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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高木友枝塑像、高木獎學

金及杜聰明獎學金的史料介紹 

 

林 炳 炎 

 

2015 年 11 月 23 学日，北里大學「近代日本衛生 的發展：以

北里柴三郎的弟子們為中心」小組，來台蒐集高木友枝資料，中

央研究院臺史所副所長劉士永要我前去作陪，介紹所蒐集的高木

友枝資料及他相關歷史痕跡。 

她們回國後，還不斷透過 e-mail 聯絡，2018 年 5 月並將《高

木友枝： の台灣衛生學 父》一書寄給我。 

在諸多研究高木友枝文字中，發現還缺「高木獎學金」在臺

灣。補上此文，才能充分了解他的為人。 

 

一、山口秀高與高木友枝 
 

山口秀高（1866-1916），江戶人，1896 年任臺北病院院長，

1897 年先在臺北病院院內設置「土人醫學講習所」，招收臺籍學

生，給予醫學訓練，校舍設在大稻埕千秋街病院的附近。1899 年

                                                      
  民間臺灣史研究者，「北投埔林炳炎」部落格版主：https://pylin. 

kaishao.id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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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日，創設臺灣總督府醫學校，開啟臺灣現代官方的醫學教

育。1 

高木友枝（1858-1944），會津藩人，1885 年 5 月東京大學

醫學部畢業，大學時期與後藤新平成為好友。8 月任福井縣立病

院長，1888 年 6 月任鹿兒島病院長。1893 年 11 月任北里傳染病

研究所助手，1894 年 7 月奉命赴香港調查鼠疫；甲午戰爭期間，

日本軍用船發生霍亂，1895 年 7 月奉命前往似島2 臨時陸軍檢疫

所作霍亂研究，9 月任北里傳染病研究所治療部長。1896 年 4 月

任內務技師，6 月任血清藥院長兼內務技師，9 月任中央衛生會

委員。1897 年 5 月代表日本前往莫斯科參加第 12 回萬國醫事會

議，及柏林萬國癩（痲瘋）病會議。為繼續考察歐洲衛生制度，

出張德國二年。在柏林傳染病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hrlich

教授指導下與 Wassermann 合作研究，有重大發現。3 《朝日新聞》

也有類似的新聞報導，這是高木友枝學術生涯的頂峰。但命運往

往不是個人意志所能決定，高木回到日本以後，被後藤新平挖角

來臺灣，中斷研究生涯。 

1899 年 5 月赴柏林參加萬國結核病預防撲滅會議，接著赴巴

西參加有關花柳病預防萬國會議。1900 年 5 月被日本政府任命為

醫術開業試驗主任，同月兼衛生局防疫課長，兼臨時檢疫局技

師，10 月臨時檢疫局技師廢除，兼臨時檢疫事務官。1900 年 1

月，北里柴三郎、高木友枝、志賀潔、守屋伍造共同發表〈神戶、

                                                      
1  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網頁：mmh.mc.ntu.edu.tw/history.html。 
2  瀨戶內海廣島灣島嶼。 
3  〈高木血清藥院長的一大發明〉，《読売新聞朝刊》，1898 年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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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鼠疫流行症調查報告〉。4 1901 年 3 月防疫課長解任，7 月

