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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研究議題、研究時間和研究技術等等因素，當代學界對於醫

界人士中的客家籍人士，尤其在日本統治時期即已執業者的研究成果

四散。有鑑於史料整編的工作耗時耗力，但可以大大幫助後續各界相

關研究工作之啟發和加速進行，本研究計畫因此基於史學方法，以「日

治時期台灣客家醫界人士之基礎史料建置及初步研究」為題，透過蒐

集、分析和比對各種文獻檔案和史料，彙編整理出日治時期台灣的醫

界人士中的客家籍人士，介紹其生平與經歷。期能為所有相關議題的

研究者和文史工作者等興趣人士立下詳而清楚的史料基底，也能節約

相關人等對於相關史料、史實查找時間和精力，加快和刺激相關研究

議題的產出。 

 

關鍵詞：台灣、客家、醫業、日治時期、人物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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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研究計畫「日治時期台灣客家醫界人士之基礎史料建置及初步研究」，原

係為了學界與大眾進行後續研究上的便利，故而擬透過各種的古籍、檔案與前人

研究調查成果，發掘和彙整日治時期台灣的客家族群醫界從業者的姓名和學經歷

等等簡歷列表。所謂的「日治時期台灣醫界人物」，指 1945 年前即已取得醫業相

關執照或已開業之醫師、醫生、助產士、獸醫等等。原擬定之文獻來源資料，包

括《台灣總督府檔案》、《台灣省醫師名鑑》、「台灣人物誌」資料庫、「日治時期

戶口調查簿」等等史料，以及已出版之地方志書、專書、期刊和學位論文等等前

人研究成果。但實際研究後，筆者遭遇以下困難： 
一、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因《個人資料保護法》，即使僅「區域」、「種別」

和「職業」等的數值統計資料亦無法申請。 
二、史料檔案或戰後方志中的人物傳，雖有記載傳主的人名與其簡歷，甚至

少數有包括出生或戶籍地，卻無法清楚析辨是不是屬於客家籍，仍須賴多種的其

他綜合資源來判斷是否為客家籍，增加研究時間。 
囿於前述困難，因此研究成果報告調整呈現方式，將原本設定以表格列表等

方式呈現之「日治時期客家籍醫界人士名錄」，改以「日治時期客家籍醫界人士

百人傳」（實為百餘人）的形式呈現。此外，此成果報告中的許多資料是蒐羅、

引用、匯整自各地的已出版或已發表刊物或論文，以避免《個人資料保護法》和

須一一申請各家家屬授權等問題。另需強調說明的是： 
一、即便本成果報告中的內文是整合、引用、摘要自各個已出版或已發表刊

物或論文，並有追查原始史料進行增補或校正，仍有著前述困難中的第二點困難

──縱使包括生或戶籍地，仍無法清楚析辨是不是屬於客家籍人士。對此，本研

究計畫除透過各相關史料、研究、口述訪問、田野調查和各種網路資源進行比對，

也有從祖籍地之客家群族比例和妻女姓名是否有「妹」字等客家女性姓名常用詞

彙等客家族群特徵來判斷。對於之已確定之客籍人士，本成果報告內無特別標註

說明。而對於有相當可能，但無法百分之百確定是否為客籍人士者，本成果報告

之傳主姓名後方特別標註【妹】或【祖籍地】，作為提醒和供讀者參考。 
二、本成果報告中的內文許多是整合、引用、摘要自各個已出版或已發表刊

物或論文。對於諸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客家委員會對此史料整編型研究計畫的

支持，本人深表感謝。 
三、透過史料、田野訪談與傳記文學，本研究另有發現數名疑似日治時期已

在執業的客籍醫界人士，但僅知姓名，其他資料闕如，亦無法作進一步說明和比

對。囿於資料有限，本研究成果報告僅呈現百餘人的傳記。其餘日治時期已經執

業的客籍醫界人士，尚祈各界協助補充。 
四、本研究報告書之分類，係以傳主之出生地作區分。從目錄觀之，台灣宜

花東部和台北基隆台中等地似毫無出現客籍醫界人士，實則已依傳主之出生戶籍

地，分別劃入台灣其他地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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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研究報告中的客籍醫業人士似集中於桃竹苗地區的「北客」區域。其

