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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主要是經由究明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學校衛生事業發展，探討國家
的學校衛生內涵，以及國家如何授與兒童衛生知識，改變其衛生習慣，進而使兒
童的發育與身體狀況符合國家要求的健康標準。
根據日治時期學校衛生事業的行政組織、事業內容以及教育現場，本文將學
校衛生發展分為1895-1930年、1930-1938年以及1938-1945年三階段。第一階段，
臺灣總督府的學校衛生事業發展，最初以實施身體檢查、整備學校環境設施、防
治急性傳染病與設置學校醫為主，目的是保護兒童的健康。其中，總督府藉由身
體檢查直接掌握兒童的身體狀況，重視兒童的「體格」（身高、體重等外在發育
情況）以及「體質」（疾病有無）成績。
1920年代後半，臺灣的體育風氣漸盛，加上文教局的設立以及受到日本內地
對於學校衛生構想轉變的影響，臺灣的學校衛生內涵加入體育概念；1929年文教
局內增置「體育衛生係」與兼任學務課技師，分別由活躍於體育界以及具有醫學
背景者共同負責學校衛生事務；至1930年代，總督府開始關心兒童的「體力」
（運
動能力），凸顯體育的重要性。同時，學校衛生相關講習會與會議的舉辦比起過
去更為頻繁，會中對於「體育運動」的討論比例越來越高。故以1930年為第二階
段的開始，此期的學校衛生內涵可以分做「消極」與「積極」的學校衛生，前者
是延續前階段，以「疾病防治」與「身體檢查」為主的學校衛生，後者是以「體
育活動」為主的學校衛生。
進入戰時體制後，人力動員越發迫切，總督府提高對兒童的健康標準。為此
總督府擴張學校衛生行政的人力，1938年設置「體育官」作為專職處理學校衛生
的事務官，同年成立專門推動學校衛生的組織－「臺灣學校衛生會」，故本文視
1938年起，學校衛生發展邁入第三階段。
戰時下，總督府配合日本內地國策「體位向上」，關心兒童身體均衡發展，
以「體位」包攝「體格」、「體質」與「體力」等三項健康要求。總督府不僅關
v

注在學兒童的健康，還重視兒童畢業後是否可以繼續維持健康狀態，因此提倡「健
康教育」，要求兒童主動維持身體健康，提升體力，訓練兒童的衛生習慣，養成
為自己健康負責的態度，使兒童即使脫離學校生活，亦能維持健康的狀態。
從國家統治的角度來看，近代學校作為國家教化的機關，特色是公權力強力
介入，因此公學校中無論是空間、教材或是學校活動，都可以依照總督府所需，
以衛生為考量來設計。兒童在學校的保護與教導下，發育及體格成績進步。藉由
學校衛生，總督府得以製作國家理想的健康兒童。對照現今臺灣的情況，國家為
了保障國民具有國際競爭力，由教育部體育司負責學校衛生與社會體育，保護國
民健康。自戰前到戰後，歷經政權轉移，國家掌握兒童健康的特性保持不變。

關鍵字：學校衛生、衛生教育、健康教育、健康兒童、體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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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hygiene under Japanese rule is the thesis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study of school hygiene in this era, the essence of school hygiene
is illustrated. Meanwhile, it is also discussed on how Japanese goeverment taught
children the knowledge of hygiene, which would change children's hygiene habits
and hence would have them meet the health standard required by the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related administrative associations, the content of school hygiene,
and the locale of educating children during Japanese Era,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hygien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1895 to 1930, 1930 to 1938, and 1938 to
1945 respectively. The goal in the first stage was to safeguard children's health,
which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 Office realized by physical examination,
improvement of school environment and facilities, preven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s well as the settlement of school doctors. Among them, physical examination
enabled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 Office to directly control children's physical
condition. Thus, “tai-kaku” (external body condition like height and weight) and
“tai-sitsu” (internal body condition such as whether or not they got any kind of
disease) were highly emphasized.
In the late 20s, physical education was added into the content of school hygiene,
as the result of a rising trend of physical educ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bun-kyou-kyoku,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hool hygiene implementation
introduced from Japan. In 1929, Physical Hygiene Affairs and part-time technical
officials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were set in bun-kyou-kyoku, making athletes
and physicians collaboratively take the charge of school hygiene affairs. In the 30s,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 Office began to care about children's “tai-ryoku” (the
ability of physical exercise) and put emphasis on physical education. Meanwhile,
hygiene-related seminars and conferences, in which the portion of the discussion of
vii

physical exercise rose, were held more frequently than ever. This is why the year of
1930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stage. In this stage, the content of school
hygiene can be classfied into “passive” and “active.” The former lasted the concept
from the previous stage, focusing on the prevention of diseases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 while the latter emphsized physical activities.
The physical standard was raised, effected by the urgent mobilization in the war
effort. As a result, the staff of school hygiene was expanded. In 1938, “taiikukan” as
the full-time official was established to deal with school hygiene affairs. In the same
year, Taiwan School Health Association appeared, in the charge of promoting school
hygiene. That is the reason that the year of 1938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d stage.
In accordance with Japanese national policy of “tai-i boosting”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 Office stressed children's balanced
physical development, “tai-i”, including “tai-kaku”, “tai-sitsu”, and “tai-ryoku”. Not
only did the Office stress the health of children in school, but it also stressed on
maintaining their health after graduation. As a consequence, “Health Education” was
advocated, which asked children to actively keep their health, get into good hygiene
habits, and develop an attitude of being responsible for their health. Thus, they could
maintain their health after graduating from school.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governing, as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modern
school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intervention of authorities. Thus, public schools,
under the needs of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 Office, could design the school
environment, teaching materials and activities considering hygiene. Generally,
children's physical development and body condition improved under the protection
and instructions in school. Through school hygiene,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
Office could make healthy children which met the nation's ideal. Compared to the
situation in Taiwan nowaday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rolling children's health are
viii

basically the same from before the war and after the change of the regime.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itizens'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maintaining their health, it is the
Sports Administr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who is in charge of school hygiene
and 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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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健康兒童－日治時期臺灣學校衛生事業之發展

第一章 緒論
研究動機與問題提出

圖 1- 1 健康報國
資料來源：內閣情報局《寫真週報》24(1938 年)，頁 13，國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
資料センター。

「健康報國」是 1930 年代後期日本進入戰爭體制的宣傳口號之一，意思是
人民讓自己身體健康是報效國家的方法，即是說健康不是個人的事情，而是國民
對國家的義務。
這種概念並不是到戰爭時期才產生，早在日本成為近代國家之初就已經出現。
本來每一個人的身體狀況、健康與否原本是個人的事，但近代以後，逐漸與「國
家利益」連結。明治維新以富國強兵為目標，富國需要健康的人民從事生產，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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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也需要健康的人民，國家必須確保人民的身體健康，才能富強。個人的健康就
是國家進步的象徵，日本學者鹿野政直便因此將明治維新後的十九世紀稱為「健
康的時代」，大家開始追求健康，國家也開始要求健康。1
至 1920 年代，日本國內吹起一波追求健康的風潮，例如舉辦各種保健相關
演講會、電影放映會、衛生展覽會，以及體育組織的擴大和體育的推廣。這種情
況到了 1930 年代以後更加明顯，一方面是藥品、營養品成為容易取得的大眾化
商品，一方面因為國家準備進入戰時體制，展開人力資源的要求。此時最具代表
的活動是「收音機體操」和「健康優良兒表彰制度」，這兩個活動都受到國家大
力支持。2國家同時還推廣游泳、健行、泡溫泉等戶外活動，並且積極建設公園
綠地提供民眾休憩、運動的場所。3這股高漲的健康風潮在國家有意的推行下，
從教育政策、公眾衛生和近代醫療等方面，著手提升國民健康，呈現由上而下的
強制力，滲透至社會大眾的生活空間中。
一連串國家對於國民健康的要求，不僅是日本內地獨有的情況，臺灣作為日
本的殖民地，為了確保未來國力強盛與否，國家也關注殖民地兒童的身體狀況，
臺灣同樣不能脫身在「健康報國」的潮流中。
在過去的研究中，提及國家試圖掌握兒童身體的部分，大致是從教育、社會
以及媒體著手。學校中，國家藉由身體檢查掌握兒童發育情況，利用教科書教導
學生健康的概念，傳達近代衛生知識及養成身體健康的必要性；於社會上，國家
設置健康相談所（健康諮詢所）
、舉辦衛生博覽會、設立公園與遊樂園，舉行「乳
幼兒選拔」等，向大眾推廣健康；對於不健康的人，國家有專門收容的場所，以
便統一管理；媒體的部分，國家藉由報紙、廣播推廣衛生知識，協助媒體舉辦「健
康優良兒表彰事業」，選出全國第一健康的兒童，作為健康的模範。
除了以上觸及的面向外，國家同時也透過學校衛生事業掌握學童的身體情況。
1
2
3

鹿野政直，
《健康観にみる近代 》
（東京都：朝日新聞社，2001 年），頁 11-12。
鹿野政直，
《健康観にみる近代 》
，頁 48-61。
高岡裕之，
〈戦争と健康〉，收錄於《健康ブームを読み解く》
（東京都：青弓社，2003 年）
，
頁 153-16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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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總督府有公布學校衛生相關法令，規定學校設備與建築的標準，也設有
相關醫護人員，檢查兒童的健康與保護兒童的發育。如同現今臺灣公布有「學校
衛生法」
，規定各主管機關應設立學校衛生委員會，以提供學校衛生政策、法規、
計畫等之興革意見，學校方面須設置健康中心、配有護理人員，建立學生的健康
管理制度，如：定期辦理身體檢查，針對體格有缺點或疾病者，學校要加強豫防
以及進行矯正工作，教材的部分，需開設健康相關課程，兼顧認知、情意與技能，
最後是學校建築與設備必須符合衛生標準。4以上從行政、組織、學校課程、行
事到學校設備的衛生規定，可說是日治時期學校衛生延續至戰後的影響。
國家藉由學校衛生保護兒童健康，將健康與衛生的概念帶進臺灣，本文將試
著究明戰前日本統治者，如何推動殖民地臺灣的學校衛生。

研究回顧
學校衛生實際上是國家要透過學校教育，掌握兒童的身體狀況，改善不健康
之處，並設法使其達到健康狀態，可以說是國家型塑國民的方法手段之一。而其
型塑的方式、內涵則會因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的健康觀而有所不同。因此，以下
先檢討「國家對兒童身體的型塑」、「健康觀的形成」，最後再檢討關於「學校衛
生」的研究。

1.

國家對兒童身體的型塑
衛生是近代國家用來改造人種，構築身體同一性的工具，范燕秋〈日本帝國

發展下殖民地台灣的人種衛生（1895─1945）〉一文在「人種衛生」5的脈絡下，

4

5

教育部網站：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08491&KeyWordHL=&StyleType=1，中華
民國 91 年 2 月 6 日公布總統
（91）華總一義字第 09100025070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29 條；
並自發布日起施行，2013 年 2 月 6 日檢索。
重視的是「種族」整體的健康。日本為了要加強國家或種族的力量，因此重視對國民後天的改
良，如：藉由科學統計，針對不足之處，以衛生或醫學進行補強。簡而言之，「人種衛生」的
增強就是國家競爭能力的提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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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日本政府利用人種的概念區別日臺人的差異，表現在衛生政策與設施上，探
究日本統治技術的特色。其中第三章論述初等學校的學校衛生，對殖民地學童體
格的影響。尤其是學校體操，是臺灣總督府型塑學童身體的利器，體操目標因應
小公學校學生的不同，設定不同的目的；對於小學校學童而言，體操主要在增強
適應臺灣熱帶風土的體能，而公學校兒童，體操則是用來型塑勤勞、衛生、規律
等具有近代國民特色的身體，從體操的目的以及檢查結果凸顯日臺人種間的差距。
6

過去教育史有關國家型塑人民的研究，多著重在知識與精神，本文關心的則是

身體的型塑，最直接相關的是體操科，本文則試由學校衛生觀察總督府對於兒童
身體的規範。
藉由體操科，國家改造兒童的身體，使規律化、一致化甚而服從化。由體操
科探究國家統治力對兒童身體規訓的有許佩賢〈「體操」、「唱歌」與身體的規律
化〉與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日治前期（1895-1922）臺灣公學校體操科之
研究〉。許佩賢視學校為規訓與管理裝置，討論殖民政府如何藉由學校教育改造
人民身體，文中選擇了與身體規訓有直接關係的體操科與唱歌科進行分析，兩者
同為具有規訓兒童達成身體協調一致的功用。7謝仕淵分析體操科，闡明總督府
如何藉由運動身體達到身心支配的效果，反應殖民者對於公學校學生身體與意識
型態的期待。8兩文討論時間著眼於 1920 年代之前的情況，都藉由體操科論證體
育活動成為殖民統治下展現文明，規範兒童身體的一面，討論國家統治與兒童身
體的關係。與體操科相同，學校衛生也是總督府規範兒童身體，確保健康，展現
文明的手段之一。

2.

健康觀念的形成
學校衛生發展受公共衛生事業的影響，劉士永〈日治時期臺灣公共衛生的發

6
7

8

范燕秋，〈日本帝國發展下殖民地臺灣的人種衛生〉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0 年）。
許佩賢，
〈「體操」
、
「唱歌」與身體的規律化〉收入於許佩賢，
《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
（臺北
市：遠流，2005 年）
，頁 198-221。
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日治前期（1895-1922）臺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
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1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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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與研究特徵〉一文整理了 1990 年代以來，臺灣醫療衛生史的研究成果與論點，
劉士永從目前的研究發現中提出一些過去學界所欠缺的視角，以及過去對於日治
時期公共衛生的刻板印象。9該書所言的公共衛生研究論點與盲點，提供了筆者
在討論學校衛生時，與公共衛生研究比較與對話的空間。
臺灣人衛生觀的建立可上溯自日治時期，劉士永〈「清潔」、「衛生」與「保
健」－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公共衛生觀念之轉變」〉一文從醫學學理來看臺灣的衛
生與健康觀轉變。劉士永指出日治之前，臺灣的衛生論與健康觀尚未出現有系統
的論著，是日本領台後，師法西方醫學、衛生理論才轉變一致，可知日本殖民政
府的健康觀、衛生觀呈現國家干預的特色和中央集權的作風。10該文也顯示健康
觀與衛生概念在臺人心中生成，是受到日本的影響，因此在探究臺灣的衛生健康
觀前，也有必要瞭解日本的情況。
日本明治維新引進近代醫學，使原本的養生觀過渡到健康概念，同時，為了
國家強盛，國家推展保證國民健康的衛生事業。初時，日本政府為結核病、霍亂
等急性傳染病所苦，國家除了採取隔離措施之外，根治的方法就是開化人民智識，
國家為向大眾宣傳健康的重要性，以及衛生的內涵，舉辦了許多衛生展覽會。藉
由展覽會，民眾認識到健康是不生病的身體狀態，學習到所有可能會生病的因素。
至 1920 年代，日本的健康觀念普及，國家關心勞動者身體狀況，設立健康保險
法與工場法保障勞動者的健康狀況。昭和 3 年（1928）國家獎勵收音機體操，全
名為「國民保健體操」
，關注對象是全民的健康。另方面，國家也藉由學校教育，
使學童明白健康與國家的重要性，教以衛生知識保護自己的健康，重視人民維護
身體健康的主動性。11健康觀與衛生概念隨著日本成為文明國家而建立，這樣的

9

劉士永，〈日治時期臺灣公共衛生的發展與研究特徵〉，收錄於祝平一編，《健康與社會：華人
衛生新史》
（臺北：聯經，2013 年）
，頁 145-174。
10
劉士永，
〈「清潔」
、
「衛生」與「保健－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公共衛生觀念之轉變」〉
，
《臺灣史研
究》8：1（2001 年 10 月），頁 41-88
11
北澤一利，
〈健康の誕生〉頁 57-100；田中聡，
〈近代日本の健康と衛生〉收錄於《健康ブー
ムを読み解く》
（東京都：青弓社，2003 年），頁 101-150；高岡裕之，
〈戦争と健康〉，收錄於
《健康ブームを読み解く》（東京都：青弓社，2003 年）
，頁 151-184；鹿野政直，《健康観に
みる近代》
（東京都：朝日新聞社，2001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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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中，臺灣在日本的統治下，也因為臺灣總督府統治所需，為了養成健康的殖
民地人民，必須建立良善的衛生建設，教以衛生知識，健康與衛生的概念遂一同
被引進而影響臺灣大眾的生活。

3.

學校衛生教育
學校是教授衛生規範的場所，從組織的建立、人才的培訓到教科內容的衛生

規劃，為的是要授與兒童正確的衛生知識，以及保障兒童的健康。張淑卿〈國家
與兒童健康：1950-60 年代臺灣國民學校的衛生教育〉一文從兒童健康與國家強
盛有密切關係的論點上，凸顯衛生教育的重要性，旨在釐清戰後臺灣的國家與學
校衛生之間的關係。該文處理戰後學校衛生，分從組織與人力的建立，學校衛生
活動設計以及衛生教育的實踐三方面著手。首先，於中央設立衛生組織展開全國
衛生行政，地方規劃衛生導師制度、訓練學校護士等，重視人力養成與運用。校
園內，衛生教學搭配諸如身體檢查、預防接種等保健活動，以肺結核、砂眼與頭
蝨的防治情況為例，探究衛生教育實踐的情況。12雖然該文是針對戰後學校衛生
的研究，但其問題關心與本文幾乎完全相同。透過與戰後的對照，可以使本文思
考戰前與戰後，學校衛生發展的延續與斷裂性。
日治時期的衛生教育，是藉由如國語科、修身科、理科等正式教科教授兒童
衛生知識。分析教材內容而觸及衛生教育的有呂明純〈日本領台時期の衛生政策
と公學校衛生教育〉13、周慧茹〈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理科教育之研究〉14。前
者以國語讀本為分析對象，整理國語教科書中的衛生教育，分析課文內容，與當
時總督府所推行的公共衛生政策一同討論並比對。後者以公學校理科教科書為研
究主題，探討理科課程的沿革，教授內容重點包含了博物、化學、天文與衛生等。

12

13

14

張淑卿，
〈國家與兒童健康：1950-60 年代臺灣國民學校的衛生教育〉
，
《國史館館刊》24（2010
年）
，頁 89-137。
呂明純，
〈日本領台時期の衛生政策と公學校衛生教育〉
（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研究所，2002）
年。
周慧茹，
〈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理科教育之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201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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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蔡錦堂〈《臺灣教科用書國民讀本》與《公學校用國民讀本》〉15也討論了
國語科的衛生教育內容。以上都是由單一教科考察教授衛生知識的情況與內容，
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下，本文思考教科間橫向聯繫的可能性，在同一個時期中，一
個在學校接受教育的兒童，可以同時在不同教科學習到哪些衛生知識。
衛生教育除了出現在正式教科內容，另也體現在學校活動中，幫助兒童養成
衛生習慣與鍛鍊體格。林玫君〈健康、實學與教化－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登山活
動的論述分析〉16，一文分析公學校的登山活動具有提供實學、養護與鍛鍊身體、
型塑日本具近代知識文明形象的目的。林玫君指出日治時期，總督府援引醫學研
究，證明登山與健康的直接關係，在公學校中推廣登山活動。登山不僅是學校用
來提升兒童身體能力的方法，背後還隱藏了「富國強種」
、
「國民健康國家才會強
盛」的意涵。學校以遠足結合登山，可視為學校衛生的一環，是學校衛生活動中
較靈活的設計，用以鍛鍊兒童身體，傳達「富國強種」的意涵，與本文關心總督
府如何改造兒童身體的問題意識相似。
學校衛生除了以教科傳遞衛生知識給學生，使兒童瞭解衛生的重要性之外，
國家為了掌握兒童發育以及確保健康，學校內設有專門醫護人員。寶月里惠《近
代日本における衛生の展開と受容》一書指出近代國家藉由衛生制度與衛生規範
的建立，將全體人民作為生產者與兵力補充，重視國民對於國家的貢獻。其中，
醫師作為專業人士，在國家的設計下一同與臺灣總督府推動學校衛生工作。學校
不僅設置一般學校醫，因為醫學專門化，還增置學校齒科醫，學校衛生的發展可
謂是學童身體醫療化的過程。17在國家以專業醫學進行學童身體衛生管理的思考
下，臺灣除了學校醫之外，學校中尚有其他醫護人員，如學校看護婦以及養護訓
導，不同的學校醫護人員，在學校衛生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有究明的必要。

15

16

17

蔡錦堂，〈
《臺灣教科用書國民讀本》與《公學校用國民讀本》〉，收錄於臺灣教育史研究會策
劃《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與國民學校 國語讀本解說‧總目錄‧索引》
（臺北市：南天書局，2003
年）頁 45-58。
林玫君，
〈健康、實學與教化－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登山活動的論述分析〉
，
《人文社會學報 國
立臺中技術學院 》5（2006 年 12 月）
，頁 69-91。
宝月理恵，
《近代日本における衛生の展開と受容》
（東京都：東信堂，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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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臺灣九年一貫課程中有「健康與體育」一科，分由健康教學，達到兒童
健康行為的養成和改變，以及由體育培養與鍛鍊兒童運動習慣，來達到兒童健康，
重視的不只是單純的認知教授，還有兒童態度與行為改變的歷程。有關於「健康
教育」的概念其實在戰前就有。考察日本戰前到戰後的健康教育情況，有七木田
文彥《健康教育教科「保健科」成立政策の形成》。現行日本初等教育中保健科
的成立，可以追溯至戰前健康教育運動的推行。日本自 1920 年代起受到美國健
康教育（Health education）的影響，開始加強學校衛生訓練目標與規範，到戰時
下國民學校令發佈，於體鍊科中設置「衛生」教材內容，是為戰後保健科建立的
基礎。18健康教育的概念在日本統治時，引進臺灣並發展，以七木田的研究為基
礎，提供本文思考戰前到戰後「健康教育」發展的特色。
綜合以上的先行研究成果，本文試圖討論日治時期學校衛生的相關法規行政
組織、執行人員及實際推展的情形等，究明臺灣總督府如何藉由學校衛生事業，
製作符合國家期待的健康兒童。

史料與研究方法
本文採歷史研究法，透過資料蒐集、分類、整理並加以考證後，分析考察。
就史料取用方面可分為以下四類：

1.