免臨時鼠疫預防事務局顧問。1901 年，臺灣鼠疫大流行，死亡三

千多人，連臺北避病院院長本田祐太郎也同樣感染鼠疫殉職，時

任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請高木友枝來協助撲滅疫情。5 

1902 年 3 月 31 日任臺灣總督府醫院醫長兼醫院長、臺灣總

督府技師、總督府醫學校教授、醫學校長，高等官四等敘一級俸，

4 月 22 日任臺北醫院長及民政部警察本署勤務，5 月 2 日任紅十

字社臺灣支部副長囑託，8 月 6 日臺灣地方病及傳染病調查會委

員，同 16 日臺北基隆市區計畫委員。1903 年 10 月 10 日臨時防

疫委員臨時防疫課長、臨時防疫委員會幹事。 

高木友枝一方面以撲滅老鼠為主要防治策略，二來設置衛生

警察，加強搜尋與監視。另因駐臺日軍亦受鼠疫波及，日本政府

遂以闢建永久兵營為保障日籍軍屬之根本方案，依據 1898 年臺

灣總督向日本陸軍省的報告，效法歐洲殖民城市，強制拆除舊有

市街改建新市區，或將兵營設在遠離市街、新的衛生區域。6 

高木友枝出生於 1858 年，正是幕末動盪時期，10 歲時，會

津藩竟然成為朝敵而滅亡。把高木住址「福島縣磐城市松小屋村」

丟進 google 地圖，就會發現「松小屋」是很偏僻的地方，他依賴

哥哥的贊助，才能前往東京求學。他努力學習現代醫學，遠赴德

意志 Koch 研究所留學，在醫學史上留下 Wassermann-Takaki 

                                                      
4  〈高木友枝〉，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 

%98%E6%9C%A8%E5%8F%8B%E6%9E%9D，2019.2.18 瀏覽。 
5  杜聰明，《高木友枝先生追憶誌》(高木友枝先生追憶誌刊行會，

1957)，頁 13。 
6  〈高木友枝〉，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 

%E6%9C%A8%E5%8F%8B%E6%9E%9D，2019.2.18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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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omenon 的令名，卻沒有繼續醫學研究，相當可惜。但他應同

窗後藤新平之邀來臺灣，有效撲滅臺灣鼠疫，到了 1910 年，在

臺灣因鼠疫而死的已降到 18 人。1911 年 2 月 18 日，他參加德勒

斯登萬國衛生博覽會，發表過去十多年臺灣醫事衛生改善狀況，出

版介紹臺灣衛生的德文著作 Die hygienischen verhältnisse der insel 

Formosa。7 並負責開啟建置臺灣醫學相關業務，他接替山口秀高

任醫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校長的期間，創設臺灣醫學會及發行《臺

灣醫學會雜誌》，無差別提攜臺籍學生。1909 年高木友枝視察歐

美各國，4 月創設臺灣總督府研究所並任所長，任內該所完成研

究報告共 179 篇，其中 35 篇白蟻研究、30 篇醫學研究、114 篇化

學研究。1919 年，受明石元二郎總督信任，任命為建設日月潭水

力電氣工事成立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社長，任內並合併臺灣電

氣興業株式會社。1929 年 7 月 9 日高木友枝從臺電離職，返回日

本東京。8 

 

二、高木半身壽像 
 

圖 1 及圖 2 是山口秀高（1866-1916）、高木友枝（1858-1944）

大理石半身壽像，是北村四海（1871-1927）1920 年的作品，1999

年 10 月筆者於杜聰明紀念館 4 樓拍攝。原藏臺大醫學院講堂，

戰後在清除日本文物時，被拋棄。杜聰明教授見老師胸像被拋棄與 

                                                      
7  林炳炎，〈高木友枝醫學博士的學術生涯〉，《臺北文獻》185（2013.9），

頁 193。 
8  林炳炎，〈點亮臺灣的高木友枝醫學博士〉，《源雜誌》35（臺灣：促

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2001.9），頁 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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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山口秀高（作者提供） 圖 2 高木友枝（作者提供） 

 

毀損，而將其搬回家收藏。2009 年，臺大醫學院從杜聰明紀念館取

回。高木的外孫板寺一太郎回憶外祖父時說： 

大正 6 年（1917）9 月 23 日醫學校卒業生醵金建設講堂，以

及請北村四海作大理石半身壽像，並在在職 15 年祝賀會舉

行除幕式，記念壽像被高木辭退，但卒業生說，這樣就無法

雕塑山口秀高校長記念壽像，因而答應。祝賀會殘金，成立

高木獎學金，委託臺灣醫學會辦理，每年臺灣醫學會雜誌優

秀論文，頒給論著者獎學金。9 

                                                      
9  板寺一太郎，〈祖父高木友枝を語る〉，丸山芳登，《高木友枝先生追

憶誌》（高木友枝先生追憶誌刊行会，1957），頁 10。文中有關於高

木獎學金來由之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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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名人後代的說法會被認為是權威消息來源，其實不一

