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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代初期創立，溫泉鄉的受傷官兵療養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所在位置，前身為日軍衛

戍醫院北投分院，於1998年訂為市定古蹟。日軍醫
院的歷史可追溯至100多年前，於日治時期初期，因
北投地區酷似日本之地理環境，終日溫泉煙霧氤氳

（地熱谷流出的溫泉為青磺『鐳溫泉』，溫泉具有療

效，而北投溫泉鄉也因士兵口耳相傳爆紅）。日軍曾

派人視察北投的地形及環境，評估北投溫泉做為慢性

病人療養的據點。於1896年 (明治29年 )，由日本台
灣守備軍醫部長藤田嗣章主導，開立『陸軍療養所』
(1)，1898年後建設並改名為日軍衛戍醫院北投分院。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日軍將遼東半島戰役中受
傷的士兵，後送至此，使日本傷兵能安心養病並慰思

鄉之情。日治台灣初期，並未在台灣設置任何精神科

醫院，雖然慢性軍病人療養並非精神科醫療業務，但

根據當時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精神病學教授中脩三的

研究，『鄉愁』是熱帶神經衰弱的重要心理病因，日

治時代當時並不認為鄉愁為身體或心理缺陷造成的，

而是人性的正常的情感，故鄉愁只能被撫慰 (2)。故當

時衛戍醫院北投分院某種程度上，做為日軍士兵的撫

慰，拉近受傷官兵與日本母國心理距離。故從今日看

來雖當時並未收療精神科病人，但確實與精神醫學發

展息息相關。

台灣最早的公立精神科醫院為台灣總督府養神院

（後改名為省立錫口療養院，搬遷後又改名為今日的

桃園療養院），建院地點在相對偏遠的台北五分埔，

於1934年（昭和9年）開幕，正式收容80名精神病
人。隨後又有：靜和醫院（現在私立仁愛醫院之家附

設靜和醫院）、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精神科 (1936年設
立，今國立台灣大學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 )等設立 (3)。

相較日軍衛戍醫院北投分院於1896年創立時，即以收
療日軍傷兵為主，提供戰爭創傷後的療養，紓解其鄉

愁。雖並非處理當時社會上的精神病人，但此種照顧

療養形式，也成為三總北投分院後來轉型為精神科醫

院的濫觴。

國軍精神醫院創立，作育精神科人才無數

除了日軍衛戍醫院北投分院的歷史，三軍總醫院

北投分院的軍方歷史，可分為多個部分。1945年二戰

結束，國民政府特令軍醫吳國興上校，接收日軍醫院

為軍政部台灣陸軍醫院（後為台灣總醫院，801醫院，
現今為三軍總醫院），也包含當時的北投分部 (4)。另

外，除了接收日軍醫院外，1949年2月27日，於中國
浙江蕭山縣為因應時局而成立收容病人的聯合勤務總

司令部第一○八醫院，也是三總北投的歷史一部分。

聯勤第一○八醫院當時為浙江地區最好的軍方醫院。

同年8月1日由舟山轉進基隆，駐紮於台灣基隆七堵
國民學校，於台灣持續進行醫療任務，後更名為陸軍

第十五醫院，1950年改編為陸軍第二十一醫院，1952
年更名為聯勤六十一醫院。1953年7月1日增設精神
病組，為軍中首創精神科之一。1957年接受美軍精
神醫學小組蒞院指導與訓練，1960年5月5日更名為
陸軍八二一醫院編制600床，終至1966年由基隆搬遷
至北投現址 (5)。兩者合併，均為軍中重要之精神科單

位，從此正式成為今日的精神科專科醫院。

接受日軍的北投醫院所在位置的台灣總醫院北

投分部，曾短暫作為綜合醫院，有老一輩外省人表示

曾在北投分部接受外科手術。綜合醫院時期，不乏有

知名醫師於此服務過，如曾任衛生署署長的施純仁教

授，曾至陸軍台灣總醫院北投分部擔任半年的外科總

醫師工作，並開立數百例開顱手術 (6)。在綜合醫院設

置下，北投分部當時並無專門照顧神經精神病人之人

才，時任台灣總醫院楊文達院長，甚至曾向錫口（松

山）療養院借調黃強醫師主持精神科病房，而於1951
年10月15日成立精神科病房。同年11月內科的郭紓
為醫師，自願至北投服務 (7)。成為國軍神經精神科的

拓荒者，郭醫師的努力，也使北投醫院能轉型成為

今日之精神科專科醫院。台灣總醫院北投分部及陸軍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精神科文、圖∕張廷碩 羅時茂 曾冬勝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之今昔與台灣精神
醫學發展史