官方資料
本文探討學校衛生行政之變遷，其中包含法令規則條文的公布實施，及組織

設立過程與理由，因此官方文書中不可或缺的是《臺灣總督府檔案》和《臺灣總
督府府報》。為耙梳執掌學校衛生事務機關單位的變遷，則藉由《臺灣總督府民
政事務成績題要》與《臺灣教育沿革誌》。於了解學校兒童健康狀況時，則必須
藉助學校身體檢查統計，其記錄於《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中，記錄要項有身高、
體重、胸圍、發育、營養、脊柱、視力等，以及各地區學校醫設置情況，不過若
18

七木田文彥，
《健康教育教科「保健科」成立政策の形成》（東京：学術出版会，201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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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再進一步了解當時兒童常見疾病，則必須利用《臺灣總督府學校生徒及兒童身
體檢查統計書》
，該書是根據大正 6 年（1916）發佈訓令第 52 號，實施中央集查
法，各學校在進行兒童身體檢查，以單名票的記錄方式，收集統合交由中央，每
五年出版一回的報告書。其報告書內容記錄要項更為詳盡，藉此可見當時學校常
見疾病的狀況。

2.

私撰文書
有關於學校衛生推行成果，有大西永次郎《學校體育と學校衞生》和《學年

配當要目準據衞生訓練の實際》、岡田道一《學校衛生》、北豐吉《學校衛生概論》
等專著，雖以上著作著眼於日本內地學校衛生事業的推展，但臺灣學校衛生事業
的發展不無受日本內地的影響，因此有必要參考日本內地學校衛生推展情況。
至於臺灣學校衛生發展情況可參考丸山芳登19（關於丸山芳登，詳見第三章）
所著文章與專書。丸山芳登為日治時期唯一一任體育官，丸山於任期間發表了許
多期刊文章，可參考附錄二，是丸山芳登於日治時期所載文章一覽。文章內容主
要是介紹當前國民健康狀況、最新醫學研究成果與推廣體位提升的方法等。丸山
芳登還著有專書，
《臺灣の衛生事情と其保健生活法》是針對臺灣衛生現況提出
改進與保健的方式；
《臺灣に實施の改正學校身體檢查規則註解》為昭和 13 年府
令第 10 號學校身體檢查規則，針對大正 10 年府令第 35 號學生生徒兒童身體檢
查規則的改正進行公布，配合當下國民體位的情勢，希望更進一步的以精密記錄
方式進行兒童身體檢查，提升養護（按：保護兒童健康，助其成長之意）鍛鍊的
方法，因此丸山芳登對於身體檢查規則的變更、改正提出解釋，並對各項檢查項
目仔細詳述作法與目的。

19

生於明治 38 年（1885）
，山形縣人。1908 年通過醫術開業前後期考試，取得醫術許可證。1910
年來臺擔任臺灣總督府研究所技手。1919 年轉任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助教授，兼任總督
府研究所技師。1923 年升任教授。1926 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9

第一章 緒論

3.

報章雜誌
為了解學校衛生推行現場所面臨之問題，需利用報章雜誌還原當時的情況。

《臺灣學校衛生》有大量針對學童發育情況、身體檢查成績、健康教育與兒童常
發疾病等的文章，對於本文在建構學校中健康兒童形象是相當重要的史料依據。
另外，與學校教育有密切關連的是《臺灣教育會雜誌》
，後更名為《臺灣教育》，
是研究臺灣教育史重要的經典史料，其發刊幾近貫穿整個日治五十年，可見在教
育現場的各類問題，其中有不少對於兒童的健康狀況、體育活動施行情形、疾病
診斷、保健方法等提出各種看法。
報紙方面，
《臺灣日日新報》具半官半民性質，在日治時期擁有最大發行量，
藉由該報可窺見學校衛生宣傳與活動舉辦的情況，補充官方資料或是雜誌的不
足。

4.

學校私藏文書
藉著學校檔案可以看到教育現場實況。故討論公學校衛生施展情況時，筆者

使用了桃園縣新屋國小所藏的學級經營案，以及新北市新莊國小所藏的校勢要覽
與相關資料，試著還原學校衛生在學校中的發展情況。

章節安排
本文透過學校衛生事業的進展，探究國家統治力型塑兒童身體的過程。設定
的研究對象為初等教育階段－小公學校。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從統治者的角度
來思考，初等教育階段是灌輸衛生觀念，培養衛生習慣最有效的時期；其二，由
接受者來說，初等教育階段是就學人數最多的時期。隨著日本統治的穩定，初等
教育學校陸續增設，紮根於各地，至日治末期，1944 年全臺初等學校數有 1099
所，就學兒童數達 93252 人，教育的影響力，隨著進入學校的兒童人數增加而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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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20另一方面，相較於小公學校的基礎教育，中等以上的各級學校課程內容更
加專業與深化，而衛生概念應屬於基礎教育，並從小就應該養成衛生習慣。
初等教育體現國家公權力對於人民的影響力是整個教育制度中最廣而深的，
並使得兒童從小具有衛生概念，於生活中貫徹衛生習慣，國家藉由小公學校得以
直接確保產出健康兒童。
不過，初等教育中有小公學校的區別，或許受限於史料，大體看來臺灣總督
府在學校衛生政策的訂立上沒有太大的不同，因此除非特別情形，本文並沒有特
別區分本島兒童與內地兒童的情況。
綜合先行研究的成果與啟發，除了緒論與結論，各章大綱如下：
第二章「臺灣總督府的學校衛生行政體系」。本章耙梳學校衛生主掌機關變
遷，與相關規則法令訂立情況，分為三節，分別討論 1920 年代之前，1920 年代
至戰時前，以及戰時下的情況，從行政與法令探究臺灣總督府對於學校衛生事業
的政策。
第三章「健康兒童的標準－學校衛生的內涵」，本章從身體檢查設立的目的
與演變，偏向體育面的學校衛生之內涵，以及健康教育推行內容，分析總督府的
學校衛生內涵，探究總督府對於兒童訂立的健康標準為何。
第四章「製作健康兒童的工廠－學校中的衛生教育」著眼於國家製作健康兒
童的方式，討論學校衛生於教育現場中落實的情況。本章從學校行事與教學設計
兩方面著手，前者如固定的掃除，檢查服裝儀容等，後者以衛生教育與各教科的
聯繫為例，描繪日治時期初等學校施行衛生教育的實況。

20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主計室編，
《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臺北市：進學書局，196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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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臺灣總督府的學校衛生行政體系1

衛生行政是伴隨衛生學之要求，為了保持民眾健康，增進其體力及精神，完
成國家之生存條件，依國家而進行的行政。2

上文為總督府對於衛生行政的定義，認為衛生行政與國民健康有直接連結，
是維繫國家未來發展的關鍵。同理，學校衛生行政主要工作是針對「學生」，在
「學校」落實行政權利，由文教系統負責，目的是要確保兒童的健康狀況，使總
督府可以直接型塑國家期望的兒童像，進而確保國力來源。
總督府的學校衛生行政根據執掌單位的變遷，以 1926 年設立文教局與 1938
年設立體育官為界限，分為三期。第一期，學校衛生行政初建，除了確立學校衛
生行政執掌機關外，學校衛生相關法規都在此期發佈；第二期在文教局設立後，
開始有固定討論學校衛生發展的研究會；至第三期，設立體育官，專職處理學校
衛生事務，同時也成立「臺灣學校衛生會」，以推廣學校衛生事業。
在此三期中，總督府對於學校衛生事業關心的重點不同，本章將探討日治時
期臺灣學校衛生行政與組織的發展，瞭解總督府對於學校衛生事業的態度與方
針。

第一節 學校衛生行政的建立
明治 31 年（1898）府令第 78 號公布「公學校規則」
，於公學校教授要旨中，
明揭「追求身體發達並使其精通國語，乃本島人民之特殊必要，故教學之時須經

1

2

本章初稿曾以「日治時期的學校衛生學與體育官丸山芳登」為題，發表於「2012 全國研究生
歷史學論文發表會」
（2012 年 6 月 2 日，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至善樓 B1 國際會議廳）
，感謝評論
人戴寶村教授的指正。
國府小平，《臺灣衛生行政法講義》
（臺北：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校友會，1915 年），頁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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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注意學生之衛生及用語，並使其知曉鴉片之害」
；3另於第十條「公學校教科程
度」中規定體操科要旨為：「要學生經常注意姿勢，令其肢體均一成長，且保持
健康身體和快活精神，並養成遵守規律的習慣」
。4從以上的規定來看，總督府建
立近代學校除了普及日語、教授實用技藝以外，傳授衛生常識、注重學童身體發
育也是近代教育的目的之一。5
檢測其是否有效達成的規定在明治 32 年（1899）發布「學事視察規程」
（訓
令 218 號）中，6其第一條規定「小學校及公學校視察」之要項為：

一、關於教育勅語主旨的實際施行情況
二、教授及管理之方法
三、學級出席之情況
四、學齡者之就學、不就學情況
五、班級之編制等相關情況
六、學生之成績與風紀
七、設備之齊否及衛生之適否
八、各種表簿之齊否
九、職員及學務委員執行職務之情況
十、學事相關會計及經濟之情況
十一、其他認定有特別必要之件

其中，第七項「設備之齊否及衛生之適否」
，是最早與學校衛生有關的規則。
不過這仍僅限於「視察」
。據此，學務部在明治 34 年（1901）其下增設「視學係」

3

臺灣教育會，
《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 年）
，頁 230。
臺灣教育會，
《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232。
5
派翠西亞‧鶴見（E. Patricia Tsurumi）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宜蘭：仰山文
教基金會，1999 年）
，頁 15-16。
6
〈學事視察規程〉
，
《臺灣總督府府報》
，訓令第 218 號，1899 年 7 月 9 日；學務課下設有教務
係、視學係與編纂係。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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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學校衛生發展納為視察的一部份。7
1900 年代以後，各地陸續興築公學校校舍，總督府於明治 34 年（1901）公
布「臺灣公學校設備規程」，訂立學校設施標準。例如：校地需設立於乾燥且合
乎衛生處，操場要相應兒童人數配以適當土地面積，校舍構造考慮遮風擋雨、避
暑防濕、採光通風等衛生需求，廁所需設在另一棟，與教室分開等，以衛生為考
量的設計，總督府關心公學校建築與設備的發展情況。8
明治 36 年(1903)1 月總督府公布「臺灣公學校生徒机腰掛寸法」（按：「机」
指的是桌子，
「腰掛」是椅子）
，根據學童身形發育不同，配以適當的課桌與椅子。
9

明治 43 年（1910），總督府以府令公布「臺灣小學校學校醫職務規程」及「臺

灣小學校兒童身體檢查規程」
，公學校也準據該規程。10明治 44 年（1911）總督
府的學事年報新增「學校衛生」一章，內容包含身體檢查與學校醫設置規定，11
可見初期學校衛生內涵以身體檢查與學校醫設置為重心。
另一方面，伴隨著學校衛生相關法規的公布，小公學校的增設，就學率向上，
學事相關者，如學務局長、校長等，對兒童的發育、健康，學校環境或是設施等
學校衛生條件的改善關心升高。總督府自明治 36 年（1903）起每年召開的學事
會議，會中針對學校衛生討論事項有：「學校清潔法相關之件」、「臺灣種痘規則
施行之件」
、
「兒童身體檢查施行狀況」
、
「學校衛生應注意事項」
、
「學校衛生相關
調查與其設施狀況」、「兒童桌椅相關」，具體內容是討論急救療法上必要材料的
準備，要注意兒童姿勢、室內溫度通風，以及改善不適當桌椅，避免廁所不潔，
7

臺灣教育會，
《臺灣教育沿革誌》，57-61。
范燕秋，〈日本帝國發展下殖民地台灣的人種衛生（1895─1945）
〉，頁 78-79。
9
丸山芳登，
〈臺灣に於ける學校體育の沿革概要〉
，
《臺灣學校衛生》5（1939 年 9 月 1 日）
，頁
37-38；
〈臺灣公學校生徒ノ机腰掛寸法、明治三十六年一月、總學第四八號總務局長通牒〉
，
渡邊節治編，《提要對照臺灣小公學校關係法規》(臺北：臺灣子供世界社)，頁 367-370。
10
〈臺灣公學校學校醫職務規程〉，
《臺灣總督府府報》，訓令第 73 號，1910 年 4 月 19 日；〈明
治四十三年四月府令第三十號臺灣公學校兒童身體檢查規程中改正〉，
《臺灣總督府府報》，府
令第 50 號，1912 年 12 月 17 日。
11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部學務課，《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九年報》
（臺北市：臺灣總督府民政部
學務部學務課，1913 年）
，頁 34；明治 36 年（1903）的學事年報中曾有過「學校衛生」一節，
不過內文指出學校衛生當前發展沒有一定的規制，因此像是小公學校、國語傳習所等機關，只
能臨時性的委託在地公醫為兒童施行身體健康檢查；明治 43 年（1910）學事年報中「學校衛
生」一節僅提及身體檢查，隔年增加全島學校醫設置情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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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防治砂眼、霍亂急性傳染病等主題。12
明治 44 年（1911）總督府官制改正（勅令第 260 號）
，在各課務分掌事項中，
學務課視學掛中增加「學校衛生以及建築相關事項」一項，為成文化的學校衛生
事務掌理之嚆矢，性質由原本「視察」轉為「管理」。13總督府官制幾多變遷，
因此掌理學校衛生事務的行政單位也多有更動，對此可參照表 2-1。

表 2- 1 學校衛生事務執掌行政單位變遷
時間 行政組織圖

執掌學校衛生的行政單位與執掌要項

1911

民政部

學務部

學務課

庶務掛

經理掛

編修課

教務掛

1917

視學掛

民政部

學務部

學務課

編修課



民政部學務部學務課視學掛

1.

學事之視察相關事項

2.

教員之檢定及許可相關事項

3.

學校之衛生及建築相關事項

4.

講習會相關事項

5.

展覽會、博覽會及通俗教育相關事項

6.

教育、學藝之調查相關事項



民政部學務部學務課教務係

1.

教育、學藝之調查及設施相關事項

2.

私立學校及書房相關事項

3.

學校、講習所、幼稚園及圖書館職員相
關事項

庶務掛

教務掛

4.

學事視察相關事項

5.

學校衛生相關事項

6.

教員之檢定及許可相關事項

7.

講習會相關事項

8.

展覽會、共進會、博覽會及通俗教育相
關事項

12

13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部學務課，《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三年報》
（臺北市：臺灣總督府民政部
學務部學務課，1907 年），頁 3；
《臺灣總督府學事第四年報》（臺北市：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
務部學務課，1908 年）
，頁 4；
《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七年報》
（臺北市：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
部學務課，1911 年）
，頁 6；
《臺灣總督府學事第八年報》
（臺北市：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部
學務課，1912 年），頁 6、14。
臺灣教育會，
《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87；丸山芳登，
〈臺灣に於ける學校體育の沿革概要〉
，
頁 3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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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民政部

內務局

局長專屬

社寺課

地理課

地方課

學務課

庶務掛

編修課

教務掛

1924

9.

留學生相關事項



內務局學務課教務掛

1.

學校、幼稚園、圖書館之職員相關事項

2.

教育學藝之調查及設施相關事項

3.

學事視察相關事項

4.

學校衛生相關事項

5.

教員之檢定及許可相關事項

6.

講習會相關事項



文教課的兼任技師

1.

學校衛生相關事項

內務局

庶務係

地方課

文教課

土木課

資料來源：臺灣教育會，
《臺灣教育沿革誌》
（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 年）
，頁 87、89、
101；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部學務課，
《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二十三年報》
（臺北
市：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部學務課，1926 年）
，頁 65、67

大正 6 年（1917）
，訓令第 102 號公布「臺灣總督府學事視察規程」
，針對明
治 32 年（1899）的「學事視察規程」不足處進行修正。其中第一條視學官及視
學奉命從事學事視察項目，將過去「設備之齊否及衛生之適否」改為「學校衛生
的狀況」。14視察項目規定以「學校衛生」一詞代替了「設備與衛生」，可視作是
總督府對學校衛生關心面向的擴大。
大正 6 年（1917），學務部處務規程作了一次改正，廢除學務課中經理係與
視學係，其中將視學係所負責視察的學校衛生併入教務係。15同年，學務部為改
善學校衛生，囑託總督府防疫醫官醫學士荒井惠，擔任學務部學校衛生主任（學

14
15

臺灣教育會，
《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55。
臺灣教育會，
《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88、8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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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衞生取扱），進行教職員的健康檢查，與各項學校衛生調查，16但此次囑託為
臨時性質，並非定制。
1920 年代受到內地延長主義的影響，日本的學校衛生法規延長至臺灣施行，
大正 10 年（1921）起陸續發佈「發育概評決定標準」
、
「學校傳染病預防規則」。
前者作為評比內地人與本島人發育情形的根據，後者準照日本內地學校傳染病，
根據不同類型的傳染疾病，學校方面必須有不同的處理方式。17
大正 11 年（1922）則有「臺灣公立學校設置學校醫之件」、「臺灣公立學校
醫囑託及職務相關規則」的公布，確立在公立學校設置學校醫，並更改學校醫資
格，對學校醫的工作內容有更細緻的規定。18
大正 12 年（1923）
，學校衛生事務改囑託警務局衛生課技師梅本英太郎19兼
務學務課負責，隔年（1924），總督府官制調整，將學務課、編修課、社寺課及
市街庄課合併新設文教課，學校衛生事務延續由梅本英太郎兼務文教課負責，持
續到昭和 3 年（1928）
，意即是文教局設立後兩年。20總督府先是囑託臨時性質
的防疫醫官，後以（警務局）衛生課技師兼務文教課學校衛生事務，越發重視學
校衛生需要專業人才以及更多的時間來推動。
日本統治以後，臺灣總督府陸續發佈學校衛生相關法令，重視學童身體檢查
結果、學校環境設備整理、學校醫設置情況以及學校常見傳染病之防治。另一方
面，透過學事會議的討論，使學校關係者了解學校衛生相關事項。學校衛生事業
16

17
18

19

20

《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 第二十三編》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1919 年），頁 570-571；
〈學校衞生取扱 學務部に新設〉，
《臺灣日日新報》
，1917 年 7 月 6 日，7 版
范燕秋，〈日本帝國發展下殖民地台灣的人種衛生（1895─1945）
〉，頁 94。
〈臺灣ニ於ケル公立學校ニ學校醫ヲ置クノ件〉
，《臺灣總督府府報》
，敕令第 24 號，1922 年
2 月 21 日；
〈臺灣公立學校醫ノ囑託及執務ニ關スル規則〉，
《臺灣總督府府報》
，府令第 14 號，
1922 年 2 月 26 日。
〈梅本英太郎學務課兼務〉，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永久保存，1923 年 11 月 1 日；梅本英
太郎生於 1881 年 1 月 8 日，山口縣人，畢業於京都醫學專門學校，先後任職於京都帝國醫科
大學內科、關東都督尉海務局防疫事務囑託、東京帝國大學傳染病研究技手與內務省防疫事務
囑託。1921 年為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囑託。
〈
〔府技師〕梅本英太郎學務課兼務〉，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永久保存（進退），1923 年
11 月 1 日；
〈
〔技師〕梅本英太郎文教局督學室兼務ヲ命ス〉，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永久保
存（進退）
，1926 年 10 月 1 日；
〈梅本英太郎文教局學務課兼務ヲ免ス〉，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
纂》，永久保存，1928 年 12 月 1 日；
〈高森甲午郎外十二名〉，
《臺灣總督府府報》，1923 年 11
月 28 日；《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二十三年報》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文教課，1926 年），頁 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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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法規公布，組織的完備逐漸於各地展開。

第二節 學校衛生事業內涵的擴大
總督府官制中掌理學校衛生之單位，於 1920 年代後期再度有一個大變化。
大正 15 年（1926）10 月 12 日勅令第 321 號總督府官制部分條文修正公布，將
原先內務局下執掌學務事項的文教課，升格為文教局。文教局下的學校衛生事業
發展有了三項變動，一是增置體育衛生係；其二，設立學務課技師；其三是昭和
6 年（1931）開始有固定討論學校衛生的研究會。以下分從行政機關、衛生技師
以及研討會議三方進行討論。

一、文教局下體育衛生係的設置
文教局設立原因是為強化學校教育的指導監督與推動社會教化，同時鑑於總
督府官制內負責學事職務的官員，僅文教課長一名與視學官、編修官各二名，無
論是人力或是官制層級上都明顯不足。故文教局下設置庶務係、督學室、學務課
與社會課，配有數名視學官、社會教育事務官，後再增設編修課，擴充文教系統
的行政人力與資源。21
陳文松的研究指出，文教局設立的意義絕非僅只是一個新機關的設立，而是
代表總督府轉向文化統治，將受過教育的青年視為教化對象。22不過，文教局新
設的意義不僅只是社會教育受到重視，體育也是此次政策轉換的重點，
在正式公布文教局官制之前，於報紙上可見有關於文教局內之分掌事項的討
論：
文教局□見設置，而現在之文教課，需於同時廢止，就中設社會課、學務
客、督學官室等……本十一日文教規定改正之部局長會議，必有議論，尚督學官

21
22

臺灣教育會，
《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18-119。
陳文松，
〈青年の争奪：1920 年代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青年教化運動一文教局の設立を中心に
して〉（東京大学総合文化研究科修士論文，2000 年）。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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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定員凡五名，實業教育一名高等教育一名、初等普通教育一名，師範教育二名，
俱擬任命專門的者，庶得發揮視學機能，努力本島教育，俾得發達焉。尚體育學
校衛生方面，亦擬技師一名，並將來增員，本年因預算關係所不許，故對此方面，
擬由初等普通教育視學官兼辨之。23（底線為筆者所加）

臺灣教育沿革誌中則提及設立文教局的原因之一：「近日於本島，體育可見
漸次普及發達，而時勢之進展有必要愈發使之向上，與精神方面之設施相佐，俾
培養身心皆健全之國民。尤其是本島特有之氣候、風土，有進一步獎勵體育之必
要」。24由此可知設立文教局的目的除了強化學校教育與社會教化外，同時也在
獎勵體育，重視學校衛生來養成健全國民。只是文教局囿於經費，擬先以視學官
兼辦學校衛生事務。
從結果來看，經費問題確實使得文教局無法聘任專業技師來辦理學校衛生事
務，因此學校衛生事務先暫由督學室負責（圖 2-1）
，翌年（1927）總督府發布訓
令，將學校衛生業務改由學務課負責（圖 2-2）
，25規定學務課所掌事務包括「學
校衛生相關事項」與「體育相關事項」兩項。26從此時起，學校衛生業務包含了
學校衛生與體育兩部分。

