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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輔具與臺灣小兒麻痺病患
生活經驗（1950s-1970s） 
張淑卿 
摘

要

小兒麻痺症是 1950-1960 年代臺灣常見的傳染病，少數患者肢體麻痺，造成
終身殘障的遺憾。對小兒麻痺患者的關注始於教會醫院，他們透過外國教會體系
取得疫苗，建立小兒麻痺復健中心，甚至自行成立支架工廠。另外，以小兒麻痺
復健為重心的振興復健醫學中心，則是由蔣宋美齡運用與美方良好的互動關係，
成功獲得外援的補助，讓振興復健醫學中心成為國內首屈一指的復健重鎮。
本文以 1950-1970 年代為研究區間，因臺灣政府於 1966 年推行小兒麻痺預防
接種後，該疾病迅速得到控制，新感染人數急速減少。絕大部分的患者是在
1950-1960 年代之間感染，並於 1960-1970 年代開始復健並使用輔具，此時也正是
臺灣復健醫學的草創時期。本文首先簡介臺灣小兒麻痺的流行狀況，及政府的相
關防治措施；其次探討因應小兒麻痺患者的需求，而開始在臺灣出現的復健醫學
與支架工廠，包括教會醫院、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及振興復健醫學中心。
除了述及其成立經過，復健醫學專業的建立，並關注不同院所經營理念與方式的
差異。最後，以病患（使用者）的角度出發，呈現患者如何感受此疾病，及復健
和輔具對病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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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66 年，國片「我女若蘭」上映，主角是來自中層公務人員家庭的獨生女若
蘭。在一場芭雷舞的發表會上，若蘭突然暈倒在舞臺上，隨後醫生診斷出她罹患
小兒麻痺症。遺憾的是，當時的醫學水平還沒有成功治癒的先例。為了治愈女兒
的病，無論是西醫、中醫或郎中，只要聽說有助於若蘭的腿，父親總是帶著她親
自上門求治，母親則整日燒香拜佛，祈求神靈的保佑。然而，這一切都是徒勞。
最後在醫生的建議下，為保持女兒腿部血脈流通，不致肌肉僵硬，若蘭父母親決
定採用物理療法，並幫她訂製一副拐杖與支架，讓她重回校園。 1
片中故事的鋪陳並非誇大，而是 1960 年代臺灣社會的真實寫照。小兒麻痺症
在醫學上的正式名稱為「急性脊髓灰白質炎」
（Paralytic Poliomyelitis，簡稱 Polio）
，
係一種急性病毒傳染病，由脊髓灰白質炎病毒造成中樞神經系統的感染，導致運
動神經麻痺。病毒主要經由水源、患者的糞便或口咽分泌物傳播，多數患者無明
顯症狀，只有少數會出現發燒、喉嚨痛、頭痛、腸胃不適、肩頸僵硬等類似感冒
1

此故事的後續發展是：當若蘭穿著支架拄著拐杖重新回到學校時，卻遭到同學們的議論，避而遠之。
同學們的議論與冷漠，打擊若蘭的自尊。若蘭哭著回到家裡，從此足不出戶。在她將自己封閉起來
的日子裡，從小一塊長大的邱文雄則堅持每天幫若蘭喜歡的一盆蘭花澆水施肥，直到開出花朵，換
來若蘭久違的微笑。10 年過去了，若蘭出落成一個漂亮的大姑娘。由於歌頌人的意志和親情溫暖的
正面主題，使該片囊括第五屆金馬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童星等 6 項大獎，和第十三屆亞洲
影展最佳配樂與最佳童星獎。參見李嘉導演、張永祥編劇，《我女若蘭》（臺北：中央電影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出品，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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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因此易被忽略。發病者以 3 歲以下幼童居多，故稱為小兒麻痺症。此症具
有季節性，在溫帶地區好發於夏季和早秋，熱帶地區多發生於雨季，且在公共衛
生及環境衛生水準較高的地方有較高的流行趨勢，其原因可能與感染有關，年齡
較大的小孩感染易發生麻痺，年齡較小的患者，通常症狀較輕或不呈顯性感染。2
小兒麻痺症曾是令人聞之色變的傳染病，隨著社會經濟迅速發展且公共衛生
不斷的改善，此病之發生顯著增加，因此有「夏日死神」之稱號。美國在二十世
紀前期，深受小兒麻痺症的威脅。其中以 1916 年最為嚴重，僅紐約市就有 9,023
名病例，造成 2,448 人死亡，當時紐約市內各大醫院的隔離病房住滿了小兒麻痺
病患。3 1910 年代，在瑞典、挪威、丹麥、美國、加拿大、英格蘭、威爾斯、澳
洲等地區，均可見到小兒麻痺病患，但科學家不明白其傳染方式、途徑及原因，
特別是這些地區擁有現代化的衛生設備與較佳的健康保護措施，理論上已減少傳
染病的威脅，然而小兒麻痺症在歐美地區卻造成前所未有的嚴重問題。它引起恐
懼與無助感，無論是貧窮或富裕、乾淨或髒亂地區的人均無一倖免。因為目前看
似健康的孩童與青年，都可能在一星期之後因得病而麻痺無法動彈。
小兒麻痺症發病後無根本治癒方法，但若在發病過程中給予適當的支持療
法，與完備的復健措施，即可能減輕病患的疼痛與不適，減少身體肌肉的萎縮與變
，
形，甚至恢復其活動能力與健康。4 來自澳洲的 Sister Elizabeth Kenny（1880-1952）
對於小兒麻痺症有一套自創的獨特治療方法，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受到相當的注
目。Sister Kenny 從 1911 年第一個小兒麻痺病患出現開始，就以她獨特的熱敷及
肌肉運動治療方式，挽救了許多一般醫生只以薄木夾板和拐杖治療而終告殘廢的
肢體。Sister Kenny 認為小兒麻痺患者的肌肉是痙攣而非癱瘓，過去的治療方式
都是錯誤的。儘管她的治療方式醫治不少兒童的肢體，卻始終不為澳洲醫生所接
受，迫使她移居美國。而在 1947 年的蓋洛普民意測驗（Gallup Market Research），
她因上述成就而成為美國最受景仰的女士之一。 5
2
3
4
5

陳拱北預防醫學基金會主編，《公共衛生學》（臺北：巨流圖書有限公司，1994），頁 189-192。
David M. Oshinsky, Polio: An American Story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2.
陸以仁，〈小兒麻痺症在臺灣〉，《中華民國復健醫學會雜誌》1（1973 年 6 月），頁 9。
Naomi Rogers, “Sister Kenny Goes to Washington: Polio, Populism and Medical Politics in Postwar
America,” in Robert D. Johnston, e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Histories of Alternative Medicine in
Twentieth-Century North America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 97-116; Naomi Rogers, ‘‘ʻSi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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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代，小兒麻痺症受到更多國際的注意，罹患此症的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當選美國第 32 屆總統。除了推行新政，解決經濟
大恐慌的問題，他也成為小兒麻痺患者的代言人，在 1938 年成立小兒麻痺國家
基金會（National Foundation for Infantile Paralysis，以下簡稱「NFIP」），發動全
國性的對抗小兒麻痺運動，提出「一角運動」捐款，支持更深入的小兒麻痺症研
究。美國人透過自身經驗或其他訊息，使他們體會到小兒麻痺症對美國人民健康
的威脅，因此僅 1938 年 1 月，就有 180 萬美元的捐款，而此時正是美國經濟最
蕭條的時期，此一對抗小兒麻痺運動可說是美國人民第一個因醫學研究而團結起
來的大型行動。NFIP 不僅成立小兒麻痺症復健中心，還支持各項相關的研究計
畫。1949-1951 年間，科學家確認了小兒麻痺症（急性脊髓灰白質炎）共有三種
類型，之後沙克（Jonas Edward Salk，1914-1995）藉由 NFIP 的資助，在 1953 年
成功研發出疫苗，並於 1954 年對 50 名學童進行人體試驗，1955 年研究報告證實
沙克疫苗可有效預防小兒麻痺。 6 此外，羅斯福還利用喬治亞州的溫泉治療自身
的小兒麻痺，促使美國各地的小兒麻痺患者利用水療、按摩恢復部分身體功能。7
從文獻回顧可知，隨著小兒麻痺症受到控制，此病症的研究似乎也逐漸從臺
灣學界消失，特別是自社會人文角度出發者，屈指可數。小兒麻痺症的防治，涉
及多方面問題，包含官方防治政策、戰後公共衛生體系的建立、疫苗的研究與發
展、小兒麻痺症復健技術與單位的成立等。 8 游鑑明在〈蔣宋美齡創辦振興醫學
中心：小兒麻痺患者的福音使者〉一文，以振興復健醫學中心（以下簡稱「振興
醫院」）為主軸，論及該院的緣起及其發展；該院的復健工作內容；檢視其療效
以及小兒麻痺患者的回應，可說是臺灣小兒麻痺症史的先驅研究。然而全文的基

6

7

8

Has Its Own Stories’: Elizabeth Kenny, Polio and the Culture of Medicin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21:
1 (Mar. 2008), pp. 145-161; Janet Golden and Naomi Rogers, “Nurse Irene Shea Studies the ʻKenny Method’
of Treatment of Infantile Paralysis, 1942-1943, ” Nursing History Review 18 (Jan. 2010), pp. 189-203. 另參
見 Naomi Rogers, Dirt and Disease: Polio before FDR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2).
維多利亞．雪洛（Victoria Sherrow）著、李芝娟譯，《喬納．沙克：沙克疫苗的發現者》（臺北：幼
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 1-20、62-120。
Richard Verville, War, Politics, and Philanthropy: The History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9), pp. 115-130.
張淑卿，
〈1960 年代臺灣進口過期小兒麻痺疫苗之爭議研究〉
，收於范燕秋主編，
《多元鑲嵌與創造轉
化：臺灣公共衛生百年史》（臺北：遠流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 315-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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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是強調蔣宋美齡關懷兒童的情懷，以及振興醫院採取的多元化治療，使患者得
以在該院獲得完整的照顧。 9 梁妃儀與蔡篤堅合著的〈烏腳病與小兒麻痺症的隱
喻在臺灣〉，則是選取 1950 與 1960 年代同時流行於臺灣的烏腳病與小兒麻病症
為討論的切入點，這兩者都有類似點：病症造成患者不可逆之肢體殘障，自不免
引發社會大眾的恐慌。該文認為疾病常為隱喻所覆蓋，而隱喻的形成往往是根植
於文化的感知。作者們將小兒麻痺症與烏腳病相比，發現大眾往往對小兒麻痺患
者投以同情與憐憫的態度，且不吝給予援助；但對於烏腳病患者卻給予恐懼與不
友善的眼光，作者們將此歸因於對烏腳病病因的不了解與「醜陋」的病患肢體。
觀此文，小兒麻痺症彷彿是「對照組」，以襯托烏腳病的隱喻。 10
然而，西方研究文獻早已指出，某些醫療技術係因應小兒麻痺病患的需求而
出現。例如 1918 年由南非的 Dr. Willam Steuart 所發明的呼吸器，是一個置於自
肩膀到腰部的密封木盒，以馬達作為動力，產生負壓後引起胸廓起伏的呼吸動
作，原用於治療小兒麻痺病患所發明的機器。1920 年代各類型的負壓呼吸器（以
下簡稱「鐵肺」）被證實對全身性小兒麻痺症，特別是侵犯到呼吸系統所引起的
呼吸衰竭有重大療效，病患死亡率大幅降低一半以上，因此廣為醫院採用。11 1930
年代因應大量使用鐵肺的小兒麻痺病患需要照顧，出現了加護病房與專門使用鐵
肺的護理人員。因小兒麻痺病患的需要發明鐵肺，為操作鐵肺而發展出專業的加
護病房與護理人員，以上顯示小兒麻痺症對醫療專業與醫療技術專業化的影響。12

9

10
11

12

游鑑明，〈蔣宋美齡創辦振興復健醫學中心：小兒麻痺患者的福音使者〉，《近代中國》134（1999 年
12 月），頁 87-114。
梁妃儀、蔡篤堅，
〈烏腳病與小兒麻痺症的隱喻在臺灣〉
，
《中外文學》31: 12（2003 年 5 月）
，頁 94-116。
審查委員曾提及小兒痲痺患者使用的鐵肺，與肺結核病患所使用的呼吸器是否有差別。依據筆者目
前收集的資料顯示，肺結核病患極少使用呼吸器，在 1940 年代鏈黴素等有效抗結核藥物尚未問世
前，肺結核患者多採取療養治療方式，如呼吸新鮮空氣、注意營養、多曬太陽、休息治療等。不過
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1940 年代後期至 1950 年代之間，因治療結核病藥物的使用，美國部分的肺
結核療養院轉型成小兒麻痺患者的呼吸治療中心。參見 John Robert Bach and Maria Chiara Tuccio,
“Respiratory Physical Medicine: Physiatry’s Neglected Discipline,”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Medicine & Rehabilitation 90: 2 (Feb. 2011), pp. 169-174.
Lynne M. Dunphy, “‘The Steel Cocoon’: Tales of the Nurses and Patients of the Iron Lung, 1929-1955,”
Nursing History Review, 9(2001), pp. 3-33; Daniel J. Wilson, “Braces, Wheelchairs, and Iron Lungs: The
Paralyzed Body and the Machinery of Rehabilitation in the Polio Epidemics, ” Journal of Medical
Humanities, 26: 2/3 (Fall 2005), pp. 17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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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肺在臺灣的引進和應用與小兒麻痺症息息相關。1958 年，國立臺灣大學醫
學院附設醫院（以下簡稱「臺大醫院」）自美國購入三臺鐵肺。13 鐵肺成圓筒形，
長 6 公尺半，病人頸部以下均為此機器所籠罩，腳部後端有一推動器，設定每分
鐘推動 24 次來幫助病人呼吸。鐵肺左右兩邊設有玻璃窗，可透視內部病人的動
作，左右兩邊也各設有可開關的活動門，醫護人員可透過此門將手伸入鐵肺內進
行醫療工作。14 雖然目前尚無法透過鐵肺使用來討論該儀器是否改變臺灣加護治
療，抑或影響護理人員的專業化，但至少可看出鐵肺確實是因小兒麻痺患者的需
求而引進臺灣。
Sister Kenny 在美國提倡的熱療法，是小兒麻痺患者經常且必須使用的復健
法，可分為兩種，其目的在於增進血液循環而加速氧氣供應，以消除肌肉痙攣。
第一是「非結紮的裹敷法」
，直接將熱濕布裹敷在患部。15 另一種則是 Sister Kenny
獨創的「結紮的裹敷法」，其結紮裹敷需 3 層不同的敷料，最內層直接貼附於患
部，屬熱濕部分，材料可取自棉毛毯、毛衣，須有相當厚度且摺疊數層。中層為
一片油布或防水布，外層為乾燥的毛呢織物、鈕扣或固定帶。內層敷料煮沸後自
鍋內撈出擰乾，直接敷於預定部位，加蓋中層、外層，並予以固定，通常每 2 小
時施行 1 次，每次裹敷 1 小時。此法最大的優點是熱敷布可維持在身上較長時間，
且患者的行動不因熱敷而受限。 16 據稱此法可使 80%的患者恢復正常功能。 17
從以上鐵肺的使用、Sister Kenny 倡導的熱療法及羅斯福總統推動的溫泉療
法，顯示新的醫療設備或技術確實因小兒麻痺患者的需求而出現。依目前資料顯
示，臺灣復健醫學的出現，特別是物理治療部分，與小兒麻痺症有直接關係。
1950、1960 年代，臺灣小兒麻痺症大流行。當時大量病童急待復健治療，許多外