定。在談「高木獎學金」時，要先釐清臺灣醫學會開會舞臺「講

堂」、「高木博士勤續祝賀會」、「高木獎學金」三者的先後關係。 

1915 年醫學校長由堀內次雄繼任，高木專任總督府研究所長

職。1917 年 9 月 23 日高木博士勤續祝賀會。換句話說，1917 是

「（總督府醫學校）在職 15 年祝賀會」，而記念壽像除幕式 1921

年 2 月 12 日，時間差了 3 年多。 

依據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網頁，10 總督府醫學校「大講堂」、

「玄關」及學校「本館」竣工於 1913 年 11 月 25 日，「臺灣醫學

會第九回大會……2 月 27 日在總督府醫學校新築大講堂召

開……」，11 所以 1914 年臺灣醫學會第九回大會就在「新築大講

堂」召開。而外孫板寺一太郎所說「醫學校卒業生醵金建設講

堂」，無法被認是史實。 

另有一說「第四屆醫學校校友會通過為山口秀高塑造紀念雕

像時，山口並無畢業生，所以募款有困難，為此和高木友枝的塑

像併案處理。」12 但「四屆（1902-1905 年）畢業生的名單，共

23 位畢業生。1901 年入學的第五屆（1906 年）畢業生激增為 23

人……。」13 1905 年已有醵金（募款），到 1921 才有紀念胸像除

幕式，如此缺乏效率，這說法也有問題。 

                                                      
10  詳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網頁：mmh.mc.ntu.edu.tw/history.html，2018 年。 
11  詳〈學會記事〉（臺灣醫學會第九囘大會），《臺灣醫學會雜誌》1914，

頁 254。 
12  莊永明書坊：山口秀高與高木友枝紀念像：jaungyoungming-club. 

blogspot.com/2017/02/blog-post.html。 
13  朱真一，〈北臺灣的醫界故事： 早期醫學校畢業生與馬偕牧師（1）〉

http://albertjenyihchu.blogspot.com/2013/05/1-20131571-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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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 年底〈山口秀高博士逝去〉，14 山口去世的新聞，刺激

了受山口校長教育的醫師們，他們人數雖不多，但已握有經濟力

與社會影響力；再加上「高木博士在醫學校奉職以來已 15 年以

上……同校在學生及校友等決定，23 日午後六時開始於同校講堂

由職員生徒及校友召開博士勤續十五年祝賀會。」15 在這祝賀會

學生及校友決定要「建設高木、山口兩博士紀念胸像」，這兩者

一起發酵，才是合理的發展。 

經查：參與「紀念胸像除幕式」的校友代表有四位：建設委

員長黃瑤琨、16 副委員長謝唐山、17 吳文明、18 翁瑞春。19 黃

                                                      
14  〈山口秀高博士逝去〉，《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12 月 28 日，日文

版 2。 
15  《臺灣日日新報》，1917 年 9 月 23 日，日文版 7。 
16  黃瑤琨（1874~1925）是大稻埕名漢醫黃玉階之弟，黃氏 1897 年從「國

語學校」畢業後進入總督府臺北醫院「土人醫師養成所」，一年後 1898
年畢業。1899 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成立，黃瑤琨編入二年級生。1902
年，總督府醫學校第一屆第一名畢業，臺中廳員林公醫、彰化公醫、

員林街公學校校醫、社頭公學校校醫、員林街衞生組合顧問、員林醫

生會友會長、彰化小學校員、敎授所校醫、日本赤十社臺北支部發會

式兼第一回總會舉行委員囑託、日新街北市保正、臺北廳防疫醫務囑

託及創建、天然足會發起人、天然足會幹事、普願社宣講所發起人，

於大稻埕開設「日新醫館」，1906 年至員林擔任公醫，是第一位擔任

公醫的臺灣人，1914 年回大稻埕開業，他是臺灣第一位開業西醫師。 
17  謝唐山（1882~1942），臺東卑南人，1904 年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同

仁醫院、林本源博愛醫院、「順天外科醫院」創辦人，迎娶大稻埕富

商李春生女，而晉升富紳階級，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幹事、臺北市稅務

調查委員，跨足醫、政、商界，更為這段歷史添加傳奇的佳話。 
18  吳文明（1881~1971）樹林鎮人，總督府國語學校、總督府醫學校第

一期學生、士林公醫、總督府衞生事務囑託、臺北醫院醫務助手、日

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醫院醫員、東京傳染病研究所、京都帝國大學病

院醫員、赤十字社臺灣支部醫院醫員、臺北廳臨時檢疫委員。 
19  翁瑞春（1887~1961），大溪郡龍潭庄人，1909 年總督府醫學校畢業，

大稻埕開設鼎新醫院、臺灣軌道取締役、稻江信用組合監事、臺北醫

院醫務助手、臺北醫院醫師、臺北市太平町私立醫院、東亞製藥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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瑤琨是 1902 年總督府醫學校第一屆第一名畢業；謝唐山與吳文