23

24
25

26

〈文教局內之分掌 社會課之分擔問題〉
，
《臺南新報》
，1926 年 10 月 11 日，6 版；
〈關係部局
長議 文敎局事務分掌〉
，《臺灣日日新報》
，1926 年 10 月 10 日，4 版。
臺灣教育會，
《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20、121。
隨著負責學校衛生事務單位由督學室轉移到學務課，原在督學室的梅本英太郎也轉至學務課
繼續兼務學校衛生的工作；
〈梅本英太郎文教局學務課兼務ヲ命ス、文教局督學室兼務ヲ免ス〉
，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永久保存，1927 年 4 月 1 日。
〈臺灣總督府官房竝各局事務分掌規程中改正〉
，《臺灣總督府府報》
，訓令第 24 號，1927 年
4 月 16 日；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
，頁 1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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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局

庶務係

督學室

學務課

社會課

1.學事視察相關事項
2.教育教化之指導改善相關事項
3.教育學藝之調查相
4.教員檢定相關事項
5.體育及學校衛生相關事項

圖 2- 1 1926 年執掌學校衛生事務單位示意圖
資料來源：
〈臺灣總督府官房竝各局事務分掌規程中改正〉
，
《臺灣總督府府報》
，訓令
第 24 號，1926 年 10 月 12 日。

20

製作健康兒童－日治時期臺灣學校衛生事業之發展

文教局

庶務係

督學室

學務課

社會課

1.敕語謄本相關事項

2.學校、幼稚園設立與廢止事項

3.學校、幼稚園的經費事項

4.學校職員人事相關事項

5.教員資格事項

6.教員檢定相關事項

7.教員講習相關事項

8.學校衛生相關事項

9.體育相關事項

10.學事統計相關事項

11.留學生相關事項

12.學事會議相關事項

13.專門學校學者檢定與其他委託試驗相關事項
14.對岸學校相關事項
15.教育調查物學制相關事項的出版發佈事項
16.其他學事

圖 2- 2 1927 年執掌學校衛生事務單位示意圖
資料來源：
〈文敎局處務規程〉
，
《臺灣總督府府報》
，彙報（官廳事項）
，1927 年 4 月
19 日。

其後，因應日本內地學校衛生與體育運動一元化，在昭和 3 年（1928）將原
由日本內務省主管的體育運動事項，改由日本文部省管理，文部省下「學校衛生
課」因而改稱「體育課」，臺灣方面則於昭和 4 年（1929）6 月，文教局所務規
程改正，在學務課下增設「體育係」（圖 2-3）
，推動學校衛生與體育事項，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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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一兼任技師輔助「體育係」事務推動，但限於經費僅為兼任。27同年 12 月文
教局所務規程再度改正，將「體育係」更名為「體育衛生係」。28

文教局

庶務係

督學室

文書係

學務課

學務係

社會課

體育係

經理係

1.學校衛生相關事項
2.體育相關事項

圖 2- 3 1929 年執掌學校衛生事務單位示意圖
資料來源：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處務規程中改正〉
，
《臺灣總督府府報》
，彙報（官廳事
項）
，1929 年 6 月 30 日。

日本內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重視國民體位向上，根據統計資料指出壯丁
體力低下，結核病、虛弱兒童、近視、齟齒等情況增加，反省與改善過去以來的
學校衛生。根據文部省衛生官吉田章信的說法，「衛生」在積極意義上，包含了
「體育」概念。表示學校衛生積極的性格，可以幫助兒童提升健康狀況。29日本
內地的學校衛生開始主張體育與衛生的結合，影響臺灣的文教局新設「體育衛生
係」，也在臺灣的學校衛生事業加入「體育」概念，一方面注重環境衛生、身體

27

〈皆吉質任臺北醫學專門學校教授、兼府技師〉
，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1929 年 10 月 1 日，
甲種永久保存。
28
丸山芳登，
〈臺灣に於ける學校體育の沿革概要〉
，頁 30-31；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處務規程中
改正〉，
《臺灣總督府府報》彙報（官廳事項）
，1929 年 6 月 30 日、1929 年 12 月 4 日。
29
七木田文彥，
《健康教育教科「保健科」成立の政策形成―均質的健康空間の生成》
（学術出
版会，2010）
，頁 19-20；北豐吉，《學校衛生概論》（東京：右文館，1921 年）
，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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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育的監控，同時開始以促進學童健康狀況為主軸。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總督府應該也有考量到臺灣島內的實際情況。臺灣衛生
狀態雖逐年進步，不過總督府仍然認為一般島民衛生觀念幼稚，霍亂、傷寒等其
他傳染病仍盛行，再者本島乳幼兒死亡率與內地相比高出許多，因此除了防遏傳
染病著重預防治療之外，還要推出更積極的保健行政。易言之，除了著眼於預防
與治療疾病的消極衛生，另應增強勞動衛生、學校衛生或其他衛生設備，作為積
極保健的要項。30另一方面，對於總督府而言，體育不只是單純的運動競技，而
是為了改善國民體格，提升國力，用來振興精神、鍛鍊身體進而磨練意志與陶冶
國民精神。1920 年代臺灣體育運動團體組織倍增，總督府合併原有體育組織組
成臺灣體育協會，加速體育風氣的推廣。31學校衛生與體育活動同樣都是關注發
育、促進健康衛生為目的，因此兩者到 1920 年代中期以後漸漸被視為同樣的事
情。
此時期學校衛生的內涵分為兩部分，其一是承襲以往學校衛生措施，從衛生
學出發，維護學校衛生設備、重視身體檢查，另一是以醫學為根據，為了增進兒
童健康，而推行的體育運動，呈現比較積極的一面。
「衛生」與「體育」不僅在官制設計上結合，從學校衛生相關職責者的經歷、
專長，以及「體育衛生係」職掌的內容來看亦是如此。
「體育衛生係」一開始是由一名人員負責，昭和 6 年（1931）起增加人力。
關於體育衛生係負責要員可參考表 2-2。

30

31

臺灣總督府，
〈昭和二年九月警察會議議事事項及訓示〉
，
《詔敕.令旨.諭告.訓達類纂（二）》
（臺
北市：成文出版社，1999 年）
，頁 553-554。。
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日治前期（1895-1922）臺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
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林丁國，
〈觀念、組織與實踐：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
展(1895-1937)〉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 年）
，頁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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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體育衛生係職員一覽表
時間

職員

技師

1929

村橋昌二（屬）

皆吉質

1930

村橋昌二（屬）

皆吉質

1931

村橋昌二（屬）
藤本秀松（囑託）

皆吉質

1932

村橋昌二（屬）
藤本秀松（囑託）

岡野丈雄

1933

村橋昌二（囑託）
藤本秀松（囑託）

岡野丈雄

相良長隆（囑託）
1934

村橋昌二（囑託）
藤本秀松（囑託）
相良長隆（囑託）

岡野丈雄

1935

村橋昌二（囑託）
藤本秀松（囑託）

岡野丈雄

1936

濱崎良三（屬）
村橋昌二（囑託）
藤本秀松（囑託）

岡野丈雄

1937

村橋昌二（囑託）

丸山芳登

藤本秀松（囑託）
資料來源：
《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第二十八年報~第三十六年報》
（臺灣總督府，
1932-1940）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昭和四年~昭和十二年》
（臺
灣時報，1929-1937 年）
。

其中村橋昌二32與藤本秀松33任職「體育衛生係」時間甚久。值得注意的是，
村橋昌二身兼臺灣體育協會總務部幹事與網球部幹事，活躍於臺灣體育協會，多
次代表臺灣體育界出席全國體育主事會議，率領運動選手至日本進行比賽，以及
32

33

村橋昌二出生於 1888 年 1 月 11 日，畢業於縣立第二鹿兒島中學校，1910 年擔任臺灣總督府
稅關監吏，1914 年任臺灣總督府鐵道部書記。1926 年以臺灣總督府屬的身份於文教局中工作，
1929 年擔任臺灣總督府師範學校書記兼臺灣總督府屬。
〈村橋昌二依願免本官〉
，
《臺灣總督府
公文類纂》
，甲種永久保存，1932 年 4 月 1 日。
藤本秀松出生於 1899 年 6 月 12 日，畢業於明治大學法學部英法科，1929 年取得教員免許令
（教師執照）
，1930 年於第一高等女學校擔任教務。1931 年受囑託於文教局學務課負責體育衛
生事務。1941 年擔任體育官補。
〈藤本秀松任臺灣總督府體育官補、俸給、勤務〉
，
《臺灣總督
府公文類纂》，甲種永久保存，1941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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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菲律賓視察體育發展情況；34藤本秀松自身為游泳好手，致力於推展游泳運動，
同樣在臺灣體育協會任有游泳部幹事一職，35可見文教局體育衛生係與臺灣體育
協會關係密切。36另方面，村橋昌二與藤本秀松為體育界出身，負責體育衛生係
事務，著力於推動體育運動，反映此時學校衛生事業的內涵中，體育的部分比例
加重。
在執掌事務方面，昭和 4 年（1929）12 月文教局所務規程改正，規定「體
育衛生係」分掌要項為：

一、體育相關事項
二、學校衛生相關事項
三、身體檢查統計相關事項37

昭和 6 年（1931）執掌項目增加一項，即「臺灣體育協會相關事項」，不過
同年第四項隨即又刪除。此後直到日本統治臺灣結束執掌項目都未有改變：

一、學校衛生相關事項
二、學生、生徒、兒童之身體檢查相關事項
三、學生、生徒、兒童之體育運動相關事項38

34

35

36

37

〈村橋屬體育主事會議出席〉，
《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4 月 28 日，2 版；
〈比島の體育界を
視察に行く〉
，
《臺灣日日新報》
，1928 年 1 月 5 日，n2 版；
〈比律賓體育視察報告（1）〉
，
《臺
灣教育》317（1929 年 1 月），頁 83-96；
〈比律賓體育視察報告（2）〉，
《臺灣教育》318（1929
年 2 月）
，頁 83-96；
〈村橋昌二氏 全日本體育主事會談に出席〉，
《臺灣日日新報》
，1931 年 7
月 9 日，7 版；
〈陸上競技 本島代表 けふ出發〉，
《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10 月 17 日，7 版；
〈村橋幹事上京〉，
《臺灣日日新報》
，1936 年 5 月 17 日，n2 版。
〈敎育會主開 水泳講習 體育講演〉，
《臺灣日日新報》
，1927 年 8 月 7 日，4 版；
〈台覽水
上競技の後感 臺比戰ふべきか〉，
《臺灣日日新報》
，1931 年 7 月 4 日，6 版；〈臺灣代表 水
泳選手 十七日出發〉，
《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9 月 4 日，7 版；
〈水泳講習會〉
，《臺灣日日
新報》，1933 年 8 月 3 日，n2 版。
臺灣體育協會宗旨在圖謀國民身體之健全及精神之充實，獎勵體育事業之發達為目的；
《臺灣
體育學會創立十周年紀念に際して》
（財團法人臺灣體育協會，1933 年），拉頁無頁碼。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處務規程中改正〉，
《臺灣總督府府報》彙報（官廳事項），1929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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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日治前期總督府對於兒童身體檢查的重視，身體檢查獨立為一要項，另
方面，總督府重視體育，希望推廣運動增進兒童健康，此時的體育衛生係職務內
容融合了學校衛生與體育概念。

二、學校衛生技師的增置
昭和 4 年（1929）增設體育係後，隨之再增置一名兼任學務課技師，首任學
務課技師為皆吉質39。皆吉質於昭和 7 年（1932）卸任，接任者為岡野丈雄40直
至昭和 12 年（1937）轉任東京，同年由丸山芳登接任。三人共同點在於：具備
醫學博士身份，並擁有衛生學知識或曾擔任過衛生試驗所技手之經驗，且皆以臺
北醫學專門學校教授為本務，兼任學務課技師。
學務課技師負責協助「體育衛生係」，具體工作內容為：視察地方學校衛生
及學校體育發展情形，參加地方性校醫會議、文教局舉辦的學校衛生研究會，總
督府舉辦的體育研究會，或全島性質的教育課長會議，在這些會議或研究會上，
他們以自身的專業醫學知識，進行演講或針對當前學校衛生問題提出改善方法。
41

38

39

40

41

丸山芳登，
〈臺灣に於ける學校體育の沿革概要〉
，
《臺灣學校衛生》5（1939 年 9 月）
，頁 30-31；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處務規程中改正〉，
《臺灣總督府府報》彙報（官廳事項），1929 年 6 月 30
日、1929 年 12 月 4 日；昭和 6 年（1932）12 月第四項「臺灣體育協會相關事項」刪除。
皆吉質生於 1883 年 11 月 15 日，茨城縣人，畢業於大阪府立高等醫學校，先後任職於大阪府
高等醫學校院醫員、大阪衛生試驗所技手、警察部衛生課、內務部教育課學務係、大阪府學校
衛生主事、學務部教育課、學務部督學課，1932 年取得大阪醫科大學博士學位。
〈皆吉質任臺
北醫學專門學校教授、兼府技師〉，
《臺灣總督府檔案》，甲種永久保存，1929 年 10 月 1 日。
岡野丈雄生於 1900 年 2 月 21 日，福岡縣人，1925 年畢業於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緊接著進
入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衛生學講座專攻衛生學，同年成為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助手，1932 年
取得東京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岡野文雄任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教授兼臺灣總督
府技師、俸給、勤務〉
，《臺灣總督府檔案》
，甲種永久保存，1932 年 9 月 1 日。
〈岡野醫專教授 高雄を視察 主として學校衞生につき〉，
《臺灣日日新報》
，1932 年 12 月
9 日，3 版；
〈臺北市内 校醫會議 七日在樺山小〉，
《臺灣日日新報》
，1932 年 12 月 6 號，
n4 版；
〈州敎育會主催 體操研究會 建成小學校て〉，《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2 月 7 日，
n2 版；
〈臺北體育研究會の研究會〉
，
《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6 月 21 日，7 版；
〈全島敎育課
長會議開く〉，
《臺灣日日新報》
，1935 年 5 月 28 日，2 版；
〈督府主催體育研究會 總督の訓
示-諮問事項の答申／諮問案答申要項〉，
《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7 月 6 日，n1 版；
〈計學校
衞生普及發達 府會議室開研究會 有安武文敎局長訓示〉，
《臺灣日日新報》
，1933 年 9 月 30
日，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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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 12 年（1937）
，由丸山芳登接任學務課技師，總督府也新訂該職務的分
掌事項：

一、學校、幼稚園等校地、校舍、校具及其他設備之衛生相關事項
二、學校疾病預防與治療，及飲食物相關事項
三、教授衛生相關事務
四、學校、幼稚園等身體檢查及體力檢查相關事項
五、身體虛弱者或精神薄弱者之監督養護事項
六、體操、其他相關運動之指導監督事項
七、學校衛生與體育運動之調查研究事項42

從分掌要項來看，該職務處理的學校衛生事務主要有三個方針。其一是關注
學校環境設備、常見傳染病、學童身體檢查狀況與「教授衛生」。教授衛生指的
是學童在學習的過程中，考慮身心發展無礙，避免有阻礙發育的情況發生，因此
諸如通學距離、就學年齡、教授時數、班級人數、教室照明、體罰與照明等都是
需要注意的部分，43以上是日治前期總督府學校衛生事業發展的重心，也是總督
府學校衛生事業發展核心。
其二，是融合學校衛生與體育活動，反映 1920 年代在總督府強化體育，培
養健全國民的企圖下，學校衛生與體育活動概念連結的特點。
最後是推廣「養護」
。
「養護」概念是強調兒童身體保健與確保體力增進，自
1930 年代起開始被強調。
總督府過去未規定學務課技師執掌要項，但昭和 12 年（1937）
，丸山芳登上
任時特別列出七要項，可見總督府學校衛生的內涵不斷擴大。由最基本的，關注
42

43

〈丸山芳登兼任臺灣總督府技師、敘高等官三等、文教局學務課勤務ヲ命ス〉，
《臺灣總督府
公文類纂》
，1937 年 3 月 1 日，甲種永久保存。
丸山芳登，
〈臺灣に於ける學校體育の沿革概要（承前）〉
，
《臺灣學校衛生》6（1939 年 12 月），
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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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身體發育檢查與學校環境設備學校衛生內涵核心，加入體育活動的概念，擴
大學校衛生的範圍。但此職掌要項在隔年，昭和 13 年（1938）
，即被總督府新設
體育官職務取代。

三、「全島學校衛生研究會」的召開
1930 年代，學校衛生確立由體育衛生係與兼任學務課技師負責，此時各地
學校醫與學校衛生講習會舉辦的頻率升高，顯示總督府對於學校衛生的重視增加。
44

昭和 6 年（1931）臺灣教育會舉行第一回「全島學校衛生研究會」，以改善學

校衛生為目的，45其後分別於昭和 8 年（1933）
、昭和 10 年（1935）以及昭和 12
年（1937）各舉辦一次。46
「學校衛生研究會」的列席人員中，總督府方面有文教局長、學務課長、學
務課技師及視學官；地方州廳則由各州廳指派代表兩名，通常在州方面為教育課
兼務的衛生課技師或是衛生技師，廳方面為庶務課兼務之警察醫，以及各州廳的
視學，再加上各直轄學校派出的校長、學校醫等代表。47
會議進行方式，由臺灣教育會以及總督府學務課技師代表總督府，與各州廳
衛生技師、直轄學校代表討論，議題多就目前學校衛生發展上的問題，由與會人
員提出意見與解決辦法。（關於會議討論要項可參考附錄三）
在昭和 6 年（1931）首次舉行的「學校衛生研究會」中，時任文教局長的大
場鑑次郎，於致詞中表示現下的教育是不能忽視兒童身體發育的時代，學校衛生
在學校教育中非常重要，也有針對本島特殊情形，進行特別研究之必要，而這也

44

45
46

47

〈本島最初の學校醫會議 新竹州主催〉
，《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6 月 4 日，2 版；
〈臺南
州下 學校醫會議〉，
《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6 月 13 日，n4 版；
〈臺中州開學校醫會議 當
局及校醫均有希望〉，
《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4 月 27 日，4 版；
〈基隆市小公學校醫及校長會
議〉，
《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5 月 10 日，2 版；
〈學事講習會 臺灣敎育會主催／學校衞生講
習會〉，
《臺灣日日新報》
，1929 年 4 月 16 日，n1 版。
〈學校衛生 研究改善 九日開會〉
，《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7 月 28 日，8 版。
現有資料中提及學校衛生研究會有第一回（1931）
、第三回（1933）
、第四回（1935）
、第五回
（1937）
，獨缺第二回的資料，若撇除第二回會議，則其餘四回固定每兩年舉辦一次，筆者推
測若第二回為筆誤，則台灣教育會一共舉辦四回。
〈全島學校衛生研究會〉
，《臺灣教育會》351（1931 年 10 月 1 日）
，頁 1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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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學校衛生研究會」舉辦的意義與目的。48
「學校衛生研究會」首回討論議題重心，以兒童身體檢查與學校醫設置為主，
指出學校衛生人力不足的問題。總督府技師皆吉質認為學校醫是推動學校衛生的
原動力，不過當時學校醫設置情況不理想，學校醫多為當地公醫兼任，又或一名
學校醫身兼好幾所學校之責，加上學校醫待遇不佳，遂無法充分發揮學校醫的成
效，確保學童身體健康。49因此皆吉質建議在各地設立衛生技師，投入更多人力
推動學校衛生。
昭和 10 年（1935）第三回學校衛生研究會，安武直夫文教局長在訓示中提
到，為了培養身心健全國民，體育是重要的工作之一。昭和 10 年（1935）與昭
和 12 年（1937）兩次「學校衛生研究會」中，加重如何推廣體育的討論，如「小
公學校體育運動需留意的指導事項」，或針對昭和 9 年（1934）開始實施的學童
體力檢查，關心如何利用檢查成績幫助兒童增進體力，凸顯總督府對於體育的重
視。
綜括此期學校衛生發展的特色，文教局設立之前，視察各地學校衛生發展，
針對學校衛生問題提出解決方法與意見，是由視學官或總督府指定的防疫醫官共
同負責，不過兩者未明確劃分職權界限。視學官不需具備醫學知識背景，因此在
視察學校衛生發展或給予意見時，不如臺北醫學專門學校教授兼學務課技師，能
從醫學專業的角度給與確切的指導；而總督府指定防疫醫官，從事學校衛生事業
也僅是暫時性質，主要職責並非學校衛生。
因此，設立「體育衛生係」，與新增一名學務課技師從事學校衛生的意義，
與過去相比，有五點突破。其一，學校衛生事業分掌事項劃分更為明確，一改臨
時囑託性質，由醫學教授負責視察。其二，學校衛生事務的職掌有明確的主事者，
以及執掌單位穩定未再更動，得以長遠從事學校衛生視察與推行。其三，學務部
技師一職強調醫學專業性，因此皆吉質、岡野丈雄與丸山芳登三人都具醫學與衛
48
49

〈全島學校衛生研究會〉
，《臺灣教育》351（1931 年 10 月 1 日），頁 102-103。
〈全島學校衛生研究會〉
，《臺灣教育》351（1931 年 10 月 1 日），頁 10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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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背景，得以就所學知識與過去累積的工作經驗，實現於臺灣學校衛生事業之
上。其四，相對於學務部技師以醫學為專長，負責體育衛生係的職員則以體育出
身為主，著重於體育活動的推展，呈現此期學校衛生行政中衛生與體育結合的特
性。其五，學校衛生的內涵可分做為了要保持兒童健康的學校衛生，是前期總督
府學校衛生事業的重點，呈現的是比較消極的一面；另外就是為了要增進兒童健
康，加入體育概念的學校衛生，呈現積極的一面。如圖 2-4 所示，學校衛生與體
育活動同為學校衛生的一部份。

學校衛生＝消極的學校衛生
目的：保持健康

學校衛生
學校體育＝積極的學校衛生
目的：增進健康
圖 2- 4 文教局下的學校衛生概念
參考來源：筆者自繪

第三節 學校衛生行政的專職化
昭和 12 年（1937）進入戰爭時期以後，臺灣與日本內地同步強調「國民體
位向上」，希望藉由體育運動增進健康。為了加強學校衛生對兒童身體的照護，
總督府設置專職處理學校衛生的官職與組織。以下分從官職的設置與組織的建立
進行討論。

