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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一位台籍講師：孟天成

前　言

有關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一位台籍講師孟天成

的生平事蹟，在當代有關台灣日治時期醫學史料的

書籍中均曾提及或詳細敘述。《台大醫學院百年院史

(上)》記錄「孟天成則於畢業後擔任基礎醫學解剖學

課程助手，明治40年，並成為本校校友中第一位解

剖學講師」 (1)，「孟天成，為第3屆校友，明治37年
（1904年）畢業後加入解剖學教室；明治40年受聘

為解剖學講師；明治43年改從事臨床醫學，擔任皮膚

科、齒科醫師；大正3年辭職後赴南滿州大連開業，

孟天成為本校教員中第一位台灣人」  (1)。由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中研院近史所、遠流出版公司出版的

《臺灣歷史辭典》，就有一個條目為孟天成，記載

「孟天成(1882-1967) 臺東市人。1898年與謝唐山同榜

入臺灣總督府醫學校，1903年以第2名成績畢業，後留

校擔任助教。1907年受聘為該校解剖學醫師，是該校

教員中第一位臺灣人。1910年改從事臨床醫學。1914
年辭職，轉赴中國大連，先後在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大

連醫院和小岡子私立宏濟醫院行醫，其間並進入滿洲

醫科大學深造。1916年在各方資助下，創辦大連博愛

醫院，逐年增建為東北最富盛名之私人醫院。」(2)，有

關孟天成在中國東北行醫的事蹟，許雪姬博士的論文

＜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臺灣醫生＞，

則有圖文並茂的詳細描述(3)。本篇文章主要是希望澄清

孟天成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在台灣時，某些事蹟

與年代與當代有關孟天成史料出入的地方。由於資料

蒐集並非齊全，也期待給予指正與參考。本篇文章主

要是參考臺灣醫學會雜誌，總督府醫學校一覽，臺灣

日日新報，日本病理學會會誌等  (4-7)。其中有關史料的

引用，會在文章中註明較詳細的出處，以避免爭議。

Come, my friends,
'Tis not too late to seek a newer world. (Ulysses, Tennyson)

1909年成為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一位台籍講師

孟天成和謝唐山來自台東，也都是臺灣總督府醫

學校第3屆畢業生，孟天成畢業成績第二名，謝唐山

畢業成績第一名。孟天成畢業後1904年（明治37年）

進入醫學校擔任助手。根據臺灣醫學會雜誌[臺灣醫學

會雜誌1909年（明治42年）；8(79)：318]與《總督府

文/容世明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解剖病理科

醫學校一覽》職員錄 [1909年（明治42年）]的記載，

孟天成在1909年（明治42年）3月31日醫學校講師囑

託 (日本的用語)，月薪38圓 [和他同時代的日籍公醫

剛開始的起薪月薪約60圓；1896年（明治29年）時公

醫的薪資，一等地月薪是50圓，二等地70圓，三等地

100圓，越偏遠的地區，薪資越高(8)]。當代有關台灣

日治時期醫學史料的資料，認為孟天成1907年（明治

40年）擔任講師(1-2)。依據《總督府醫學校一覽》，關

於1909年（明治42年）之前的職員錄，並未記載孟天

成是講師，例如1907年（明治40年） 記載小池嚴雄講

師授課解剖組織，久保信之助教授授課解剖，病理與

病理解剖等。關於孟天成擔任講師的時間，本文章根

據臺灣醫學會雜誌與《總督府醫學校一覽》職員錄，

採用1909年（明治42年）而非1907年（明治40年）的

看法。他在擔任講師時，主要是講授解剖學方面 (1)。

1909年（明治42年）4月17日第八回醫學校畢業典禮，

他以畢業校友總代表的身份致祝賀辭，當時致祝賀辭

與賀電的有臺灣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辜顯榮、

後藤新平、北里柴三郎、緒方正規、山口秀高、高木

友枝等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2年4月18日第二版面)。也

可能因為孟天成1909年擔任講師，是台籍畢業生當時

在校任教的代表性人物，而有機會以畢業校友總代表

的身份，共同在社會顯達人士中致祝賀辭。

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醫員心得

孟天成在1910年（明治43年）被徵召為日本赤十

字社臺灣支部醫員心得(日方的用語，相當於救護班

勤務)，支援新竹蕃界(日方的用語)，在該年度12月為

止，他在臺灣醫學會會員名冊的服務單位，是登錄為

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救護班勤務(臺灣醫學會雜誌明

治43年臺灣醫學會會員名簿第一頁)。關於救護班勤務

的工作內容，以1908年（明治41年）12月底的原住民

重大歷史事件-七腳川事件舉例(9)，日本殖民當局組織

花蓮七腳川及木瓜番人討伐隊(日方的用語)，當時日

本隊員有766名受傷或生病，在345名病人中，其中145
名是因為外傷，63名是因為消化系統疾病，50名是呼

吸系統疾病，48名是因為瘧疾等原因 [臺灣醫學會雜誌

8(76) 明治42年（1909年），頁133-134]。日本赤十字

社臺灣支部救護班勤務的工作，就是去醫療照護這些

傷患與病人。對於與原住民作戰而受傷的日本軍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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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田俊郎著作的《台灣醫學50年》，書中曾引述台北