明第三屆醫學校畢業，謝唐山是大稻埕富商李春生女婿；翁瑞春

1909 年總督府醫學校畢業。4 人中，受山口校長影響的就有 3 人。 

《臺灣日日新報》1920 年 12 月 6 日報導：「北村四海的得意

門生大杉朝海，奉師命前來臺灣安裝高木友枝博士胸像（還有山

口秀高大理石胸像）……周六兩人邀請大杉去烏來泡湯，以示慰

勞。」20 這表示，高木與山口大理石胸像的安裝，在 1920 年底

已安裝妥，以供在 1921 年 2 月 12 日舉辦除幕式。 

《臺灣日日新報》對「高木、山口兩博士紀念胸像除幕式」

相當重視，分日文版與漢文版報導，其報導內容旨趣各有不同。

日文版如是說： 

醫學專門校前校長山口博士、前校長高木友枝博士的紀念胸

像除幕式在昨 12 日午後二時在同校大講堂盛大舉行。……

建設委員長黃瑤琨代理謝唐山致詞，談起紀念胸像建設的趣

旨，吳文明談製造經過，翁瑞春的會計報告。……胸像建設

費三千圓，從當初募集額扣除，剩金八千圓。其中一千圓贈

給山口博士的遺族作為慰問金，另五千圓打算贈給高木友枝

博士，但高木博士直接捐出來做為醫專校友獎學金，本來募

款要用於製作銅像，但因高木博士的謙遜與辭謝，所以銅像

                                                      
會社監查役、臺灣軌道株式會社取締役、東南拓殖株式會社取締役及

社長、臺灣農林株式會社取締役、新竹州協議會員、永樂座監查及監

事、臺北市協議會員、臺北市北區友愛會理事。 
20  〈滑稽マクス取り大杉氏と中澤萩原兩技師〉，《臺灣日日新報》，

1920 年 12 月 6 日，日文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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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為比身高大 20%的大理石胸像。21 

日文版談到「紀念胸像」的重點，「醫學校卒業校友集金，

在醫學校講堂設置山口與高木的壽像，高木初辭退……。」但 4

個委員強調，高木博士辭退，就無法建設山口博士紀念胸像，而

且當時醵金的目標是 2 個「紀念銅像」，新聞透露醵金高達 1 萬 1

千圓。由於「高木博士的謙遜與辭謝」以及其勤儉的特性，他選

擇了 2 個「比身高大 20%的大理石胸像」，造價僅 3,000 圓，而非

2 個昂貴也符合社會潮流的「紀念銅像」。「高木博士的謙遜與辭

謝」，讓 1942-1945「銅像出征」狂潮下，22 高木、山口兩博士大

理石胸像能被留下來。 

「另 5,000 打算贈給高木友枝博士，但高木博士直接捐出來

做為醫專校友獎學金」，請讀者注意，是「醫專校友獎學金」，而

不是「高木獎學金」。因這 5,000 圓，高木認為是「校友的錢」，

而非「高木的錢」。 

「紀念胸像除幕式」漢文版記事如下： 

醫學專門校前校長山口、高木兩博士的紀念胸像除幕式。如

所既報。去 12 日午後二時。于該校大講堂盛大舉行之。是

早曇天微寒。會場之講堂。裝飾無一不備。安置兩胸像之所。

設紫絨壇。縷以金砂及草花。交叉大國旗。石像罩紅白之幕。

極其意匠經營。屆時振鈴開會。先有建設委員長黃瑤琨氏代

                                                      
21  〈高木、山口兩博士紀念胸像除幕式〉，《臺灣日日新報》，1920 年 12

月 13 日，日文版 7。 
22  林炳炎，〈原脩次郎銅像與銅像應召或報國〉，「北投埔林炳炎」部落

格：https://pylin.kaishao.idv.tw/?p=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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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謝唐山氏之式辭，次有謝氏朗讀紀念像建設趣旨。吳文明