一、體育官的創設
昭和 13 年（1938）以勅令第 554 號公布修正臺灣總督府官制，於文教局中
增加一專任體育官，及一專任體育官補，規定「體育官隸屬文教局，奉上級之命，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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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掌有關體育運動以及學校衛生之事務」
，
「體育官補隸屬文教局，奉上級之指揮，
協助體育官之事務」。50
首任體育官由時任學務課技師的丸山芳登出任（圖 2-5）
，原體育衛生係並未
廢除。與前期相比，總督府在戰時下設想的學校衛生內涵，重心越加偏向體育的
方向，著重提升兒童體力。

圖 2- 5 丸山芳登像
資料來源：作者不詳（日治時期昭和 1 年），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
，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07/d2/9c.html（2013/02/02 檢索）。

從體育官設立的過程可以了解，昭和 10 年（1935）岡野丈雄提出學校衛生
發展中，學校衛生人力不足的問題，以及體育行政機關的充實是當前緊要之工作。
51

約在同一時期，
《臺灣日日新報》時論也指出臺灣學校衛生行政，僅有文教局

學務課下一兼任技師，在執行學校衛生事業時有所不足，應該確立學校衛生行政

50

〈臺灣總督府官制中改正〉，
《臺灣總督府府報》
，敕令第 554 號，1938 年 8 月 4 日。
岡野丈雄，
〈學校衛生に就て〉
，
《臺灣教育》400（1935 年 12 月）
，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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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作為學校衛生振興的第一緊急要務。52學校衛生行政發展至 1930 年代後
期，人力漸顯不足。
關於學校衛生行政的改善，昭和 10 年（1935）年文教局檢討過去僅著重傳
染病防治，預計編列 2 萬 5 千圓作為提升學校衛生與體育向上之用，以加強運動、
鍛鍊學生體格為學校衛生事業重心，並打算設置一名學校衛生官，學校醫生補兩
名，以達到發揮充分指導學校衛生發展之效，作為昭和 12 年（1937）新規事業。
53

文教局原本打算擴充學校衛生人事的計畫，一直到昭和 13 年（1938）
，才落實

在文教局學務課中增置專任體育官。
文教局原先預定設置學校衛生官，最後卻是設置專任體育官，中間的變化因
資料有限，尚未能確定兩者是否有關連，但關於設置體育官一事的理由，可根據
「臺灣總督府官制改正之件」中的增員說明書了解：54

一、近來我國民體位漸次低下，死亡率、罹病狀況以及平均壽命都
比其他文明國還要惡劣，尤其是在青壯年之間結核病之蔓延，以及
學生生徒之間近視以及蛀牙的累積增加，在壯丁檢查中筋骨薄弱者
激增，對此情形相當堪憂。於內地為了增進國民健康向上，在文部
省內設有體育官，在北海道廳及各府縣設有體育衛生主事以及學校
衛生技師，執掌體育運動又或是學校衛生相關事務，此次為更快速
且徹底的增進國民健康並使體力向上，以圖使國力飛躍的增進，正
是當下之急務，是作為設立厚生省之理由。

二、而觀本島之實情，在氣候風土的關係上，保健狀態不良的情況

52

53

54

〈閑却されたる學校衞生組織 敎育の質に關する重大問題〉
，《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7
月 13 日，2 版
〈文敎局新規豫算 計上約二萬五千圓 圖學校衞生體育向上〉
，
《臺灣日日新報》
，1935 年 7
月 7 日，12 版。
〈敕令第五五四號臺灣總督府官制中改正ノ件〉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938 年 1 月 1 日，
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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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住民的體位可見低下，學生兒童的身體發育與內地相比較為低
劣，而在本島保健設施尚未完備，也還未設置一專任職掌體育衛生
的職員，不過只有一總督府兼任技師負責學校衛生、學生兒童身體
檢查以及體育運動相關事項的處理，這樣作為確保帝國南方生命線，
期待國運之發展實在是相當遺憾，故提倡改善之對策相當必要，遂
就本府文教局學務課中盡快設置體育官一人、體育官補一人，進行
體育運動及學校衛生各種相關調查研究，以樹立適合且正確之對策，
並努力於監督地方，指導地方。（底線為筆者所加）

總督府對比日本內地學校衛生行政發展情況，以及當前臺灣學校衛生發展困
境，直指僅有一學務課兼任技師，卻必須推展學校衛生、關注兒童身體檢查狀況，
及推廣體育運動，事務繁多；而學校衛生發展是攸關次代國民學生兒童，作為人
力資源質量的關鍵，因此責任重大，增加人力推動學校衛生為當前學校衛生發展
最緊要問題。同時因應昭和 13 年（1938）日本成立「厚生省」
，進行以厚生省為
中心，展開改善健康、提升體力的「厚生運動」，以及為確保人力資源的品質，
將學校衛生的主事者由兼任轉為專任，顯示出總督府意圖透過強化學校衛生以達
到體位向上。
學校衛生事務的主事者由兼任轉為專任，職務擴大，範圍不限學校，也擴及
社會；對象不只是學校兒童、職員，而是全體國民。體育官負責的事務如下：

一、指導監督體育運動
二、調查研究體育運動及國民體位
三、體育館、運動場等事項
四、體育運動團體相關事項
五、學生兒童等身體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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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職員身體檢查、保健與保養
七、體育統計相關事項
八、監督指導學校衛生
九、調查研究學校衛生
十、學校衛生團體相關事項
十一、

教授衛生相關事項

十二、

校地、校舍、校具及其他設備之衛生

十三、

學校中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十四、

養護監督身體虛弱者及精神薄弱之兒童

十五、

其他體育運動及學校衛生相關事項55

對比昭和 12 年（1937）設定學務課技師分掌事項，職務要項擴充，增加了
學校衛生相關組織團體管理的部分。根據各分掌事項的要點，大致可分為五類
別：
1.

發育情形與健康狀況之掌握（第二、五、六項）

2.

學校環境與設備的管理（第三、十二項）

3.

養護概念與疾病預防（第十三、十四項）

4.

學校衛生與體育運動的推廣（第一、七、八、九、十一、十五項）

5.

學校衛生、體育活動相關組織團體的管理（第四、十項）

第一與第二類別是總督府學校衛生事業發展以來的重心。文教局自昭和 9 年
（1934）開始實施學生體力檢查，昭和 13 年（1938）起體育官結合學童身體檢
查與體力檢查，針對檢查結果，提出兒童的健康問題。56
第三與第四類別，結合學校衛生與體育活動，作為防治疾病，確保健康，進
55

56

〈敕令第五五四號臺灣總督府官制中改正ノ件〉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938 年 1 月 1 日，
永久保存。
丸山芳登，
〈臺灣に於ける生徒兒童の體力檢查成績〉，《臺灣學校衛生》10（1940 年 9 月），
頁 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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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增進體力的方法，與「體力向上」的國策密切結合。
最後，第五類是戰時下總督府對於體育、運動競技會、學校衛生會的統一管
理。本類主要是指，大正 9 年（1920）成立的「臺灣體育協會」
，與昭和 13 年（1938）
創立的「臺灣學校衛生會」，前者設立目的是鼓勵運動與體育交流，舉辦體育活
動；57後者設立宗旨是振興改善學校衛生，該組織發行的會誌由體育官擔任主編，
兩者在戰時下統一由體育官負責統籌。

二、臺灣學校衛生會的成立
在設置體育官之前，昭和 13 年（1938）總督府設立專職處理臺灣學校衛生
事務的組織－「臺灣學校衛生會」
。該會的設置可追溯到昭和 12 年（1937）的「學
校衛生研究會」
，文教局於會中提出「學校衛生團體結成相關之件」
，希望設立一
專門處理學校衛生的組織，結果得到全場一致通過。遂於隔年，召開「臺灣學校
衛生會」的創立委員會，會中明示為了「國民體位向上」，改善振興學校衛生是
當前急務，因此特組織「臺灣學校衛生會」，訂定臺灣學校衛生會會則，共分成
三章，分別為「名稱、目的及事業」
、
「組織」與「會計」
，會則見附錄四。
「臺灣
學校衛生會」組織的目的在改善振興臺灣學校衛生事業，希望藉由組織的推動，
更有系統而統一的推行學校衛生相關活動，並發行會誌《臺灣學校衛生》。58
臺灣學校衛生會的事務所設於文教局之內，協助總督府推動學校衛生事業，
是具官方性質的組織。於各州廳設置支會，各支會會長由該地方首長擔任。總督
府藉由臺灣學校衛生會推行全島規模學校衛生活動，再透過各支會推行地方性學
校衛生事業。
根據會則規定，臺灣學校衛生會的工作內容大致可分作三大要項：辦理學校
衛生相關講習會、發行會誌以及召開學校衛生總會。

57

58

鄭國銘，〈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體育組織及其運作的歷史考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2008 年）
，頁 237。
〈臺灣學校會會則〉
，《臺灣學校衛生》1（1938 年 9 月 1 日），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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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衛生相關講習會、展覽會開辦方面，臺灣學校衛生會發表學校衛生相
關的調查研究、舉行要養護者選定標準委員會、舉辦學校衛生相關展覽會等。59
其中學校衛生相關展覽會的舉辦，是針對一般大眾，欲普及學校衛生知識。例如，
為了使大眾認識青少年如何藉由營養改善提升健康，以第一回臺灣學校衛生會總
會為契機，臺灣學校衛生會舉辦「學童營養展覽會」，展出從初等學校低年級到
中等學校學生適合吃的通學便當食物三十種，還有從乳幼兒期到少年期的模範食
物百餘種，供給一般大眾參觀。另也藉由「兒童與營養」
、
「學童營養之歌」等廣
播，向全臺大眾宣導兒童健康的重要性與如何攝取營養的知識。60
第二項工作，臺灣學校衛生會於昭和 13 年（1938）9 月刊行機關誌《臺灣學
校衛生》，作為介紹學校衛生發展近況，與宣導普及最新學校衛生研究。該誌剛
發行時，因為投稿者少，加上經費不足，所以一年發行四回，為季刊。至昭和
15 年（1940）改為雙月刊，內容比過去充實，尤其是關於臺灣當地學校衛生推
展情況的研究成績越加豐富。61會誌中主要刊載當時學校衛生研究最新概況，及
當前學校衛生問題的解決方法，同時也介紹許多日本內地學校衛生發展情況。
第三項工作是召開學校衛生總會。臺灣學校衛生會於昭和 14 年（1939）在
臺灣教育會館召開第一回總會，至昭和 18 年（1943）為止，共開過五回會議。
會中提出學校衛生相關諮議事項進行討論，並於會中發表最新研究和演講，這些
研究成果與演講內容大多也都會刊載於會誌《臺灣學校衛生》中。（會議討論事
項可參考附錄五）
學校衛生總會關心如何提升兒童體位。一面訂立虛弱兒童的範圍，給予特別
照料，一面討論體力檢查成績，發表校長觀察學童罹病的情況。62

59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臺灣の教育》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41 年），頁 107-108。
〈本會主催學童營養展覽會開催〉
，《臺灣學校衛生》5（1939 年 9 月 1 日）
，頁 58；
〈學童の
營養展 お母さん方は見學が必要〉
，《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6 月 21 日，7 版。
61
丸山芳登，
〈臺灣に於ける學校體育の沿革概要（其の五）〉
，
《臺灣學校衛生》9（1940 年 7 月），
頁 56。
62
〈第一回臺灣學校衛生會總會概況〉，
《臺灣學校衛生》5（1939 年 9 月 1 日），頁 56-58；〈第
二回本會總會概況〉
《臺灣學校衛生》8（1940 年 5 月 1 日）
，頁 75-78；丸山芳登，
〈青少年養
護の緊要性と夏季養護學園開設に就ての注意〉
，
《臺灣學校衛生》8（1940 年 5 月 1 日）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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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章說明學校衛生職掌機關的變化，耙梳臺灣學校衛生發展過程與內涵的轉
變。可知臺灣學校衛生發展最初以實施身體檢查、整備學校環境設施、防治急性
傳染病與設置學校醫為主，著重於兒童體格發育情況，關注如何確保兒童在學校
內不患病，保持身體健康。
從行政機關來看，初期執掌學校衛生職權的機關獨立於公共衛生的警務系統
之外，但學校衛生規則與法令內容，不脫公共衛生發展初期重點：
「防疫」與「改
善環境衛生」。63
關於日治初期公共衛生事業發展情況，先行研究中指出總督府公共衛生事業
的具體成績大致有三，其一，建設衛生公共工程，如：上、下水道、公園綠地等，
提供民眾完善的衛生環境，其二為防治急性傳染病與風土傳染病的發生，前者以
鼠疫、傷寒與天花為主，後者主要為瘧疾，力圖降低當時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其
三，體現在醫療系統方面，推行公醫制度，規劃醫學教育培養在臺醫師，以及建
立西式醫療設施。641920 年代初，公共衛生重點延續日治初期著重大眾傳染病防
治與整備衛生環境外，日本內地保健衛生調查與措施延長至臺灣，國家公權力針
對大眾進行各種保健調查，其中「寄生蟲」問題為新增的公共衛生重點，因此總
督府對小公學校兒童進行全面的寄生蟲調查，學校開始固定每年定期施行排蟲活
動。65比較學校衛生與公共衛生事業發展，雖執掌單位不同，但學校衛生事業初
期不脫為公共衛生的一環，附屬於總督府公共衛生方針下進行，尚未突顯學校衛
生的特異性。
1920 年代在受到日本內地重視國民體格強健的影響，以及總督府推廣體育
活動，使臺灣體育風氣漸盛的情況下，總督府希望增進兒童的健康狀況，因此在

63
64

65

1-3。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臺灣の衛生》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1939 年），頁 1-2。
范燕秋，
《日據前期台灣之公共衛生─以防疫為中心之研究（1895─1920）
》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
范燕秋，《宜蘭縣醫療衛生史》
（宜蘭市：宜蘭縣政府，2004 年）
，頁 144-147。
37

第二章 臺灣總督府的學校衛生行政體系

學校衛生中加入體育的概念，反應在文教局增設「體育衛生係」以及一兼任學務
課技師之上，以做為負責推廣學校衛生與體育活動的行政單位。
從學校衛生行政機關的變化來看，大致可以 1930 年為分期點。在此之前學
校衛生行政機關不定，未有專職處理學校衛生事務者，因此雖然學校衛生有別於
公共衛生，是由文教學務系統掌理，但初期學校衛生內涵不脫總督府訂定的公共
衛生方針。1930 年代，學校衛生內涵沿襲 1920 年代的體育風潮，增設體育衛生
係與兼任學務課技師，以及學校衛生研究會固定召開，於「防疫」與「改善環境
衛生」之外，重視提升兒童體力，增強體育運動的一面，在確立執掌機關以及主
事者的有利條件下，學校衛生開始有別於公共衛生而發展，如：學校衛生討論會
議的進行、學校醫會議的舉辦等，凸顯學校衛生是針對特定對象與場域（學生與
學校）所進行的特殊衛生事業。
1937 年進入戰時體制下，日本政府要求「國民體位向上」
，總督府為了加強
學校衛生對兒童健康的照護，增加投入學校衛生事業的人力，於昭和 13 年（1938）
新設體育官，由丸山芳登出任，負責指導學校衛生與體育活動。目的在確保次代
國民發育質量，做為將來支持戰爭的人力來源；同時也設置專職處理學校衛生事
務的組織－「臺灣學校衛生會」，辦理學校衛生講習會、展覽會，向社會大眾推
廣學校衛生知識；並且發行會刊宣導最新衛生、醫學研究。另方面，臺灣學校衛
生會每年集結體育官、各地學校衛生支會、校長、校醫等共同召開學校衛生會議，
討論學校衛生的發展與問題。綜觀日治時期學校衛生行政機關、組織之變遷，以
及人力、職務要項的擴大，總督府越發重視學校衛生對於兒童健康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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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健康兒童的標準－學校衛生的內涵
健康兒童的標準因統治目標不同，臺灣總督府的學校衛生事業有不同的重點。
雖然不能明白的劃分發展階段，但大致可以看到學校衛生早期（1920 年代中期
以前）是以身體檢查為主，主要在掌握兒童身體狀況，但沒有進一步措施，因此
在當時被歸類為「消極的學校衛生」
。到了 1920 年代中期以後，總督府開始更進
一步要求透過鍛鍊身體以達到健康的目的，強調「體育」
。至 1930 年代中期，因
應戰爭動員，更迫切需要健康的人力資源，因此出現「健康教育」的概念，要求
兒童自主保護身體，後兩者皆屬於「積極的學校衛生」的範圍。1
這三種不同的內涵，隱約代表不同時期學校衛生的特色，但三者之間並不是
直線的變化，1920 年代以後，身體檢查依然進行，強調「體育」的特色，在戰
爭時期也仍然持續。以下分別說明這三種不同的內涵。

第一節 身體檢查為主的學校衛生
臺灣學校衛生發展在 1930 年代前，著重兒童身體檢查、學校醫設置與整備
學校環境，目標是掌握兒童發育情況，保持兒童健康，屬於消極的學校衛生內涵。
其中，學童的身體檢查成績是總督府瞭解國民發育狀態的基本資料，2總督府並
以身體檢查成績為基礎，發展學校衛生相關規則。

一、身體檢查的目的
總督府透過學籍簿、成績單等記錄簿冊，將每個學生數字化，便於進行有效
1

學校衛生分做消極與積極的說法來自於日本內地首任衛生課長北豐吉，其後學校衛生官吉田章
信、大西永次郎亦都提出相同的看法；北豐吉，《學校衛生槪論》（東京：右文館，1922 年），
頁 170；大西永次郎，
《學年配當要目準據衞生訓練の實際》
（東京市：右文館，1929 年）
，七
木田文彥，
《健康教育教科「保健科」成立の政策形成―均質的健康空間の生成》
（東京：学術
出版会，2010）
，頁 19-20。
2
丸山芳登，
〈臺灣に於ける學校體育の沿革概要（其の三）〉
，《臺灣學校衛生》7（1940 年 3
月）
，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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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管理，學校成為一個「規訓、管理的裝置」
。3身體檢查是總督府確實掌握學
童發育情況的管理方式。
在臺灣，學校施行身體檢查的制度源自於日本內地「活力檢查」，其目的是
測量兒童施行體操後對身體發育的影響。4日治初期，尚未訂立學校身體檢查制
度前，有不少學校已開始對兒童進行身體檢查。但因為有些學校並無校醫，因此
也可看到舉校至醫院進行身體檢查的例子。5
明治 43 年（1910）臺灣身體檢查制度化，總督府公布「臺灣小學校兒童身
體檢查規程」6，公學校及其他中等以上學校皆依據該規程施行身體檢查，同時
公布「學校醫職務規程」，確立由學校醫負責進行學童身體檢查的方式。7
在日本本國，學校身體檢查是一年 1 次，而臺灣的小公學校規定每年的四月
與十月進行，中等以上學校於大正元年（1911）一度修改，改為一年 1 次，然於
大正 10 年（1921）又恢復一年 2 回的身體檢查。
總督府為了加強統計學童發育情況的正確性，設計「學校生徒兒童身體檢查
單名票」，自大正 6 年（1917）起，每五年一回，從各級學校蒐集學生的個人身
體檢查成績。由學校負責登記兒童身體檢查狀況，整理後送至州廳，再由州廳統
計匯集送往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學務課（1926 年改為文教局學務課）
，進行統計並
出版《臺灣總督府學校生徒兒童身體檢查統計書》
，8顯示總督府重視小、公學校
兒童身體發育狀況。
「兒童身體檢查規則」之後有兩次大幅度修訂。一為大正 10 年（1921）以
府令重新公布「學校生徒兒童身體規則」，檢查與記錄越加細緻，除了基本的身
高、體重、胸圍，以及主要疾病與異常，如脊柱側彎、眼疾、耳疾、齟齒、砂眼

3
4
5

6
7
8

許佩賢，〈臺灣近代學校的誕生〉（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年）
，頁 116。
許佩賢，〈日治時期的學校身體檢查〉
，《臺灣學通訊》55（2011 年 7 月 10 日），頁 10。
〈小學生徒の身体檢查〉，
《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5 月 7 日，2 版；
〈生徒の身體檢查〉
，
《臺
灣日日新報》，1908 年 3 月 21 日，2 版。
〈臺灣小學校兒童身體檢查規程〉
，《臺灣總督府府報》，府令第 29 號，1910 年 4 月 19 日。
丸山芳登，
〈臺灣に於ける學校體育の沿革概要（其の三）〉
，頁 61。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學務課，
《昭和二年度 臺灣總督府學校生徒兒童身體檢查統計書》
（臺灣總
督府文教局學務課，1929 年）
，凡例。
40

製作健康兒童－日治時期臺灣學校衛生事業之發展

等之外，更多了其他異常疾病，如瘧疾、呼吸器疾病、白癬等疾病的診斷與追蹤。
其中「砂眼」與「瘧疾」為全島普遍學童的健康問題，成為總督府每年於學事年
報中所定期追蹤與觀察的對象。9
為了避免檢查成績流於形式並加強身體檢查的成效，總督府於昭和 13 年
（1938）新公布「學校身體檢查規程」，強調活用身體檢查的結果，及早發現需
要特別照顧的兒童與患有疾病的異常兒，給予額外的照料與治療；或針對個別兒
童的發育情況，例如脊椎側彎或是發育不良等，藉由體操科對個人進行體操矯正，
或鼓勵服用甘油改善體格。10

二、健康標準的推移
身體檢查規則於明治 43 年（1910）首度公布，之後於大正 10 年（1921）以
府令重新公布「學校生徒兒童身體規則」，到昭和 13 年（1938）再新公布「學校
身體檢查規程」
。前兩次的身體檢查規則是在「消極的學校衛生」下發展，著重外
在體格的測量。在積極的學校衛生影響下，新公布第三次身體檢查規則，重視檢
查結果的利用，要求老師針對兒童個別發育狀況，而有不同的的體育指導方法。
這三次的身體檢查規則，檢查要項有所增減。從檢查項目來看，可視為是總
督府對兒童身體與健康的要求，以下試著比較 3 次身體檢查規則（參考表 3-1），
從檢查要項的增減考察總督府設想的「健康兒童」應具備條件的推移。

