年 11月，臺北
醫學大學與國合會簽署〈駐史瓦濟蘭王國醫

療服務計畫〉後，更成為醫療援外的重要里

程碑。1名醫師及 1名護理師遠赴這個位於
非洲南部的邦交國，發現當地醫療資源嚴

心健康。（註11）國內對於醫療外交進行有系

統的歷史回顧書寫，則有臺大醫院的利比亞

醫療服務隊、中沙醫療團，以及臺北醫學大

學的聖多美醫療服務隊、史瓦濟蘭醫療服務

隊等紀錄，堪稱代表之作。

（一） 《臺大醫院利比亞醫療服務隊─ 
1911年 1月至 1911年 1月》

追溯民間醫療援外的第一支隊伍，就是

1911年 1月 1日出發由臺大醫院配合國家
政策，接受行政院點召成立的「利比亞醫療

服務隊」。11位醫生、護士登機飛往利比
亞，接管當地的密蘇拉達醫院，展開沙漠行

醫的傳奇歲月。醫療服務隊的隊長，就是後

來大名鼎鼎的「臺灣愛滋病之父」莊哲彥。

這支隊伍在臺大醫院院史及臺灣醫療外交

史上，甚至臺灣醫療發展史上都不容忽視。

該書以莊哲彥為軸心，描繪了這批先鋒隊伍

在一個文化迥然不同的地區行醫的事蹟。醫

護人員由於人手不足，必須全科別看診，時

間長、壓力大，有人染了肺結核、有人累到

胃潰瘍。但這支苦幹拓荒的先鋒隊，短短三

個月就贏得利國人民好評、報紙讚揚，兩三

年間，就不負使命，為臺灣外交擴展地盤，

享譽阿拉伯世界。學者張秀蓉以其歷史學者

的研究精神，爬梳史料、訪談當事人、查證

檔案，翔實還原當年這批在異域沙漠行醫的

點點滴滴。書中多處援引原始文件，並於附

錄中呈現原始照片及檔案。（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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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合作關係，參與醫療援外最早的是八

○一軍醫院軍醫團，接著才是莊哲彥醫師帶

領的臺大醫院醫療團。（註11）1910年代支
援北葉門作戰任務，也曾派出代號為「大

漠案」的首批航醫。（註11）近年來，海內外

救災搶傷行動，軍醫人員幾未缺席，即以

1010年 1月 11日「海地震災」為例，前往
馳援救災的除了衛生署「臺灣國際醫衛行動

團隊」、國合會「行動醫療團」之外，尚有

國防部成立的「軍醫小組」。（註11）然而，

對於扮演醫療先鋒的軍醫團隊之相關研究，

始終付之闕如，學術界乃至民間亦鮮能知

悉。

承上所列文獻綜整，本研究回應目前醫

學史研究較少關切的課題，考察臺灣援外軍

醫任務對我國外交工作與國際合作之間的

互動，討論軍民醫療人員在友邦分進合擊所

扮演的角色，包括其社群記憶的傳承與特殊

精神意志的彰顯，並探討軍醫人文精神和未

來醫學改革之間的參考價值。

由於口述歷史的資料性，不亞於文獻檔

案的重要性，國軍援外醫療團的重要史事，

若未藉助口述歷史的紀錄保存，實屬可惜。

本計畫採取的研究方法，即是針對近二十年

期間，我政府外交部「國合會」與國防部

「軍醫局」之間的決策過程、援外經驗的發

掘與呈現等，對當事人進行親身訪談與紀

錄，更為細緻的探索與釐清主要歷史事件的

發展脈絡，以利於軍醫功能提昇及其對國內

外社會貢獻的檢視與精進。

重匱乏，特別是近百分之四十的愛滋病帶原

率，都是在臺灣從來沒有碰到的棘手且難以

想像的場景。該書完整紀錄臺北醫學大學在

史瓦濟蘭奉獻愛心的點點滴滴，它不僅是一

群臺灣充滿愛心的醫護人員在非洲叢林行

醫冒險的傳奇故事，也是一本國際醫療行動

的文化觀察日誌。（註11）

（四） 《愛從赤道零度開始─臺北醫學大

學醫者烙印非洲之旅》

自 1991年臺聖兩國簽署〈外交合作協
議〉開始，臺灣對聖多美社會經濟發展過程

中提供了許多協助，特別是在基礎設施、

農業及衛生教育等方面。臺北醫學大學自

1009年承接〈駐聖多美普林西比醫療團計
畫〉後，雙方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即是由臺北

醫學大學派遣專科醫師及護理師所組成的

常駐醫療團，於聖國中央醫院提供聖多美人

民高品質的醫療服務。此外，也提供當地重

症傷患外送之醫療服務。他們秉持著「愛無

國界」的精神，協助改善當地的醫療環境與

公共衛生，並協助培訓當地的醫護人員。該

書以其情感內在追尋、醫療核心價值、病醫

關係、醫療人員的訓練與體會等，凸顯北醫

大醫療團的全球觀點、弱勢關懷與醫務人員

廣度與深度之訓練。（註11）

叁、軍醫援外之研究

其實，政府播遷來臺早期為維護與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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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軍人情緒與習慣。