氏報告製造經過。翁瑞春氏報告會計。然後舉行除幕式。于

是堀內校長的兩個如花似玉女兒。乃翩然出於兩像之前。揭

去石像所罩紅白之幕。而純白之大理石像。亦遂出現於會眾

之前。奕奕如生然。會眾一齊拍手起立。……次有卒業生。

專門部生。本科生各總代。交述其祝辭。竝披露祝電。呈贈

寄附目錄。既畢。謝副委員長乃發聲三唱高木博士萬歲。滿

場起立和之。高木博士亦于拍手之中。出現于正面。謂本日

遇此盛大之除幕式。實于身有餘榮。感謝曷極。惟對在校生

欲一言者。則願其見此胸像。切勿忘余今日之言。蓋未為醫

生以前。須先造就其為人。以盡其力之所能及。博士訓話畢。

復披露山口博士遺族所致謝電。一同乃赴校庭模擬店。放煙

火。奏樂。而舉祝盃。極盛況。至四時半始散。……又此胸

像建設費三千圓。扣除當初募集額。尚剩八千圓。其中以千

圓贈與山口博士之遺族。為慰藉料。其贈與高木博士之五千

圓。則博士更寄附于醫專校友為獎學金。23 

因此，板寺一太郎，對其外祖父的描述，與史料不符者三：

第一，高木得博士學位的著作，板寺說是德文著作《臺灣的衛生

事情》，並且因而誤導長木大三《北里柴三郎とその一門》一書。

第二，板寺說：「雕塑是因為高木友枝成為臺電社長後，臺電的

員工集資請黃土水雕刻的。」1929 年，那時世界經濟大恐慌，「臺

電的員工集資」一定會被高木社長拒絕。經查《臺灣日日新報》

                                                      
23  詳〈紀念胸像除幕式〉，《臺灣日日新報》，1921 年 2 月 14 日，漢文

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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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有說明「臺灣電氣興業會社永田隼之助社長，在臺電收購臺

灣電氣興業會社，事後贈送高木社長一雕像。」24 永田社長深知

高木社長，才會選擇黃土水來雕塑像（圖 3），高木也才會接受。 

 

 

圖 3 黃土水雕塑高木友枝銅像（青銅，1929，作者拍攝提供） 

說  明：板寺一太郎去世後，2018 年 12 月板寺家屬將銅像與臺灣相

關文物，從日本跨海來臺，全數捐給彰化高中圖書館收藏。 

 

三、高木獎學金 

 

1921 年 11 月 20 日，第十五回臺灣醫學會大會上，會長堀內

次雄宣布：「……又高木博士從我醫學界離開，對我有志會員寄

                                                      
24  詳〈高木友枝氏の塑像完成〉，《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6 月 4 日，

夕刊版 2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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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1,700 圓，作為本會獎學金。」25 1919 年 4 月高木從臺灣醫學

校與總督府研究所等公職退休，就任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寄

付 1,700 圓作為離開臺灣醫學會的紀念，並非「祝賀會殘金」，如

果是「祝賀會殘金」，以高木社長一絲不苟的個性，他一定會說

出，而不會含糊。會長堀內次雄所宣布的，除了「高木獎學金」

外，同一報告還有「前年槇哲氏給予恙蟲病研究會金一千圓本會

寄贈。本年林熊徵氏甲狀腺腫病研究費金一千圓本會寄贈。」1921

年，槇哲是鹽水港製糖會社社長，槇哲給恙蟲病研究會金一千圓

本會寄贈，板橋林家寄贈一千圓做研究費金。這是符合他們社會

身分。至於高木寄付 1,700 圓作為高木獎學金，也符合其社長的

社會身分。 

從臺灣醫學會第 16 回起得到「高木獎學金」，依序有 3 人

（1921）、2 人（1922）、2 人（1923）、2 人（1924）、2 人（1925）、

4 人（1926）、2 人（1927）共計 17 人，每人得 100 圓。其名目

詳如下： 

1. 第 16 回（1921）得獎者：古玉太郎、四宮定吉〈變性補體

ニ就テ〉，佐藤新一、洪蘭、土持勝次〈臺灣ニ於流行ケル

馬インフルエンザ」ノ臨床所見特ニ血液所見竝ニ細菌學的

研究〉。26 

2. 第 17 回（1922）得獎者：山口謹爾〈蛇毒ノ溶血機轉ニ就

テ〉、末盛進〈臺灣種日本住血吸蟲ノ終宿主體内ニ於ケル

                                                      
25  詳會長堀內次雄〈開會辭〉，《臺灣醫學會雜誌》（1920），頁 3-4。「附

錄 第十五回臺灣醫學會大會記事」。 
26  詳《臺灣醫學會雜誌》（1921），「附錄 第十六囘臺灣醫學會大會記

事」，頁 57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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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育ニ就テ〉。27 