13

14

15
16

17

此鐵肺係由臺北國際婦女會舉辦園遊會，由其所得購置後，交由臺大醫院使用。參見〈兒童遊園會
收入 將舉辦慈善事業：包括小兒麻痺症治療 計劃及購置鐵肺四具〉，《聯合報》，1958 年 4 月 25
日，第 2 版。
〈小姐身患麻痺 鐵肺延續青春：玉容失色櫻唇發紫 裝以鐵肺幫助呼吸〉，《聯合報》，1958 年 12
月 12 日，第 5 版；〈麻痺小姐脫離鐵肺〉，《聯合報》，1959 年 3 月 13 日，第 2 版；〈麻痺小姐 再入
鐵肺〉，《聯合報》，1959 年 3 月 21 日，第 2 版。
繼春，〈小兒麻痺症〉，《衛生雜誌》23: 12（1964 年 4 月），頁 24-28。
不著撰人，〈熱濕布裹法：小兒麻痺症的家庭療法〉，《衛生雜誌》15: 1（1959 年 3 月），頁 11-13；劉
耀璋，〈小兒麻痺症〉，《大眾醫學》12: 11（1962 年 8 月），頁 357-358。
王洛，〈揭開小兒麻痺症之謎〉，《衛生雜誌》8: 12（1955 年 7 月），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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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物理治療專家，以義務支援方式來臺協助治療病童。包括外籍顧問團眷屬、基
督教會醫 院 的差派、 及 世界衛生 組 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以下簡稱
「WHO」）的專家，來臺後協助成立物理治療部門、人員的訓練，其服務對象幾
乎都是小兒麻痺症患童，可見該疾病與臺灣復建醫學的開展有極深之淵源。18 小
兒麻痺症患者的復健工作包括矯形治療、復健治療、教育、運動訓練。患者在體
溫恢復正常、肌肉不再痠痛時就必須開始進行復健，復健內容包含三大項：牽拉
運動、肌力加強運動及功能訓練。牽拉運動是將肌肉拉長，保持各方向原有的活
動度，避免肌肉痙攣關節彎曲；肌力加強運動為使肌肉力量增加，強化其耐受力；
至於利用各種專門技巧來解決手腳有麻痺者日常生活所面臨的各種困擾，如行
走、洗澡等，則是屬於功能訓練。此外，部分患者需要使用支架來支持身軀，以
防止畸形。原則上以輕便、靈活為原則，需隨孩童成長調整更換。19 因此，醫師
經常勸導家長，小兒麻痺症患者應多休息，常用溫水熱敷麻痺處，同時施行電療、
注射維他命，請骨科醫師矯正，並適時給予物理治療。20 因每位患者病情嚴重程
度不同，所需復健亦不盡相同，而不同的醫院或保育院所提供的，不脫離輔具、
物理治療、運動、收容、教育等面向，故本文將述及不同的小兒麻痺症醫療與收
容單位之歷史發展，及臺大和振興醫院的復健治療發展歷程。
由於此類患者的運動神經多已受損導致行動無法自如，除了復健治療外，輔
具是讓患者可以坐著、站起與行走的重要輔助設備。輔具是指可以用來增加、維
持或促進失能者功能的物件、裝置、配件或產品系統。21 小兒麻痺症患者所需的
輔具，依其嚴重程度與需求不同而有所差異，大抵包含支架、鐵鞋、拐杖、輪椅
等，前三者幾乎與所有病患如影隨形，惟使用時間因個人有差異。臺灣輔具的製
造也不脫小兒麻痺症患者的需求，許多輔具工廠的設立均與小兒麻痺症有關。

18

19

20

21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物理治療學系暨研究所，〈物理治療數位博物館典藏計畫：子計畫二─物理治療
史主題館計畫成果報告〉，執行期間：2002 年 6 月至 2003 年 6 月，頁 8、10。
黃美涓，
〈小兒麻痺的復健及運動〉
，收於更生復健服務中心編，
《小兒麻痺症候群》
（臺北：甦聲雜誌
社，無出版年），頁 14。
〈夏天常見的幾種小兒疾病：麻疹•痢•腦•炎麻痺•臺灣熱─專家提出警告•注意你的孩子〉
，
《聯
合報》，1960 年 7 月 11 日，第 3 版。
胡名霞，
〈輔助科技緒論〉
，收於吳英黛主編，
《輔具評估專業技術手冊》
（臺北：金名圖書有限公司，
2007），頁 3。

130 臺灣史研究‧第 20 卷第 2 期

此外，無論是物理治療或輔具的製作，其使用者均是小兒麻痺症患者。英國
醫學史家 Roy Porter 曾提醒注意以病患為中心的歷史，因為這才是真正來自下層
（from below）聲音的歷史，這些來自下層的聲音在歷史研究中有其重要性，因
為它不僅是對所謂精英人物歷史的一種修正，也促使我們對歷史的真相有更全面
的認識。22 特別是病患呈現的民間醫療文化或自我醫療，也是疾病史研究中無法
忽視的一個面向，因民間醫療最為專業醫療所詬病和輕視，但它經常是病患最初
接觸的處理模式。在此脈絡下，醫病關係是複雜、需要協商、甚至是相互抗衡的。23
由於小兒麻痺症的傷害是終身且明顯可見的，他們的醫療方式、生活世界所
呈現的疾病生活史，與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病患應不相同。小兒麻痺症患者如
何看待自己的身體？如何感受自己與他人的差異？如何理解該疾病？輔具、復
健、醫療或小兒麻痺收容機構對病患的意義為何？病患是否可能改變輔具的設
計？如果僅關注復健醫學與輔具從無到有、從粗略到專精的線性發展，忽略了小
兒麻痺症患者的感受，將使我們無法對復健、輔具與小兒麻痺症三者間有全面性
的理解。本文將以 1950-1970 年代為研究區間，原因在臺灣政府於 1966 年推行
小兒麻痺預防接種後，該疾病迅速得到控制，新感染人數急速減少。絕大部分的
患者是在 1950、1960 年代之間感染，並於 1960、1970 年代開始復健並使用輔具，
此時期也正是臺灣復健醫學的建立時期。24 因此，本文首先簡介臺灣小兒麻痺症
的流行狀況，及政府的相關防治措施；其次探討因應該疾病患者的需求而開始在
臺灣出現的復健治療與支架工廠，包括教會醫院、臺大和振興醫院等機構。除了
述及其成立經過與復健專業的建立，並關注不同院所之間經營理念與方式的差
22

23

24

Roy Porter, “The Patient in England, c. 1660-c. 1800,” in Andrew Wear, ed., Medicine in Society: Historical
Essay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91-118.
根據胡幼慧的研究，民間醫療是屬於「另類醫療」的一部分。所謂的「另類」（alternative），是相對
於「主流」（mainstream）的說法。兩者具有「時」、「空」上的相對含意，而非絕對的意義。目前的
「另類醫療」實際上包括了一群相當「異質」的療者群體，各有著不同的信念和實務操作。它們共同
的特徵就是不同於西醫的主流醫療專業，且被視為非正統醫學，經常受到正統強勢團體某種程度的非
難與敵視。參見胡幼慧，〈另類療者的社會空間：一項田野研究的初步分析〉，《思與言》36: 2（1998
年 6 月），頁 184。
1960、1970 年代也是這批患者進入國民中小學的階段，為了因應此群患童需求，國民中小學的肢障
學童體育教育在此時開始萌芽。參見黃政皓，〈體育邊緣人：臺灣國民中小學肢體障礙學生的學校體
育之歷史軌跡（1945-1998）〉
（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論文，2010）
；黃政皓、林玫君，
〈適應體育之先河：1973 年「國中肢體殘障學童體育實施方案」研究實驗之運作〉
，
《身體文化學報》
11（2010 年 12 月），頁 9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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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最後，以病患（使用者）的角度出發，呈現患者如何感受此疾病，及復健與
輔具對病患的意義。

二、1950-1970 年代臺灣地區小兒麻痺流行概況

25

1955 年未臺灣衛生當局將小兒麻痺症列為應報告傳染病之前，該疾病在臺灣
地區的流行狀況不明。其可能原因有二，一是各公、私立醫院診所並無呈報小兒
麻痺症患者數目之必要；二是患者感染後，因病毒侵入神經組織部位不同，有些
醫師經常誤診為其他病症，而未加以注意。若根據臺大醫院的統計，1936-1945
年間，平均每年因感染小兒麻痺症而死亡者約 31 人，1947-1954 年間該院感染該
疾病死亡者之比率為平均每年 30 人。臺大醫院方面推算每年小兒麻痺症患者約
700 人左右。26 若以年齡來分，0-1 歲佔 20%，1-2 歲佔 30%，2-3 歲佔 18%，3-4
歲佔 8.9%，4-6 歲佔 4.6%。 27
小兒麻痺症對公共衛生進步地區的威脅遠勝於落後地區。隨著戰後臺灣社會
迅速發展且公共衛生不斷的改善，此病之發生顯著增加。 28 1950、1960 年代臺
灣的家長到了夏季便擔心小孩發燒，因為看似感冒症狀，但極可能是感染脊髓灰
白質炎病毒。1955 年，臺灣省政府（以下簡稱「省府」）將此症列為應報告傳染
病，對該疾病始有較嚴密的監測，從 1955 至 1966 年，每年的罹患人數約 300 至
700 人，1958、1959 年的罹患人數更高達 760 和 748 人（參照表一、圖一）。自
1950 年代中期開始，報紙時常登載各縣市小兒麻痺症的流行狀況，引發民眾對沙
克疫苗研發與進口的關注，加上罹患此病後形成的殘廢，造成民眾恐慌與社會不

25

26
27

28

有關 1950、1960 年代臺灣小兒麻痺流行狀況與相關預防注射的詳細討論，參見張淑卿，〈1960 年代
臺灣進口過期小兒麻痺疫苗之爭議研究〉，頁 315-352。
〈談本省小兒麻痺症問題〉，《聯合報》，1955 年 4 月 25 日，第 3 版。
〈小兒麻痺症患者 臺灣每年五百人 臺灣代理機構昨座談 對該症疫苗加以介紹〉
，
《中央日報》
，1955
年 4 月 22 日，第 3 版。
落後地區小兒麻痺患者較少的原因，在於病童在出生後不久即感染此病毒，體內產生抵抗力，日後若
不幸再遭受感染，危害不大。醫界也接受此說法。〈小兒麻痺症流行 衛生處在注視中 傳染情形不如
傳說嚴重〉
，
《中央日報》
，1955 年 7 月 19 日，第 3 版；臺大小兒麻痺服務工作團資料分析小組，
《國立
臺灣大學小兒麻痺服務工作團研究報告》
（臺北：國立臺灣大學小兒麻痺服務工作團，1983），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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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臺灣地區小兒麻痺流行狀況與預防接種人數（1955-1985 年）
年代

罹患數

死亡數

預防接種人數

1955

478

37

na

1956

198

40

na

1957

332

87

na

1958

760

196

769

1959

748

247

1,625

1960

567

263

14,433

1961

508

283

20,467

1962

666

325

23,040

1963

402

144

21,654

1964

410

209

264,797

1965

563

255

1,290,353

1966

392

249

974,520

1967

46

31

1,583,786

1968

188

97

886,041

1969

67

26

835,097

1970

192

86

413,614

1971

126

45

39,363

1972

154

40

393,817

1973

24

4

381,242

1974

14

2

359,808

1975

7

1

404,321

1976

8

3

685,309

1977

4

1

701,747

1978

1

-

294,459

1979

3

-

572,038

1980

2

-

483,105

1981

-

-

468,133

1982

1,043

98

4,367,193

1983

10

1

735,181

1984

4

-

539,917

1985

1

-

502,533

資料來源：〈臺灣省衛生統計要覽（民國）36 年 -62 年掃瞄檔〉，「行政院衛生署」，下載日期：2012 年
7 月 16 日，網址：http://www.doh.gov.tw/CHT2006/DM/DM2_2.aspx?now_fod_list_no=10935&
class_no=440&level_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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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小兒麻痺流行狀況與接種人數（1955-1985 年）

說明：此圖係根據表一資料繪製。

安，民意代表紛紛質詢相關官員，要求政府拿出解決辦法。 29 1950 年代末，各
大醫院自行進口沙克疫苗，提供民眾自費注射，然而價格不斐，一般家庭實難負
擔。疫苗甫上市時，全球產量少但需求量大，美國國內經常發生疫苗不足的問題。
當時有錢不見得買的到，經常需要透過各種管道，例如基督教會醫院向美國社會
勸募，或利用私人管道進口。省府衛生處處長許子秋在 1962 年所提「臺灣省公共
衛生十年計畫」（以下簡稱「十年計畫」）傳染病防治項下，提到必須對 3 歲以下
的兒童施打疫苗，即可在 5 年內完全控制。30 直至 1964 年衛生處終於進口沙克疫
苗，開始推動小兒麻痺預防接種計畫。 31

29

30
31

〈臺灣省臨時省議會第三屆第一次定期大會（1957）〉
，
《臺灣省臨時省議會議事錄》
（臺中：臺灣省諮
議會藏），頁 2797，典藏號：002-03-01OA-02-6-2-0-00131。
林靜靜，《壯志與堅持：許子秋與臺灣公共衛生》（臺北：董氏基金會，2002），頁 51-52。
張淑卿，〈戰後臺灣地區傳染病防治之研究（1945-1971）〉（臺中：國立中興大學歷史學系碩士論文，
1997），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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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自 1950 年代初期即建立完整的衛生所體系， 32 可充分執行疫苗注射工
作，而小兒麻痺症罹患人數在 1950 年代中期之後確實有增加趨勢，再加上衛生
處提出之十年計畫將小兒麻痺症防治列為重點工作，承諾即使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以下簡稱「UNICEF」）
的補助告一段落，臺灣政府仍會繼續執行該項防治工作。亦即，因公衛體系漸完
備、罹患人數的增加、國際援助經費，且衛生處相當重視此項防疫，至 1960 年
代中期終於開始進行小兒麻痺防治計畫。
1966 年 5 月，UNICEF 通過補助臺灣小兒麻痺防治計畫案，五年共計補助美
金 14 萬 8 千元，第一期自 1966 年 11 月至 1967 年 2 月，共補助美金 10 萬 1 千
元。該項計畫是省府、UNICEF 與 WHO 三邊合作計畫，而 WHO 支持該計畫是
基於 1955 年 4 月與臺灣政府簽訂的技術協助計畫。本計畫係採用沙賓口服疫苗，
接種對象為 3 個月以上、3 歲以下的嬰兒，不論過去有無接種，必須全部重新服
用。WHO 對此計畫提供技術協助，並協助衛生處進行相關研究調查，UNICEF
提供疫苗及冷藏疫苗所需的冰箱。各縣市衛生院必須指派 1 名衛生人員至各衛生
所監督實際執行狀況，若發現捐贈之物資被不當使用，可要求繳回；33 衛生院人
員也必須確保疫苗可安全的運送至各衛生所。
此計畫疫苗全部由 UNICEF 供應，第二年開始至第五年為止，則由省府逐年
撥款補助辦理，直到 1971 年後，全部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每年估計接受服用
此項免費疫苗的初生嬰兒為 40 萬人，惟第一年人數較多，包括 3 個月以上、3
歲以下的嬰兒在內，計達 110 萬人，第二年 UNICEF 在 40 萬出生嬰兒中，補助
30 萬人份疫苗，其餘 10 萬人份則由省府補助，第三年 UNICEF 與省府就 40 萬
人中各半負擔，至第四年省府負擔部分增為 30 萬人，UNICEF 則減為 10 萬人，
至第五年開始全部由省府辦理。此五年計畫所需沙賓疫苗均仰賴進口，由衛生處
委託 UNICEF 在外國採購。34 在此計畫下，臺灣的衛生所、私人診所均成為接種
場所，小兒麻痺症的罹患人數也急速下降，至 1970 年代中期小兒麻痺症已不再
32

33
34

陳美霞，〈臺灣公共衛生體系市場化與醫療化的歷史發展分析〉，《臺灣社會研究季刊》81（2011 年 3
月）
，頁 3-78。
〈聯合國兒童基金小兒麻痺防治計劃（民國 55 年 7 月）
〉
，
《外交部檔案》
（臺北：國史館藏）
，檔號：635.42／0029。
〈聯合國兒童基金小兒麻痺防治計劃（民國 55 年 7 月 20 日-59 年 4 月 12 日）
〉
，
《外交部檔案》
（臺北：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館藏）
，檔號：635.4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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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兒童健康之威脅（參照表一、圖一）。 35