9

〈學校生徒兒童身體檢查規則〉
，
《臺灣總督府府報》
，府令第 35 號，1921 年 3 月 18 日；臺灣
總督府民政部學務部學務課，
《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二十二年報》
（臺北市：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內
務局文教課，1926 年）
，頁 53。
10
丸山芳登，
〈單名票身體檢查統計の實施年次に當り重ねて身體檢查の意義を鮮明す〉，
《臺灣
學校衛生》4：6（1942 年 3 月）
，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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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身體檢查規則檢查要項
1910 年

1921 年

1938 年

臺灣公學校兒童身體

學校生徒兒童身體檢

學校身體檢查規程

檢查規程

查規則

身

身高

發育

體

體重

（身高、體重、胸圍、 體重

檢

胸圍

概評）

胸圍

查

脊柱

營養（概評）

坐高

要

體格

脊柱

營養

項

眼疾

視力及屈折狀態

脊柱

耳疾

色神

胸廓

牙齒

眼疾

眼

疾病

聽力

耳

纏足

耳疾

鼻及咽頭

其他

牙齒

皮膚

前項以外有必要特別

其他疾病及異常

牙齒

是否要追蹤監察

其他疾病及異常

前項以外有必要特別

是否要追蹤監察

身高

進行檢查的項目

進行檢查的項目
前項以外有必要特別
進行檢查的項目
參考資料：
〈臺灣小學校兒童身體檢查規程〉
，
《臺灣總督府府報》
，府令第 29 號，1910 年 4
月 19 日；〈學校生徒兒童身體檢查規則〉，
《臺灣總督府府報》，府令第 35 號，
1921 年 3 月 18 日；〈學校身體檢查規則〉
，《臺灣總督府府報》
，府令第 10 號，
1938 年 2 月 1 日。
42

製作健康兒童－日治時期臺灣學校衛生事業之發展

明治 43 年（1910）臺灣公學校兒童身體檢查規程中「體格」一項，指的是
檢查人員根據兒童身高、體重、胸圍等發育情況，綜合評定為「強健」、「中等」
或是「薄弱」三等第。大正 10 年（1921）的「學校生徒兒童身體檢查規則」刪
去「體格」一欄，增加「發育」、「營養」。之所以刪去「體格」項目，是由於總
督府認為由檢查者判定「體格」是強健、中等、薄弱過於主觀。以「發育」取代
原有的「體格」
，參考明治 43 年（1910）日本內地學生身體檢查成績，訂定「發
育概評決定標準」
，作為評比內地人與本島人發育情形的根據。
（發育概評決定標
準可參考附錄六）
。
「發育」評定分成甲、乙、丙三等。受檢兒童依照年齡，比對
發育概評表該當年齡的身高、體重與胸圍標準值，若三者都較當年齡標準要高，
則為甲等，其中一項不符標準為乙等，在此之外者為丙等。由此，以明確的數據
標準進行評比，相較於明治 43 年（1910）
「臺灣公學校兒童身體檢查規程」中各
項目的檢查方式，此次「學校生徒兒童身體檢查規則」，增加各項要目的檢查方
法與標準，也代表殖民者將兒童的身體發育，透過檢查予以標準化的意圖。11
1920 年代以後，兒童的發育與 1910 年代左右相比，身高、體重或胸圍成績
有明顯成長，因此總督府於大正 14 年（1925）參考本島兒童身體檢查成績，提
高評等標準，並同時發佈「生徒兒童營養標準表」，將兒童身高除以體重的數值
製成標準表，評斷兒童的營養狀況，與「發育」的評比方式相同，分為甲、乙、
丙三等。12其後於昭和 7 年（1932）「發育」標準再度提高。13

11

〈身體檢查規則ニ依ル發育概評決定標準ノ件〉
，《臺灣總督府府報》
，訓令第 32 號，1921 年
3 月 18 日；
〈學生生徒兒童身體檢查規則第四條第五號第六號及第十號ニ依ル標準及方法中改
正〉，
《臺灣總督府府報》，訓令第 9 號，1932 年 2 月 21 日；范燕秋，
〈日本帝國發展下殖民地
臺灣的人種衛生（1895-1945）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2001 年，頁 94。
12
〈學校生徒兒童身體檢查規則第四條第五號、第六號及第十號ニ依ル標準及方法〉
，《臺灣總
督府府報》
，訓令第 49 號，1925 年 5 月 16 日。
13
〈學生生徒兒童身體檢查規則第四條第五號第六號及第十號ニ依ル標準及方法中改正〉，
《臺
灣總督府府報》
，訓令第 9 號，1932 年 2 月 21 日。1912 年與 1926 年分別有過一次改正。是
測量單位的改變。最初是身高體重以公尺、公斤為單位，1912 年變更為以尺貫法（尺貫法是
日本古代的度量衡單位的總稱,包含了長度、面積、體積、重量的單位。其中尺指的是長度,而
貫指的是重量，1 尺＝30.3 公分，1 貫＝3.75 公斤）
，1926 年再變回公尺與公斤的算法，是隨
著日本內地度量衡單位改變而變，目的在方便比較在臺內地兒童、本島兒童與日本內地兒童的
發育情況。
（營養概評決定標準可參考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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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 13 年（1938）
「學校身體檢查規程」乃是因應於戰爭時期對於人力品質
要求，總督府改變身體檢查要項。同時，總督府於各州廳舉辦學校身體檢查講習
會，14時任體育官的丸山芳登特別逐條解釋「學校身體檢查規程」，顯見總督府
對「學校身體檢查規程」的重視。
「學校身體檢查規程」刪去「發育」欄，增加「坐高」以及「胸廓」的測量。
規則要項與之前的身體檢查規則相比，有兩點明顯的差異。其一，明確提出身體
檢查的目的，是要藉由精密的檢查結果瞭解個人健康狀況，針對各人進行適切的
養護鍛鍊，最終達到國民體位向上，增進身體健康狀況。其二是擴大檢查對象，
除學生外，學校職員也要進行身體檢查。15
昭和 13 年的「學校身體檢查規程」對兒童健康的評比更加細緻。總督府認
為「發育概評」與「營養概評」不足以看出兒童的健康程度，例如發育為甲等的
學生也有可能因病而缺席日多，反之有發育丙等者，卻全勤的情況出現。此外，
發育也會因種族別、男女別、生活環境等而有所不同，以發育標準表和營養標準
表作為標準不切實際，故刪去「發育」欄，評斷兒童發育的標準改觀察皮膚色澤、
皮下脂肪、筋骨發達等狀態，在身體檢查中加入「臨床醫學」16的做法。同時增
加「坐高」與「胸廓」欄，前者關注身體重心的高低，影響兒童的運動能力，後
者根據胸型分成扁平胸、漏斗胸與鳩胸等，用以確認發育是否有異常。17對於身
體檢查成績不佳的學童，總督府鼓勵兒童藉由強韌的精神，不斷練習與運動以求
提升體力，藉以彌補發育落後。18
從身體檢查要項的更動可以看出總督府對兒童健康標準的改變。最初以「體
格」判斷身體強弱，只是用肉眼觀察發育外觀。到 1920 年代，為了更精確判定
兒童發育情況，總督府以過去兒童身高、體重與胸圍檢查成績的平均值為基礎，
14

15
16

17
18

丸山芳登，
《臺灣に實施の改正學校身体検查規則註解》
（臺北市：臺灣子供世界，1938 年），
前言。
丸山芳登，
《臺灣に實施の改正學校身体検查規則註解》
，頁 13-14。
醫學上指實際觀察病患，並給予診斷、治療的一門醫學。相對於基礎醫學而言。如內科學、
婦產科學、神經病學等。
丸山芳登，
《臺灣に實施の改正學校身体検查規則註解》
，頁 18-19。
丸山芳登，
〈臺灣に於ける生徒兒童の體力檢查〉
，
《臺灣學校衛生》10（1940 年 9 月），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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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一套標準化對照表，要求所有兒童往「標準」邁進。
進入戰時後，在亟需人力資源的背景中，統治者更迫切需要健康的兒童，改
以臨床醫學取代發育概評與營養概評作為判斷兒童健康的標準。健康兒童的條件
與標準越發多樣，除體格與體力外，精神力也被要求，在施行身體檢查與體力檢
查的同時，總督府主張堅毅的精神有助於體力向上，要求心身合一的健康狀態。

三、身體檢查的實況

在二年級的教室中排成一列，這裡是身體檢查的地方。全部的桌
椅都被搬到外面去，在這之後，排有量身高、體重等等的器具。旁邊
站著老師以及穿著白袍的校醫。從最前頭開始依序開始檢查。我們依
照順序在等的同時邊看檢查的情況……（略）。
終於輪到我了。在身高計前雙腳站好，老師說：
「再過來一點。背
挺直。很好。嗯……一百二十七點四公分。八郎君長高變得顯眼，從去
年四月到現在長了多少呢？」我想了一下，回答：
「大概長了五點六公
分。」老師邊笑邊說：
「像竹子一樣長得很快呢！」接著是體重。我量
了之後，長峯老師輕輕的拍了我的背說：
「二十三點二公斤，和這樣的
身高相比太輕了，長遠的考慮要再增胖一點唷。」
體重最重的是黃新一君。在胖得圓溜溜的黃君一旁的老師邊說：
「接下來換黃君了」邊放上等重的秤鉈。老師大聲的說：
「三十點七公
斤」，大家聽到都「哇」了一聲。
體重之後，接下來是胸圍與坐高，最後是來到校醫先生的面前。校
醫先生用手指咚咚的敲著胸和背，還有翻眼皮跟檢查耳朵。我哪裡都沒
有異狀，只可惜有兩顆蛀牙。校醫先生也說了：「你只有牙齒的部分不
足」。打算從現在起每天好好的刷牙，而且也要注意不能太瘦。要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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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動，確實的成為堅實的身體。19

這是昭和 12 年（1937）刊行「公學校用國語讀本」的其中一課「身體檢查」。
從課文內容可以看到總督府希望兒童能夠瞭解身體檢查的流程，並且在檢查過程
中認知到檢查數據的意義，對身體發育情況負責。文中，老師邊檢查邊針對兒童
的發育情況給予建議與評價，兒童們也敏銳的明白數字大小與標準的差異性，因
此就像當老師呼喊出黃新一體重為 37.5 公斤時，20全班可以同時的對數字做出驚
呼的反應。雖然只是課文內容，但某種程度上或可還原日治時期兒童身體檢查的
現場。關於身體檢查的實際狀況可參考圖 3-1，雖是小學校身體檢查的情況，不
過公學校的情況應該差異不大。

圖 3- 1 基隆市雙葉尋常小學校健康檢查情況。（左上角為太陽燈室）
資料來源：姚浙生等撰稿，《楝花盛開時的回憶：日治時期畢業紀念冊展圖錄（一）
》
（南投市：臺灣文獻館，2005 年），頁；
〈兒童保健のため

太陽燈購入〉，

《臺灣日日新報》
，1937 年 2 月 13 日，5 版

19
20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用國語讀本 卷七》
（臺北：臺灣總督府，1940 年），頁 19-25。
比對 1925 年新公布的發育概評，四年級學生 10 歲兒童的體重標準為 23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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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會在每年四月以及十月的時候為兒童進行身體檢查，四月的檢查項目較
多，十月的檢查僅就身高、體重、胸圍、坐高與營養進行測量。在 1930 年代前，
檢查地點多在光線充足的教室或學校講堂，1930 年代後，許多學校建有衛生室，
檢查地點便會移至衛生室。21以班為單位，由老師帶隊到定點進行身體檢查。首
先進行身高、體重與胸圍等項目，每一樣測量器具，各由一位教職員負責對兒童
進行測量。學校醫則進行皮膚、營養、骨骼的視察，接著是眼睛、耳朵、咽喉、
腹部、脊柱等部的觸診，對於疑似有疾患兒童則需要更進一步聽診確認。22熟悉
身體檢查流程的學生，可能如課文所描述一般，關心自己的檢查成績，並且能夠
瞭解到檢查數據大小的意義。讓兒童了解自己身體發育情況，指導兒童就自身生
活狀態進行改善達到自我體位向上，亦為身體檢查施行的目標之一。23
檢查結束，身體檢查成績由老師負責統計檢查數據，謄寫至學籍簿，並將身
體檢查結果以聯絡簿的方式通知家長，如果是有異常疾病、營養不良或是砂眼要
特別治療的兒童，則另以通知單簡單註明該兒童病症狀況。可參考圖 3-2 為臺中
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的情況。

21

22

23

新竹州教育課，
《學校衛生資料》
（新竹：新竹州，1924 年）
，頁 4；臺中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
《健康教育の實踐》（臺中：臺中師範學校 ，1938 年），頁 61。
臺中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
《健康教育の實踐》
（臺中：臺中師範學校 ，1938 年），頁 72；新
竹州教育課，《學校衛生資料》
，頁 9。
〈學校身體檢查規則ノ實施ニ關スル件〉
，
《臺灣總督府府報》
，通牒第 381 之 1 號，1938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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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 臺中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的身體檢查結果通知單
資料來源：臺中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
《健康教育の實踐》
（臺中：臺中師範學校，1938 年）
，
頁 76。

第二節 體育、體鍊與學校衛生
昭和 4 年（1929）文教局增設「體育衛生係」與一兼任學務課技師，作為專
門負責學校衛生與體育活動發展的行政單位，學校衛生內涵加入體育概念，目的
是要增進兒童健康，呈現積極的一面。學校衛生中，體育的部分在 1920 年代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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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顯，至 1930 年代增設體育官，越發重視加強國民體力，學校衛生逐漸傾向
體育面，再至昭和 16 年（1941）
，小公學校改制為國民學校時，為了強化學校衛
生與體育，教科整合的結果，在體鍊科中加入衛生一項為教授內容，注重兒童體
力的鍊成。
文教局於昭和 9 年（1934）訂定「體力檢查實施要項」，說明體力檢查實施
目的在：「測量個人運動能力並使自覺其運動能力，根據各人程度進行適當運動
項目，以實施健全的國民體育」。根據這個要項，全島小公學校四年級以上兒童
進行體力檢查。身體檢查是著眼於體格發育情況，與檢查疾病有無，而體力檢查
則更進一步的測量體力，兩者互相搭配可更全面瞭解兒童的身體狀況。
體力檢查要項訂定時，考慮施行檢查的難易度，選擇與身體檢查項目有高度
關係的項目，訂立五項測量類目：走力、跳躍力、投力、臂力以及游泳力。細目
分別為五十公尺跑步、立定跳、投籃、單槓以及二十五公尺游泳，重點在測驗迅
速性、肌耐力、協調性等，與身高、體重、胸圍等發育情況密切相關。根據體力
測定結果，老師得以參考每個人的體力等級，於體操課實施適當的運動，並與身
體檢查成績互相搭配，增進兒童健康。24體力檢查的實施使測量要項中的運動項
目練習興盛，帶動學校體育的風氣。25
由於戰時人力資源的要求，體育的角色在體育官設置後更顯重要。如果要探
究體育與學校衛生的關係，丸山芳登是最關鍵的人物，他不僅在擔任體育官期間，
關注學校衛生與國民體育的發展，同時也是臺灣學校衛生會的重要人物，長期擔
任《臺灣學校衛生》總編輯一職。
丸山芳登生於明治 18 年（1885），山形縣人。明治 41 年（1908）在東京取
得醫術開業執照，明治 43 年（1910）成為臺灣總督府研究所技手。後任總督府
醫學專門學校助教授，同時以臺灣總督府研究所技師的身份，從事衛生學研究。

24

25

〈昭和九年度體力檢查成績に就て(一)〉，
《臺灣教育》397（1935 年 8 月）頁 28-43；
〈昭和九
年度體力檢查成績に就て(二)〉，
《臺灣教育》398（1935 年 9 月）
，頁 45-66。
丸山芳登，
〈臺灣に於ける生徒兒童の體力檢查〉
，
《臺灣學校衛生》10（1940 年 9 月），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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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15 年（1926）
，丸山芳登取得東京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昭和 4 年（1929）
被任命為總督府在外研究員，到德、法兩國進行為時一年的細菌學與血清學研究。
昭和 12 年（1937）成為總督府兼任技師，服務於文教局學務課，隔年被任命為
總督府專任體育官直到日本統治結束，也就是說丸山是日治時期唯一一任的體育
官。26
丸山芳登自取得醫術開業執照後不久，即來臺成為總督府研究所技手，壯年
期大部分的時間都留在臺灣，一直在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內進行衛生學研究，
也曾在總督府的支援下到國外進修，其在醫學與衛生學方面的專業知識受到總督
府重用。
如前所述，體育官職務重點在進行體育運動及學校衛生的調查與研究，樹立
正確的對策。丸山作為日治時期唯一的體育官，其言論與想法充分表現此時期臺
灣的學校衛生內涵。以下以丸山芳登的言論以及《臺灣學校衛生》雜誌內容，探
究此時期學校衛生的內涵。
進入戰爭時期以後，學校衛生以「國民體位向上」為目標，體位的概念可同
時指涉三項身體狀況，其一是如身高、體重、胸圍等外在身體狀態，是為「體格」；
內在的部分，如營養、疾病、發育等，即為「體質」，最後則是表現運動能力的
「體力」
。
「體格」與「體質」是日治以來學校衛生發展的重點，表現在身體檢查
項目與重視學校環境整備上，戰時下則強調「體力增強」，但又不能偏廢最基本
的身體健康狀況，故以「體位」一語表現戰時下國家對於兒童身體全面性的要求。
27

另一方面，體育官設置後的職責重點在加強國民體力與提升學童健康，推展
學校與社會的體育與衛生活動。丸山芳登對於體育與學校衛生的關係有如下的看
法：
26

27

〈丸山芳登兼任臺灣總督府技師、敘高等官三等、文教局學務課勤務ヲ命ス〉，
《臺灣總督府
公文類纂》
，1937 年 3 月 1 日，甲種永久保存；臺灣總督府，
《昭和十九年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
官署職員錄》（臺灣時報發行所，1944 年）
，頁 5。
丸山芳登，
〈青少年養護設施の緊要性と夏季養護學園開設に就ての注意〉，
《臺灣學校衛生》
8（1940 年 5 月）
，頁 1。
50

製作健康兒童－日治時期臺灣學校衛生事業之發展

過去慣用體育與學校衛生兩個用語，被視作如右與左、前與後是相反立場的
意義，實質上是密不可分的關係，無論是作為鍛鍊的體操或運動，抑或是擔當養
護工作的學校衛生，其實不過就是盾的兩面。亦即是就教育內容的觀念來看智育、
德育、體育，體育多分做體育與學校衛生，共同以提升健康的體位為目的。因此
一邊可以稱作是積極的體育，一邊可視作是消極的體育。28

丸山芳登認為學校衛生與體育是一體兩面的關係，甚至認為學校衛生也是體
育的一部份，是消極的體育，而體育是積極的學校衛生。為了凸顯學校衛生的積
極面，丸山芳登的文章，多使用「學校體育」一詞取代「學校衛生」。29
重視體育的學校衛生事業，從目標而言可以分做兩個部分，分別為保持兒童
健康的學校衛生，以外力幫助兒童保持健康，是消極的學校衛生；另一是增進兒
童體力的學校衛生，重點在於讓兒童主動對自己的負責，提升體力程度，屬於積
極的學校衛生。
保持兒童健康的部分延續以身體檢查掌握兒童發育狀態，針對兒童好發疾病
著手預防與治療。丸山芳登根據身體檢查與體力檢定的結果，指出當時危害青年
與學童健康狀況最甚者為結核病，30治本方法在針對好發結核病年紀的虛弱兒童，
設置虛弱兒童保養所或養護學園。31臺北市教育會在丸山芳登的主持計畫下，於
昭和 13 年（1938）開辦「草山夏季學園」
，提供身體虛弱兒童一個保養身體的場
所，同時希望入園兒童可以養成良好衛生習慣。32丸山芳登多次到內地觀摩養護
設施與學校衛生發展，比對臺灣學校衛生的情況，指出臺灣學校衛生設施不完備，

28
29

30

31

32

丸山芳登，
〈臺灣に於ける學校體育の沿革概要〉
，
《臺灣學校衛生》5（1939 年 9 月）
，頁 29-30。
丸山芳登，
〈學校體育の指導精神〉
，頁 1-3；丸山芳登，
〈臺灣に於ける學校體育の沿革概要〉
，
頁 29-30。
丸山芳登，
〈再び我國民體位の向上策に就て〉，
《社會事業の友》122（1939 年 1 月）
，頁 16-17；
丸山芳登，
〈臺灣に於ける內臺人青少年の發育推移に就て〉，頁 55-56。
丸山芳登，
〈青少年養護設施の緊要性と夏季養護學園開設に就ての注意〉
，頁 1-6；丸山芳登，
〈要養護者の選定と其の取扱に就て〉，
《臺灣學校衛生》5：6（1943 年 3 月）
，頁 4。
〈草山夏季學園開設〉，
《臺灣學校衛生》5：3（1942 年 9 月 1 日）
，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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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不足，學校衛生相關規程落實不完全，導致學校醫無法發揮最大成效，學校
看護婦（校護）配置來源不足等問題。33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內地兒童優先，
夏季學園僅針對臺北市的內地兒童；另方面，於有限的經費下，一般學童則仰賴
學校醫與學校看護婦發揮功效改善學童健康，因此各地經常舉辦各種學校醫護人
員的講習會。34
在增進兒童體力方面，以國民體位向上為目標，強調增進兒童健康。戰時下
體操科特別受到重視，昭和 14 年（1939）加入武道，目的在於提升體質，養成
活力有朝氣並廉潔正直的人。丸山芳登並向教師們宣導，在推廣體育時也需注意
各種運動可能帶來的傷害，講求適度運動，避免忽略休息致使過度疲勞，反而招
致體力下降。35
到 1940 年代，總督府不僅重視在學兒童的健康，也關注到兒童畢業後的身
體狀況。從初等學校畢業，意味著兒童離開了學習與訓練衛生生活的空間。為了
確保畢業後，兒童仍然可以持續衛生的生活，因此學校衛生發展到 1940 年代，
越發重視衛生訓練，來養成兒童衛生習慣，培養以健康為目標的生活態度。亦即
衛生訓練的目標不僅是要養成衛生習慣，還必須要個人具有積極的態度，以健康
為生活的目標。36
換言之，是要兒童以健康為目標，培養積極的態度，為自己的身體負責。學
校衛生到了 1940 年代呼應國民學校要旨－「徹底我國國體教學精神，藉由教育
修鍊皇國之道，明確教育方向，統合教科，企圖貫徹教育，昂揚國民精神、啟發
培養智能與使體位向上，養成勇敢的精神，培養產業以及國防之根基，對內以充
實國力，對外顯現八紘一宇的開國精神，著眼於育成次代大國民」37中的精神。