3. 第 18 回（1923）得獎者：橫川定醫博〈蛔蟲症ニ關スル研究〉、

大井司〈臺灣ニ於ケルバランチヂウム腸炎ノ研究〉。28 

4. 第 19 回（1924）得獎者：古玉太郎〈變性凝集反應

Agglutinoid-Phaenomen ニ對スル研究〉、錦織正雄〈一新吸

蟲スタムノゾーマ、ホルモザーヌム（ Stamnosoma 

Formosanum n. s.）竝ニ其發育史ニ就テ〉。29 

5. 第 20 回（1925）得獎者：丸山芳登〈ペスト菌ノ有毒性竝

ニ抗體原性ニ關スル實驗的研究〉、宮原敦〈余ノ類軟性下

疳菌ニ就テ〉。30 

6. 第 21 回（1926）得獎者：橫川定、大磯友明〈十二指腸蟲

及ストロンギロイデス．ステルコラリスノ發育ニ關スル研

究〉，鈴木近志、後藤薰與平田一士〈殺菌阻止現象ノ本態

及其ノ成立機轉ニ關スル研究〉。31 

7. 第 22 回（1927）得獎者：大場辰之允〈外科病患に於ける

エルエス抵抗線及ビエル•ジ：抵抗線の臨床的意義に就い

                                                      
27  詳《臺灣醫學會雜誌》（1922），「附錄 第十七囘臺灣醫學會大會記

事」，頁 591。 
28  詳《臺灣醫學會雜誌》（1923），「附錄 第十八囘臺灣醫學會大會記

事」，頁 495。 
29  詳《臺灣醫學會雜誌》（1924），「附錄 第十九囘臺灣醫學會大會記

事」，頁 543。 
30  詳《臺灣醫學會雜誌》（1925），「附錄 第二十囘臺灣醫學會大會記

事」，頁 1041。 
31  〈臺灣醫學會 第二十一回大會 二十七八兩日間 開于醫專大講

堂〉，《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11 月 28 日，漢文夕刊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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て〉、大磯友明〈家鴨に寄生する：新住血吸蟲並にその發

育史に就いて〉。32 

高木獎學金受賞者的新聞，臺灣醫學會誌只有：臺灣醫學會

大會第16回到第21回，至於第22回只有《臺灣日日新報》刊登，

1927年以後，是否還頒獎「高木獎學金」，找不到史料。 

 

四、杜聰明獎學金 
 

（一）杜聰明獎學金緣起 

根據杜聰明《回憶錄》，有詳細記錄「杜聰明獎學金」源起： 

1945 年 11 月 25 日，在臺北市公會堂大講堂受先輩友人

藥理學教室同仁及一般人士好意，舉行筆者在職 25 周年祝

賀會，受贈紀念品代，臺幣 62,990 圓（1,515 人份），在當時

筆者與雙隨歡喜獻公，將來作為獎學基金，遇臺灣 inflation

之現象要來時候，迅速購買臺北市大安龍安坡第 316 番水田

土地 1,072 坪。」33 之後「1953 年，筆者滿 60 歲生日朋友

及門生好意，為慶祝發起還曆紀念獎學金計畫，當時筆者希

望參加者每人新臺幣 100 元為限，不要讓人破費，所以其金

額達到新臺幣 49,300 元（493 人）……每年在臺灣醫學雜誌

登載最優秀論文致贈獎學金 2,000 元……對每年臺大醫科最

                                                      
32  〈高木獎學金 受賞者 大場辰之允氏大磯友明氏と決定〉，《臺灣日日

新報》，1927 年 11 月 10 日，夕刊版 1。 
33  杜聰明，《回憶錄》（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1973），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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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畢業生，致贈獎學金 1,000 元。34  