三、小兒麻痺的復健與機構化
除了類似感冒症狀，小兒麻痺症往往造成患童肢體殘障。1950 年代對小兒麻
痺症的治療，主要在於防止患者的症狀繼續惡化，及幫助患者自然復原。對於急
性期的患者，必須保持絕對的休息，以免因身體動作使麻痺的肢體增加損害。例
如使用緩和的鎮靜劑，使患者安靜，幫助患者大小便，若患者呼吸因難時，以人
工呼吸或鐵肺幫助其呼吸。急性期過後，採用物理療法，幫助患者自然復原。36 此
時「復健醫學」
（Rehabilitation Medicine）因應小兒麻痺症病患的需求引進臺灣。
復健醫學原稱「物理醫學」，至二十世紀才成為醫學專科之一。復健醫學通
常為醫學服務的後期，一般是病患經過急性期的治療處理後，復健才會介入。復
健醫學的技術，如按摩、電療、水療其實早已被應用。然而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
大戰後，歐美各國政府須照顧因戰爭傷殘的數十萬傷兵，促成復健醫學的發展。37
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政府正式承認物理治療是醫療體系中不可或缺的成員
之一。 38 1943 年美國魯斯克醫師（Dr. Howard A. Rusk）向軍方展示重傷後積極
的復健比單純的療養可以讓士兵更快重新上陣，使復健醫學受到美國社會的重
視。1947 年經庫遜醫師（Dr. Frank Hammond Krusen）等人的努力獲得美國醫學
會的肯定，確立美國復健專科醫師訓練制度。魯斯克醫師把復健列為疾病醫療的
第三階段，第一階段是預防醫學，第二階段是內外科治療性的介入，而第三階段

35

36

37
38

1970 年代，臺灣小兒麻痺患者數每年均少於 10 例。1982 年再度爆發大流行，疫情以雲林縣、臺北縣、
臺北市最為嚴重。根據衛生單位與臺大醫院的調查，均顯示此次大流行的原因在於疫苗接種不完全。
臺大醫院小兒科李慶雲教授指出，當時臺灣人口流動十分頻繁，許多中南部父母攜帶子女北上工作，
衛生單位又依其戶籍資料通知施打疫苗，導致未施打人口逐漸增加。這些人多群聚在臺北市周邊地
區，頻繁往返家鄉與工作地，因此如何增加疫苗施打率以及改善衛生機關推廣疫苗的方式，成為衛生
署日後著力的部分。參見臺灣醫界聯盟基金會醫學史工作室、醫望雜誌編輯，《臺灣根除小兒麻痺症
紀實》（臺北：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2001），頁 41。
〈初發不明顯 突然肢體軟：與初患小兒隔離 並保持環境衛生〉，《聯合報》，1959 年 6 月 26 日，
第 2 版。
Beth Linker, War’s Waste: Rehabilitation in World WarⅠ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吳英黛編著，《物理治療倫理：思維與實踐》（臺北：金名圖書有限公司，2008），頁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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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在病患退燒或拆線後立即展開，因此復健期即是病患由臥床至返回工作崗位的
期間，所以復健醫學亦被稱為第三醫學。在此復健觀念萌芽推廣的時期，最重要
的推手是魯斯克和庫遜醫師。魯斯克醫師服務於紐約大學，是當時復健醫學的大
本營，除了訓練美國的復健科醫師外，更訓練來自世界各地的復健醫師，對復健
醫學有劃時代的貢獻，因此被譽為「美國復健醫學之父」。 39
小兒麻痺患者所需的復健多屬物理治療，如電療、水療、按摩、熱敷及運動。40
所謂的物理治療是一種應用的生物醫學和科學，以知識、技術來解決病患身體系
統或動作功能不足的問題，以協助病患維持或促進功能，進而讓病患重新學習獲
得獨立生活的能力。 41 1955 年 11 月 8 日的《中央日報》刊載一篇小兒麻痺患童
在家護理的經過。該報導的主角是岳斯忠，父親在海軍軍官學校任教，母親是海
軍總醫院護理主任、臺大醫院護士督導、及臺大護校教導主任，主治醫師是聯勤
第二總醫院內科主任董大夫。1955 年 6 月 27 日，一歲半的岳斯忠突然發燒、嘔
吐，無法吃早飯，也不肯下床行走，經小兒科醫師檢查為感冒。到了第三天，岳
斯忠的體溫上升至 39 度，兩眼翻白，醫師給予注射退燒針；隔天，燒退了卻開
始腹瀉，當天晚上他想下床行走，但試了十餘次，竟然站不起來。當他跌倒在地
時，右腿軟弱得像是一條無力的尾巴，連動一下都沒辦法。此時岳斯忠父母帶他
向董大夫求診，確定罹患了小兒麻痺。醫師的處方是給予注射維他命藥物，以及
囑咐一連串的護理方法與原則，包括安靜、營養、熱敷、初發病時維持三週隔離。
每日熱敷 4 次，每次半小時對於成人而言或許可以達成，但對於一歲半且在
夏季感染此症的患童來說，幾乎做不到，於是岳斯忠父母改變做法，讓孩子坐在
較高溫的澡盆內玩水，以達熱敷目的，出浴後立即用羊毛襪和棉墊包裹患肢，以
保持溫暖。此外，每日進行 4 次的按摩，其方法是順著肌肉組織，予以輕輕揉動
與拍打，直至發紅為止。在營養方面則注意飲食，並購買維他命、鈣片等營養品。
經過此護理過程兩週，患肢可在床上滾動，第四週可些微抬起，第六週已可站立，
至第八週就已可用拖拐走路了。從此岳斯忠與健康孩子的差別不大，惟按摩、熱

39

40
41

黃美涓，
〈復健醫學的發展〉
（未刊稿）
。﹝按：此資料係黃美涓醫師擬撰寫臺灣復健醫學發展史所做
的初步整理，感謝她贈送此份資料。﹞
宗石喬，〈「小兒麻痺後遺症」的復健運動〉，《教育與文化》368（1968 年 7 月），頁 21。
吳英黛編著，《物理治療倫理：思維與實踐》，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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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注射營養針、電療等仍須持續進行。 42
依照幼兒發展歷程，一歲至一歲半之間大概不用攙扶便可自行行走。或許報
紙的登載為吸引讀者而有誇大之嫌，然而岳斯忠的報導顯示小兒麻痺在 1950 年
代中期的臺灣確實無特效藥，患者只能透過按摩、熱敷、注射營養針等方式恢復
健康，而他來自軍公教家庭，母親又具有護理專才，因此能提供較專業的照護。
值得注意的是，臺灣地區因中醫傳統，按摩、熱敷等符合物理治療作業原則也經
常被使用。43 特別是 1955 年起，因此症列為應報告傳染病，及沙克疫苗的研發，
報端開始出現中醫分析、治療小兒麻痺症的報導。此類報導認為西醫所言的小兒
麻痺症，是歷代中醫醫書提及的「痺」、「痿」，前者可治，後者難癒。治療時強
調判明病因，綜觀整體後再審酌用藥。44 若經中醫治癒，可能就會被記者大幅報
導。1955 年 11 月 20 日《中央日報》刊載以針灸治癒小兒麻痺的真實事件。主角
是一位一歲多的女童穎雯，家住臺南市，是年 3 月被小兒麻痺侵襲，西醫斷定無
法治癒，母親整天以淚洗面，痛不欲生。此時有一位朋友提到，既然穎雯已罹患
此症，西醫又束手無策，如此下去終究走向殘廢或死亡，不如改變方向嘗試中醫。
於是向一位居住在臺南市的山西籍針灸醫師求診，這位王醫師每天替穎雯針灸一
次，五天後麻痺的右手有了疼痛感。半個月後，右手手腕逐漸可自由活動，手指
可自行抓住東西。一個月後手臂可自由前後擺動，至 6 月時，穎雯已可自行進食，
完全脫離小兒痲痺的噩夢了。 45
以上兩則報導，皆於 1955 年 11 月刊登。是年，沙克疫苗在世界各地受到矚
目，臺灣將小兒麻痺症列為應報告傳染病，及報紙時常報導各地流行狀況，使臺
灣衛生單位與社會大眾不得不注意此症。但也僅能提醒民眾注意環境清潔、飲食
衛生、流行期間不要攜帶幼兒進入公共場所等。46 岳斯忠和穎雯的案例顯示，在
42
43

44

45
46

王理璜，
〈他逃出殘廢的命運：岳斯忠患小兒麻痺症記〉
，
《中央日報》
，1955 年 11 月 8 日，第 3 版。
楊文達，
〈楊軍醫長文達博士序〉
，收於 Howard A. Rusk（魯斯克）著、陸以仁編譯，
《復健醫學》
（臺
北：南山堂，1972），無頁碼。
〈中醫治癒小兒麻痺症 黃佩秋醫師分析病理：就中醫觀•對病源治法加以解說〉
，
《聯合報》
，1955
年 7 月 25 日，第 3 版；〈感染風寒暑溼 致生小兒痺症：中醫師賴少魂張正懋 論小兒麻痺病理治
法〉，《聯合報》，1955 年 7 月 29 日，第 3 版。
趙孝風，〈中國針灸與小兒麻痺〉，《中央日報》，1955 年 11 月 20 日，第 5 版。
〈市衛生院呼籲 注意環境衛生 少進公共場所〉
，
《中央日報》
，1955 年 7 月 19 日，第 3 版；
〈水溝
污穢蚊蚋生 易染小兒麻痺症 基議員將建議疏濬〉，《中央日報》，1955 年 7 月 27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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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束手無策的狀況下，歷史上存在已久的熱敷、按摩、針灸等，確實可能有一
定的效果；也反映了在預防與治療方式尚未明確之前，臺灣民眾對於疾病的多元
處理方式及公共衛生的無力。不過，這兩個案例都是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父母也
有一定的知識水準，因此患童的復健效果較佳。
除了上述兩例，1958 年曾被報章雜誌大篇幅報導的中醫師韓文治，即以專治
小兒麻痺聞名，其方法包含中藥治療、熏治、推拿、按摩、針灸等。韓文治的祖
父與父親均為河南著名中醫，他年少時也學習中醫，中日戰爭後從軍，來臺退役
免費為人治病。1953、1955 年因自己的兩個兒子都染上小兒麻痺，因而專研該病
症，兩個兒子均使用中醫治療方式恢復健康，之後經報紙報導，成為專治小兒麻
痺的中醫名醫。47 然而絕大多數的小兒麻痺患者可能無法如此幸運，因此如何照
護小兒麻痺患童，成為當時臺灣社會關注的議題。
1950 年代臺灣社會經濟狀況普遍貧窮，政府財力有限，在「反攻大陸」的氛
圍下，70%以上經費，列為國防費用，政府的衛生經費極低，且多用於人事支出，
實在無法提供病童適當的協助。48 當時臺灣小兒麻痺的流行引起外籍傳教士的注
意，給予手術、物理治療、裝置支架與鐵鞋等協助。以醫療為手段達到傳教目的
是十九世紀以來的宣教模式，臺灣自十九世紀後半葉以來，因教會的進駐，開啟
與西方醫學的接觸。1949 年之後，更有大批以醫療傳道的教會紛紛撤離中國轉入
臺灣。1950-1970 年代臺灣小兒麻痺盛行時，教會醫療院所即積極收容小兒麻痺
患童且予以進行復健。49 另一脈絡則是臺大、軍方與榮民體系醫院所建立的復健
醫學專科，其中以振興醫院最為專門。 50
小兒麻痺患者需要手術、復健與使用輔具，但依病情輕重，依賴這三項醫療
技術的程度不一，輕者可能只需拐杖等輔助，重者需經多次手術，至於復健則是
患者終其一生無法停止的歷程。教會與臺大醫院特別針對小兒麻痺患者提供手術
與復健；軍方榮民總醫院（以下簡稱「榮總」）體系提供輔具與支架的協助；至
於振興和教會醫院則提供手術、復健與輔助等多方面的協助。
47

48
49
50

〈中醫藥的奇蹟：治癒小兒麻痺症〉
，
《聯合報》
，1958 年 12 月 2 日，第 5 版；韓文治，
《小兒麻痺之
研究》（臺北：韓澔印行，1961），頁 56-70。
張淑卿，
〈戰後臺灣地區傳染病防治之研究（1945-1971）
〉，頁 53。
張淑卿訪談，〈L 教授訪談紀錄〉（未刊稿）
，2012 年 2 月 23 日，於臺北。
陳昌平，〈可怕的小兒麻痺症〉，《婦女雜誌》88（1976 年 1 月），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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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會醫療與小兒麻痺復健
1958、1959 年是臺灣地區小兒麻痺症流行的高峰期，諸多教會醫療院所也在
此時紛紛成立收容單位。位於屏東的屏東基督教醫院（以下簡稱「屏基」）是臺
灣治療小兒麻痺的重鎮。屏基的前身是 1953 年美國傳教士醫師白信德（Dr. Signe
Berg）在屏東市創辦的基督教畢士大診所，1956 年改稱「基督教診所」。1958 年
因小兒麻痺流行，來自挪威的傳教士醫師畢嘉士（Olav Bjorgass Madlav）展開小
兒麻痺病患免費治療。1961 年他在屏東建立全臺第一所專治小兒麻痺症的兒童療
養院，開啟小兒麻痺的外科矯正手術與物理治療工作。1962 年更首度引進沙賓口
服疫苗，免費為屏東地區的兒童接種。1963 年，診所擴大為「屏東基督教醫院」，
設立小兒麻痺兒童之家與支架工廠，規劃出完善的病童生活照顧與回歸社會的輔
導工作。 51 當時在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以下簡稱「高醫醫院」）擔任外科醫師
的沈永訓，對於小兒麻痺矯形手術非常感興趣，1967 年他從紐約大學學成回國，
苦於高醫醫院小兒麻痺病患不多，因此接受屏基邀請每星期 2 次帶 1 名住院醫師
到院免費為病童施行手術，每次需進行 7-8 臺刀，若遇困難案例就查閱外科手術
教科書，無師自通，沈永訓回憶此過程是「大膽到無奈，但也感到挑戰」。 52
1970 年代，陸續有多名外籍骨科醫師至屏基示範教學，包括類風濕病專科醫
師 Leonard Marmor 教授手指矯形手術、WHO 的日籍痲瘋病專家清水教授教導拇
指對掌重建，對「變形切骨」、「肌腱重建」有極大幫助。之後，畢嘉士與沈永訓
醫師均認為只進行四肢手術不足以改善病患生活功能，重要的是改善脊椎側彎問
題。1967 年沈永訓自美回臺時美國醫界剛進行脊椎鋼條固定手術，因此他並未親
眼見過手術實況。1975 年，夏威夷小兒骨科主任醫師 Reonald Jones 至屏基展示
脊椎側彎 手 術，此時 沈 永訓與來 自 嘉義基督教 醫院的戴德 森醫師（ Dr. Macy
Dittmanson）輪流擔任Ｄr. Jones 助手，之後又邀請兩位香港大學骨科醫師示範教
學，利用觀摩他人手術與親自操刀練習的雙管齊下方式，屏基因此成為世界八大
脊椎矯正中心。53 沈永訓在屏東進行小兒麻痺脊椎矯形手術，主要是將側彎的脊
椎利用固定器盡量拉直，減少器官移位，強化身形。手術後病患須完全臥床，以
51
52
53

賈佩芳總編輯，《醫療傳愛無國界：屏基感恩五十年》（屏東：屏東基督教醫院，2003），頁 3-11。
沈永訓，〈小兒麻痺、屏基畢大夫與我〉，《臺灣醫界》53: 10（2010 年 10 月），頁 52。
沈永訓，〈小兒麻痺、屏基畢大夫與我〉，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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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膏固定頸椎至腰椎部位，至少 3-6 個月。 54
臺灣南部另一所小兒麻痺病患收容重鎮是嘉義基督教醫院（以下簡稱「嘉
基」）。該院的創辦人是 1957 年應「美國福音信義會海外宣道部」差派來臺的戴
德森醫師，戴德森 1919 年出生於中國河南，父親為宣教牧師。來臺初期在花蓮
基督教門諾會醫院服務，1958 年遷居嘉義開辦門診業務，1962 年成立嘉基，1968
年在美國友人資助下成立「小兒麻痺之家」（Polio Home），並以 50 歲高齡回美
國學習骨科。55 之後除了在嘉基進行脊椎矯形手術，又與沈永訓共同至屏基免費
施行手術。當時戴德森的手術精湛，如同嘉基資深護士所言：「不論病患的肢體
扭曲多嚴重，從手術房出來都是像一般人一樣的挺直，也由於戴醫生的手術高
明，因此使患者可免受多次手術之苦」。 56
臺灣中部地區重要的收容機構包括埔里基督教醫院（以下簡稱「埔基」）
、彰
化二林喜樂保育院（以下簡稱「喜樂保育院」）
。埔基的前身為基督教山地中心診
所， 57 1955 年由醫師謝緯（1916-1970）、牧師娘孫理蓮 58 兩人募資在南投縣埔
里鎮中山路興建，慕名而來的原住民病患相當多，1960 年因此遷至埔里愛蘭臺
地。1957 年世界展望會（World Vision） 59 捐助一張金額空白的支票，交由孫理
蓮全權處理，至 1961 年為止，因該支票，病人的醫療費用、病房費、伙食費等