33

34
35
36
37

丸山芳登，
〈學校醫令及學校醫職務規程改正に當りて〉
，
《臺灣學校衛生》12（1941 年 1 月），
頁 3-4；丸山芳登，
〈學校看護婦諸姉の奮起を望む〉，
《臺灣學校衛生》4：4（1941 年 11 月），
頁 1-4。
〈臺中州支會主催學校看護婦講習會〉，
《臺灣學校衛生》8（1940 年 5 月），頁 80-81。
丸山芳登，
〈學校體育の再認識〉，
《臺灣學校衛生》5（1939 年 9 月），頁 1-10
七木田文彥，
《健康教育教科「保健科」成立の政策形成―均質的健康空間の生成》
，頁 111-115。
木原義行、佐藤源治，
《臺灣に於ける國民學校の經營》
（臺北市：新高堂書店，1943 年）
，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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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身體的訓練」到「態度的訓練」，形成戰時體制下皇國民「鍊成」與「學校
衛生」的接點。
初等教育改制為國民學校時，衛生教育明文化，正式出現在「臺灣公立國民
學校規則」中。國民學校統合小公學校教科，重新分做國民科、理數科、體鍊科、
藝能科以及實業科。體鍊科下分做武道、體操兩部分，體操下再分成體操、教練
與衛生三個細目。
體鍊科的出現具三點意義：其一是體鍊科的教授時數與過去小公學校中的體
操科相比時數增加了；其二是有關於衛生的教材，雖然過去並未忽視衛生的教授，
但這次是首次在教科內容中明文規定「衛生的教授」；最後則是武道成為正式科
目，被採納在體鍊科之下。38前兩項特點凸顯衛生教育在教科中所佔份量加重。
關於「體鍊科」的規定寫在「臺灣公立國民學校規則」第二十條：

體鍊科以鍛鍊身體，磨練精神，育成闊達剛健之身心，養獻身奉公的實踐力
為要旨。
要將教育或是其他姿勢的訓練之效果體現在日常生活
應該要顧慮到兒童身心之發展，男女之特性，給與適切的指導
留意衛生養護，參酌身體檢查之結果，進行適正之指導
強韌的體力與勇敢的精神作為國力發展的根基，尤其是在國防上39（底線為
筆者所加）

這裡指出體鍊科要旨，呼應國民學校設立目標－鍊成皇國民，提倡心身一體，
因此體鍊科也要加強陶冶兒童皇民精神。與「臺灣公學校規則」體操科內涵相比，
「臺灣公立國民學校規則」明確點出體鍊科中要注意兒童的衛生養護，留意兒童

38

39

林猪太郎，
〈國民學校制に於ける體鍊科の取扱に就て〉
，
《臺灣學校衛生》10（1940 年 9 月），
頁 5-6。
〈臺灣公立國民學校規則(號外)〉
，府令第 47 號，
《臺灣總督府府報》
，1941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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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此與前述昭和 13 年（1938）的「學校身體檢查規則」
，要顧慮兒童發育差
異性，利用體鍊科進行個別指導互相呼應。
關於體鍊科實施要點規定在「臺灣公立國民學校規則」第二十一條中：

體鍊科體操教以體操、教練、遊戲競技以及衛生，以圖健全身心之發達，並
行團體訓練，遵守規律，進而養成協同之習慣
於初等科先著重於簡易的全身運動，後漸次複雜，並施行規律的團體運動
於高等科隨其程度於男生特別著重教練
教練重視團體訓練以及規律協同，涵養服從之精神，於遊戲競技之際養成快
活心情與公正開明之態度
在衛生上著重於衛生的基礎訓練，漸次增進其程度，加上救急看護等
教材設計綜合不偏倚，以達體操之目的
使兒童了解運動以及衛生之必要，進而實行，並指導養成習慣40（底線為筆
者所加）

衛生知識在理數科的理科或是國民科的修身中都可見到，因此體鍊科下的衛
生，重點不在「教授」衛生知識，而是要「訓練」衛生習慣，以兒童的生活為指
導中心。41循序漸進的，先讓兒童學習簡單的身體清潔方法，其次學習急救看護，
以備不時之需。42
總督府的學校衛生事業，不僅關注將來可以直接作為人力資源的健康兒童，
加強提升他們的體力外，對於不健康的兒童，總督府也不放棄，施以特別的照護，
企圖使虛弱兒童恢復至健康狀態。
在國策體位向上的時局下，學校衛生與兒童的健康有了更緊密的連結，方法
40
41
42

〈臺灣公立國民學校規則(號外)〉
，府令第 47 號，
《臺灣總督府府報》
，1941 年 3 月 30 日。
猪口重雄，
〈體鍊科に就いて〉，
《臺灣教育》467（1941 年 6 月），頁 112-113。
臺南師範學校國民學校研究會，
《國民学校教科實踐(理數科 體鍊科 實業科)》
（臺南：臺南
師範學校國民學校研究會，1942 年 12 月），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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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藉著衛生與體育，分別達到「保護兒童健康」與「提升兒童體力」的目的，也
就是兼顧「消極」與「積極」的學校衛生，強調兒童養成衛生習慣，延續到學校
生活之外。

第三節 健康教育的出現
戰時下，除了強化體育在學校衛生中的角色之外，也有新的要素出現，即
是「健康教育」的概念。臺灣的健康教育概念源自日本內地，日本政府在第一次
世界大戰後，針對壯丁體位低下以及結核病、虛弱兒童、近視、蛀牙等疾病增加
的問題，文部省對過去的學校衛生事業進行反省。當時的文部省衛生官吉田章信
認為「體育」是學校衛生積極的面向，因此寄予藉由「體育」的發展來推動健康
向上，設計「體育日」，也設置了「帝國學校衛生會」作為文部省推動學校衛生
的外圍組織，發行機關誌《學校衛生》，協助文部省進行國內外學校衛生狀況調
查，並著眼於海外衛生教育的引進，1920 年代是日本內地健康教育運動的萌芽
期。43
1930 年代日本內地衛生教育師法美國的「health education」
，受到美國學校
衛生權威 Turner.C.E 影響甚深，文部省在帝國學校衛生會協力下，刊行一系列學
校衛生叢書。當時的文部省學校衛生官大西永次郎，推廣在各教科中融入衛生教
育，編纂《學年配當要目準據衛生訓練的實際》，為日本內地小學校落實衛生教
育的準據，各小學校也編有《衛生教授要目》
、
《健康教育要目》
、
《衛生訓練要目》
等書，是實踐健康教育的報告書。
健康教育的提出，是為了加強學校衛生教育與訓練的實施。1930 年代後期，
臺灣總督府為了加強學校衛生而引進健康教育。昭和 12 年（1937）起臺灣方面
陸續有學校刊行關於各校推行「健康教育」情況的書籍，報章雜誌中也有不少關
於「健康教育」推行要旨的文章。戰時下，學校衛生發展加入「健康教育」。
43

七木田文彥，
《健康教育教科「保健科」成立の政策形成―均質的健康空間の生成》
（東京：
学術出版会，2010）
，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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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康教育概念的提起
日本健康教育發展中，1930 年代擔任衛生官的大西永次郎扮演關鍵角色，
鼓勵學校施行衛生教授訓練要目，除了傳授知識外，更重視態度與習慣的養成。
在臺灣，到了戰時下，受到日本的影響，丸山芳登宣傳「健康教育」的意義
與重要性。丸山芳登認為學校衛生發展到戰時，重心應為「健康教育」，將健康
教育與學校衛生、學校體育結合。對於學校衛生與健康教育兩者關係，丸山芳登
有以下的看法：

我認為養護健康，增進健康的教育就是學校體育。中等學校或是小公學校
體操科中所呈現的遊戲、體操、武道、競技等不用分說是學校體育的一面之外，
放置在健康養護位置上，進行適切指導的學校衛生當然也是學校體育的一面；
學校衛生若不是學校體育的全部的話，則體操武道競技一類的也不能算是學校
體育的全部。這兩個互相搭配才可以說是學校體育……（中略）近來熱烈被使用
的「健康教育」一詞，或許比起學校體育一詞更能呈顯出學校體育實際的一面。
在學校中所進行的體育如前所述，正是因為要精確檢查個人的體力，因應個人
健康的不同進行指導，所以要使得校醫與各教員之間保持協調與疏通，不僅只
是表現在體操或是競技的指導上，在普通學科教授時也一定要考慮到養護的部
分……正是因為這樣，學校體育是以善導健康為目的，所以我認為稱做健康教育
毋寧是更為適切。44（底線為筆者所加）

丸山雖然在體位的文章提及學校衛生是體育的一部份（見頁 50），這裡卻說
健康教育比學校體育更適合說明學校衛生的內涵，從其混用這幾個不同名詞來看，
對他來說，戰時下學校衛生、學校體育、健康教育三者概念十分相近。
臺中附屬公學校是現有資料裡，可以確定曾依照這樣的教育概念來實施衛生
44

丸山芳登，
〈學校體育の指導精神〉
，《臺灣學校衛生》1（1938 年 9 月）
，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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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該校提到實施健康教育的目的為：

國民的陶冶正是健康教育實施的目的，亦是體育的理念。也就是說，健康教
育作為學校教育的領域之一，是進行國民陶冶最有力的方式。身體被視作是精神
的體現，也是意志的表現型態，因此身體的教育就是精神教育，體育是以身體表
現意志。也就是身體意志的形成，是體育的目的，也是健康教育的目標45

戰時下，健康教育的目標在提升國民體位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目標是要
藉由健康教育陶冶皇民精神。身體與精神被視做表裡，體育運動以及衛生訓練不
僅是在鍛鍊兒童體力、養護身體，同時也是陶冶兒童的意志力與國民道德。這也
是為什麼丸山芳登認為健康教育一詞比學校體育或學校衛生一語，更能凸顯鍊成
皇國民的原因。

二、健康教育的實踐
日本內地的健康教育風潮自 1920 年代萌芽，30 年代衛生官大西永次郎大力
提倡根據月別、學年別訂立的「衛生訓練實施細目」，使各地小學校紛紛擬定屬
於各校的衛生訓練要目，留下許多可以還原日本內地健康教育狀況的資料。臺灣
方面，在日本內地興起健康教育之初並未影響到臺灣，直到戰時，臺灣的健康教
育才開始發展，不過現存健康教育的相關資料並不多。或許可以說，臺灣的健康
教育並不如日本內地般風行。
日本內地在總力戰體制下，健康教育風潮達到顛峰，甚至有人提出在初等教
育教科中新設健康教育一科的提議。不過受限於學校教科時間有限，關於設置「健
康教育」一科的提議沒有實現，現實上是將健康教育的教材融於其他教科中，並
利用學校行事、作息來訓練兒童的衛生習慣。推行重點主要分為：「衛生知識」
與「衛生訓練」二部分。前者是在國語、修身、理科等教材中加入「衛生知識」，
45

臺中師範附屬公學校，《健康教育の実踐》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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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則是著重學校中衛生習慣的培養。46
在臺灣健康教育實施情況受限於資料不足，無法勾勒出全島的情況。目前僅
存有臺南港公學校、臺中師範附屬公學校與基隆市日新尋常小學校彙整有該校實
施健康教育的計畫與實際情況。47另外還有一些雖然未寫明「健康教育」，但內
容不脫健康教育內涵的資料，例如：嘉義朴子公學校的《体育衛生概要》48，高
雄堀江尋常高等小學校的《兒童衛生概要》49，以及臺南師範學校初等教育研究
會的《体育の精神修煉問題に就て》50等。就僅存的資料以及丸山芳登的言論中
可知，日本健康教育的概念確實影響到臺灣部分的小公學校。而小公學校針對內
地人與臺灣人所實施的健康教育是否有差別，在資料不多的情況下，筆者無法妄
加推論，僅就現有資料來看，兩者最大的差異在給學校的經費與設備，小學校中
關於促進兒童健康的設施與設計比起公學校要來的完善許多。以下暫時不區分小
公學校的差異，討論初等教育階段的健康教育。
昭和 10 年（1935）
，岡野丈雄是第一個為文將「健康教育」介紹到臺灣的人。
岡野提倡小公學校製作像日本內地小學校一樣，針對不同年級訂立不同的衛生訓
練目標。岡野首先示範訂定簡要的衛生目標，分別針對低學年、高學年以及高等
科，分做運動、學習、睡眠、飲食、衣服、住居、發育、姿勢、四肢、口腔、鼻、
眼、耳、頭、皮膚、呼吸器、消化器、循環器、排泄器、神經系統、清潔整頓、
緊急應變、看護、公眾衛生和衛生習慣等共二十五項，編成了小公學校的衛生訓
練項目（詳細的部分可以參考附錄八）。岡野並提出實施「衛生訓練」四要點，
首要關鍵是藉由日常訓練，例如使用教室標語，將衛生習慣融於兒童的日常生活；
其次是定期檢查，例如清潔檢查、便當檢查等，給與機會反省與檢討；第三是舉
46

47

48
49
50

七木田文彥，
《健康教育教科「保健科」成立の政策形成―均質的健康空間の生成》
，頁 71-94，
111-115。
臺南市港公學校，
《本校學校衛生の實際》
（臺南：臺南市港公學校，1940 年）
；臺中師範附屬
公學校，
《健康教育の実踐》（臺中：臺中師範學校，1938 年）；日新尋常小學校，
《本校健康
教育の実際》，
（基隆：基隆市日新尋常小學校，1937 年）
。
朴子公學校體育研究部，《体育衛生概要》
（朴子：臺南州東石郡朴子公學校，1939 年）。
堀江尋常高等小學校衛生部，
《兒童衛生概要》
（高雄市：堀江國民學校衛生部，1941-1943 年）。
臺南師範學校初等教育研究會，《体育の精神修煉問題に就て》
（臺南：臺南師範學校初等教
育研究会，1938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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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特定的訓練，例如設計衛生日、衛生週、衛生演講會等；第四是一些非定時的
活動，例如舉辦衛生童話劇、衛生展覽會、衛生活動寫真等。51綜合言之，藉由
訂定衛生訓練實施綱目，配合學校行事安排衛生訓練，使兒童除了在教科內學習
衛生知識外，於其他的在校時間易能進一步培養兒童的衛生習慣。
呼應岡野丈雄的衛生訓練要目，臺南的港公學校針對校內各學年編列更細緻
的衛生訓練目標，以一年級的情況為例（可參考表 3-2）
，規定老師利用課外三十
分鐘指導兒童養成衛生習慣，目標是促使兒童在畢業後，即使離開學校，仍然可
以自發持續衛生生活。52

表 3- 2 港公學校一年級的衛生訓練細目
月份

四

五

六

七

51
52

要項

學習

運動

細目

備考

學習有禮貌的舉止
抬頭挺胸
踏正步，跨大步
不彎腰駝背

桌椅的高度不超過太多

運動是為了讓身體強壯

發育與增進健康

不要靠著桌子
也不要靠著椅子讓身體屈著

在新鮮空氣處玩耍
不可以在不乾淨的室內遊玩
運動要適量，保持身體有精
神
身體感覺不舒服的時候就不
要再運動了

食物

吃新鮮的食物
姿勢正確，細嚼慢嚥
不要讓蒼蠅、老鼠靠近食物
不要在餐前吃零食，不要站
著吃

生魚、肉類、蔬菜、水果等要新鮮
吃太快的有害身體，至少要吃十五
分鐘以上
預防傳染病

疾病

生病的時候要聽從父母與醫
生的吩咐
早晚要刷牙，不要忘記漱
口，不要吃太多
不要在都是塵土的地方玩

不要輕視生病
牙刷與齒粉的選擇、牙刷的使用法
灰塵對於眼睛與呼吸器有害
尤其要注意不乾淨的手或是手帕

岡野丈雄，
〈健康教育に就て〉
，
《社會事業の友》78（1935 年 5 月 7 日），頁 11-14。
臺南市港公學校，
《本校學校衛生の實際》
，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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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要洗澡

九

十

十一

姿勢

睡眠與
休息

呼吸

姿勢正確
伸直脖子，緊閉嘴巴
下腹部用力

不良的姿勢有害，有矯正的必要
稍微收下顎
寫字時不駝背
左手彎曲的話，身體也容易不正

早睡早起
睡到自然醒
最晚九點就寢
就寢與起床時間固定，最好
睡大概十個小時，好好的讀
書好好的休息
呼吸的方法
用鼻子呼吸
擦去鼻涕

不要用嘴巴呼吸
攜帶衛生紙、手帕
擦去鼻涕

擤鼻涕

不要塞東西到鼻子裡

清潔

生活必備用品：手帕
其他用具不要借人
一定要攜帶手帕
手巾的使用方法
手帕不要借人，手帕每天都 入浴法
要清洗
讓鞋子保持乾淨

一

排泄

上廁所一定要洗手，保持廁 運動前、上課前一定要帶手帕與衛
所整潔
生紙
汗流浹背的沒有擦汗並不好 流汗的時候馬上擦乾
來校前要大便

二

急救

在看護室要按照順序，靜靜 看護室使用訓練
等候，清楚的表達
養成永續治療的習慣

三

衣服與
攜帶品

十二

上學要穿制服、制帽
不要穿臺灣衫
皮帶、腰帶等不要繫太緊
和服的穿法
手帕、衛生紙等清潔用品以 繫帶的方法
及學校用品不要弄髒

參考來源：臺南市港公學校，
《本校學校衛生の實際》
（臺南：臺南市港公學校，1940
年）
，頁 68。

健康教育推行的目標在於全面落實學校衛生，確保兒童身體由內而外的健康，
除了藉由衛生訓練實施綱要幫助兒童養成衛生習慣外，此外學校還特別為兒童編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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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小冊子，內容包含如何保持身體健康的相關事項，分為用餐、起床就寢、眼耳
口鼻、呼吸、皮膚以及其他，規定兒童必須每天攜帶小冊子來校，在修身、訓話
等時間作為反省生活的指導資料。53
不同的學校也會針對自身情況，而有不同的衛生訓練的方法，例如有「電影
教育」、「洗身室」（沐浴間）或「太陽燈」等。臺中師範附屬公學校利用課餘的
時間，於理科教室或講堂放映衛生相關電影，在放映完畢後由衛生係的老師進行
說明，加強兒童觀影後對於衛生常識的吸收，並且規定兒童繳交觀影後的感想文，
作為複習以及回饋。54臺南的港公學校根據調查，發現兒童在家中多未有洗澡的
習慣，加上該校位處熱帶氣候，因此設有洗身室，在四月到十月適逢炎熱的天氣，
開放讓兒童洗澡，讓兒童隨時得以保持身體清潔，並鼓勵兒童可以養成洗澡的習
慣，將這樣的習慣帶到家庭中。55基隆日新尋常小學校因應天氣，一年到頭多陰
雨綿綿，日曬天數少，為使兒童有充足的日曬而添置「太陽燈」（圖 3-4）。56

圖 3- 3 基隆日新尋常小學校兒童太陽燈照射情況
資料來源：基隆日新尋常小學校，《本校健康敎育の實際》
（基隆市日新尋常小學校，
1937 年）
，無頁碼。

53
54
55
56

臺南市港公學校，
《本校學校衛生の實際》
，頁 62-65。
臺中師範附屬公學校，《健康教育の実踐》
，頁 170。
臺南市港公學校，
《本校學校衛生の實際》
，頁 65-67。
〈兒童保健のため 太陽燈購入〉
，《臺灣日日新報》（1937 年 2 月 13 日）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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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試圖在學校所有教科及生活中教授衛生，不過若要延續在學校所學
的成果，確實落實在生活中尚須家庭教育的幫助。因此與家庭的聯繫，也是健康
教育的要旨之一。除了家長會的舉辦、聯絡簿與身體檢查通知單外，為了更進一
步瞭解兒童的家庭狀況，學校會針對兒童家庭的衛生設備，如電燈、床單、花圃
有無，飲用水情況，以及兒童的家庭生活習慣，像是就寢、睡眠、刷牙、飲食、
沐浴等習慣進行調查。57對於家庭衛生不足處，藉由學校與家庭的聯絡，加強衛
生思想普及，改正家長錯誤的衛生觀念，以兒童為媒介將優良的衛生習慣由學校
帶回家中。58健康教育從學校擴展到家庭。

小結
日本統治臺灣後，首先面臨到的學童健康問題，是發育不良，急性傳染病頻
傳，因此臺灣總督府藉著身體檢查掌握全島學童的發育狀況，對於發育遲緩，或
患有疾病者，可以及早治療與矯正。以身體檢查為主，為了保持兒童健康情況的
學校衛生，從 1895 年一直維持到 1930 年左右，此時總督府要求兒童體格優良，
著眼於兒童身高、體重的生長情況。
到了 1930 年代之後，學校衛生行政確立由文教局的體育衛生係負責，希望
透過體育提升兒童體力，以增進兒童健康為目標。昭和 9 年（1934）文教局訂定
「體力檢查實施要項」，開始對全島學童進行體力測驗。
至 1930 年代後期，受到戰爭動員的影響，總督府越加迫切需要健康的人力
資源，對於兒童的健康有更進一步的要求。在體格與體力之外，日本政府提出「體
位向上」
，以「體位」的概念來包攝更多的健康要求，其內涵包含了體格（身高、
體重，外在的生長情形）、體質（營養、發育，內在的生理機能）以及體力（運
動能力），表示戰時下雖然強調體力向上，但仍不能偏廢體格與體質。另方面，
57
58

臺中師範附屬公學校，《健康教育の実踐》
，頁 191-212。
臺南市港公學校，
《本校學校衛生の實際》
，頁 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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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府視兒童為將來人力資源的補充，希望兒童不僅是被動的保護健康，還要求
兒童可以自主保護身體，因此出現「健康教育」的概念，著重將衛生知識融會於
其他正式教科內容授與學童，並且訂立衛生訓練細目，利用學校作息與活動，訓
練兒童養成衛生習慣，進而使兒童將衛生習慣帶入家庭，影響家族成員。