圖1 1933年日軍修繕工事牌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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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一醫院兩院於1966年合併後，郭於1966年10月
1日就任第七任院長。而後數十年間，三總北投分院
名稱幾經更迭，於1975年更名為三軍精神病院，1976
年改名為陸軍第八三一醫院，1986年國防組織合併，
更名為國軍第八一八醫院，1998年更名為國軍北投醫
院。2013年初合併至三軍總醫院，更銜為國防醫學院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

三總北投分院身為國軍精神科創始，及早期設立

的公立精神科專科醫院之一（專科醫院之中，相較起

來只比養神院晚），作育精神科人才無數。在綜合醫

院時代，不乏曾短暫待過的知名非精神科醫師，如施

純仁教授。三總北投分院也為國軍訓練許多精神科人

才，如：曾任國防醫學院院長尹在信將軍，當年正是

在北投接受精神科訓練。此外，三總北投與榮民醫院

系統關係密切，台北榮總神經精神科（神經精神科未

分家前）多名前後創科主任皆於三總北投分院訓練或

服務，如：楊雲官主任，朱復禮主任（神經科），沈

楚文主任等。沈楚文主任曾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訪談之台北榮民總醫院口述史，提到在三總北投分

院訓練的經過及當時病人治療的概況，他所提到的電

療，今日北投仍在全台灣精神科電療上，扮演重要的

角色及推手。

『1964年至北投擔任住院醫師，當時候大約5-6
個醫師照顧約100個病人，治療也很少用藥，主要
是用電療，一天做上20-30個病人，此外，當時流行
的胰島素昏迷治療，每天大約做5-6個病人，住院醫
師一大早就要替病人施打胰島素，監控其血糖的變

化。』(8)