原因除了北客的從醫人數確實很多，而且許多是日治時期都已在執業的醫師世

家，也是因為學界、地方志書和坊間對北客的醫業相關人事有較多研究紀錄或傳

記，也常有紀錄祖籍、祖業、世系，使本研究報告能清楚分辨是否為客籍醫師之

故。「南客」疑也有相當數量的客籍醫業人事，但學界、地方志書和坊間的研究

成果相對較少，使難透過既有的研究成果，或透過其他各種檔案史料傳記或田野

資料來確認是否為客家籍，故而在本研究報告中，「南客」的客籍醫界人數相對

稀少。例如屏東佳冬林家，依族譜所述有近百位醫業人士；但史料、年代、姓名

或簡歷皆缺，因此難以放入本研究成果報告中。台灣宜花東的醫業人士也有類似

情況。故而期許未來台灣各地修撰地方志書或客家名人傳記時，可再注意和深入

調查台灣南部和宜花東客籍醫界人士。 
六、本研究成果報告書仍有疏漏，尚祈各界不吝協助指正與增補，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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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籍醫界人物簡傳 

＊屏東內埔林鼎乾（林田健男）（1910－1991） 
林鼎乾，生於 1910 年，卒於 1991 年，內埔東寧人。父親林朝宗，曾經製作

反日海報，與內埔抗日烈士林德慶為好友。 
林鼎乾畢業於屏東公學校，昭和 2 年（1927）以第一名成績在高雄中學第一

屆畢業，又考入台北高等學校（4 年制）。昭和 6 年（1931）台北高等學校畢業

後，考入東京大學醫科（4 年制），昭和 10 年校畢業，留校繼續深造博士，昭和

18 年（1943）榮獲該校博士學位畢業。因長久寄居日本，將其姓名改為林田健

男。民國 45 年（1956）受聘為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成為台灣人第一位獲此最高

榮譽者。民國 56 年（1967）榮獲日本天皇頒授「勳三等旭日中綬章」。 
林鼎乾先生在醫學界最大的貢獻，係主持研究改良式「胃鏡」的發明，可一

次完成 36 張彩色照片，較當初一次照一張黑白照胃鏡的發明進步甚多，成為外

科及消化器官醫療技術專家。 
林鼎乾先生曾經在美國紐約醫學基金會發表演說，又多次返回台灣老家祭

祖，不忘家鄉祖宗。在日本往生，享年 81 歲。（曾慶貞整理） 
 

＊屏東六堆徐傍興（1909－1984）、徐來興、徐富興 
徐傍興的祖先約於清乾隆年間從粵東來台拓墾，早先在老田尾（今麟洛鄉新

田村）開墾居住，到第三代徐敬修時，徐家已成為富甲一方的鄉紳。清朝末年徐

家遷居至徐傍興出生的地方－忠心崙（今內埔鄉美和村）定居。 
徐敬修有子五人，徐友祥為徐敬修之三子，最初受父命留在老田尾主持糖

廠，後遭日人糖業政策壓迫停業，遂回忠心崙掌管本家。在徐敬修歿後，起先徐

家由二子徐鳳祥理家，繼而由徐友祥掌管大眾與分家之後的事務。 
徐友祥原先娶竹圍村秀才黃菊如之女為妻，生了兩女徐桂枝與徐蘭枝，因未

生男丁，再娶長治鄉孤女徐邱華妹為繼室，而後邱華妹始生徐傍興。徐友祥之大

房因未生子，對於徐傍興疼愛有加，也收養徐安生。 
徐友祥善持家理財，也重視漢文教育，請岳父黃菊如和萬巒的李福如秀才來

教書，不但要其子侄全部參加，還免費收容內埔的親朋子弟來求學，也因而從中

出了不少醫師，除徐傍興之外，徐來興、徐富興、徐傍興之長子徐旦隣、次子徐

於菟、三子徐齊隣等二十餘人皆為醫科畢業。 
表：徐敬修（懷禮）派下子孫就讀醫科學校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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