積極的學校衛生
•內容：身體檢查為主
•目的：保持健康
•健康重點：體格、體質

（1930-1938）

•內容：健康教育
•目的：增進健康
•健康重點：體位

•內容：偏向體育面
•目的：增進健康
•健康重點：體力

消極的學校衛生
積極的學校衛生
（1938-1945）

（1895-1930）

1929 年

1934 年

1938 年

1941 年

設置「體育衛生係」

體力檢查

健康教育

體鍊科

圖 3- 4 總督府學校衛生發展特色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健康兒童的標準根據總督府的統治目標，大略可以分做前後兩期（如圖 3-4）
，
前期以身體檢查為主要工作內容，目的是保護兒童健康，屬於消極的學校衛生；
後期以體育為重點，增進兒童健康為目的，屬於積極的學校衛生，兩者可以 1930
年為分界點，59不過兩者的差異也非完全割離的，身體檢查一直到日本統治結束

59

文教局於 1929 年 12 月增置「體育衛生係」
，該係的運作可說是從 1930 年開始，是故本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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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持續進行。而戰爭時期，總督府引進日本本國健康教育觀念，昭和 16 年（1941）
國民學校增設體鍊科，正式的將衛生教材納入教科中，此時除了以身體檢查掌握
兒童的發育情況外，為了要提升兒童的體位，更重視積極的學校衛生來增進健康，
體育是此時學校衛生發展的重心。

以 1930 年為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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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製作健康兒童的工廠－學校中的衛生教育
承前章，學校衛生事業推展的目標是要保護與增進兒童健康，為了達成此目
的，關鍵在於教育現場如何落實衛生教育。藉由學校，國家可以營造完善的衛生
空間，授與兒童完整的衛生知識，幫助兒童養成正確的衛生習慣；國家並利用身
體檢查直接掌握兒童的發育情況。學校宛若一座工廠，兒童進入學校，被塑造為
國家理想中的健康兒童。
本章擬由三個面向切入，觀察學校製作健康兒童的過程與方法。首先考察學
校建築、設備。為了避免兒童生病，國家基於衛生及醫學知識，設計保護兒童健
康的環境。其次，為了提供兒童具醫學專業的照護，學校中設有學校醫、學校看
護婦（校護）等，第二個部分要討論的是學校醫護人員的設置情況及職責內容；
最後，本章試從學級經營案以及課本，究明老師如何在教室教導兒童衛生知識與
習慣。

第一節 學校病的對策
就學兒童有很長的時間是待在學校中學習與生活，學校有很大機會左右兒童
的健康。然而學校的環境中有很多危害兒童健康的因素，例如教室採光不足，致
使兒童近視，或是桌椅不符合兒童身形，導致兒童駝背等情形。像這樣因為學校
環境或是設備不完善，導致兒童生病，損害健康的概念，稱之為「學校病」
。1臺
灣常見的學校病有眼病、皮膚病以及呼吸器相關的疾病，造成這些學校病發生的
原因是臺灣學校衛生設施不足。2關於學校防止學校病發生，以及確保兒童健康
的情況，可分從環境設備、學校活動以及師生合作三個方面來談。

1

2

西村大志，
《小学校で椅子に座ること―〈もの〉と〈身体〉からみる日本の近代化》
（人間文
化研究機構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05 年 03 月）
，頁 63；宝月理恵，
《近代日本にお
ける衛生の展開と受容》
（東京都：東信堂，2010 年），頁 106。
高雄州內務部教育課，《學生衛生》
（高雄州內務部教育課，1928 年 12 月），頁 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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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與設備的健康防護
日本統治臺灣之前，兒童接受教育的地方主要在書房，地點多設在地方廟宇
或是教書先生的家中，沒有專用的教室、黑板，也沒有廁所、洗手台等衛生設備。
在書房上課的兒童們常是在昏暗，且不通風的空間下唸書，傷害視力也耗損精神，
也很容易傳染疾病。書房的設計並沒有考慮到兒童的發育與健康狀況，日本統治
臺灣引進近代學校後，兒童接受教育的空間才開始有很大的改變。
日治初期公學校校舍的選擇或建築有許多便宜之處，明治 34 年（1901）總
督府參酌土木課與衛生課的意見，發佈「臺灣公學校設備規程」。基於衛生的要
求，規程要項大致有五點，首先是校地的選擇，必須乾燥清潔，為兒童通勤方便
之地；第二，為使兒童有充分的運動空間，操場的面積也必須相應於兒童數；第
三，飲用水的供應無虞；第四，考慮男女有別之廁所，廁所數相應於兒童數；最
後，教室內部的採光通風、教室牆壁的顏色、教室內每個兒童平均所使用的空間、
兒童用的桌椅尺寸等都要有明確的數據規定。3公學校設備規程發佈後幾度修改，
大正元年（1912）併入「臺灣公學校規則」中。4
1930 年代以後，因就學人數增加，許多學校校舍不足，此外，也有許多校
舍老舊有安全疑慮，陸續有小公學校要求增建校舍與改善衛生設備，如擴建校舍、
運動場、洗手台與廁所，對過舊建築進行整修，同時為促進學校衛生的推行，增
設衛生室或稱醫務室的衛生空間，作為身體檢查、進行急救措施與健康諮詢的專
用場所。
以目前可見資料來看，臺灣小公學校中最早設有衛生室的是高雄第一小學校，
昭和 8 年（1933）該校為慶祝創校三十週年紀念，由學校家長會共同出資而興建
的學校衛生室，內部分做眼科、齒科與內科三個部分。5在法令規則上並無規定
3

4
5

丸山芳登，
〈臺灣に於ける學校體育の沿革概要〉
，
《臺灣學校衛生》5（1939 年 9 月 1 日），頁
31-37。
臺灣教育會，
《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湾教育会，1939 年）
，頁 291。
〈教育界時事〉，
《臺灣教育》n373（1933 年 8 月）
，頁 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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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室為學校建築必設的場所，衛生室的增建多由學校自發性籌措經費，如從家
長會經費中撥款，或學校向總督府請款、借款。其後，各地學校陸續增設衛生室，
補強學校中的醫療設備與空間。以臺北市壽小學校與臺中師範附屬公學校為例，
臺北市壽小學校於昭和 10 年（1935）之際，為紀念創校 20 週年，由家長會費支
出，將原作為會議室的空間，改作為衛生室，增置醫療器材，尤其著重於兒童牙
科（圖 4-1 為臺北市壽小學校的衛生室）
；6臺中師範附屬公學校的情形則是，校
內建有 15 坪大的衛生室，相當於一間教室的規模。衛生室中備有急救箱、體溫
計、冰枕、征露丸、仁丹等一般醫療器具與藥品，醫療設備方面含括眼科、牙科、
耳鼻喉科以及外科等較專業的治療用品。衛生室由學校看護婦負責，目的在進行
急救、洗眼、驅除寄生蟲、服用甘油等簡單診療，衛生室為改善兒童健康狀況，
提升學校衛生設施的一環。7

圖 4- 1 1936 年的臺北市壽小學校衛生室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舊照片資料（http://photo.lib.ntu.edu.tw/pic/db/oldphoto.jsp）
2013 年 3 月 24 日檢索，原出處：
《臺北市學事要覽》
（臺北：臺北市市役

6

〈壽小學校の記念式 けふ創立廿周年を迎へて〉
，
《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6 月 2 日，n2 版；
〈各學校に於ける教育特殊設施(五)〉，
《臺灣教育》n422（1937 年 9 月）
，頁 74-76。
7
臺中師範附屬公學校，《健康教育の実踐》
（臺中：臺中師範學校，1938 年）
，頁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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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1936 年）。

教室中，課桌椅為兒童學習的主要用具，亦為學校衛生事業關注的重點。總
督府在明治 36 年（1903）公布「臺灣公學校生徒机腰掛（桌椅）寸法」
，為符合
每個兒童身體發育情況，設定身高 100 公分到 150 公分，每 10 公分為一個單位，
訂定出五種桌椅尺寸以對應各個兒童不同的發育生長情形，避免兒童產生不自然
的坐姿，導致近視和脊椎側彎的發生。8
然因就學者年齡差距頗大，五種桌椅尺寸不敷使用，各學校為了應付特殊需
求，甚而有第六號、第七號、第八號或號外的尺寸出現。另方面，隨時代推移，
兒童發育情況進步，原訂立的五種尺寸已不能符合現實情況，有修改尺寸的必要。
因此在小公學校改制為國民學校之際，當時的體育官丸山芳登，著手進行桌椅尺
寸基準法的研究。為了要適合每個兒童的身形，遂更細緻化的將桌椅尺寸劃分為
12 個型號，研究成果被採用為新的桌椅尺寸法基準。9
桌椅尺寸基準法的設定除了要避免兒童近視或脊椎側彎的發生，同時也是藉
著桌椅符合每個兒童的身形，達到規範兒童的身體，使他們都可以養成「正確的
姿勢」。圖 4-2 公學校上課情形，每個兒童正襟危坐的在椅子上，雙手擺放在大
腿，或是畫一的拿起課本朗讀，相較於以說教的方式要求兒童坐姿端正，藉由桌
椅得以更直接對兒童身體發揮教育的作用。10

8

〈臺灣公學校生徒ノ机腰掛寸法、明治三十六年一月、總學第四八號總務局長通牒〉
，渡邊節
治編，《提要對照臺灣小公學校關係法規》(臺北：臺灣子供世界社)，頁 367-370。
9
〈國民學校兒童機腰掛基準寸法ニ關スル件〉，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942 年 1 月 1 日，永
久保存；丸山芳登，〈國民學校用机腰掛の基準寸法に就て〉，
《臺灣學校衛生》5:4（1942 年
11 月 1 日）
，頁 23-40；〈國民學校兒童用机、腰掛の寸法基準指示せらる〉，
《臺灣學校衛生》
5:5（1943 年 1 月 1 日），頁 37。
10
河野誠哉，
〈明治期における学校施設の問題化と生徒の身体〉
，
《日本教育社会学会大会発表
要旨集録》48（1996 年 10 月）
，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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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 公學校教室上課情形（上：南港公學校第 20 回 下：大茅埔國
民學校第 19 回）
資料來源：姚浙生等撰稿，《楝花盛開時的回憶：日治時期畢業紀念冊展圖錄（一）
》
（南投市：臺灣文獻館，2005 年），頁 23、122。

除了藉由學校環境與設備防治學校病外，因學校為兒童團體生活的空間，若
有傳染病發生，稍不留意便會造成疫病擴大。以霍亂為例，1920 年之前霍亂曾
侵襲或流行臺灣十多次，其中最嚴重的是在大正 8 年（1919）
，全臺患者數達 3835
人，造成 2696 人死亡。11該次霍亂是由福州、廈門傳入臺灣，傳染途徑分從澎
湖島、基隆、臺北地區以及臺南地區開始蔓延全臺，12各地的小公學校，一旦發
現校內兒童疑似患有霍亂，為避免疫情於校內擴大，不僅進行全校消毒，並且宣
11
12

《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 第二十五編（大正八年分）》
（臺灣總督府，1921 年）
，頁 923-924。
佐藤會哲，
《臺灣衛生年鑑》
（臺北市：臺灣新報社，1932 年）
，頁 133；丸山芳登，
《日本領
時代に遺した臺灣の医事衛生業績》
（橫濱市：出版單位不詳，1957 年），頁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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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全校停止上課五天至一個禮拜不等。13
其中臺北市疫情嚴重，當時正值暑假即將結束，總督府為避免霍亂流行擴大，
學務課課長特召開學校衛生會議，召集臺北市內各級學校校長、防疫醫官、視學
官等共同商議對策，結果決定延後開學，並且加強消毒學校環境。14疫情嚴重時，
隔離是避免疫情擴大最有效方法。
大正 10 年（1921）總督府發佈「學校傳染病豫防規則」
，準用文部省於大正
8 年所發佈的學校傳染病豫防規程，明確規定學校中患有傳染病兒童該如何處置。
該規則將學校中應要特別豫防的傳染病分作四類。
第一類為霍亂、腸傷寒、副傷寒、痘瘡、發診、猩紅熱、流行性腦脊髓膜炎
與鼠疫。
第二類為百日咳、麻疹、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耳下膜炎、風疹、水痘。
第三類為肺喉頭，與其他開放性結核、癩病
第四類為砂眼，與其他傳染性眼炎，疥癬和其他傳染性皮膚病。
針對各類傳染病有不同豫防方法，若是患有以上傳染病者，依照病情的輕重
有不同的處置，輕者多是正常上學，接受治療；嚴重者則在家休養防止病情傳染
擴大。15
總督府基於衛生考量，針對環境、設備、疫病訂立規範，就整個學校環境，
如操場、衛生室、廁所、建築用料等環境，到教室中的黑板、採光窗、桌椅的規
範，都是預防學校空間對兒童產生不好的影響，盡可能的降低學校病發生的機率，
營造出學校是一個具有近代衛生的空間。

13

14

15

〈土城公學校休校 疑似虎疫發生の為〉，
《臺灣日日新報》
，1919 年 9 月 2 日，7 版；
〈小公學
校休校 コレラ發生の為め〉
，
《臺灣日日新報》
，1919 年 9 月 2 日，7 版；〈嘉義 小學校のコ
レラ騷ぎ〉
，
《臺灣日日新報》
，1919 年 9 月 29 日，6 版。
〈學校衞生會議 夏休後を休校せず〉，
《臺灣日日新報》
，1919 年 8 月 16 日，7 版；
〈學校臨
時の休校〉，
《臺灣日日新報》
，1919 年 8 月 22 日，7 版。
〈學校傳染病豫防規則〉
，
《臺灣總督府府報》
，府令 66 號，1921 年 4 月 10 日；臺灣教育會，
《學校衛生關係參考資料類集》
（臺北市：臺灣敎育會，1936 年）
，頁 5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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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活動對兒童身體的照護
在身體檢查結果中有異狀的兒童，有必要在就學期間接受更進一步的治療。
如砂眼、蛔蟲、齲齒等兒童，學校提供簡單的治療的方法。砂眼患者依照病情輕
重，必須定時到衛生室，由學校看護婦進行點眼與洗眼治療，有些學校甚至在各
教室備有洗眼器具，鼓勵兒童自行洗眼，作為預防砂眼的方法。16關於蛔蟲治療，
因為海人草趨蟲效果佳且經濟實惠，學校固定一年兩回給兒童服用海人草。但海
人草飲味道不佳，因此兒童多避之，必須在老師的監督下才能確實服用，故也有
學校改以海人草製成的藥丸讓兒童服用。17齲齒的部分，設有齒科學校醫以及專
門的齒科衛生室的學校不多，因此大多數的情況是學校通知齲齒兒童的家長，由
家長帶兒童到校外求助專門的牙醫師。18學校方面則是由預防著手，每學期一回
全校兒童在牙醫或是老師的指導下，共同練習正確的刷牙方式，圖 4-3 為宜蘭小
學校舉行刷牙訓練的盛況，公學校的情形應該也相去不遠。

圖 4- 3 宜蘭小學校刷牙運動實況
資料來源：
〈齒磨敎練の實況（宜蘭小學校兒童ら）
〉，
《臺灣日日新報》
，1935 年 6 月
9 日，3 版。

16
17

18

臺南市港公學校，
《本校學校衛生の實際》
（臺南：臺南市港公學校，1940 年），頁 22。
臺南市港公學校，
《本校學校衛生の實際》，頁 59；可參考張素玢，
〈蟲蟲戰爭：海人草與臺灣
的寄生蟲防治（1921-1945）〉收錄於《多元鑲嵌與創造轉化：臺灣公共衛生百年史》
（臺北：
遠流，2012 年）
。
臺中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健康教育の實踐》（臺中：臺中師按學校，1938 年），頁 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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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療設備與醫護人力充足的學校，對於身體檢查成績呈現虛弱體質，或是
患有疾病兒童，更進一步提供健康諮詢的時間。實施方法為導師偕同學生，與學
校醫或學校看護婦在衛生室就兒童健康狀況進行會談，家長若是願意也可以參加，
會後諮商結果會由學校醫或是學校看護婦記錄於健康諮商專用記錄表，19圖 4-4
為健康諮商紀錄表。

圖 4- 4 健康諮商記錄表
資料來源：臺中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
《健康教育の實踐》
（臺中：臺中師範學校，1938
年）
，頁 79。

兒童不在學校生活的時候，如暑假，學校也設計有保護兒童身體健康的活動。
發給家長暑假須知，聯絡家長一同關心兒童保健，協助兒童在暑假期間可以繼續
維持規律的作息，早睡早起，避免暴飲暴食。同時也給學童一份暑假注意事項，
提醒兒童注意身體健康與鍛鍊體力，例如：維持每天早起後刷牙盥洗、冷水摩擦
以及做收音機體操、利用早晚比較涼爽的時間讀書、遊玩時注意安全與衛生、睡
19

臺中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健康教育の実踐》，頁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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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時要小心保暖，不要著涼等生活上保護健康的細節。

三、師生合作的防治工作
教育現場中，推展學校衛生以及保護兒童健康不僅是老師單方面的工作，兒
童也必須協助老師，投身於學校衛生工作，防治學校病發生。
現在的新北市新莊國小校史室中保存日治時期新莊公學校（新莊東國民學校）
20

的學校檔案，含有學校沿革誌、職員履歷書、各科教授綱要、鄉土教授資料與

部分年份的校務日誌等，其中一份收錄戰時下新莊東國民學校校務活動的資料，
內有學校事務分掌情況、兒童自治會名單等，可見學校職員以及學生攜手推行學
校衛生的資料，故以下以 1940 年代的新莊東國民學校為例來考察兒童如何實踐
學校衛生。
新莊東國民學校在校長之下分設教務部、庶務部、會計部，其下再分為各係。
教務部下設有教督係、行事係、卒業生係、課外教育係、映畫教育係、販賣係、
學校園係、訓練係、體育衛生係、清掃係、保護者會係以及同窗會係。其中體育
衛生係與清掃係，與學校衛生推展有密切關係。體育衛生係分體操部與衛生部，
由兩位老師分別負責體育與衛生事務。體操部的老師負責辦理運動會、遠足登山
活動、操場的維護、體育用具的保管等項，衛生部老師則負責衛生事務相關調查、
種痘預防注射、傳染病防治、衛生室整理等養護衛生相關事項。校舍內外清掃以
及美化工作則為清掃部老師的職責。
校內每個禮拜輪流配置老師與學生為值週人員，學生的部分是由六年級與高
等科學生出任，該事務應是由體育衛生係負責監督推行。當週輪值的學生必須在
開始上課前的三十分鐘到校，接受老師的指導，針對該週週訓實踐情況進行調查。
21

輪值的學生為六年級、高等科一年級與高等科二年級各兩名，在休息時間巡視

20

1898 年新莊街辨務署長山雄熊氏呈請設立「臺北國語傳習所新莊分教場」
，後改為興直公學校，
後在陸續更名為新莊第一公學校、新莊公學校，於 1941 年隨著國民學校令公布，公學校改制
為國民學校，而更名為新莊東國民學校。現今為新北市新莊區新莊國民小學。
依照目前現有資料來看，只可見第九週與第十一週週訓。以第九週週訓為例，校內實踐事項
有三：1. 體操、集合開會的速度要加快 2. 日行一善 3. 沒有事者禁止進入衛生室與職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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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充當兒童看護，並會特別注意一些應該到操場集合，或是應到操場做體操
但留在教室的兒童，一旦發現就叫他們回到操場去。輪值學生不只要比其他學生
早到，犧牲休息時間巡視學校，放學後還必須要留下來檢查學生掃除校園的成果。
當值學生與老師攜手共同監督學校衛生的運行，讓逃避運動的學生回到操場上活
動筋骨，負起審視校園整潔情況的責任。22
由師生共同推展學校事務的還有「學校自治會」的設計。
「學校自治會」
，由
全校師生與校友共同組成，設立目的在「實施自治、自律、協同等社會訓練，陶
冶公民性格」以及「作為訓育的輔助機關」。成員由校內教師、校友與學生共同
組成。學生組成的部分稱為「學級自治會」，分做庶務部、風紀部、衛生部、體
育部，各置部長一名、副部長兩名，及部員四名，各部配有二到四名不等的教師
作為指導。每個月上旬在老師的指導下，學生與老師共同召開自治會，或校長不
定時召集所開的臨時會，報告與協議學校自治事務，使學生學習自治。
與學校衛生發展相關的有衛生部與體育部，其職責如下：
A.

B.

22
23

衛生部學生的任務：
1.

校舍內外的清潔整理

2.

各種衛生設施的使用與保存

3.

輪流勤務、作業

體育部學生的任務：
1.

遊戲相關事項

2.

運動競技相關事項

3.