其他榮民醫院與三總北投分院關係亦密切，如

1958年創立的花蓮玉里榮民醫院（今台北榮總玉里
分院），成立時即為因應軍榮眷之精神病人復健療養

需求，當時玉榮並無精神科醫師，皆由北投的醫師支

援，直到1981年台北榮總開始支援玉里為止 (8)。後擔

任玉里榮院的劉文健院長，也曾於到任前，擔任北投

院長。

三總北投分院訓練的醫師不僅只在軍醫院及榮民

系統服務，也遍及其他體系。如訓練後即去美國西雅

圖擔任精神科醫師，返台後又曾任精神醫學會理事長

的莊明敏醫師，就曾於北投訓練及服務；甫卸任台北

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院長的龍佛衛教授，曾在出國

攻讀博士前任職於北投。在衛福部所屬醫院系統，也

有數名北投訓練的醫師，如桃園療養院李新民院長，

創立北投神經精神科部門，是少數具備神經內科及精

神科雙專科的醫師；嘉南療養院鄭靜明院長，曾任北

投醫療部主任及藥癮科主任；曾任八里，桃園，草屯

多家公立療養院陳宏院長，也曾服務於北投；現任衛

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司長諶立中醫師，亦曾擔

任北投院長。三總北投分院所訓練之精神科人才，數

十年來，遍及全台各醫院及系統。

古蹟『向陽學苑』的興建及保存

三總北投分院現存日治時代興建建築，古蹟舊

名「向陽學苑」，興建於1910年，順著山坡由低到高
並排而建，其建築方位坐北朝南，主體結構為木造結

構，牆體採用雨淋板，主入口為凸出門廊，採懸山式

屋頂，建築兩面設置走廊，具有防曬及防潮之功效，

木板小窗門柱鑲嵌非常有台灣與日本建築特色。在

興建過程中，也符合日本認為溫泉地若要作為療養地

時，必須要兼顧氣候，病院的建築空間配置：要能夠

與外界自然環境互相協調，建築通風好，能避免室

內溫泉造成的缺氧頭昏的狀況，建築內寬廣的廊道空

間，大樹林立的植披，病人在廊下日光浴及空氣浴的

療養，根據歷史研究，此建築外觀及環境，與日本名

古屋衛戍病院的建築相似 (1,9)。

與名古屋衛戍病院相似即可證明，前日軍衛戍

醫院北投分院是日治時期「內地移植型」的代表性建

築，其中的「內地」即指「日本」，將日式建築及台

灣的本土建料融合。此建築形式與日治時代1898年興
建之台北病院（今台大醫院舊館）皆為日治初期日本

移植來台的第一代病院建築，當時皆是一層木造雨淋

板結合陽台殖民地樣式建築，可惜台北病院當時木造

建築蟲蛀嚴重，遂於1912年改造成為現存之紅色磚造
建築，故現存之第一代病院建築，僅剩日軍衛戍醫院

北投分院之向陽學苑 (10)。

醫院裡的古蹟

根據文化部網路資料，全台目前仍為醫院使用

的現存古蹟建築，包含台北病院（現台大醫院西址）

及前日軍衛戍醫院北投分院；新竹關西樹德醫院；及

澎湖醫院舊門廳暨防空洞（現為部立澎湖醫院的儲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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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僅有四家，指定為市定古蹟，而非僅歷史建築

者，僅台北病院和日軍衛戍醫院北投分院。而與北投

同樣為軍方所使用的前日軍衛戍台南醫院，目前已成

為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的系館，不再作為醫院使

用 (9)。相較起來，三總北投分院現存建築興建於1910
年（大正1年），確實為其中之最早且目前仍作為醫
院使用之古蹟，甚至較台北病院（台大醫院舊館）

1916年更早興建 (10)。

向陽學苑，維持狀況大致良好，但木頭建築仍有

受潮破損等情形，急須修復。終於2009年11月，當
時國防部高華柱部長巡視時發現此棟建築，會勘後開

始進行古蹟修復及再利用工程，並編預算整修活化古

蹟，於2013年修復完成。在古蹟的整建維護期間，
發現日治時代修繕工事的紀錄牌示，該牌示記載：於

1933年（昭和8年3月18日）：『台北陸軍病院北投
分院二室及其他復舊及新營工事竣工』，台灣工事員

（建造人）為陳海沙先生。（即精神醫療界先驅台大

醫院精神科陳珠璋教授之父）。此層巧合，也足以顯

示三總北投分院與台灣精神醫療史密不可分的關係。

小結：展望三總北投醫院之今昔

三總北投分院與台灣精神醫療史關係密不可分，

最早設立雖被定位為『溫泉療養所』，但除了提供慢

性疾病的療養，北投酷似日本的地理環境，緩解日軍

士官兵的鄉愁，提供心靈的慰藉，也成為後來精神科

專科醫院的濫觴。戰後，三總北投分院為軍中首創之

精神科，亦為台灣最早的公家精神科醫院之一，訓練

各體系許多精神科人才。但身為軍方醫院，訓練的人

才也有服役年齡的限制，領導階層也受限於服役時限

而經常更換，如同國防醫學院一般，要如何留住人才

及延續人道醫療的理念及願景，為北投所面臨的重大

挑戰。在軍醫院保守性及為符合國防軍事制度要求

下，有時也使軍醫院不如其他民間醫院自由發展，但

北投分院在過去種種限制之下，能夠影響並且參與台

灣精神醫療史各項發展，相比之下，也實屬不易 (11)。

展望三總北投分院的未來。首先，身為精神科專

科醫院，北投分院將持續發展腦科學，計畫引進腦部

核磁共振檢查設備，也可能將成為首位具備此設備的

精神專科醫院。第二，三總北投分院身為軍醫院，將

持續提供國軍官士兵全方面的精神醫療照顧，並落實

自殺防治的工作。第三，精神醫學在職場安全的角色

逐漸被重視，社會心理危害調查監控與身心健康息息

相關 (12)。軍陣精神醫學的目標為落實國軍健康衛生，

不單只是選兵醫學，也包括官士兵的身心健康與國軍

設備、操演、訓練制度等的職場安全。北投身為精神

科專科醫院，有責任投入相關的研究及健康促進。最

後，目前台灣的精神醫療體系仍常有過於機構化之批

評，病人經常如同旋轉門反覆地出入院，投入社區精

神醫學資源，推動在地的精神醫學，增加社會心理支

持與去機構化，方能減少旋轉門現象。身為專科醫院

的三總北投分院，如何善用北投的地理環境，現有的

半開放式病房，溫泉設施等，結合社區精神醫學，

來營造深耕社區的精神醫學，重視社區中各組織及機

構，共同進行心理健康促進，職場身心健康的營照，

將成為三總北投分院參與台灣精神醫療發展史下一頁

的重要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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