54
55

56
57
58

59

陳文哲總編輯，《臺灣骨科醫學發展史》（臺北：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2010），頁 219、228。
梁妃儀、陳怡霈、陳欣蓉、蔡篤堅，
《戰後嘉義醫療發展簡史》
（臺北：記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03）
，
頁 64；蔡篤堅總主筆，《臺灣外科醫療發展史》（臺北：唐山出版社，2002），頁 135-136；謝宜靜，
〈戴德森與早期嘉義基督教醫院發展之研究：以戴德森私人信函的史料為中心〉
（嘉義：國立中正大
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頁 61-66、107。
劉淑慎訪談，〈謝麗珠口訪稿〉（未刊稿）（嘉義：戴德森醫療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藏）。
因院方名稱多次更動，為敘述方便，均以「埔基」稱之。
美籍宣教士孫理蓮（Lillian R. Dickson，1901-1983）自 1927 年隨夫婿孫雅各（James I. Dickson，
1900-1967）奉加拿大長老教會差派來臺，除二次大戰期間曾短暫離臺之外，至 1983 年逝世為止，
在臺宣教近半世紀。1954 年起，她透過自創的基督教芥菜種會（The Mustard Seed Mission）向美國
教友募款，在臺設立山地產院、巡迴診所、烏腳病院，以及育幼院和職業學校，協助原住民、肺結
核與痲瘋病人，透過醫療照顧和慈善教育傳揚基督教，數度獲得中華民國政府表揚，並引起美國宣
教機構的重視，是臺灣醫療傳道史中的重要人物。參見李貞德，
〈宣教影片中的疾病、醫療與文化：
以《趁著白日：孫理蓮的臺灣》為例〉，《古今論衡》23（2011 年 12 月），頁 143-172。
世界展望會係由美籍宣教士鮑伯•皮爾斯（Bob Pierce，1914-1978）於 1950 年創立。當時他親眼目
睹韓戰而流離失所的孤兒寡婦，因此呼籲美國基督徒奉獻時間與金錢，幫助戰亂中的人民，並進而
成立超越教派的國際性社會服務機構─世界展望會。參見胡婉雯、邱從甯，
〈臺灣世界展望會發展歷
史〉，《社區發展季刊》109（2005 年 3 月），頁 310-317。另可參見〈源起與發展〉，「臺灣世界展望
會」，下載日期：2012 年 8 月 13 日，網址：http://www.worldvision.org.tw/01_about/abou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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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免費。1963 年院方正式更名為「埔里基督教醫院」。埔基為嚴重的小兒麻痺
病童施行矯形手術與復健照護，其中關鍵人物是謝緯、瑪喜樂（Joyce McMillan，
1915-2007）與紀歐惠（Alfhild Jenssen Gislefoss，1918-2010）。謝緯出生於基督
教家庭，1942 年畢業於東京醫學專門學校，戰後回到故鄉南投服務，因參與山地
醫療服務與孫理蓮熟識，在她的推薦下於 1951 年前往美國進修外科，1954 年回
到埔里後，對肺結核病患療養、烏腳病與小兒麻痺外科手術等著力甚深。 60
完善的外科手術必須包含麻醉專業的協助，而挪威裔美籍醫師紀歐惠是當時
臺灣少見的麻醉專科醫師。1962 年，她募集一套完整的麻醉設備至屏基協助小兒
麻痺手術。如前述，當時屏基的小兒麻痺手術在一群宣教醫師的主導下，已有不
錯成果，紀歐惠的加入讓整個團隊更完備。當時屏基的宣教醫師們認為，應協助
埔基的外科手術，紀歐惠因而來到埔里，從此定居。1967 年，埔基的小兒麻痺之
家成立，專收家境窮困的小兒麻痺病童，給予醫療及教育，相關費用來自挪威與
美國的募款。 61
宣教護士瑪喜樂生於 1915 年，1951 年開始在柏克萊第一教會擔任秘書，同
年來自臺灣的謝緯前往美國深造外科醫學，1954 年因謝緯的見證分享，讓瑪喜樂
決心來臺服務並於隔年進入加州護理專科學校（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Nursing &
Health Care，CINHC）就讀。1959 年她來到臺灣埔里加入謝緯、孫理蓮的服務團
隊。當時彰化沿海地區由於普遍貧窮，居民健康狀態不佳，謝緯等人於是在二林
設立「二林基督教會貧民施療中心」（後為彰化基督教醫院二林分院，以下簡稱
「彰基二林分院」）
，1965 年瑪喜樂在此成立小兒麻痺兒童保育院（以下簡稱「小
兒保育院」）
。她到二林後發現當地的小兒麻痺患者以學齡期孩童居多，且因行動
不便或家境困苦失學在家，甚至曾發現有患童已經十歲了，未曾接受肢體矯正治
療，十年來幾乎足不出戶，在家爬行。她首次的義診來了 222 位病童，在畢嘉士、
譚維義（Ｄr. Frank Dennis）及德瑞克等外籍醫師的協助下，施以初步的腳步固定
變形手術，病情嚴重者轉至屏基醫治，並為院童訂製固定的支架。 62

60
61

62

陳金興，《臺灣另類牧師•醫師：謝緯》（臺北：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0），頁 27-163。
鄧相揚，
《愛在福爾摩莎：挪威阿公徐賓諾與阿媽紀歐惠的故事》
（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3）
，
頁 181-189。
Joyce McMillan，“Thirty Year in Taiwan” （彰化：財團法人彰化縣私立基督教喜樂保育院提供）；涂
心怡，〈因你做這事，他們都喜樂〉，收於經典雜誌編著，《臺灣慈善 400 年》（臺北：經典雜誌出版
社，2006），頁 17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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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喜樂成立的小兒保育院提供醫療、教養、復健、心理輔導等服務，首批留
院治療的院童共 16 名，全由她一人負責照顧。白天她是專業的護理人員，夜間
則變身為「慈母」與「嚴父」，處理患童們一切生活瑣事。隨著病童日益增加，
空間不足問題日益嚴重，瑪喜樂遂回美變賣家產，並請求世界展望會協助募款，
購地建築院舍。1970 年，新院舍終於落成，並正式立案為「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
基督教喜樂保育院」，針對小兒麻痺提供全天候的住院、輔導與復健服務。 63
身為北臺灣第一家西醫醫院的馬偕紀念醫院（以下簡稱「馬偕醫院」）
，對小
兒麻痺病童的照護也不遺餘力。1959 年來臺，1960 年出任馬偕醫院院長的羅慧
夫（M. Samuel Noordhoff，1927-）
，在臺北街頭看到小兒麻痺患者爬行相當不忍。
當時美國已開始施打沙克疫苗預防小兒麻痺，但臺灣政府尚無經費進行普遍性的
疫苗接種。1960 年前後，美國政府決定改用口服沙賓疫苗時，羅慧夫認為是引進
沙克疫苗的好時機，於是透過教會的協助，將美國剩餘的沙克疫苗運到臺灣，並
在臺北、臺中、嘉義、臺南及高雄等地，讓 2 歲以下孩童接種。此外，馬偕醫院
也在 1964 年創設「小兒麻痺重建中心」，利用醫院收入的 3%作為基金，結合院
外的社會資源，如臺北基督教女青年會、臺北美國學校、基督徒婦女會等，探訪
小兒麻痺患童。患童在馬偕醫院接受矯正手術後，醫院的社會服務部為其訂製鐵
鞋與支架，讓他們出院後可以站著行走。 64
馬偕醫院的小兒麻痺重建中心在臺北市頗具知名度。該重建中心主要收容學
齡前患童為主，遠道院童採住院方式，臺北市內的院童則以娃娃車接送，院童們
除了進行按摩、熱敷等治療外，最重要的是一起練習穿支架、穿鐵鞋，比賽抓著
欄杆走路，且一起上課學習。隨著臺灣政府推行口服沙賓疫苗政策，小兒麻痺逐
漸受到控制，馬偕醫院也在 1971 年結束這個重建中心，近七年的時間共收容 235
名病童。 65

63

64

65

蔡鳳棋，〈非營利組織之轉型服務：以瑪喜樂女士創辦財團法人彰化縣私立基督教喜樂保育院為例〉
（嘉義：南華大學非營利事業管理學系碩士論文，2010），頁 49-50。
梁玉芳，《愛，補人間殘缺：羅慧夫臺灣行醫四十年》（臺北：天下遠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
頁 103-105。
梁玉芳，《愛，補人間殘缺：羅慧夫臺灣行醫四十年》，頁 106；〈北市將設專責機構執行特殊兒童教
育 馬偕醫院重建訓練中心已著效 患小兒麻痺幼童恢復快樂自信〉，《中央日報》，1967 年 9 月 25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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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臺灣西部，東部一向是醫療資源較不足的地區。1950、1960 年代流行
的小兒麻痺也侵襲花蓮、臺東等地。1969 年，傅約翰（John Fu）牧師接受美國
「阿尼色弗總會」的差派，至臺東開辦臺灣阿尼色弗小兒麻痺之家，其主要目的
即是照顧罹患小兒麻痺且亟待幫助的兒童。抵臺之初在臺北學習中文的傅約翰，
發現當時就學、就醫的資源大多集中於西部，於是決定舉家來到當時醫療資源缺
乏且俗稱為「後山」的臺東。阿尼色弗小兒麻痺之家興建之初，尚不諳中文的傅
約翰，找到位於卑南鄉賓朗村原先遍植甘蔗、鳳梨及橘子的建築用地，靠著美國
基督徒們的奉獻，陸續興建教堂、三間院童宿舍、游泳池等硬體設施。傅約翰和
物理治療師深入山地部落，尋訪有小兒麻痺患者的家庭。由於社會對小兒麻痺患
者偏狹的觀念，弱勢的患童經常被家人關在家中任憑他們在地上爬行，深怕被外
人恥笑。然因傅約翰主動出擊，不願放棄病童，向美國各教會、富有愛心的基督
徒呼籲與募款，籌募小兒麻痺院童的醫療、復健費用，期待為院童開闢另一個生
活的領域，許多阿尼色弗小兒麻痺之家的院童藉著手術，能夠靠著肢架站立，拄
著拐杖行走，終結了過去與泥土為伍，在地上爬行的慘澹歲月。66 而傅約翰牧師
的努力也獲得政府的注意，總統蔣經國曾於 1980 年親自到訪，瞭解他在這方面
的貢獻。 67
由於小兒麻痺患者的外形有明顯改變，臺灣民眾多認為此乃天譴所致，懷有
家醜不可外揚的心態，故大多忌諱就醫，加上經濟狀況普遍不佳，因此許多患童
長年於地上爬行或利用板凳行走。宣教醫師、護士經常下鄉尋找被遺忘的患童，
至醫院治療或收容於保育院，如同屏基護士所言：
畢嘉士醫師那時候跟「撿破爛」沒有兩樣，總是在街上亂逛，見到路旁有
在地上爬的，一臉病容的小孩，有時連通知家長的時間都等不及，往往直
接就抱回療養院。68

66

67

68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行的道，就是到老他也不偏離〉，「臺東基督教阿尼色弗兒童之家」，下載日期：
2012 年 8 月 19 日，網址：http://www.kidsalive.org.tw/g01.htm。
〈總統蔣經國訪視臺東縣私立阿尼色弗小兒麻痺之家（1980）〉（臺北：國史館藏），典藏號：
00503020700003018。
好消息電視臺，
《臺灣的天使系列三：開創的福音》
（臺北：未來書城股份有限公司，2003）
，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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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彰化二林開辦喜樂保育院的瑪喜樂同樣以直接進入鄉間義診的方式，尋找
在地上爬行的小兒麻痺病童，69 或從彰基二林分院的門診紀錄，直接訪視家庭，
詢問家長將患童送至保育院的可能性，70 進而發揮養育的功能。院童每天集體生
活在一起，雖然剛入院時難免會有適應問題，日久才體認到「這就是我們的家」。
我 7 歲的時候來到喜樂，剛開始很想家。其實是因為父母要工作，沒辦法
照顧我，剛來的時候常常哭啊，不過畢竟是小孩，大家有伴，而且大家狀
況都一樣，反而自在。白天院方派車送我們去國小上課，還請一位阿姨跟
我們到學校幫助我們，只是我們人多，阿姨會忙不過來，盡量不要麻煩她。
放學回來後就一起寫功課，讀聖經禱告啊，假日的時候就會舉辦運動性質
的活動，像打棒球、拔河，正常人能做的我們也能做。71 到最後，我覺得
這裡變成是我的家。72
這些基督教醫院的宣教醫師或護士雖然來自不同的國度，但彼此間確實經常
相互支援，形成綿密的網絡。例如埔基的紀歐惠曾在屏基服務，埔基的謝緯支援
彰基二林分院，臺東基督教醫院的譚維義在屏基醫師回國休假時，至屏東服務病
患，嘉基的戴德森則協助屏基與喜樂保育院院童進行手術。李貞德在〈從師母到
女宣：孫理蓮在戰後臺灣的醫療傳道經驗〉一文指出，經過日本殖民政府的強力
推行，西醫在臺灣已成為主流。戰後當醫療宣教士來到臺灣時，需要依賴美國或
國際援助的臺灣社會，往往將懷有基督慈愛的美籍宣教士與國際援助相連結，醫
療救助、育幼與生計訓練，都是這些醫療宣教士從事的工作。73 如芥菜種會的孫
理蓮、喜樂保育院的瑪喜樂、嘉基的戴德森、屏基的畢嘉士及馬偕醫院的羅慧夫，
都曾為協助小兒麻痺患者的治療與復健，回美學習脊椎矯正手術、物理治療與復
69

70
71

72
73

趙啓明，
《喜樂之愛：瑪喜樂阿媽（Joyce McMillan）與二林喜樂保育院的故事》
（彰化：財團法人彰
化縣私立基督教喜樂保育院，2009），頁 41。
張淑卿訪談，〈陳先生訪談紀錄〉（未刊稿），2012 年 8 月 14 日，於彰化縣二林鎮。
運動治療也是復健醫學的一部分，瑪喜樂認為正常人能做的小兒麻痺患者也能做。除了運動會之外，
因院童無法參加校方舉辦的畢業旅行，瑪喜樂都會自行幫院童舉辦兩天一夜的畢業旅行，甚至是登
山活動。
張淑卿訪談，〈陳先生訪談紀錄〉（未刊稿），2012 年 8 月 14 日，於彰化縣二林鎮。
李貞德，〈從師母到女宣：孫理蓮在戰後臺灣的醫療傳道經驗〉，《新史學》16: 2（2005 年 6 月），頁
95-151。

復健、輔具與臺灣小兒麻痺病患生活經驗（1950s-1970s）

145

健技術，並在美籍教友的捐款協助下，各自成立小兒麻痺復健中心。這些援助已
跳脫官方形式，完全是集結民間力量完成。

（二）臺大與軍方榮總體系
上述傳教士醫師與教會醫院所做的收容、教養與治療小兒麻痺患者的行為，
反映當時臺灣社會缺乏此類機構。然而，對於傷殘、重建等矯形治療卻可追溯至
中日戰爭時期。這些傷殘與重建的矯形治療經驗，對戰後臺灣小兒麻痺患者所需
的輔具製作有一定的影響，故對其歷史發展說明如下。
1937 年北京協和醫學院教授林可勝，應國民政府衛生部長劉瑞恆之召，成立
「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以下簡稱「救護總隊」），由林可勝擔任總隊長，執
行軍民傷患及輸送救護工作。因配合戰場需求，於各大戰區成立分隊，惟戰區過
於遼闊，中下階層的醫護人員極度缺乏，故林可勝建議加速培訓戰時醫護人員，
1938 年 5 月於湖南長沙成立「內政部戰時衛生人員訓練班」（以下簡稱「衛訓
所」）
。74 衛訓所主要人員、設備來自救護總隊，兩者關係密切。衛訓所編制多次
變動，但已設立復健醫學組。1939 年遷移至貴陽圖雲關後，因國際援助物資相繼
到達，故在此成立貴陽總醫院、衛生設備研究製造所、傷殘矯形中心。 75
傷殘矯形中心的成立係因戰爭時期傷殘官兵為數不少，亟需矯治或裝配義肢
而設立，除了教學及從事研發外，直接擔任整形、復健及裝配義肢工作，使傷殘
官兵得以殘而不廢。不過隨著戰爭結束，該單位於 1947 年被編併至國防醫學院
後，業務停頓，軍方的復健與輔具、義肢裝配逐漸停止。76 另外，抗戰結束後，
國民政府於南京成立南京傷殘重建院，1949 年遷臺後仍隸屬內政部「傷殘重建
院」，設址於臺北縣土城鄉。1970 年行政院調整所屬部會任務及配合傷殘重建工