醫院院長長野純藏在1910年（明治43年）所寫的紀錄
(8)，記述當時勇猛的原住民與日本軍警作戰時，槍法

準確，但使用的彈藥粗糙，常使得日本軍警傷口組織

破碎不完整，而且因為交通不便，護送費時，重傷者

只有等死，在醫療設備不足的情形下，只有設立臨時

救護所。傷者在山路跋涉護送下，快則10小時，慢則

16到20小時，才能送到臨時救護所。而臨時救護所或

是利用民房，或帳篷，或竹葉木頭搭設，設備簡陋，

救護班勤務工作十分艱辛，而且要負責護送傷患去台

北醫院等處。在1910年（明治43年）新竹高岡Gaogan
原住民與日本軍警作戰時，孟天成擔任救護班勤務工

作，原住民讓日本軍警負傷慘重，當時日方提到如果

糧秣告缺時，軍人務以高岡番人之肉充飢為要  (10)。第

二年，1911年（明治44年），日本軍警又再度進攻新

竹大安溪的北勢原住民，戰鬥40多天，日本軍警106
名死亡117名受傷，並將原住民住所燒成平地與耕地蹂

躪[臺灣醫學會雜誌1912年（明治45年）；11 (120)：
925-946]。

大連醫院與滿洲醫科大學醫學博士

臺灣醫學會1911年（明治44年）會員名冊中(臺
灣醫學會雜誌明治44年臺灣醫學會會員名簿第一頁)，
孟天成的服務單位是台北醫院，服務於皮黴科，之後

他也取得齒科醫師執照。臺灣醫學會1912年（大正

元年）會員名冊的服務單位則已是清國大連醫院(臺
灣醫學會雜誌大正元年臺灣醫學會會員名簿第7頁)，
當時同年會員名冊服務單位是清國大連醫院，還有尾

見薰、謝秋涫、黃冬盛、與孫德芳等。由於尾見薰從

1908年（明治41年）開始曾擔任台北醫院皮黴科部

長，孟天成去大連醫院可能是因為他在皮黴科曾是尾

見薰的下屬，尾見薰之後擔任大連醫院院長。在當代

有關台灣日治時期醫學史料的書籍中，認為孟天成是

1914年（大正3年）前往滿洲大連開業 (1-3)，與本文有

兩年的時間差距。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大正4年）4
月28日第七版面，報導提到孟天成於三年前聘往滿洲

赴任。依據臺灣醫學會雜誌與臺灣日日新報的資料佐

證，本文章採用1912年（大正元年）前往大連醫院就

職的看法，而不是1914年（大正3年）前往滿洲大連的

說法。孟天成在1936年（昭和11年）4月30日獲得滿

洲醫科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11,12)，他的主論文為滿洲南

方地區黑熱病 (kala azar) 的研究。孟天成於1934-1936
年（昭和9-11年）間，陸續發表7篇有關滿洲南方地

區黑熱病的研究論文於滿州醫學雜誌，探討黑熱病在

滿洲南方地區例如周水子、復縣、熊岳城等地區感染

情況、血液變化、病理解剖，以及治療的研究 (13)，他

的指導教授是滿洲醫科大學病理學教室教授裨田憲太

郎。黑熱病就是利什曼原蟲症(leishnaniasis)，包括黏

膜皮膚型與內臟型兩種表現型態，利什曼原蟲經由昆

蟲，例如白蛉叮咬後，感染人類宿主。

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第一位擔任病理學教室教職
的台籍醫師

孟天成在臺灣醫學會雜誌發表的論文為，胰臟原

發性粘液癌病例報告[臺灣醫學會雜誌1907；6(54)：
1 7 2 ]，原發性肝臟癌腫病例報告 [臺灣醫學會雜誌

1907；6(59)：347-359]，嘉義阿米巴痢疾解剖病例[臺
灣醫學會雜誌1910；9(90)：858-861]，虫樣突炎等[臺
灣醫學會雜誌1910；9(90)：773-775]。在臺灣醫學會

