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烽火記憶
愛國華僑林可勝教授

▓何邦立

孫中山先生肇建民國，得力於全球

華僑之資助，故嘗謂「華僑為革命救國

之母」。

在抗日戰爭期間，最膾炙人口的兩

位愛國華僑，就是陳嘉庚先生與林可勝

教授。

前者為南洋橡膠大王，籌募巨款

支持祖國、救亡圖存，被譽為「華僑旗

幟，民族光輝」。

後者為協合醫學院院長，創立紅

十字會救護總隊及衛生人員訓練所，出

任遠征軍軍醫總監與軍醫署署長，致力

救死扶傷，被譽為「中國生命科學之

父」。兩人對國家的貢獻，永垂青史。

愛國華僑林可勝教授
林可勝1897年10月15日出生於新加

坡的第四代華僑，父林文慶為廈門大學

校長。8歲被父親送到英國蘇格蘭，開始

接受英式教育。1914-15年歐戰期間自願

從軍，加入英國印度軍團，到法國協助

訓練新兵。1916年返回愛丁堡大學繼續

習醫，1919年畢業獲得醫學及化學雙學

位。被破格聘為愛丁堡大學生理系組織

學講師。1923年獲得美國洛克菲勒基金

會(China Medical Board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獎助金，經德國短暫停留

後到芝加哥大學Carlson實驗室工作。

1925年回到中國，北平協合醫學院任生

理學系教授、年30升系主任，為協和第

一位華人系主任。

1937年盧溝橋事變，愛國華僑林

可勝休假中聞訊兼程返國，安頓協合院

務及系務工作後，趕赴南京投入抗戰洪

流，十月他接受衛生部長劉瑞恆的指

派，接掌中國紅十字總會幹事長，後任

救護總隊長職於漢口。

由於戰時醫護人員需求孔急，1938
年初，政府商請林可勝教授在長沙開辦

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以協和醫學院

師生為師資骨幹，招收有志報國男女青

年，施以短期訓練，使具備戰地救護、

▲林可勝（取自網路） 
（1897年10月15日－1969年8月7日）

者，他的一生本領原來在擺地攤時逐漸

得到，在經營學校教科書中得到，可見

工作之餘，他一直在充實自己。他選贈

給史博館的圖書，筆者一看就知道行家

所為。石景宜告訴筆者，選購時也有幾

分運氣，改革開放之初，許多圖書和資

料都被各大書局、出版社塵封存在庫房

中，縱有人要選購圖書，經辦人也無從

著手，到處積滿了灰塵，於是讓石景宜

進入庫房，由他自己動手，他拿出當年

擺舊書攤的本領，在各書局庫房中呆了

幾天，才獲得不少圖書。

繼歷史博物館之後，還有中正紀

念堂、中正大學、臺藝大、臺東史前博

物館、陽明大學、中央圖書館臺北分館

等，也陸續獲得捐書。

紀念藝術館
1998年6月，故鄉佛山市政府成立了

「石景宜‧劉紫英伉儷文化藝術館」感

謝他們，同時紀念館正式對外開放。石

景宜除了捐贈圖書、獎學金外，並將他

平生收藏的字畫，或拍賣或充實館藏。

除了佛山紀念館，在他生前選定西

樵山建立「石景宜博士博物館」，期盼

能成為中華書畫藝術的交流場所，該館

已於2015年開幕。

石景宜2007年10月逝世，享年91，
他告誡他的子女不得過奢華的生活，要

堅守父業，繼續服務社會及捐書的行

動，信守諾言。

2016年3月24日，正值石景宜百歲冥

誕，我們好思念這位老者。夫人紫英仍

健在，三子一女─漢基、國基、永基、

小慧，秉持父親志業，他們經營出版

社，繼續捐贈圖書的善行。（作者為本

會理事）

▲佛山市「石景宜‧劉紫英伉儷文化藝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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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在在直接影響戰力。此時美國醫藥

援華會的贊助，舉足輕重，動見瞻觀。

美國醫藥援華會的贊助 
抗 戰 軍 興 ， 美 國 醫 藥 援 華 會 ( 

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 
ABMAC) 對中國最顯著的貢獻，是在中

國抗日戰爭期間與國府遷台之初。1937
年11月由留美華僑，許肇堆醫師  (Dr.
Frank Co Tui)、朱醫師 (Dr.Farn B.Chu )、
魏博士(Joseph Wei)三人，在美國紐約中