除朋友門生外，還曆紀念獎學金來源包括臺灣特種教育

基金委員會的捐款新臺幣 1,000 元，作為成績優秀獎學金。

又，除臺大醫學院學生外，該獎學金也獎勵其他醫學院成績

優秀畢業生，「高雄醫學院每年優秀成績畢業生，亦增加 1

名獎學金，計 2 名，由特種教育基金委員會支出……嗣後對

臺北醫學院每年優秀成績亦增加 1 名獎學金。關於還曆紀念

獎學基金受獎者之選出，聘請魏火曜、高天成、葉曙、李鎮

源、董大成為審查委員，自 62 歲生日開始實施。」35 並自

1965 年臺灣醫學會第 58 屆總會開始杜聰明博士還曆紀念獎

學金之贈獎，每年在臺灣醫學會總會開會典禮席上舉行。 

高雄醫學院又另創「杜聰明博士獎學金」，杜聰明捐出

新臺幣 2 萬元，邱賢添捐新臺幣 1 萬元，林熊祥捐新臺幣 1

萬元，徐傍興捐新臺幣 10 萬元，其所生利息，對高雄醫學

院醫科、牙醫系及藥學系優秀畢業生贈與獎學金各新臺幣 1 千

元。36 

1966 年 8 月，杜聰明售出龍安坡第 316 番土地，捐贈杜

                                                      
34  杜聰明，《回憶錄》，頁 265。1954-1972 年杜聰明博士還曆紀念獎學

金之贈獎，可詳《回憶錄》頁 267~271。 
35  〈特教委會 設置杜聰明獎學金〉，《聯合報》，1960 年 8 月 1 日，版 2。

1973~1980 年 8 年間沒有看見完整的資料。但從媒體上可以看到：「特

種教育基金處理委員會決定從今年起，在臺灣私立高雄醫學院設置一

名『杜聰明博士獎學金』，紀念杜聰明博士在醫學上的卓著貢獻。這

一名獎學金，今年將頒給高雄醫學院品學兼優，體格健全的第一屆畢

業生，獎金是新臺幣一千元。」 
36  杜聰明，《回憶錄》，頁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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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同時再捐出臺北市林森北路 67 巷 57

號約 40 坪土地，做為紀念館建築用地。並將高雄醫學院杜

聰明博士獎學金內，徐傍興捐新臺幣 10 萬元奉還其本人，

另創設徐傍興獎學金，委託高雄醫學院保管及運用。37 

（二）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的成立 

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於 1967 年 2 月 23 日成立，

獎學基金內容：1.紀念館 4 樓一棟約 120 坪。2.建築敷地約 40 坪。

3.彰銀股票 1,200 股。4.臺泥股票 65,600 股。1971 年 12 月底時價

2,921,600 元。38 杜聰明博士優秀論文獎從 1981 年至 2017 年每年

1 人。藥學系優秀畢業成績獎，從 2011 年起每年 7~8 人。醫學系

優秀畢業成績獎，從 1981 年起每年 6~11 人。39 

（三）杜聰明博士紀念館 

筆者長期關心杜聰明博士的研究，以及保存在杜聰明博士紀

念館（杜家）內的杜聰明博士文書。幾年前尚有一老者負責看管，

我問杜祖誠先生那老者，他表示已經往生。曾建議他是否捐給吳

三連史料基金會，由基金會來處理與保存，並公諸於世，讓世人

能研究，也讓杜聰明博士的業績能成為臺灣的公共財。 

1999 年我與臺電同仁（攝影師）、兩位日本博士班研究生、

一位臺灣博士班研究生去拜訪他，在杜聰明博士紀念館穿梭攝

                                                      
37  杜聰明，《回憶錄》，頁 265-266。 
38  杜聰明，《回憶錄》，頁 265。 
39  詳財團法人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網頁：www.tutsungming.org.tw/ 

foundation.htm，1973-1980 年這中間有 8 年沒有看見完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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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那位老者還與我們談杜聰明博士的文書，我指著包好的文