大會上也提供標本展示，例如囊胞腎等[臺灣醫學會

雜誌1910；9(90)：967]。在台北醫院皮膚科時期，

也發表疱疹狀皮膚炎的研究。可以看出他的論文主要

以病理為題材，而非解剖學研究。林清月是孟天成的

學弟，曾以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病理學教室名義，與孟

天成在1907年（明治40年）共同發表原發性肝臟癌腫

病例報告於臺灣醫學會雜誌[臺灣醫學會雜誌1907；
6(59)：347-359]。

孟天成是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中第一位擔任教職的

台籍醫師 (1)，比杜聰明博士早了約十多年。在當代有關

台灣日治時期醫學史料的書籍中，記載孟天成是解剖

學教室講師(1,2)，關於這點，有可以商榷之處，例如：

(1)在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早期，病理學教室的師資都要

兼任解剖學的教學工作。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病理學

教室今裕在《總督府醫學校一覽》1906年（明治39
年）的職員錄中(《總督府醫學校一覽》明治39年第

五十一頁)，教學工作就登錄為第一學年解剖學，與

第二學年病理學、組織學、解剖學及實習的教學，

直到1919年安達島次來台灣專任解剖學教學，病理

學教室的老師才不必兼任解剖學的教學(14) 。
(2)此外如前述，孟天成發表的論文都以病理為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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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以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病理學教室名義發表[臺灣

醫學會雜誌1907；6(59)：347-359]，但未查到使用

解剖學教室名義發表。

(3)今裕回憶當年在台灣曾與惟一的助手孟天成進行鼠

疫死者的病理解剖(15)，今裕曾經於1904年至1909年
期間，在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病理學教室擔任副教授

與教授。

(4)《台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下)》與《臺灣解剖學百年

史》的兩本書中，有關台大解剖學科的介紹，並未

提到孟天成(14, 16) 。

(5)日本病理學會會員名錄在1935-1940年期間，都有

記載大連博愛醫院的孟天盛為會員(從地點與經歷而

言，孟天盛應該就是孟天成)。
(6)他在大連時期也曾陸續發表病理相關的論文，他的

指導教授是滿洲醫科大學病理學教室教授。

基於上述理由，推論孟天成應該是進入總督府醫

學校病理學教室擔任助手，而非解剖學教室，然後成

為病理學教室的講師。至於原始文獻中是否有寫孟天

成是解剖學教室講師，目前不得而知。根據《總督府

醫學校一覽》1909年（明治42年）職員錄(《總督府醫

學校一覽》明治42年第65頁)，只有寫孟天成是講師，

並未註明孟天成任教那一個科目，今裕教授與久保信

之助教授等則有寫擔任科目，例如病理學，與解剖學

等。會不會是因為在職員錄，只有寫孟天成是講師，

而他又教解剖學，在當代有關台灣日治時期醫學史料

的書籍中，就自然而然的推論臆斷孟天成是進入解剖

學教室當助手，再當解剖學講師，就不得而知。

筆者未受過專業的史學訓練，目前經歷過台灣日

治時期醫學訓練的前輩醫師已日漸凋零，這批前輩醫

師與其他先進願意書寫紀錄這方面的回憶與史料，已

誠屬難能可貴，筆者後學，也只是在這些前輩與先進

建構的基礎與肩膀上，提出個人淺見。本文章某些與

當代有關台灣日治時期醫學史料書籍出入的地方，個

人認為應該修正為孟天成1909年（明治42年）擔任醫

學校講師，1912年（大正元年）前往大連醫院就職，

而並非是1907年（明治40年）擔任講師與1914年（大

正3年）前往滿洲大連開業。

孟天成是醫學校第一位的台籍教師。他是台灣病

理學科第一位的台籍講師，也是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時

期台籍畢業生中，第一位進入病理學教室擔任助手的

醫師。此外他從病理科轉皮膚科，也算是台灣第一位

開啟日後臺灣醫界中，醫師從病理科住院醫師轉任皮

膚科住院醫師的先河。在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臺灣

日日新報1926年(大正15年)]，提到在大連開業的臺灣

醫師，例如孟天成，「為各界所信用，患者既眾，酬

報又厚，謂開業之地，此可謂佳」。杜聰明博士的回

憶，也提到孟天成開業非常成功，繳納的稅款是名列

前茅 (17)。至於有關孟天成在中國東北的事蹟，有興趣

的讀者，請參考許雪姬博士的論文(3)。

本篇文章主要是澄清孟天成的事蹟與年代，他

是台灣病理學科第一位的台籍講師，他在1909年擔任

醫學校講師，1912年前往大連醫院就職。台灣日治時

期病理學科方面，依照日本的傳統，講座教授退休後

才有後繼者接任教授職位，由於病理學科員額與人數

少，而且教授又是高等官職位，對於台籍醫師要晉升

病理學科教職，則更困難，此外也要從事屍體病理解

剖的工作。由孟天成的事蹟，可以看出台籍醫師雖然

進入病理學教室學習研究，但之後也只能去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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