74

75
76

1938 年 11 月該所遷於湖南祁揚椒山坪，1939 年春再遷至桂林；1939 年 2 月又遷至貴州貴陽圖雲關，
改稱「內政部軍政部戰時衛生人員聯合訓練所」；1940 年 9 月直屬軍政部，名為「軍政部戰時軍用
衛生人員訓練所」；1945 年 5 月改組並更名為「陸軍衛生勤務訓練所」，抗戰結束後復員上海，1947
年 6 月與軍醫學校共同編併為國防醫學院。參見國防醫學院院史編纂委員會編著、尹在信主編、鄔
祥總編輯，《國防醫學院院史》（臺北：國防醫學院，1995），頁 95；鄔祥，〈建校百年說從頭〉，《源
遠季刊》1（2001 年 11 月），頁 65-67。
國防醫學院院史編纂委員會編著、尹在信主編、鄔祥總編輯，《國防醫學院院史》，頁 96、102。
國防醫學院院史編纂委員會編著、尹在信主編、鄔祥總編輯，《國防醫學院院史》，頁 20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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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時，核定由臺北榮總於 1971 年正式接掌，為久病與殘障的榮民服務。 77 然而
因小兒麻痺患者增加，復健、輔具使用等議題在 1960 年代後又受到與軍方及和
軍方關係密切的振興醫院注意。振興醫院的出現，與小兒麻痺症直接相關。亦即，
復健醫學在臺灣成為一門醫學專科，小兒麻痺患者的需求是背後的推手。 78
1958 年臺北榮總在石牌成立，設有「物理醫學部」
，下設「物理治療科」
，是
國內醫院正式編制物理治療作業之始。隔年，臺北榮總向國防醫學院借調醫師 1
名，籌設物理治療業務。1960 年 1 月，該部門正式營運並開設「物理治療人員訓
練班第一期」，以儲備物理治療人才。 79
雖然衛生機關極力宣導小兒麻痺相關防治措施，但效果有限。1964 年春，
蔣宋美齡派員環島進行的初步調查，僅四到十四歲小兒麻痺病患即達四萬八千餘
人，其中軍眷患童約 3,200 人，這些患童多來自低收入家庭，父母不僅無力救助，
且多殘障失學。80 1964 年，蔣宋美齡造訪屏基後，回臺北即開始籌劃振興醫院，
日後成為臺灣小兒麻痺患者復健的南北兩大中心。81 相較於教會系統的小兒麻痺
復健工作，振興醫院的成立充滿官方色彩。其籌備委員有陸寒波、82 皮以書 83 與
77

78
79

80
81
82

83

陸以仁，
〈我國殘障復健前瞻〉
，
《中華民國復健醫學會雜誌》3/4（1976 年 12 月）
，頁 1；
〈歷史沿革〉，
「臺北榮民總醫院身障重建中心」，下載日期：2012 年 11 月 18 日，網址：http://wd.vghtpe.gov.tw/
rc/i_site.jsp?id=2047。
詹遠華編著，《復健醫學》（臺北：環球書社，1971），頁 1-5。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物理治療學系暨研究所，
〈物理治療數位博物館典藏計畫：子計畫二─物理治療
史主題館計畫成果報告〉，頁 8、10。
鄧術微，
〈序言〉
，收於振興復健醫學中心編，
《振興二十年》
（臺北：該中心，1990）
，頁 1。
梁妃儀、蔡篤堅，〈烏腳病與小兒麻痺症的隱喻在臺灣〉，頁 100-101。
陸寒波原名陸翰芩，號寒波。1906 年生於浙江杭州。1923 年入杭州省立女子師範學校。1927 年加入
中國新聞社，任杭州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浙江省黨部婦女部幹事，主編《國民新聞》
副刊。1928 年與徐柏園等人創辦《民聲報》
，並與徐柏園結婚。1941 年，在重慶創《婦女月刊》
，任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婦女委員會委員。1946 年，《婦女月刊》遷回南京，發行量逾 1 萬份。1948 年，
徐家渡海來臺，《婦女月刊》停刊。1953 年，徐柏園任財政部長。1955 年，陸寒波於士林官邸內的
凱歌堂受洗，成為基督徒，徐柏園於此年任中華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主任委員。1958 年陸寒波赴
美就讀神學 2 年，並於 1963 年當選國民黨第九屆中央委員，連任至十一屆。擔任籌建振興復健醫學
中心委員會的主任委員。1969 年徐柏園辭去中央銀行總裁一職，1990 年陸寒波乳癌病逝。參見朱衣，
《民國女子：陸寒波傳奇》(臺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頁 301-302。
皮以書，四川南川縣人，1905 年生，卒於 1974 年。四川省立第二女子師範學校畢業後，赴北平就讀
中國大學。1924 年加入國民黨，表現優異，1925 年獲中央黨部推選赴莫斯科深造，1926 年與同赴
俄的谷正鼎結婚。1927 年返國，1932 年出任中央民運會婦女科科長。抗戰後赴西北工作，組織婦女
從事兒童保育，擔任戰時兒童保育院長、陝西婦女慰勞抗戰將士會長、陝西婦女新生活運動促進會
長。抗戰結束後，當選立法委員。來臺後仍深受蔣夫人信任，成立中華民國婦女反共聯合會，並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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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藹諸 84 等知名人士，計劃辦理傷殘兒童人數調查、物理治療師訓練、與世界衛
生組織進行合作計畫並籌設義肢工廠。
1966 年首先開辦「物理及作業治療員訓練班」，第一期招收護理專科學校畢
業生，計物理治療員 10 名、作業治療員 5 人，訓練期限 1 年，結訓後留任服務。85
師資除了來自國防醫學院、臺大醫學院、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工業專科學校、榮
總、陸軍 801 總醫院的學者專家外，尚有美國國務院與 WHO 資助的外籍物理治
療師授課。86 此項課程在當時實屬創舉，共同課程包含外科學、內科學、神經科
學、解剖學、生理學、心理學、臨床醫學、復健醫學、人體動力學、徒手肌力學、
關節測量、義肢支架學、復健護理。物理治療專業科目包括聽語治療學、按摩術、
電療學、水療學、87 物理治療學、運動治療學。作業治療專業科目則有作業治療
學、日常生活訓練、應用工藝學、手支架製作、職能鑑定。 88
振興醫院明確以「收容十四歲以下殘缺兒童為主，期使得有適當治療恢復體
能，並施以學科教育及職業技能訓練，俾能自立謀生，達到殘而不廢」為宗旨。89
1966 年，振興醫院去函美國醫藥援華會（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dvancement
to China，以下簡稱「ABMAC」）爭取設立義肢中心，隨後 ABMAC 與世界復健基
金會、美國毛克公司 90 合作，選定振興醫院作為臺灣義肢工廠所在地，主要設備

84

85
86
87

88
89

90

任總幹事二十餘年，使該會成為全臺婦女組織之中心。其工作重點為慰勞三軍、協助軍眷、保育兒
童。1957 年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參見谷正鼎先生皮以書夫人紀念集編輯委員會編，《谷正鼎先生
皮以書夫人紀念集》(臺北：該會，1976)，頁 91-94。
徐藹諸，畢業於北平協和醫學院護理科，美國西方保守大學護理學院學士，哥倫比亞大學教育學院
碩士。曾任中央衛生實驗院公共衛生研究員兼護理主任、內政部衛生司技正兼臺灣省立臺北護理專
科學校校長，臺灣省立臺北高級護理助產職業學校校長、行政院衛生署技正。參見谷幼雄編輯，
《傳
承與躍昇：臺灣護理學會 90 週年紀念特刊》(臺北：臺灣護理學會，2004)，頁 15。
振興復健醫學中心，〈大事紀要〉，收於振興復健醫學中心編，《振興二十年》，頁 45。
鄧術微，
〈序言〉
，頁 1；周文博，
〈二十年物理治療回顧〉
，收於振興復健醫學中心編，
《振興二十年》
，頁 86。
此項水療並非單純的游泳或時下流行的 SPA，水療必須經由物理治療師設計一套水中復健運動計
畫，包含疾病史和復健前的評估，找出病患需求與問題，給予病患衛教和水中指導，再依病患的病
情和治療情況給予「治療性游泳」的復健。參見武而謨，
〈水中復健運動治療探究〉
，
《教育資料與研
究雙月刊》99（2011 年 4 月），頁 131-146。
黃光遠，〈專業人員訓練〉，收於振興復健醫學中心編，《振興二十年》，頁 56-57。
蔣宋美齡在中國大陸時期即非常關心幼童的教養問題。例如 1938 年在漢口成立戰時兒童保育院，先
後收容 16,000 多名戰區貧困及流離失所的難童，之後顧及安全問題，分批將院童轉送至四川各地的
保育院。參見姚毓霖，〈蔣夫人戰時兒童保育院和我〉，《源遠季刊》26（2008 年 8 月），頁 58。
根據財團法人振興復健醫學中心的創院資料以及《振興二十年》等書，均提及美國毛克公司協助創
立義肢工廠，然並未列出該公司的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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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由美國直接進口。1967 年 5 月該院開始收治小兒麻痺患童，由華興育幼院調派
國民小學教師任教，是年 8 月獲 ABMAC 等單位援助，選派 4 名人員赴菲律賓接
受義肢支架製作技術訓練。1968 年，振興醫院成立支架工廠，為病童配置支架輔
具。至 1978 年止，該院共舉辦五期的物理治療員訓練班及三期的作業治療員訓
練班，並透過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資助，聘請美國骨科醫學、復健醫學專家到
。
院示範教學。91 或選派人員赴菲律賓、美國、日本與德國等地（參照表二、表三）

表二
職別
技術員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姓名
張繼文
陳益群
王繼欽
繆仲和

振興復健醫學中心同仁進修資料表

起止年月
1967.9-1968.3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地點
進修科別
學校或機構名稱
菲律賓 義肢支架
菲律賓矯形外科醫院
同上
同 上
同 上
同上
同 上
同 上
同上
同 上
同 上
澳洲
作業治療長 廖秀蘭 1971.2-1972.3
作業治療
維多利亞作業(職)能治療學校
墨爾本
物理治療督導 周文博 1976.3-1976.9
美國
物理治療
美國德州復健研究中心
同 上
同 上 1985.4-1985.7
美國
物理治療 美國維吉尼亞州亞力山大城復健機構
主任技師
鍾仕鑫
1976.10
美國
支架科
美國紐約海倫醫院義肢中心
同 上
同 上 1977.2-1977.6
同上
義肢科
美國紐約大學附設復健中心
同 上
同 上 1977.7-1977.12
同上
義肢支架科 美國康乃狄克州兒童醫院義肢中心
西德
西德 OTTO. BOCK 義肢研究中心
同 上
同 上 1980.2-1980.5
同 上
巴西
巴西聖保羅兒童殘障中心
同 上
同 上 1986.9-1986.12
日本
同 上
日本琦玉復健中心義肢支架研究中心
物理治療長 林麗琴 1979.10-1979.11 美國
物理治療
愛因斯坦醫學院
技術員
孫來福 1979.4-1979.9 臺北巿 義肢支架
國際義肢支架技術員訓練班
物理治療長 嚴璐璐 1979.7-1979.12
美國
物理治療
美國加州復健醫院
作業治療員 貢明娟 1980.5-1981.5
美國
作業治療
美國夏普紀念醫院復健中心等
技術員
趙其磊 1980.9-1981.2 臺北巿 義肢支架
國際義肢支架技術員訓練班
同 上
李厚熙 1980.9-1981.2
同上
同 上
同 上
社會工作員 郭美滿 1980.9-1981.9
美國
醫院社工
Bellerne Hospital N.Y.
副護理長
潘梅英 1980.11-1981.3
美國
復健護理
洛徹斯特大學醫院中心
技術員
謝國財 1982.7-1982.12 臺北巿 義肢支架
國際義肢支架技術員訓練班
醫 師
張辰光 1983.10-1984.10 美國
骨科
洛徹斯特大學醫學中心
護理長
劉賢淑 1982.12-1983.6
美國
復健護理
洛徹斯特大學醫學中心
物理治療員 武而謨 1986.4-1986.6
美國
物理治療 美國維吉尼亞州亞力山大城復健機構
同 上
陳秀敏 1986.4-1986.6
同上
同
上
同 上
護 士
李鳳娥 1987.10-1988.3
美國
復健護理
洛杉磯醫學中心
物理治療員 徐麗秋 1988.5-1988.9
美國
物理治療 美國維吉尼亞州亞力山大城復健機構
技術員
陳日發 1988.5-1988.9 臺北巿 義肢支架
國際義肢支架技術員訓練班
同 上
劉欽輝
同 上
同上
同
上
同 上
資料來源：振興復健醫學中心編，《振興二十年》，頁 59-60。

91

振興復健醫學中心，〈大事紀要〉，頁 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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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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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興復健醫學中心聘請有關專家到院指導紀錄表

姓名
羅譯思小姐
Miss Rogers

起止年月

國籍

指導科別

所屬機構

1968

英國

作業治療

世界衛生組織作業治療師

黃燕卿小姐

1968-1971

本國

作業治療

西德作業治療學校畢業、
本國之作業治療師

美國

物理治療

美軍顧問團、物理治療師

同上

作業治療

美國作業治療師

同上

作業治療

世界衛生組織作業治療師

澳洲

物理治療

世界衛生組織物理治療顧問

英國

同上

同上

美國

職業訓練

美國國際企業管理服務團

同上

骨科學

Proferional Cororation of U.S.A.