國駐美總領事于俊吉的辦公室成立「美

國醫藥援華會」，對國軍提供所需醫藥

物資。

該會以人道至上為信條 Humanity 
above All，獲得許多知名華人如林語

堂、胡適、王正廷等著名學者，及美國

友好人士、北平協和醫學院教職員與校

友的支持。藉美國讀者文摘的報導和賽

珍珠女士在《希望之書》中提出呼籲，

來自各方的援助捐款源源不斷。

ABMAC對華之援助，初期以募款

捐贈醫療物資為主。至於物資的分配，

主要是透過中國紅十字總會及其所屬的

救護總隊來執行。基於林可勝個人的國

際地位與聲譽，由其分配美國各界捐贈

的6,600多萬美元，林氏則每年一至二

次飛美，向「美國醫藥援華會」做工作

報告。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管理有序，林

可勝深得人望。另有34名由波蘭、奧地

利、美國、捷克等9個國家外國醫生，組

成的國際援華醫療隊輾轉萬里來華，與

中國醫護人員並肩開展醫療救護工作。

在美國正式參加二戰後，來自美國

民間的捐款更加充沛，ABMAC開始協助

醫護人才的培育、募款支持軍護學校的

發展，提供醫護人員基本的醫療訓練。

1943年ABMAC安排Dr.John Scudder來
華，協助中國成立血庫以及訓練血庫人

員，對戰傷救亡，卓見績效。

林可勝擔任中國紅十字會職務長達

六年。在圖雲關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

對中國九個戰區，每個分支機搆設立一

個總醫院。

對訓練所來說，美國醫藥援華會貢

獻了教師、儀器、醫療供應品、金錢。

培訓出八類六級人才應急，大約有600名
軍醫、63位助產士、377名護士、1,626
名藥劑師、2,000名各類輔助醫療人員。

還有3,600名衛生技術人員，指導公共環

境衛生，以控制疫情疾病流行。

1943年夏，林可勝辭中國紅十字會

及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一切兼職，轉任

滇緬遠征軍軍醫總監，後接軍醫署中將

署長職。在接近戰爭結束時，ABMAC
開始通過發展團隊的培訓項目，來幫助

中國發展醫療事業，後來被證明對中國

的醫學發展有重大的影響。直到1949年

ABMAC不僅邀請美國的醫學和護理專

▲1944年林可勝以民國中將軍銜與著名生化生
理學家Donald Van Slyke博士（取自網路）

疾病預防、簡易戰傷護理、治療等技

能。由於林可勝的人望，南下的協和人

群起投效，訓練所主要幹部，皆由紅十

字會救護總隊指導員兼任。

1939年初，訓練所遷至貴陽圖雲關

後，編制擴大，改屬內政部及軍政部，

以便在軍隊傳佈現代西方醫學知識，擔

任救死扶傷之工作。在林可勝的苦心經

營下，救護總隊醫務隊擴充至140隊，醫

護人員達3,420人，服務更遠及敵後游擊

地區。他組建的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

組訓軍醫一萬五千人，各類醫護人員計

四萬人，極大地支援抗戰軍醫救護工

作，圖雲關成為全國抗戰救護的中心。

林可勝是投身抗戰學歷最高、科

研能力最強的人之一，被譽為「為了抗

戰，放棄獲得諾貝爾獎」。林可勝「國

士無雙」，其愛國情操與貢獻，影響極

為深遠。

抗日戰爭時代的醫療背景
按照美國的理論來講，每1,500名

人口就需要一名醫生，中國需要27萬位

醫生。但實際的情況，據1937年官方的

報告，反映出戰前全中國只有8,900位醫

生、2,740位藥劑人員、3,700位助產士、

以及575位護士。鄉村地區幾乎無正規的

醫事人員存在，大多數中國人一生從來

沒有看到過一位西醫師。

美國的標準是，部隊每千人有3至6
位軍醫。但中國五百萬的軍隊，不及千

名醫生（萬分之二）。又兼戰時的環境

衛生條件極差，戰士普遍的身上都有虱

子，隨時可能會感染斑疹傷寒，有致命

的危險。現在的野營衛生環境的觀念，在

當時幾乎是沒有的。美軍在一次世界大

戰期間，每14個傷亡人員中只有一個是

死於疾病。但二次大戰的中國戰場，每

十個傷亡人員中，有九個是死於疾病。

在戰爭中普遍嚴重的飢餓問題，降

低了人們的抵抗力，更增加了疾病流行

的危險性。加上日本慘無人道發動了細

菌戰，空投感染鼠疫病菌的死鼠、碎布

和穀物，擴散了新的鼠疫感染源頭，問

題更加嚴重。

面對長期的抗日戰爭，戰場上醫療

衛生人員的嚴重不足，物資更是捉襟見

▲北京協和醫院，林可勝任生理學系教授，年30升系主任，為協和第一位華人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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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來指導中國的健康教育，也支持中