書，外皮上寫「高醫事件」，談我所知一點點的高醫事件，期望

有人來掀開「高醫事件」的迷霧。 

杜聰明之子杜祖誠先生接受我們採訪，談到他的父母，也談

到他拒絕學院對此資料的接觸。筆者很慶幸，因研究高木友枝博

士，獲得杜聰明博士基金會獎學金贊助出版。並且獲允接觸杜聰

明博士文物，也因此寫過〈被驅除的藝術品〉等文介紹高木友枝

博士與山口秀高醫校長、北村四海雕塑家與杜聰明博士等秀異人

物。杜聰明文書存放所在的杜聰明博士紀念館，是一棟 4 層樓的

透天厝，每層樓面積約 25 坪左右，2 樓以下是住家，3、4 樓是

杜聰明文書存放處，會如此命名是仿照日本人習慣而命名。 

杜聰明藏書藏品，除了高木友枝與山口秀高醫校長外，有杜

聰明博士夫婦雕像、杜聰明博士夫婦的油畫等數量不少的藝術

品。杜聰明的典藏量達兩層樓空間，可見其數量龐大。其中藏書

大部分是醫學類，有西醫與漢方，絕版書不少，稀有珍貴書籍無

法列舉。還有如《樹石藝術》（1970）等超出讀者想像的藏書。 

還有一箱一箱的書信，註明高雄的有 2 箱以上，此外還有用

紙包起來註明「高醫事件」。由於這些杜聰明文書沒有目錄，它

到底長得像什麼，無法在此細述。筆者僅以照片，讓讀者一窺杜

聰明文書堂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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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杜聰明像（2009.02.13 作者攝，臺大醫學院醫學人文博物館） 

 

 

圖 5 杜聰明博士藏書（攝於杜聰明博士紀念館，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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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技部的杜聰明獎 

2006 年，國科會（科技部前身）設立「杜聰明獎」，這是臺

灣對國外學者頒發 高學術榮譽獎項。2007 年，臺灣與德國宏博

基金會聯合簽署合作協議，共同設立臺德「杜聰明──宏博研究

獎座」。宏博研究獎是德國頂尖獎項，雙方透過交互頒獎的方式，

表揚國家優秀學者，並藉由本獎項鼓勵臺灣與德國科學家進行交

換互訪合作研究，提昇與增進雙方研究成效與價值。 

杜聰明先生是臺灣歷史上榮獲博士學位的第一人，同時也是

首位醫學博士，是臺灣醫學教育之父。對臺灣的貢獻橫跨基礎醫

學研究、醫學教育以及醫療政策領域，並把臺灣醫學發展推向國

際舞臺。科技部設立「杜聰明獎」，是承先啟後並發揚光大的盛

舉。 

杜聰明獎迄 2018 年已舉辦 11 屆。據新聞報導： 

（中央社記者朱則瑋臺北 8 日電）科技部今天舉行第 11 屆杜

聰明獎頒獎典禮，由德國生科學者沃爾夫．弗洛默（Wolf B. 

Frommer）獲獎，他是第一位發現 SWEET-醣膜蛋白家族的

學者，並研發許多創新生物應用工具。……弗洛默也研發許

多創新生物應用工具，像是螢光生物感應子（Biosensor），

可用於快速發現未知的蛋白，近期則新研發出可實際視覺化

監控組織或器官的蛋白活性工具。……科技部頒給得獎者弗

洛默 7 萬 5000 美元。科技部表示，弗洛默也將在臺灣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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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預期將為臺灣生科領域帶來創新動能。40 

按 2007 至第 2018「杜聰明獎」得獎人如下： 

年 「杜聰明獎」得獎人 

2007 尤納斯（Peter Jonas）及普樂格（Klaus Ploog） 

2009 傅爾德（Peter Fulde） 

2010 漢尼希（Juergen Hennig） 

2011 
楚豪生（Harald zur Hausen）、穆蘭（Klaus Müllen）、雲格

（Ansgar Juengel） 

2012 柏克曼（Johannes Buchmann） 

2014 瓦塞（Rainer Waser）、菲斯（Claudia Felser） 

2015 格羅斯（Eberhard Gross）、布拉司（Christoph Plass） 

2017 

Gerhard Bohrmann（University of Bremen） 

Hannah Monyer（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Michael Lackner（University of Erlangen-Nuremberg）. 

2018 沃爾夫．弗洛默（Wolf B. Frommer） 

資料來源：〈杜聰明獎〉，維基百科：2007~2014，2015~2018 的自網路新

聞整理。 

 

杜聰明獎至今已頒發給 16 位德國學者，帶動臺德雙方在各

種領域的學術合作研究，得主可獲 75,000 美元，並在臺灣進行 6

個月以上至 1 年的學術交流。 

                                                      
40  〈2018 年科技部頒發杜聰明獎 德國生科學者獲獎〉，《中央社》，2018

年 5 月 8 日，網站：https://www.cna.com.tw/news/ait/ 201805080225. 
aspx，2019.3.5 瀏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