同上

復健醫學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復建醫學
主任

美國

骨科學

美國加州大學醫學中心骨科學
教授

同上

同上

美國紐約大學醫學中心骨科學
教授

同上

整形外科

Beth Israel Medical Center 教授

日本

骨科學

美國

物理治療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狄文女士
1969.3-1971.3
Mrs. Devine
韓尼女士
1970
Mrs. Heine
荷蘭達小姐
1970
Miss Hirata
羅賓遜先生
1970-71
Mr. Robinson
傑克斯先生
1971.11-1982.6
Mr. Jacquce
司馬德先生
1974.10-1975.1
Mr. R. Smart
石敏思醫師
Tayler King
1977.8-1977.10
Smith M.D.
白立科醫師
Leonard D.
1978.2-1978.3
Policoff M.D.
吉美遜醫師
Robert M.
1979.9-1979.11
Jameson M.D.
曾炳權醫師
Donard P.K.
1979.11-1979.12
Chan M.D.
蕭爾華醫師
1983.1-1983.2
Lester Silver M.D.
旭川教授
1984.8.19-1984.8.26
Pro Y. Takekmitsu
妞尼女士
1984.9--1984.6
Mrs. Iiona Horwitz
迪文小姐
1985.9-1985.12
Miss Borathy Devine
麥肯尼小姐
1986.7-1986.10
Miss Linda Mckeney
甘波爾小姐
Miss Shannon
1989.1-1989.3
Campbell

資料來源：振興復健醫學中心編，《振興二十年》，頁 61。

日本 Asamikawa Medical College
教授
美國物理治療師，
由美國醫藥在華促進會資助
美國維吉尼亞州亞力山大城
復健機構物理治療師

150 臺灣史研究‧第 20 卷第 2 期

院方依病患的身分，分成兩種不同的處理方式。若為民間患童，須由家長先
向院方索取申請表填送，待接獲通知後再按指定日期攜帶患童到院檢查，然後決
定是否收治。若為軍眷患童，則向居住地軍眷服務單位或聯勤留守業務署登記，
由該署主辦人與院方聯繫安排診治。92 振興醫院成立後行文各國民學校，希望教
師推薦成績優良的小兒麻痺患者到院治療。病人報到後由醫師檢查開立處方，交
由物理治療師安排治療，患童需集體住院，半天接受正規學校教育，半天接受治
療。93 另一方面，振興醫院也以主動出擊方式，在花蓮、臺東、屏東、高雄、臺
南、嘉義、雲林、彰化、臺中、南投、臺北、桃園、新竹等地調查流行狀況並發
掘病患。94 若發現病況較輕、恢復健康的可能性較大者，則安排至振興醫院接受
治療。95 患者的食、宿、各項復健治療、教育與職能治療均免費，若需施行手術
或裝配支架輔具，僅酌收材料費，為軍眷或貧困者仍可免費。 96
振興醫院自 1967 年 5 月開始作業，由一個患童開始逐漸增收到四百餘人，
至 1969 年以後，經常保持收治患童 400 名左右。出院患童治療效果經歷年
（1967-1975）來的統計分析，計有療效顯著、行動自如接近正常的佔 3%，除去
支架後行動良好的佔 11%，經醫療裝配支架行走良好的佔 62%，矯正畸形裝配特
種支架助行的佔 18%，矯治困難的僅佔 7%。大體說來，經治療後可行走者佔絕
大多數，為 93%，可見復健的效果相當樂觀。但每位患童復健治療所需的時間，
因患童的病情輕重不同，所需時間長短各異，最長將近三年，最短也要三、四個
月，平均需時約半年之久。 97
綜觀小兒麻痺患者的復健程序複雜，所需設備特殊而耗費昂貴，除一般醫院
的設施外，尚需復健需要的特種裝備。振興醫院提供的復健治療相當完備，包含
（一）手術矯形治療：如外科手術與裝配義肢或輔具；（二）復健治療：物理治
療、作業治療、心理復健；（三）教育、運動訓練與職能訓練。另外也設立人員
92
93
94
95
96

97

〈臺灣省政府教育廳函／令〉，
《臺灣省政府公報》57 年夏字第 19 期（1968 年 4 月 16 日），頁 7。
喻蓉蓉策畫主編，《榮譽傳承振興四十》（臺北：財團法人振興復健醫學中心，2007），頁 1-43。
〈陸以仁追蹤檢查發現 罹患小兒麻痺症 與環境衛生有關〉
，
《中央日報》
，1971 年 3 月 9 日，第 3 版。
〈蔣夫人慈暉普照 東縣小兒麻痺病童 八人接受復健治療〉
，
《中央日報》
，1971 年 9 月 26 日，第 3 版。
〈臺灣省政府函〉
，
《臺灣省政府公報》64 年春字第 22 期（1975 年 1 月 15 日）
，頁 6；振興復健醫學中
心，〈簡介〉，收於振興復健醫學中心編，
《振興二十年》
，頁 5。
侯楨祥、黃光遠，〈振興復健醫學中心的創立與現況〉
，收於振興復健醫學中心編，《復健醫學專輯》
（臺北：該中心，1975），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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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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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興物理治療專業人員歷屆訓練人數及留職振興或轉業現況

區分
結訓人數
屆別
第一屆
9
第二屆
17
第三屆
20
第四屆
12
第五屆
13

留職者

榮總

2
5
6
3
5

--2
-1

巿立醫院 省立醫院
1
1
-3
2

-1
1
---

學校 P.T.

出國

轉行或家管

-2
----

4
3
7
-2

2
6
5
6
3

資料來源：振興復健醫學中心編，《振興二十年》，頁 89。

訓練班、成立支架工廠等，所需龐大經費多賴董事會籌措或國內外各地捐助。98 其
成立經過與蔣宋美齡的人道關懷，有極密切關係。然而蔣宋美齡以其「國母」形
象，運用與美方良好的互動關係，成功獲得美援的補助，讓振興醫院成為國內首
屈一指的復健重鎮。物理治療員與作業治療員訓練班結訓者多留院服務，惟院內
收容病患頗多，工作量極重，因故離職者不少。99 不過觀其受訓者動向，可發現
約有 2/3 至 1/2 仍從事相關工作。據此推之，其對臺灣早期復健治療發展所扮演
的重要角色，不容忽視（參照表四）。
身為臺灣醫界龍頭的臺大醫院，其復健人員的培養也與小兒麻痺症密不可
分。臺大醫院的復健工作，在 1953 年高天成院長赴美考察時即有意推展。當時
臺大醫院正面臨體制大改革，工作繁雜，直到 1958 年才進行。1958 年，臺大醫
院外科部在骨科病房專闢一間物理治療室，聘請 2 位美籍物理治療師，指導護理
人員針對當時的小兒麻痺病患進行復健治療。 100 此兩位物理治療人員旋即回
美，接替者亦為美籍物理治療師，分別是 Gray 夫人、101 Taber 夫人、Saembough

98
99

100

101

游鑑明，〈蔣宋美齡創辦振興復健醫學中心：小兒麻痺患者的福音使者〉，頁 87-114。
周文博，
〈二十年物理治療回顧〉
，頁 85-89；來自世界衛生組織，曾先後擔任臺大醫院復健部物理治
療顧問和振興復健醫學中心物理治療顧問的 R. Jacques（傑克斯）
，觀察到這些物理治療員多為女性，
常因婚姻或照顧家庭等因素離職，進而造成物理治療的人力短缺。參見傑克斯（R. Jacques）
，
〈We Have
a Fight on Our Hands（不容推諉的責任）〉，《中華民國復建醫學會雜誌》1（1973 年 6 月），頁 20。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物理治療學系暨研究所，〈物理治療數位博物館典藏計畫：子計畫二─物理治療
史主題館計畫成果報告〉，頁 6。
Gray（泰格雷）夫人曾在 8 個月內對數十名小兒麻痺患者施行物理治療，其中 15 位完全康復，經報
端披露此消息，不少患者遠道北上求診，臺大醫院骨科最後決定患者需來信登記，由骨科病房回函通
知到診日期，以免徒勞而返。由此訊息可見當時小兒麻痺患者家長急於治療患童，以及對於物理治療
的強烈需求。參見〈仰慕洋太太妙術 求治麻痺者多：現值休假可先函登記〉，《聯合報》，1959 年 5
月 29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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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Franklin 夫人、Godston 夫人，及 Eaton 夫人。此等物理治療師均為駐臺美
軍人員的眷屬，在臺期間以志願方式協助臺大醫院的小兒麻痺者進行重量訓練、
輔具應用、功能訓練等復健治療工作。 102
尚未成立物理治療復健部（以下簡稱「復健部」）之前，臺大醫院的外科與
婦產科，均已自行聘請物理治療人員協助病人。1963 年臺大醫院復健部正式成立
後，這些人員全部收編在復健部，因此當時整個復健部，只有醫師 2 名，物理治
療人員包含督導、護士長各 1 名，物理治療人員 3 名之外，另聘請復健病房的護
士執行電療工作。103 1950、1960 年代，臺灣仍是 WHO 一員，WHO 提供獎學金
及專家，幫助臺灣建立復健醫療體系，當時由內政部衛生司出面簽約，交由臺大
醫院執行。1966 年，WHO 派遣第一位復健醫學專家、奧地利籍 Pirker 醫師來臺，
為期半年，負責在臺大醫院協助評估、提出建議，但並未實際參與醫療行為。Pirker
醫師返國後，WHO 又派遣英籍物理治療師 R. Jacques（傑克斯）來臺協助。他
協助訓練現有的物理治療人員，每天都安排訓練課程，也著手規劃臺灣大學成立
物理治療學系以培育人才。104 WHO 除陸續派來復健、物理治療、職能治療、義
肢裝具等各方面的專家，並提供獎學金，讓臺灣派遣優秀人才出國學習。 105
臺大醫院與 WHO 的協定中尚包括聘請 1 名輔具與義肢顧問來臺指導。1971
年，WHO 派遣菲律賓籍義肢顧問 Leano 來臺。106 在此之前臺大醫院病人若需要
義肢或輔具，均依賴院外的私人工廠製造，水準參差不齊。Leano 首先在臺大醫
院復健大樓開辦義肢工廠，由於義肢工廠只需一些小型機械及原料，並非如想像
中困難。為訓練接班人，故選派俱有護理與物理治療背景的陳東初護理長赴日學
習義肢製造。 107 陳東初赴日學習半年，返國後繼續與 Leano 合作，建立臺大復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林吉崇等著、李明濱總編輯，
《臺大醫學院百年院史（下）
：系科所史》
（臺北：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
1999），頁 168。
連倚南教授榮退歡送籌備會編，
《臺灣復健醫學之父：連倚南教授臺大醫學院榮退專輯》
（臺北：該會，
2000），頁 29；林吉崇等著、李明濱總編輯，《臺大醫學院百年院史（下）：系科所史》，頁 168。
林吉崇等著、李明濱總編輯，《臺大醫學院百年院史（下）：系科所史》，頁 215。
連倚南醫師是第一位以此項獎學金出國留學者。他赴美的一年內，為了多學習專業技能，分別在紐約
大學復健醫學研究所合作體系內的四家醫院實習。紐約大學是當時美國復健醫學的重鎮。參見連倚南
教授榮退歡送籌備會編，《臺灣復健醫學之父：連倚南教授臺大醫學院榮退專輯》，頁 20。
林吉崇等著、李明濱總編輯，《臺大醫學院百年院史（下）：系科所史》，頁 223。
由於陳東初是很能幹又肯做事的人，其出國留學申請案很快得到時任臺大醫院院長邱仕榮的支持。參
見連倚南教授榮退歡送籌備會編，《臺灣復健醫學之父：連倚南教授臺大醫學院榮退專輯》，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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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部的義肢工廠。早期義肢工廠要尋找使用義肢的患者並不容易。1972 年，臺大
公共衛生研究所所長陳拱北邀連倚南參與烏腳病截肢病人的復健工作，一個月到臺
南北門一次。早期 Leono 也為患者測量義肢、製造等，義肢工廠因此順利開辦。108
義肢裝具的製造者，早期很多都不是科班出身，除了少數是由中國南京義肢
輔具工廠撤退來臺的那批人，散布在各地製作義肢裝具。 109 但這些人一方面接
受的訓練非常少、素質低，另一方面年紀也漸長，逐漸凋零。很多臺灣的小型鐵
工廠也自認可生產支架與義肢，但因毫無醫學背景，成品經常背離醫學原則，在
醫師眼中，經常是不合格的。當時振興醫院也設立義肢工廠，Leano 來臺後每週
到此一次，協助原有人員在職訓練。後來振興便用這個義肢工廠作場地，聯合榮
總殘障重建中心，開辦講習班，主要由 Leano 主講，與美國紐約大學復健醫學研
究所主導的世界復健基金會合辦義肢裝具講習會，調訓國內許多人員，由各方義
肢工廠或各醫院推薦，希望提高原有從業人員的水準，開設義肢及裝具講習班各
一班，每期 6 個月，總共辦了三期，臺大醫院復健部也都派人參加。 110
而在 1960、1970 年代，臺大醫院復健部似乎與振興醫院有良好的互動。振
興醫院在籌辦初期，因急需專業人員，在 WHO 的協助下，與臺大醫院共同延聘
奧地利籍的 Pirker 與英籍物理治療師 R. Jacques 來臺任教，也聘請國防醫學院、
馬偕醫院、臺大醫學院等單位選派師資至振興醫院協助訓練物理治療人員。 111
WHO 的立場也希望派駐來臺的專家可盡量發揮所長不限於某一單位，因此出現
這些 WHO 的專家同時在振興與臺大進行指導的狀況。112 因此，可以推測臺大、
榮總、振興應對彼此間的復健專業發展情況有一定的了解。
從振興醫院或榮總開設的復健人員訓練課程來看，參與受訓者都來自護理或
醫藥相關類科，學歷多為專科或高職，這些非正式復健科系畢業者，經受訓半年

108

109
110
111
112

陳東初到日本後，先在兵庫縣復健中心，跟著澤川誠志學習製造義肢，後來又到日本國立復健中心(當
時日本唯一的國立復健中心)，在該醫院內的義肢製造中心見習。參見連倚南教授榮退歡送籌備會編，
《臺灣復健醫學之父：連倚南教授臺大醫學院榮退專輯》，頁 34。
此問題將在第四節有更詳細的論述。
連倚南教授榮退歡送籌備會編，《臺灣復健醫學之父：連倚南教授臺大醫學院榮退專輯》，頁 36。
黃光遠，〈專業人員訓練〉，頁 56。
喻蓉蓉策畫主編，
《榮譽傳承振興四十》
，頁 42；楊思標總編輯，
《楓城四十年》
（臺北：國立臺灣大學
醫學院臺大景福基金會，1985），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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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二年取得合格證書，其早期的工作對象幾乎均為小兒麻痺患者。 113 而無論是
基督教醫院、臺大醫院、振興醫院、或保育院等機構，可看出這些醫護人員對小
兒麻痺患者的治療、裝配輔具、職業訓練、教育付出心力，但除了振興醫院有蔣
宋美齡與外援的支持、經費較固定外，其它基督教醫院、保育院、小兒麻痺之家
經常有經費有限、空間不足的困擾。 114 此外，基督教醫院體系之間經常彼此支
援，如屏基、喜樂保育院與嘉基之間，外籍宣教醫師相互協助進行小兒麻痺患者
手術，但從目前資料尚無法得知這些基督教醫院的小兒麻痺患者照護與復建經驗
是否影響臺大、振興醫院發展小兒麻痺復健技術。
1960、1970 代臺灣的小兒麻痺復健（重建）中心，無論是屏基、嘉基、馬偕
醫院、喜樂保育院或振興醫院，其呈現的樣貌與一般醫院或療養院不同。例如工
作人員積極出外尋找病患，積極進行矯正與復健治療，同時進行矯正手術，成立
支架工廠，自行研發輔具，病童必須就學。以全天住院的監控模式，其最終目的
是希望讓病童可以擁有自我照顧與謀生能力。另外，戴德森、畢嘉士的脊椎矯正
手術世界知名，屏基當年還是世界八大脊椎矯正中心之一。 115

四、輔具生產與小兒麻痺病患的使用經驗
復健服務，需用正式醫院、且能適應殘障患者行動的房屋，有如交通路線，
最好都是平路，不用上下樓梯，由運輸工具送到房屋內。若只送到大門口，尚有
幾級階梯，要癱瘓的病人克服，是十分困難的。殘障患者所用的沐浴、盥洗設備，
上下蹲位、進出浴池，周圍都要有扶手。轉彎的地方要寬大，便於使用拐杖輪椅
的病人行動。其他醫療技術儀器，大都與一般醫院相同。惟若干復健的醫療儀器，
如物理治療、作業治療、聽語治療等，必須依照實際需要裝備。義肢支架工廠的
設備，可說是復健服務的特種需要之一。殘障病人需要之義肢（假手、假腳），