國醫護專業人員赴美學習深造，培養高

等教育人才。學員回國後，多成為中國

戰後醫療發展的先驅人士。

戰後ABMAC協助中國科學院醫學

研究所、中央衛生實驗院、中央防疫處等

單位，持續進行物資轉運的工作。1949
年5月，因大陸政治局勢丕變，劉瑞恆時

為美國醫藥援華會醫務長、又兼任善後

救濟總署衛生委員會主任委員一職，乃

執行總會之決定，將合作的對象駐華辦

事處遷台，並結束在大陸的一切活動。

中國生理學與軍陣醫學的奠基者
林可勝的前半生事業可分為兩階

段，在協和12年（1924-1937）中他是

學者，在科研、教學、人才培育諸方面

取得卓越成就，創建中國生理學會，擔

任《生理學雜誌》主編、中華醫學會會

長。培養造就了中國當時最好的一批醫

生和生命科學家。他發現的「腸抑胃

▲由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貴州海外聯誼會主辦，貴州省台灣同胞聯誼會、貴州省紅十字
會、貴州省檔案局承辦，廈門市台灣同胞聯誼會、廈門市紅十字會、貴陽市檔案局協辦的
「紀念抗日烽火中的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暨林可勝教授學術座談會」2015年12月17日在
貴州省貴陽市舉行。作者（右一）出席座談會。

素」，在國際醫學界引起轟動，被譽為

「中國生理學之父」，他是中國近代科

學奠基人之一。

第二段生涯（1937-1949），林可勝

從傑出學者轉變為偉大愛國者的角色，

在祖國處於危難關頭，義無反顧，挺身

而出。八年抗戰期間，救護總隊竭盡所

能，完成外科手術12萬台、骨折復位近4
萬人次、敷藥880萬人次、內科住院214
萬人次、門診200萬人次、預防接種463
萬多人次，醫治軍民600餘萬人。林可勝

被譽為「國防軍陣醫學的奠基者」，實

當之無愧。

林可勝教授以一位愛國華僑，肩繫

起中國紅十字總會與美國醫藥援華會的

聯繫橋樑，其抗戰時有效的動員醫療資

源，就戰地救護救死扶傷，及公共衛生

兩方面來看，都是空前的成就。其偉大

功蹟，有口皆碑，流傳至今。（作者為

本會會員）

歐吉桑牽手歐巴桑
冬遊北海道散記

今年（2016）春節時，我們一家三

口到日本北海道旅遊九天兼拍鳥，過了

一個不一樣的農曆年。

兒子嚮導，闔家自駕行
小犬日語通暢，由於職務的關係，

經常出差日本，對於右駕左行的交通規

矩也頗熟悉，所以我們租車自駕遊，靠 
GPS 引路。這是非常方便的旅行方式，

可以自由設定目標，想去哪裡就去哪

裡。我們在兒子的嚮導下，到處吃平民

美食，每天泡溫泉，在冰天雪地裡玩得

不亦樂乎。

其實小犬想要帶我們出遊北海道也

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記得七八年前，他

▓劉本炎

第一次去北海道回來，就興奮的說，北

海道很美，有機會一定要帶我們兩老去

玩，但我們總是顧忌那裏太冷，踟躕猶

豫，而兒子已經來來去去很多次了。

今年春節假期長，而且歲月不饒

人，再蹉跎下去，恐怕就真的去不了

啦，豈非辜負了兒子的一片孝心，也錯

失了一個旅遊的好地方，所以就購買冬

衣，欣然前往，在春節假期開始前，就

由台北直飛札幌。

平民稱呼，親切又尊敬
入住札幌車站附近的飯店，兒子

辦手續，討論房間分配，和侍者的對話

中，我勉強聽懂了幾個字，歐吉桑（お

▲歐吉桑牽手歐巴桑冬遊北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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