再者，就受訪身分來說，醫療援外任務

雖以醫師、護理師、醫工師為主力，然若能

擴大訪談旁及當時派駐國的外交人員、軍醫

局承辦人員等，對於深入掌握「援外軍醫

團」歷史全貌，避免見樹不見林之失，尤有

畫龍點睛之妙。

本研究計畫將持續探討臺灣援外軍醫團

在國際外交風起雲湧時代的努力成果，乃至

對於返國投入醫療改革的心路歷程，包括他

們對生涯規劃與醫政關係的看法。諸如：時

任駐非洲友邦大使、軍醫局承辦參謀、余慕

賢醫師、彭萬誠醫師、梁統華醫師、張比嵩

醫師、羅文聰醫師、江雅芬護理長、劉瑞靈

副護理長、張俊彥所長、梁惟信醫師等 10
餘位相關人員。

綜而言之，這些當年奉命執行醫療外交

任務的前輩們，其因緣際會、見聞感受、團

隊合作、經驗回顧，以及他們對醫療援外政

策的期許展望，都值得傳承予後輩學習者。

這是值得日後賡續深入探討的課題，俾能助

於彌補此一史學闕漏！

伍、附錄

「臺灣援外軍醫團」口述歷史 訪談綱要
一、個人參與援外醫療事務之因緣際會

　　（一）參與前的國內身分

　　（二）參與時的國外職務

二、個人參與援外醫療事務之見聞感受

　　（一）對援外國家的預期

筆者受軍醫局委託已完成第一階段的

「國軍援外醫療團」研究報告，訪談對象包

括：陳志福醫師、張維國醫師、曹殿萍醫

師、謝財源醫師、朱大維醫師、符振中醫

師、陳啟煌醫師、吳寶榮醫師、劉曉雲督導

長、龍中鼎工程師等人，已能窺見此一事件

初始之輪廓。（註19）吾人堅信，軍醫團援助

友邦國家的歷史過程，對當年的外交維持與

爭取，乃至國際人道關懷與落實，其重要性

自是無庸置疑。上述人員均已分別訪談錄音

並撰寫歸檔，刻正執行國科會補助第二階段

計畫進度，待完成兩階段綜整結案後，即可

合併以詳細說明之。

肆、結語

首先，就派駐國家來說，前述 10位受
訪者多集中於幾內亞比索（1人）、賴比瑞
亞（1人），餘為布吉納法索（1人）、中
非共和國（1人）、查德（1人），對照軍
醫局檔案顯示歷年接受醫療援助國家，尚有

史瓦濟蘭王國、聖多美普林西比、甘比亞等

未提及。

其次，就派出條件來說，援外人員因具

軍職身分，從既成的口訪紀錄中，不難看

出，軍醫援外的醫療經驗顯與國內不同，而

在訪談時也須能先行突破軍醫們習於保留

的態度與不願直接評論政策的心理。比起訪

問國內一般醫護人員，只需取得專業上的信

賴即可，訪談軍醫相較之下尚須慮及特殊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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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近代史研究所，《凌鴻勛先生訪問紀錄》，臺
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11。

09. Donald A.Ritchie著，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
述歷史》，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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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秘史》，臺北：智庫出版社，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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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院士與國防醫學院院長〉，《臺灣史研

究》第 19卷第 1期，臺北：中研院，1011年
11月。

11. 「Taiwan ICDF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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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網 址：http://www.mh.sinica.edu.tw/Historicalsou 
rces.aspx?minor=1&pageNumber=1

11. 國防部軍醫局「政策推動績效專區」http://m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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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olin McInnes, “Health,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1, 1001.

11.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und, 
ICDF Annual Report 2000, Taipei, 1001.

19. ME DeBakey, “History, the torch that illuminates: 
lessons from military medicine,” Military Medicine 
111:11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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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1910年代，我國與中國大陸爭外交合法地位，

　　（二）至援外國家的印象

　　（三）在援外國家的活動

三、個人參與援外醫療事務之團隊合作

　　（一）軍醫同儕支援情形

　　（二）民間醫師互動情形

　　（三）當地醫政連繫情形

四、個人參與援外醫療事務之經驗回顧

　　（一）技術層面的再歷練

　　（二）生涯規劃的再探索

　　（二）醫療援助的再思考

五、個人參與援外醫療事務之期許展望

　　（一）給後進新秀的提點

　　（二）給軍醫當局的建言

　　（三）給外交政策的參酌

六、補充說明

　　（一）個人援外心境轉換

　　（二）當地民情趣味軼事

　　（三）永難磨滅深刻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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