113

114
115

廖華芳、方淑珍，〈目前臺灣物理治療從業人員個人資料調查〉，《物理治療學會雜誌》4（1979 年 10
月），頁 97-98。
陸以仁，〈我國殘障復健前瞻〉，頁 1。
梁妃儀、陳怡霈、陳欣蓉、蔡篤堅，《戰後嘉義醫療發展簡史》，頁 64-66；蔡篤堅總主筆，《臺灣外科
醫療發展史》，頁 12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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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種支架輔具等，應當設廠自製。各種輔具除依照各個病人殘障情況配製外，
均應仔細試穿，不合適的地方，要不惜工本一再修整，務求符合病人的需要為止。
不能像鞋店買鞋、商店製衣，只求價廉，稍差一點仍可穿用。殘障患者需要的輔具，
兼有矯正功用，必須經合格技術人員及醫師認為合適，方可穿戴。116
臺灣輔具、支架的製造與小兒麻痺密切相關。 117 日治時期曾有 3-4 家由日
人設置的小型工廠從事輔具與支架的製造，這些師傅未經正式科班的訓練，成品
在醫師眼中經常背離醫學原則，都不合格。 118 1949 年後，國防醫學院義肢工廠
與內政部傷殘重建院隨著政府遷臺，以師徒制的方式開始培育輔具與支架的製造
技術人員。1950、1960 年代間，這些技術純熟的技師離開上述兩單位獨立設廠作
業，分別成立重新傷殘用具製造廠有限公司、中國傷殘用具製造廠、中華傷殘用
具社、新生傷殘用具社（以下分別簡稱「重新」
、
「中國」
、
「中華」
、
「新生」）
。1963
年，國防部將國防醫學院義肢工廠改組為陸軍 801 總醫院義肢支架工廠，同時與
內政部傷殘重建院技術合作。1971 年，內政部傷殘重建院改組為傷殘重建中心，
改隸退輔會，附設於榮總，陸軍 801 總醫院義肢支架工廠也結束，其業務移轉至
榮總傷殘重建中心，此重建中心服務對象以榮民為首，故業務以職業訓練及就業
安排為主。 119 1967 年，位於榮總對面的振興醫院也成立當時最具規模的支架工
廠。由於小兒麻痺患者的需求，振興的業務以支架製作為最大宗。 120 至於臺大
醫院因於 1971 年開始參與政府的烏腳病防治計畫，其業務以截肢後烏腳病患的
義肢製造為主。若小兒麻痺患者需支架或輔具，則代為聯絡民間廠商訂製。 121
在 1950、1960 年代初期，許多需要支架或輔具的病患大多由醫院作保，讓
病患先使用再付費，而支架與輔具來自臺北民間工廠，多數病患因經濟能力不佳
無力償還，造成院方極大負擔。況且輔具或支架常因使用者的使用狀況需進行調
整，因此部分醫院也針對小兒麻痺患童的需求，設立支架工場，以自產自銷自行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彭達謀，〈復健醫學的理論與實施〉，收於振興復健醫學中心編，《復健醫學專輯》，頁 1。
由於小兒痲痺患者所需的支架、拐杖、輪椅等輔具，是由同一工廠所生產，因此有必要述及臺灣義肢、
支架等輔具工廠發展歷程。
陳文哲總編輯，《臺灣骨科醫學發展史》，頁 249。
吳麗秋，〈徐主任的一席話〉，《第三醫學》5（1976 年 12 月），頁 79-80。
陸以仁，〈我國傷殘重建現況〉，《中華民國復健醫學會雜誌》2（1974 年 6 月），頁 23。
連倚南主講、湯佩芳整理，〈烏腳病的復健〉，收於曹昭懿、李昭儀編，《臺大復健醫學系二十週年紀
念特刊》（臺北：國立臺灣大學復健醫學系，1989），頁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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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方式，降低使用成本。 122 例如，1964 年屏基自設工廠生產該院院童所需的
支架及拐杖。
小兒麻痺患者所需的輔具支架，材質為鋼鐵，相當笨重。1970 年代初期，臺
灣的相關業者自美引進支架的鋁合金成分配方，使患童不再需要使用鋼鐵製成的
支架，減輕身上至少三分之一的重量。 123 雖然材料方面隨著工業的發展而有所
改變，但整體而言，輔具與支架的製造在醫師眼中仍有極大的改進空間：
義肢支架輔具對病人極為重要，但國內製作裝配機構除榮總傷殘重建中心
已具規模，臺大、振興均符科學較合理想外，其他私營廠的技師大多未受
嚴格訓練，我們已經發現有許多錯誤，而他們更不能遵守醫師的處方和驗
收的規定，實際上他與視力差弱的人配鏡有什麼不同呢？124
醫師的抱怨來自技師們未經嚴格訓練及未遵守處方並仔細驗收。1950 年代之
後，支架輔具製造部分來自民間廠商，如重新、中國、中華、新生等，這些傷殘
用具公司的成立者都來自陸軍 801 總醫院義肢支架工廠或內政部傷殘重建院，有
一定的專業技術。然而公司的產品非常多樣，部分義肢由外國進口，部分交由國
內民間的鐵工廠先進行粗製，再由這些傷殘用品公司細製。因此某些鐵工廠技師
也自行生產較簡易的助行器、拐杖等。 125 這些傷殘用具公司多是老闆兼技師，
隨著業務量的增加，必須培育新技師。對支架輔具的技師而言，從「學徒」到「出
師」需要一連串的訓練過程，絕非隨便了事。要成為輔具義肢的製造師傅，雖然
沒有學歷的限制，但需對機械、車床有興趣，要細心，有敏銳的觀察力。
我本來就對機器有興趣，書讀得不是很好，但是很喜歡「摸東西」。本來
到榮總的重建中心參加印刷職訓班，結訓後沒多久電腦就問世了，我想印
刷應該會被淘汰，自己又是小兒麻痺患者，重新的周老闆問我要不要去他
那邊上班。我自己覺得輔具對我們這種人太重要了，如果學會的話也可以
122

123
124
125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物理治療學系暨研究所，〈物理治療數位博物館典藏計畫：子計畫二─物理治療
史主題館計畫成果報告〉，頁 64。
陸以仁，〈我國傷殘重建現況〉，頁 23。
陸以仁，〈我國殘障復健前瞻〉，頁 1。
張淑卿訪談，〈L 教授訪談紀錄〉（未刊稿），2012 年 2 月 23 日，於臺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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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幫助小兒麻痺的朋友。一開始都是從頭學起。老師傅先教我們磨鐵，要
把鐵磨到完全光滑不會刮到手為止，然後可以學做「固定規格」的東西，
像是助行器、拐杖，作焊接啊，手搖三輪車啊，大概半年後開始碰支架，
要出師的話要看個人能力與學習狀況，大概需要一到兩年的時間。126
支架與鐵鞋是非常「客製化」的產品，需依患者的「尺寸」量身訂做。
看個人的需求，比較嚴重的患者，比如有脊椎側彎的話，支架要能支撐到
腰椎的部分，所以要測量骨盆大小尺寸。一般的話測量大腿根部、膝蓋上
方、膝蓋下方、腳踝上方、髖關節、膝關節、踝關節這幾個地方的尺寸。
因為人的腿不是直直的，有一點彎曲，所以支架要符合人體工學，當時沒
有測量器測量啊，老師傅就很厲害，手一摸眼睛一看就知道要加或減個五
度、十度，完全就是經驗，我們就是跟著學啊，做好之後給老師傅看，東
西越做越多，技術就越純熟。127
從測量尺寸、到工廠製作再回來到我們身上，大概要半年，問題是小孩子
都長的快啊，所以常常會覺得尺寸不合。如果有經驗的師傅他就會知道尺
寸要大個半寸，要不然就太小，穿不上。128
從上段的訪談紀錄可得知，「實作」與「經驗」在學習義肢支架製作佔有一
席之地。簡言之，此項技術就是一種工匠技藝，以「實作為核心」的方式傳授，
至於製造出來成品的優劣成敗，往往需要「經驗」的累積，經驗多了準確性就高，
初做者產品品質較差，隨著經驗的增加，其準確度便越高。這些技術與經驗往往
無法形諸於文字，多依賴口授或身教，因此學習者若能具備敏銳的觀察力，學習
成效可能較佳。病患與家屬也瞭解經驗多寡對支架輔具的影響，而廠商也將此作
為廣告重點。如位於高雄市的「中華」的廣告，清楚說明其成立宗旨是「竭誠為
殘障及小兒麻痺患者服務保證品質優良取價低廉」，主持人兼技師李化南曾至美
國奧克蘭海軍義肢研究所進修，亦曾任石牌振興醫院義肢工廠廠長。 129 而「重
126
127
128
129

張淑卿訪談，〈陳先生訪談紀錄〉（未刊稿），2012 年 8 月 14 日，於彰化縣二林鎮。
張淑卿訪談，〈陳先生訪談紀錄〉（未刊稿），2012 年 8 月 14 日，於彰化縣二林鎮。
張淑卿訪談，〈陳先生訪談紀錄〉（未刊稿），2012 年 8 月 14 日，於彰化縣二林鎮。
中華民國復建醫學會編，
〈中華傷殘用品社〉
，
《中華民國復建醫學會雜誌》1（1973 年 6 月）
，封底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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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廣告內容更是圖文並茂，強調其「專業」與「經驗」：
重新公司為了使傷殘患者行動自由與精神上安慰特遵照醫師指示，董事長
兼廠長周金祺先生積三十餘年裝配義肢經驗親赴各醫院測量繪裝，交件迅
速取費低廉，倘有需要儘可放心定製包君滿意。130
技師多從使用者的需求角度進行輔具製造，強調其專業與經驗。這些實作的
經驗除了成為下次實作的操作基礎外，也可能影響臨床的復健醫學。以振興醫院
為例，每週三上午定期召開支架處方會議，參加者包括復健專科醫師、物理治療
師、支架輔具技師，針對住院與門診患者診斷，會商後給予支架、輔具的處方，
技師再根據醫師處方製作輔具支架。患者使用支架輔具後必須定期追蹤檢查，也
是由主治醫師、物理治療師與技師共同會檢，就患者使用後發現之狀況，提出各
項改進措施。 131 在此團隊中，可以發現，輔具支架技師的實作經驗納入醫師進
行矯形治療之參考，進而可能影響復健醫學的發展。
雖然輔具支架有助於小兒麻痺患者身形的維持與行動力，然而對於一個從未
使用過輔具或支架的人而言，通常會產生心理排斥，家人也對此常感不安。主要
原因是輔具成為身體有殘缺或障礙的外在表徵，外人經常可透過輔具指認殘障者
的身分，因此若能不使用，就盡量不用。然而，適當的輔具可讓小兒麻痺患者不
再是失能者，且盡可能回歸到正常生活與「做自己」。132 因此，輔具對小兒麻痺
患者而言，不僅是工具，更重要的是改變自我認同並增加其「能動性」。小兒麻
痺患者都經歷過沒有輔具的不便：
我入小學之前……，那時匍匐而行，……有一天，悶坐在房裡，猛然看到
姐姐的拖鞋。……當時向天外飛來神思，竟穿上它，開始學習蹲著，然後
用手掌捉住鞋面，一步一步向前挪動。我竟然學會平穩著蹲著走路。133

130

131
132

133

中華民國復建醫學會編，〈重新傷殘用具製造廠有限公司〉，《中華民國復建醫學會雜誌》1（1973 年 6
月），封底廣告。
鍾仕鑫，〈義肢矯扶具之製作與發展〉，收於振興復健醫學中心編，《振興二十年》，頁 141-142。
劉建仁、Robert J. Ronald，
〈The Challenge of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for Taiwan（臺灣的復健發展
計劃）〉，《中華民國復健醫學會雜誌》1（1973 年 6 月），頁 23。
李惠綿，《用手走路的人》（臺北：健行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5），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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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鄉間小學十分簡陋，由教室蹲著走到廁所，是要耗盡力氣的。每節
下課，犧牲盪鞦韆的時間，去背綿妹上廁所。綿妹雙腳不能站立，必須先
扶她爬上書桌，然後自己蹲下，再等綿妹趴在背上。有時，著力點沒支撐
好，常常會兩個人一起落在地。揹著綿妹走過有風有雨的操場，背著綿妹
等候輪流上廁所，前後長達三年，綿妹的體重和我的體力，並沒有成正比
的成長。綿妹越背越重了，但我吃力費盡的感覺，始終深藏於心，甚至為
了這個責任，也不免要抱病上學。134
我弟弟一、兩歲的時候得到小兒麻痺，小時候哪有拐杖可以用啊，他就用
手在地上爬啊，大家都叫他「四腳啊」，他的腳軟趴趴的，沒辦法站啊，
我記得他如果想小便的話，也沒辦法去便所啊，他很厲害可以用手的力量
把身體撐起來，爬到門口的矮牆，然後坐在矮牆上尿尿。135
因此許多病患或家屬都會利用一些道具來增加行動力。例如木架下方裝上四個輪
子，再將鋁製大臉盆放在木架上，病童坐入臉盆內，用手在地上滑動，就是最簡
易的「自製輪椅」
；或用兩張竹製板凳作為支撐點，緩慢的將身體移至前方板凳，
再將後方板凳移至前方，之後再移動身體，不斷重複動作來行動。 136 另外，也
有受訪者提到她是蹲著行走。 137
小兒麻痺患者依病情嚴重程度，中、重度者除了物理治療、使用支架外，還
需接受矯形手術。或是時間一久脊椎側彎問題日漸嚴重，只好接受矯正手術。
由於長年爬行，先矯正彎曲變形的右膝，石膏固定三個月；再做物理治療
和水療三、四個月；而後由醫生為我設計由脊椎至下肢連身的背架和支
架，拄著柺杖，開始學習一步一吋的走路。那期間，腋下皮破血流，額頭
汗雨如珠，練習走路之艱辛困苦，如今想來都覺得心酸。 138
13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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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美琴，〈背上手足情〉，《中國時報》，1993 年 9 月 9 日，第 22 版。
張淑卿訪談，
〈吳女士訪談紀錄〉
（未刊稿）
，2012 年 8 月 5 日，於臺中。吳女士之弟出生於 1952 年，
一歲多罹患小兒麻痺症，屬於輕度麻痺症患者，至國民學校階段才使用拐杖。
喜樂保育院提供的照片。
張淑卿訪談，
〈梁女士訪談紀錄〉
（未刊稿）
，2011 年 4 月 16 日，於彰化市。梁女士於 1957 年出生，9
個月大時罹患重度小兒麻痺症。因行動不便無法入學，9 歲時經修女介紹至馬偕醫院接受手術，開始
穿上支架與鐵鞋並使用拐杖，終於可以進入國民學校就讀。
李惠綿，《用手走路的人》，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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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形手術對患者而言，依其病況嚴重度，感受不一。若是嚴重脊椎側彎的病
患，脊椎手術對醫師或病患而言都是高度挑戰。一名三歲罹患小兒麻痺的病友曾
投書《民生報》，提到她在臺大醫院骨科部接受脊椎手術的經歷。是否要接受此
項手術，需經與醫師、家人、朋友的討論，看到病房裡或坐或臥的病人，不是裹
著厚重的石膏就是綁著繃帶，如同是失去自由的人，其心裡的恐懼、擔憂、無助，
大概只有曾身歷其境的人可以理解。 139 李惠綿也曾詳細記錄她拜訪一位脊椎矯
形手術病友的情景：
她已開刀十個月，在陰暗的斗室中，見她面色蒼白，上身裹著白色的硬石
膏，直挺挺的平躺著，蓋著一條陳舊黯淡的被子，床邊有一盞小燈、水瓶、
雜誌、便盆、電話……，像一隻困獸。問她可曾恐懼過，卻說不知道、沒
感覺、忘記了。 140
手術後，病患脊椎布滿固定用的鋼釘、金屬片，身體稍一牽扯，便疼痛不已，
有時連止痛針都無法發揮功效。 141 此外，因身體結構有所改變，病患需重新量
製支架，首先支架師傅為病患上石膏，做出合身背架的模型，下半身要精確測量
支架的長度、寬度、圓度及皮鞋的尺寸，這一過程就足以讓病患痛徹心扉。142 之
後病患需要鐵鞋、拐杖的協助。但鐵鞋的穿著非常不易，冰冷的鐵片，粗糙的卡
榫，直接與皮膚接觸，其刺痛非常人所能理解，脫皮、流血是家常便飯。許多幼
小的病患拒穿鐵鞋、支架，因此家屬和照顧者的態度與方法變得十分重要。例如
瑪喜樂要求院內病童都要可以行動自理，因此非常重視復健，當病童開始學習使
用鐵鞋、支架等輔具時，她站在病童後方，右手抱著病童腹部，左手貼著病童的
背，用腳頂著病童的後腳跟，踢著病童的腳，一步一步向前走。 143
另外，鐵鞋發出的聲響，易引起旁人注目，外人異樣的眼光也讓病患覺得不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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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經驗兩次開刀矯正脊柱側彎〉，《民生報》，1983 年 12 月 16 日，第 7 版。
李惠綿，《用手走路的人》，頁 80。
〈我的經驗兩次開刀矯正脊柱側彎〉，《民生報》，1983 年 12 月 17 日，第 7 版。
李惠綿，《用手走路的人》，頁 114。
張淑卿訪談，〈林女士訪談紀錄〉（未刊稿），2012 年 5 月 25 日，於彰化縣二林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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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鞋已穿上腳，……小小手指顫抖地觸碰冰冷的鐵片和粗糙的螺絲卡榫，
膝蓋和手掌上的刺痛令他只想退縮。……新生報到，家長們等著老師叫孩
子的名字，當叫到宗賢時，「咖拉咖拉」的鐵鞋摩擦聲蓋過吵雜的音浪，
每個人都注意到這個小男生的腳不對勁。144
由於穿上支架與鐵鞋相當不適，病患們多少有一些解決之道。目前開設鐘錶
店與公益彩券投注站的劉佳，想起穿支架與鐵鞋的辛苦過程，因他穿鐵鞋時腿肉
經常被鐵夾傷，所以支架與鐵鞋內側要穿內褲，保護膝蓋不破皮。 145 而重度小
兒麻痺患者蔡先生，因為穿鐵鞋與支架學習走路過程實在太辛苦，跌倒、破皮是
家常便飯，再加上他的體力較差，於是選擇輪椅作為行動工具。 146
林女士也是拐杖的使用者，在她的使用經驗裡，手掌、腋下流血到後來慢慢
長繭，形成硬皮。可以減緩疼痛、流血的方式不多，多是用棉花、手帕、棉布之
類的物品包覆拐杖，減少摩擦。 147 輕度小兒麻痺患若可不使用拐杖或鐵鞋，則
盡量不使用。例如目前於桃園某大型醫學中心擔任醫師的 H 先生，認為支架、鐵
鞋等輔助對他而言是「累贅」，不僅會磨破皮，且因支架、鐵鞋、拐杖都有一定
重量，對他而言反而是沉重的負擔，加上他的病況較輕，因此不使用這些輔具，
反而有「健步如飛」的感覺。 148 曾是喜樂保育院院童的林女士提到使用支架與
鐵鞋的不便：
因為都會覺得說支架鐵鞋是一個束縛，特別是夏天覺得很熱，覺得是一種
束縛，因為我不穿支架也可以走，我以前不穿支架拿著拐杖也可以走，或
144

145

146

147

148

大愛電視臺製作，《陽光下的足跡》（臺北：聯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花蓮：靜思文化志業股份有限
公司，2007），頁 20-24。
康原，
《二林的美國媽祖：瑪喜樂阿嬤與二林喜樂保育院的故事》
（彰化：彰化縣政府文化局，2008），
頁 98。
張淑卿訪談，〈蔡先生訪談紀錄〉（未刊稿），2012 年 5 月 25 日，於彰化縣溪湖鎮。蔡先生於 1966 年
出生，未滿 1 歲時罹患小兒麻痺症，因至彰化基督教醫院二林分院求診，結識瑪喜樂女士，進而進入
喜樂保育院開始使用輔具。蔡先生屬於重度患者，行動均需依賴支架、輪椅、拐杖等輔具。
張淑卿訪談，〈林女士訪談紀錄〉（未刊稿），2012 年 5 月 25 日，於彰化縣二林鎮。林女士於 1962 年
出生，3 歲時罹患中度小兒麻痺症，且因母親亡故，被家人送至育幼院，6 歲時轉至喜樂保育院，到
院前即已開始使用拐杖。
張淑卿訪談，
〈H 先生訪談紀錄〉
（未刊稿）
，2011 年 2 月 16 日，於桃園。H 先生 1964 年出生於新竹，
7 個多月時罹患小兒麻痺症，國民小學入學前開始使用輔具，屬於輕度小兒麻痺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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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這樣子比較舒服比較方便。其實是應該要穿支架，因為如果我不穿支架
的話我的腳還是有點彎曲，但是腳的端正性還是沒有辦法像一般正常人這
樣。其實我自己長大後，特別是少女的時期很愛漂亮，我不想穿支架，這
樣就可以買漂亮的鞋子穿。但是幾年之後我就發現說，那個腳的負荷開始
出現問題，覺得很容易痠。後來幾年之後我還是趕快回來乖乖的穿支架，
因為它可以讓我們整個身體比較平衡。小時候因為保育院裡面規定要穿支
架，那是一個規定，因你不穿支架院方會覺得你的腳就是變形，對走路不
好，對你長期來講可能會是一種負荷，而且整個姿勢也比較不好看。149
輔具與支架的使用確實讓病患的行動力增加，患童們也因使用這些輔具比較
願意到校上課。就學不僅是一識字的學習，更重要的是融入群體的快樂。 150 不
過 1960、1970 年代校園幾乎沒有無障礙設施，下課時間患童無法到教室外玩耍，
上廁所更是一大問題，因校園內的廁所設施都是蹲式馬桶，患童可能因自尊心或
不想造成他人不便，經常忍耐一整天沒有上廁所。 151
輔具的使用除了讓病患的行動力增加，也改變了病患的自我認同、甚至他人
對病患的看法。吳女士提及其弟小時候在地上爬，眾人多帶著開玩笑的口吻稱呼
「四腳啊」，後來有了拐杖後，街坊鄰居或同學便不再如此稱呼，而是直呼其本
名。她相信因為拐杖的使用讓弟弟變得比較開朗且有自信些。 152 林女士原住在
育幼院，院童幾乎都是身心健全的孤兒，罹患小兒麻痺的林女士深深感覺到自己
與其他院童的差異，到了喜樂保育院後發現：
大家都跟你一樣，那種差異性沒有那麼大的衝擊，所以你很快就融入在這
一個機構裡面。那我就發現說，大家看到的景像就是拿著拐杖、穿著支架、
或者是說坐輪椅的同學，看到很多不同的障礙，然後就會覺得自己還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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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淑卿訪談，〈林女士訪談紀錄〉（未刊稿），2012 年 5 月 25 日，於彰化縣二林鎮。
張淑卿訪談，〈林女士訪談紀錄〉（未刊稿），2012 年 5 月 25 日，於彰化縣二林鎮；張淑卿訪談，〈吳
女士訪談紀錄〉（未刊稿），2012 年 8 月 5 日，於臺中；張淑卿訪談，〈陳先生訪談紀錄〉（未刊稿），
2012 年 8 月 14 日，於彰化縣二林鎮。
解決之道就是在學校時盡量不要喝水，減少上廁所的次數。張淑卿訪談，
〈梁女士訪談紀錄〉
（未刊稿）
，
2011 年 4 月 16 日，於彰化市；張淑卿訪談，
〈吳女士訪談紀錄〉
（未刊稿）
，2012 年 8 月 5 日，於臺中。
張淑卿訪談，〈吳女士訪談紀錄〉（未刊稿），2012 年 8 月 5 日，於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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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自己拿起拐杖後還可以走路，覺得說比上不足比下有餘，跟正常人好
像差異不是太大。153
從事輔具製造的陳先生也說到：
支架、拐杖這些輔具會讓我們這些患者可以像是個正常人，可以上學可以
工作，真的是像個人，要不然在地上爬，或者是蹲著走，自己感覺都很差。
當然坐在輪椅上和拿著柺杖站起來，因為高度不一樣，視野也有差。所以
站在技師和患者的立場，我自己認為輔具很重要。154
對於小兒麻痺患者而言，「我是誰？」的問題會與他的身體密切相關。輔具
的使用雖然讓病患行動力增加，看待自己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但輔具也確實讓病
患容易被他人指認出為「殘障者」。155 病患們經常被教育要表現與「正常人」相
同，因此身體的修飾，如矯形手術、復健、使用輔具讓病患逐漸趨於「正常」，
讓他們重拾自信。此外，當病患看到相似的身體和經驗時，也容易產生「同一國」
的默契。
輔具、支架與拐杖的使用多需要經過學習，一旦學會之後，將銘刻在身上成
為身體記憶，如同學習騎腳踏車，即使經過一段時間未騎，一旦坐上腳踏車，熟
悉感立刻就會回來。當使用輔具一段時間後，慢慢變成習慣，拐杖、支架、鐵鞋
可能成為病人身體的一部分。 156 逐漸融入日常生活的同時，也培養出身體的習
癖（body habitus），生活中少了它就非常不舒服、很難受，成為日常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157 許多患者直言，支架與拐杖就是他們身體的一部分。
如同 Chris Shilling（希林）指出，義肢與輔具顯示長久以來技術對身體的重
要性。義肢與輔具歷來都意指那些用來修復人體功能的人造器官。簡單來說，義
肢與輔具是「用來取代遭到移除的人體器官」，從木造義肢、輔具到人工關節，

153
154
155
156
157

張淑卿訪談，〈林女士訪談紀錄〉（未刊稿），2012 年 5 月 25 日，於彰化縣二林鎮。
張淑卿訪談，〈陳先生訪談紀錄〉（未刊稿），2012 年 8 月 14 日，於彰化縣二林鎮。
殘障者所面臨的社會污名與偏執想像是重要議題，將另文討論。
吳志光，〈小兒麻痺的復健〉，《綠杏》24（1974 年 10 月），頁 158。
余舜德，〈物與身體感的歷史：一個研究取向之探索〉，《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44: 1（2006
年 3 月），頁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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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肢與輔具向來都在改變重傷病患的行為能力。 158 輔具或義肢讓人們瞭解科技
如何修復人的能力，並非延展人的潛能；人有能力製造義肢輔具，且義肢輔具科
技的發展仍是以身體外表與功能為標準。因此，雖然傷殘往往讓人難以重新融入
社會生活與職業生涯，但若取得合適的義肢與輔具，確實能讓病患有「真實存在感」
。
到底什麼才是好的輔具呢？根據本身是小兒麻痺患者、也是輔具製作師傅的
陳先生所言：「穿得舒服，走的姿勢好就是好的輔具。」好的輔具除了平常做保
養外，一旦使用上有不舒服，要趕快向師傅反應修正，因此病患的使用經驗相當
重要。 159 如同余舜德對椅子與身體感的研究指出舒適不只是生理面向，文化知
識（如人體工學、設計學、醫學）的發展也會影響人們對於舒適的主張與感受，
而舒適感定義的形成或轉變也深刻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傢俱的設計與消費方
式，呈現姿勢、舒適感與傢俱三者之間一種共同演化的過程。 160 好的輔具支架
要讓患者在使用上有主觀的舒適感之外，師傅的專業技術、測量、材質都可能會
影響舒適感的感受。
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脈絡下，輔具、支架與拐杖的意義不盡相同。 161 戰後臺
灣的輔具製造，最早是由一群隨政府撤退來臺的軍方支架工作人員在進行，另一
部分則是由民間的小工廠自行製造，屏基與振興醫院的小兒麻痺中心，及臺大醫
院物理治療復健部設立後，認為有必要設立支架工廠，生產專業支架與輔具，因
此商請外籍專家協助，同時也邀請軍方退役人員參與，展開臺灣輔具與支架製造
的工廠網絡。
「良好」的輔具不僅需設計優良，更重要的是每位使用者的差異大，因此須
針對個人需求客製化，不斷修正支架、拐杖、鐵鞋，成為輔具使用過程中重要的
158

159
160
161

Chris Shilling（希林）著，謝明珊、杜欣欣譯，國立編譯館主譯，《身體三面向：文化、科技與社會》
（臺北：國立編譯館、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9），頁 252。
張淑卿訪談，〈陳先生訪談紀錄〉（未刊稿），2012 年 8 月 14 日，於彰化縣二林鎮。
余舜德，〈物與身體感的歷史：一個研究取向之探索〉，頁 5-47。
Serlin 的研究指出，某些談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重返家庭的退伍軍人的社會與政治論述，皆反映出「大
眾對男性傷殘身體的恐懼」以及「社會生活女性化」的擔憂，於是被截肢的身體有損男子氣概，或是
『疏離了「正常」的身體』。康復手冊將傷殘與異性戀的焦慮扯在一起，諸如追求「正常的」性生活
與社會生活，此外康復手冊總認為義肢能確保個人的獨特性，如此一來才能防止家庭生活的「女性
化」。參見 David Serlin, “Engineering Masculinity: Veterans and prosthetics after World War Two,” in
Katherine Ott, David Serlin, and Stephen Mihm, eds., Artificial Parts, Practical Lives: Modern Histories of
Prosthetic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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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此過程需要使用者（病患）
、設計者、或製造者間不斷對話、修正與協商，
而病患經驗在此過程中扮演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五、結論
如前所述，若就輔具或義肢裝支架的發展面而言，可追溯至抗戰時期的整形
復健與輔具裝配，其目的是希望傷殘官兵殘而不廢。據此推之，復建技術與輔具
使用的背景與國家生產力需求，希望受傷官兵能重拾生產力，至少不要造成社會
的負擔有關。162 但臺灣復健醫療真正的啟動始因於 1950、1960 年代小兒麻痺症
大流行期間，病童急需治療，世界其他已發展物理治療的國家，乃以義務支援方
式來臺醫治當時大量的病童。早期或由具物理治療訓練背景的來臺顧問團眷屬義
務服務，基督教醫院差派，或由 WHO 支援方式，進而成立物理治療單位、部門或
訓練機構，所以臺灣物理治療的歷史與世界物理治療界之淵源與影響相當深遠，
而以小兒麻痺病患為中心所產生的現代復健技術與矯形手術，值得進一步討論。
未接受手術或使用輔具前，部分小兒麻痺病患的行動力受限。輔具的使用或
接受手術都可增加患者的行動力。蹲、坐、站三種不同姿態在人類的歷史上代表
演化階段的差異。雖然人類的祖先與猿猴類相當接近，但兩者之間的差異就在於
智力與直立的姿勢。蹲、坐、站三種不同姿態也意謂著三種不同的視野，看到三
個不同的世界，對小兒麻痺病患來說意義不同，直立的姿勢更是擺脫爬行而趨近
正常人的重要象徵，此時輔具、復健對病患、醫療人員而言，不再是單純的科學
或技術，更重要的是改變病患的行動力與視野。
疾病可能是醫學上的一個生物事件、醫生展現其醫學知識與醫療專業的場
域、公共政策發揮其合法性的一個重要時機、或一個社會文化的面向，甚至是醫
病關係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163 然而，小兒麻痺的復健技術、矯治手術與病
162
163

江雪蓮，
〈利益之地：身體與復健醫療的反思考察〉
（臺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論文，2011）
，頁 22。
疾病史的研究，依重點與切入的角度不同，大概有四種研究取向：一是醫學史或醫療文化史，側重於
探討人類對於疾病的認知與醫療方法以及這種疾病知識和觀念的形成與傳衍。二是歷史-地理病理學，
著重於探討各種疾病的起源與發展，及其在不同的時間、空間、社會與人群中分布的情形。三是病因
學，偏重於探討造成「流行病」的病因。四是社會史與文化史取向，著重於疾病在人類社會與文化的
演變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這是一般史家最常使用的一種研究途徑。參見林富士，〈中國疾病史研究
芻議〉，收於林富士主編，《疾病的歷史》（臺北：聯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 12-18。

166 臺灣史研究‧第 20 卷第 2 期

患經驗等問題，目前臺灣學界尚未展開全面性之研究，因此筆者透過本文進行初
步的研究與討論，同時希望拓展至醫療、技術與社會等面向的反省。此外，小兒
麻痺症是一涉及生物醫學、政治與社會文化的事件。在生物醫學方面，它呈現了
疫苗、復健、脊椎矯正的發展；在政治的脈絡下，振興醫院某種程度上或許反映
了國家處理小兒麻痺症的態度；在社會脈絡之下，對小兒麻痺患童的收治和教
養，則代表傳教醫療最深層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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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habilitation, Assistive Devices and Life Experience
of Poliomyelitis Patients in Taiwan (1950s-1970s)
Shu-ching Chang

ABSTRACT
Poliomyelitis was an infectious disease prevalent in Taiwan throughout 1950s and
1960s. Even after recovery, a small number of patients suffered from permanent disability.
Concern for poliomyelitis patients began first from church hospitals. Under the assistance
of overseas church organizations, vaccine for poliomyelitis was obtained, rehabilitation
centers were founded, and factories for manufacturing assistive devices were established.
In addition, through her good interaction and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Madame Chiang
Kai-Shek gained foreign aid and support for Cheng Hsin General Hospital, a hospital
dedicated to poliomyelitis research, which later become the leading rehabilitation center
for poliomyelitis patients in Taiwan.
The period studied in this research spanned from 1950s to 1970s, during which
there was a rapid decline in number of new infections following the promotion of polio
vaccination by the Taiwan government in 1966. This very era also witnessed the dawn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in Taiwan when poliomyelitis patients infected during 1950s-1960s
began receiving therapy and started using assistive devices.
This paper first describes the prevalence of poliomyelitis in Taiwan and the
preventive measures introduced by the government. Then it explores the emergence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and the setting up of factories for manufacturing assistive devices,
which were meant to meet the needs of poliomyelitis patients. Moreover, the establishment
of church hospital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and Cheng Hsin General
Hospital for poliomyelitis patients is also examined with emphasis on their history of
development as well a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oper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atients/users, how they feel about having poliomyelitis and
what rehabilitation and assistive devices mean to them are also reviewed.
Keywords: Poliomyelitis, Rehabilitation, Patient Experience, Assistive 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