各種設施的使用、保存。23

校外實踐事項：流利的使用國語。
《新莊東國民學校》
，新莊國小校史室藏，無頁碼。
《新莊東國民學校》
，新莊國小校史室藏，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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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會體育部以及衛生部負責事務與體育衛生係職責要項重合，體育衛生係
僅由兩名老師負責，除了需要教職員共同推行活動，如運動會的設計、課外體育
的推廣、傳染病預防等事務外，一些比較機械性零雜的事務，如體育器材的管理、
運動場的整理利用等，則可能是交與學生執行。
被選為學生自治會一員的學生須經過宣誓，自我喊話振奮精神，不懈怠自己
的職責，共同協力於振作校風。學校自治會的學生，自認為是其他學生的榜樣，
具備有與學校緊密聯繫的共同體概念，將自身放置在公領域中，協助老師推行校
務。24
新莊東國民學校的衛生事務，以教職員負責的體育衛生係、清掃係為中心，
輔以每週輪值的教員與學生共同協助環境整潔的監督，加上學級自治會學生的幫
助，全校師生共同推行衛生事務與維護校園整潔，得見學生自主實踐學校衛生事
務的一面。
類似於鼓勵兒童自主實踐衛生的情況，臺中師範附屬公學校為了讓兒童養成
衛生習慣，改編當時的「健康歌」，25訂立十則健康標語：

運動：到戶外快活的運動
日光：充足的日曬
營養：飲食均衡，細嚼慢嚥
空氣：呼吸新鮮空氣
睡眠：早睡早起，睡眠好
休養：適當的休養生息
清潔：身體保持乾淨
衣服：貼身衣物保持乾淨，不要穿得太厚重
24

《新莊東國民學校》
，新莊國小校史室藏，無頁碼。
健康歌歌詞：外で運動朗らかに，光に当れ陽に当れ，清い空気をいつも吸え，何でも食べ
よよく噛んで，肌着きれいに，厚着せず，早寝早起きよく眠れ，正しい自然の姿勢を保て，病
を防げ，身を守れ。
http://members.jcom.home.ne.jp/kiri-n/aga.htm 查詢日期：2013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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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勢：保持正確自然的姿勢
豫防：豫防疾病，保護身體26

另外還編纂關於：頭髮、身體、飲食、衣著、姿勢、運動、睡眠等衛生須知，
發給學生，學校並制訂「學校清潔法」，分配全校公共打掃區，由學童負責全校
環境的維持，規定早自習與放學前由兒童打掃教室與公共打掃區，像是教室與走
廊的清潔、除草、澆花、清掃下水道與廁所，以及打掃用具的整理等，促成學童
愛好整潔，勤於打掃的習慣27
臺南市港公學校為了喚起兒童對於自己身體的興趣與關心，表揚體位優秀的
學生，同時鼓勵其他學生以此為模範，該校設計名為「我的身體」
（私のからだ）
的小冊子，規定四年級以上的學生，記錄自己的健康生活記錄，在封底列出八條
口號激勵學生，期待學生得以成為「港公健兒」，
（封面、內容與封底可參考附錄
九）28。

第二節 學校醫護人員的設置
學校中有一群專業的醫護人員對全校兒童的健康狀況進行監察與維護。學校
醫負責檢查全校兒童的身體狀況，學校看護婦負責砂眼的點眼治療、對虛弱兒童
投以甘油改善體質等較為簡單的護理工作。1930 年代以後，開始有小公學校設
置學校齒科醫；戰時下，隨著小公學校改制為國民學校，為了改善過去學校看護
婦的不足，學校中增置「養護訓導」一職，加強對全校兒童的看護。兒童在這群
醫護人員的照料下，得以在學校生活中獲得完善的健康保護。
以下將分別從學校醫（校醫）
、學校齒科醫（學校牙醫）
、學校看護婦（校護）
以及養護訓導（校護）在學校衛生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討論。

26
27
28

臺中師範附屬公學校，《健康教育の実踐》
，頁 175。
臺中師範附屬公學校，《健康教育の実踐》
，頁 182-183。
臺南市港公學校，
《本校學校衛生の實際》
，頁 8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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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醫
學校醫主要職責是為兒童進行身體檢查。明治 43 年（1910）訂立學校醫相
關規定前，學校的身體檢查是委託當地公醫進行。公醫職責重點在輔助地方衛生
管理及提供醫療服務，受命協助地方警察機關執行衛生業務。公醫規則中雖然註
明「學校衛生」為公醫的職務之一，但工作性質僅止於「注意」，意即沒有規定
公醫在學校衛生中的工作內容為何，故學校中的衛生觀念推廣或是學童疾病的治
療並非公醫主要職務。
如果學校要藉助公醫的力量推行衛生工作，比較常見的作法是由學校自身撥
經費，委託公醫作為該校學校醫，給予相當的津貼，使公醫增加學校醫的身份。
如此公醫不僅負責學生的身體檢查，必要的情況下，也要對兒童及其父兄進行衛
生演講，召開教員講習會等宣導衛生知識與觀念，提供學生兒童免費疾病治療等
工作。29不過此時各校囑託學校醫情形尚不普遍，學校醫的職務也未有明確的規
定。
明治 43 年（1910）臺灣總督府發佈「臺灣小學校學校醫職務規程」、「臺灣
公學校學校醫職務規程」，同時發佈「臺灣小學校兒童身體檢查規程」與「臺灣
公學校兒童身體檢查規程」，30規定學校醫必須於每年的四月及十月，在小公學
校中為兒童進行身體檢查。31學校醫身負學校衛生監測之責，總督府藉由學校醫
的專業醫學知識，可以確切掌握兒童身體檢查的紀錄，並在專業醫學為後盾的檢
查過程中，可以確保記錄無誤。關於學校醫職務內容明確規定在「臺灣小學校學
29
30

31

〈學校醫の一例〉
，《臺灣日日新報》
，1907 年 2 月 3 日，2 版。
1911 年發佈「小學校學校醫職務規程」與「臺灣公學校學校醫職務規程」
，公學校的情形準據
小學校。不過這裡並不包含以高砂族學生為主的公學校。除此之外像是中等學校以上，如醫學
校、國語學校，還有主要招收內地人的國語學校附屬中學校、女學校，也並未特別公布學校醫
制度。其主要是準據 1911 年發佈的臺灣小學校兒童身體檢查規程，進行學生兒童身體檢查，
因此無論是哪一種學校類別都需要囑託學校醫。
〈小學校學校醫職務規程〉
，訓令第 72 號，
《臺
灣總督府府報》
，1910 年 4 月 19 日；〈公學校學校醫職務規程〉
，訓令第 73 號，《臺灣總督府
府報》，1910 年 4 月 19 日；
〈臺灣小學校兒童身體檢查規程〉
，府令第 29 號，《臺灣總督府府
報》
，1910 年 4 月 19 日；
〈臺灣公學校兒童身體檢查規程〉
，府令第 30 號，
《臺灣總督府府報》
，
1910 年 4 月 19 日。
〈臺灣小學校兒童身體檢查規程〉
，府令第 29 號，《臺灣總督府府報》
，1910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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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醫職務規程」中，公學校學校醫職務內容準據小學校的情形，其要項如下：

第一條 小學校中設置學校醫。
第二條 學校醫為公醫、開業醫或是從事醫務的臺灣總督府醫院職員中由廳
長囑託之。
第三條 學校醫視察該學校衛生事項，向學校長申告其狀況。
第四條 學校醫於視察學校之際發現罹病之兒童，就其病症像學校長申告治
療或是缺課、休學的處置。
第五條 學校醫依據明治四十三年四月府令第二十九號臺灣小學校兒童身
體檢查規程，對兒童進行身體檢查，並將結果記於該校準備身體檢
查記錄票。
第六條 學校醫在學校附近有傳染病發生之際，應向學校長申告必要的預防
消毒法。
於前項之情況若認為有必要休業時，再報告其休業預定日數。
第七條 學校醫就衛生上必要之事項應向廳長或學校長申告。32

學校醫來源有三，分別是公醫、開業醫或是從事醫務的總督府醫院職員。日
治之初，學校醫的來源主要為公醫，並且以日人為主，不過隨著明治 32 年（1899）
新設醫學校陸續培養了許多臺籍畢業生，有越來越多的開業醫，因此學校醫的來
源不僅限於公醫，也有不少是由在地的開業醫師出任。
學校醫除了負責兒童的身體檢查外，尚需注意學校衛生相關事項，諸如傳染
病之防治，或是針對患病的學生兒童向校長提出建議處置方式。此外，學校醫需
與校長共同進行學校衛生事務商議會、參與各地舉辦的學校醫研討會，或與在父
兄會上進行衛生演講。33
32
33

〈臺灣小學校學校醫職務規程〉，訓令第 72 號，
《臺灣總督府府報》
，1910 年 4 月 19 日。
《臺灣總督府學校生徒及兒童身體查統計書》（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部，1919 年）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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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11 年（1922）公布「臺灣公立學校醫囑託及執務相關規則」
。學校醫正
式資格改為具有根據醫師法或是臺灣醫師令醫師執照者，並詳細規定學校醫的執
務內容。主要有五大要項：
1.

負責學生兒童的身體檢查。

2.

每月一次以上，在上課時間中到校進行學校衛生事項相關的調查，諸如：
校地、校具衛生，職員學生的健康狀態，或是飲用水等檢查事項。

3.

學校醫作為學校長諮問學校衛生意見之對象，並且監察該校之傳染病豫
防情況。

4.

學校醫在學校長的請求下，必須對學生兒童或是家長進行衛生相關的演
講。

5.

學校醫所調查之事項、執務狀況、申告建議內容等應該要記入學校醫執
務日誌，並提給校長。34

從學校醫職務要項中可以窺見，每年兩回的身體檢查數據成果，繫於學校醫
的診察，是總督府直接掌握兒童身高等發育情況的重要來源。學校醫定期每個月
到校視察衛生情況，可確保學校衛生平穩發展，加上不定時的舉行演講，宣導衛
生事項，提供專業的衛生知識，使兒童注意身體保健。簡而言之，總督府設想的
學校醫，是監控學校衛生發展，與確保兒童發育無礙的關鍵。
關於學校醫執行職務情況試以吳新榮為例說明。吳新榮為臺南人，昭和 7
年（1932）畢業於東京醫學專門學校，回臺後接手叔父吳丙丁於佳里所開設的佳
里醫院，並熱心於文學創作以及參與地方公共事務。昭和 11 年（1936）受囑託
為七股公學校、後港公學校、土城子公學校，以及七十二分公學校的學校醫。35

34

35

〈臺灣公立學校醫ノ囑託及執務ニ關スル規則〉
，《臺灣總督府府報》
，府令第 14 號，1922 年
2 月 26 日。後為擴大原本僅針對公立學校而設的學校醫令，至官、私立學校以及幼稚園都得
適用，於是在昭和 15 年（1940）發佈「臺灣公立學校學校醫改正之件」
，學校醫職務內容不
變。
從吳新榮日記中可窺見，吳新榮自 1936 年起開始擔任七股公學校、後港公學校以及土城子公
學校的學校醫，於 1940 年增七十二分公學校，不過就吳新榮日記來看，僅能確定吳新榮自接
任七股公學校以及七十二分公學校後，即持續到 1944 年為止。至於土城子公學校與後港公學
校在日記中分別只提及到 1938 年與 1939 年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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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新榮在日記中提及受囑託為學校醫是份沒有薪資的工作，他將這份工作視為是
社會服務，可以貢獻鄉里，亦將作為學校醫視為一種榮譽。36
吳新榮每年五月會到這些公學校替兒童進行身體檢查，花費的時間為一個到
兩個半天。擔任學校醫多年後，因熟練身體檢查的步驟與流程，吳新榮在一個半
天即可完成一所學校全體學生的身體檢查。37吳新榮擔任七股公學校校醫的時間
最長，直到昭和 19 年（1944）
。於日記中，吳新榮特別提到七股公學校兒童罹患
砂眼的情況嚴重，不過就他多年的檢查成果，明顯感受到該校學生兒童體位正在
進步，38或許可以證明學校推廣體育衛生運動有成。
從吳新榮的例子可見，學校醫實際執行的工作主要為檢查兒童身體與參與學
校醫會議。秋季身體檢查的項目依照規定只要進行身高、體重、胸圍、坐高與營
養等簡單的發育測量即可，因此很多情況是由學校教職員代替學校醫為兒童進行
測量。相對的，春季身體檢查除了身高、體重基本測量外，尚需進行脊椎、視力、
聽力、牙齒等的檢查，或是診斷有無疾病，需要學校醫專業的醫學能力，因此在
吳新榮的例子中，學校醫在一年 2 回的身體檢查中，僅於春季檢查時到校為兒童
服務。
雖然學校醫實際施行職務內容，與總督府設計的學校醫職務要項有落差，不
過因為身體檢查攸關總督府掌握兒童身體健康狀況的正確度，是學事年報兒童發
育數據的來源，故總督府須藉助學校醫的專業進行診察，基於醫學專業，學校醫
為兒童的發育、疾病的進行檢查的工作，是學校教職員無法取代的。
總督府認為提升學校衛生關鍵在於學校醫可以發揮多大成效。因此，十分重
視學校醫問題。在臺灣教育會主辦的「全島學校衛生研究會」，以及臺灣學校衛
生會總會上都曾針對學校醫的問題進行討論。
36

37

38

在學校醫設置辦法中規定每年需給學校醫相當的津貼，不過從昭和八年（1933）起開始出現
未給學校醫補助津貼的情況。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三十二年報》
（臺灣總督
府文教局，1935 年）
，頁 314-316。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
《吳新榮日記全集》
（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07 年），1938 年 5
月 23 日。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
《吳新榮日記全集》
（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07 年），1939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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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如何提升學校醫成效，於第一回全島學校衛生研究會上，學務課技師皆
吉質與各地衛生技師討論的結果，不約而同認為提升學校醫的津貼有助於學校醫
投入更多時間於學校衛生的推展。39據現有資料比對 1920 年代與 1930 年代學校
醫的待遇，昭和 6 年（1931）公學校校醫平均每年的津貼為 42.7 元，小學校校
醫為 37.1 元，到昭和 12 年（1937），公學校與小學校校醫的年津貼分別為 49.3
元與 44.3 元，40金額確有增加，然受限記載全島學校醫平均年津貼的學事年報僅
出刊至昭和 12 年（1937）
，此後學校醫年津貼是否有更明顯的改善則不得而知。

二、學校齒科醫
日本內地在 1930 年代出現「學校齒科醫」為全校兒童的口腔把關。日本內
地齒科醫師會，基於「口腔與全身健康有密切關係」，強調牙科醫學的重要性，
他們認為一般學校醫的牙科專業知識不足為兒童進行牙齒檢查與治療，因此促使
日本政府發佈「學校齒科醫及幼稚園齒科醫令」
。昭和 6 年（1931）
，此舉影響臺
灣齒科醫師會，也向總督府提出重視兒童的牙齒保健，發佈學校齒科醫令的主張。
41

1930 年代臺灣齒科醫師會自發性的於學校舉辦演講，宣傳兒童牙齒保健，
對學童進行口腔檢查，選出健全且優良牙齒的兒童，給予獎賞進行表揚。42
昭和 9 年（1934）臺灣齒科醫師會派代表拜訪文教局長安武直夫，請願關於
發佈學校齒科醫令一事，43並於昭和 14 年（1939）自發性結成「臺灣學校齒科
醫會」，進行學童牙齒保健的研究與演講。
臺灣各級學校學生患有齲齒者人數年年攀升，其中內地人的情況又比臺人嚴
39
40

41

42

43

〈全島學校衛生研究會〉
，《臺灣教育會》351（1931 年 10 月），頁 102-105。
《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三十年報》（臺灣總督府內務局文教課，1933 年）
，頁 172-173；《臺灣總
督府學事第三十六年報》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40 年）
，頁 324-325。
〈第八囘臺北市齒科醫師會定期總會報告〉
，《臺灣齒科月報》33（1931 年 3 月）頁 23；〈臺
灣齒科醫師會第拾五囘定期總會報告〉
，《臺灣齒科月報》35（1931 年 5 月）
，頁 20；
〈臺中州
齒科醫師會定期總會〉
，《臺灣齒科月報》41（1931 年 11 月）
，頁 27。
〈各地ムシ齒豫防デー概況〉，
《臺灣齒科月報》37（1931 年 7 月）
，頁 21-24；〈六月四日ム
シ齒豫防デーの狀況〉
，《臺灣齒科月報》97（1936 年 7 月）
，頁 9。
〈學校齒科醫令に關し陳情〉，
《臺灣齒科月報》75（1934 年 9 月）
，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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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甚多。昭和 11 年（1936）對小公學校兒童身體檢查的結果，內地人兒童患有
齲齒者高達七成，臺人兒童也有近五成之多，然而至昭和 14 年（1939）學校總
數 1092 校，卻只有 67 校設有學校齒科醫，且多由校友會或是家長會出資設置。
學校齒科醫設置情況明顯低落。最後總督府終於在昭和 15 年（1940）年正式發
佈「學校齒科醫及幼稚園齒科醫令」
，明文規定臺灣各級學校應設置學校齒科醫。
44

總督府隨之發佈「學校齒科醫及幼稚園齒科職務規程」，其內容如下：

第一條 學校齒科醫依照學校身體檢查規則應進行牙齒檢查。
第二條 學校齒科醫於負責學校對於學生的齲齒或其他牙齒疾病應進行豫防
或診查。
第三條 學校齒科醫在校長的請求下應為學生或家長進行牙齒衛生的相關演
講。
第四條 學校齒科醫認為學校中必要的牙齒衛生之事項應該向管理長或學校
長申告。
第五條 學校齒科醫進行之執務大要應該要記入學校齒科醫執務日誌提向給
學校長。
第六條 學校齒科醫依本令，在官立學校、公私立大學、高等學校及專門學
校之學校長之外，承該校之當地方長官之命行齒科衛生相關職務。
第七條 本令實施相關必要之規程得由官立學校、公私立之大學、高等學校
及專門學校長，與其他學校在地的地方長官之命令訂定。
第八條 幼稚園齒科醫執務準用於前各條規定。45

與一般齒科著重「治療」不同，學校齒科的重要性在於「豫防」。基於「豫
44

45

〈敕令第五五五號臺灣學校齒科醫及幼稚園齒科醫令制定ノ件〉，
《總督府公文類纂》
，1939
年 1 月 1 日，永久保存；
〈臺灣學校齒科醫會結成せらる〉
，
《臺灣學校衛生》6（1939 年 12 月），
頁 76-77。
〈學校齒科醫及幼稚園齒科職務規程〉，
《臺灣總督府府報》，府令第 128 號，1940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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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的理念，學校齒科醫的要務有三，一是兒童的口腔檢查；二是口腔衛生教育
的推行，像是進行衛生演講，刷牙訓練運動、漱口運動、咀嚼運動等，最後是豫
防的處置，在設有齒科衛生室的學校，在蛀牙初期就先補牙，避免蛀牙惡化。46
以臺中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為例，學校衛生室中設有牙齒檢查治療設備，如圖
4-5。學校牙醫師在身體檢查之際，會仔細的診查兒童口腔，發現牙痛或是有蛀
牙時會先進行初步的止痛與治療，並將檢查結果記入於口腔診查單上（如圖 4-6）
，
將結果寫於口腔診查通知單送交給家長知道（如圖 4-7）
。臺中師範學校附屬公學
校學校齒科醫每週二與週五會到校進行兒童的口腔治療，每次診療限十人左右，
治療的費用由家長會費支出。若是蛀牙過於嚴重，則建議校外治療。47

圖 4- 5 臺中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牙齒檢查情形
資料來源：臺中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編，
《健康教育の實際》
（臺中師範學校附屬公學
校，1938 年 10 月）
，無頁碼。

46
47

大橋平治郎，
〈學校齒科二就テ〉，
《臺灣齒科月報》97（1936 年 7 月），頁 149-152。
臺中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編，
《健康教育の實際》，頁 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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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6 口腔診察單
資料來源：臺中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編，
《健康教育の實際》
（臺中師範學校附屬公學
校，1938 年 10 月）
，頁 91。

圖 4- 7 口腔診察通知單
資料來源：臺中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編，
《健康教育の實際》
（臺中師範學校附屬公學
校，1938 年 10 月）
，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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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齒科醫扮演補充學校醫在牙齒專科知識不足的情形下，負責每年兒童身
體檢查中的口腔一項。臺中師範附屬公學校兒童的蛀牙罹患率為表 4-1 所示：
表 4- 1 臺中師範附屬公學校兒童蛀牙人數
7歲
8歲
9歲
10 歲
11 歲
12 歲
13 歲

1933 年

1934 年

男

14

22

女

1

2

男

12

女

1935 年

1936 年

1937 年

1938 年

14

18

43

9

12

11

37

24

34

16

7

41

23

12

3

2

男

17

20

39

13

16

48

女

17

4

18

19

6

43

男

13

9

9

28

13

7

女

原文不清

32

6

18

11

36

男

6

24

20

12

21

66

女

10

16

3

7

8

22

男

9

4

27

6

7

36

女

9

9

3

9

2

21

男

15

6

10

21

6

26

女

1

3

10

10

3

15

41

資料來源：臺中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編，《健康教育の實際》，頁 46。

由上表可知，昭和 13 年（1938）臺中師範附屬公學校兒童的蛀牙數比往年
升高許多，其實這並不是兒童牙齒突然惡化，而是因為該校於昭和 13 年（1938）
開始囑託學校齒科醫，取代一般學校醫為全校兒童檢查牙齒。過去由一般學校醫
診察兒童牙齒狀況可能有誤診或不夠確實的情況出現，而學校齒科醫以專業牙齒
醫學，為學童的牙齒進行更嚴謹的檢查，因此出現學童蛀牙數激增的情形。學校
齒科醫同時也負起宣導口腔保健，擔任監控兒童牙齒保健的角色。48

48

臺中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編，
《健康教育の實際》
，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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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看護婦
日本內地自 1920 年代開始推廣學校看護婦的設置。昭和 4 年（1929）文部
省訓令發佈「學校看護婦相關之件」，明確規定學校看護婦的職務要項是預防疾
病，在兒童受傷時進行急救消毒，進行兒童身體與衣著的衛生訓練等。49臺灣在
這方面的發展較晚，於小公學校內設置學校看護婦是到昭和初年才開始，緣起於
總督府考量學童罹患砂眼，及帶有寄生蟲的情形普遍，故學校看護婦設置重點是
針對砂眼兒童進行簡易的點眼治療，和餵飲可以排出寄生蟲的藥品。總督府雖關
心學校看護婦的設置問題，但直至日本統治結束為止，都沒有發布相關規則或職
務要項作為規範。
雖然沒有法規規定，但還是有部分學校設有學校看護婦，如臺中師範附屬公
學校，學校看護婦為專任性質，全日在學校衛生室中為兒童服務。主要職務是輔
助學校醫進行身體檢查，每日巡視衛生室與校園環境整潔與否，在兒童上課期間
視察兒童的姿勢是否正確，有無打瞌睡或睡著的情況；對兒童進行簡單的治療，
如砂眼點眼藥、為白癬兒童噴藥、虛弱兒童餵以營養劑，兒童受傷進行緊急處置
等。每日放學後，填寫看護婦執務日誌，方便學校醫或校方檢閱全校兒童的健康
狀況。50
昭和 10 年（1935）全島配置有學校看護婦的各級學校共有 71 校，昭和 13
年（1938）增加至 132 校，但這樣的比例佔全島學校數仍偏低，設置情況也不及
學校醫普遍。單就小公學校的情況而言，請參考表 4-2，可見學校看護婦設置率
極低。51

49
50
51

丸山芳登，
〈學校看護婦諸姉の奮起を望む〉
，
《臺灣學校衛生》4：4（1941 年 11 月）
，頁 1-4。
臺中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編，
《健康教育の實際》，頁 223-226
〈學校齒科醫、學校看護婦（衛生婦）設置調（昭和十七年四月末現在）〉，《臺灣學校衛生》
4：6（1942 年 3 月），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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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全島小公學校學校醫與學校看護婦配置情況（1938 年）
小學校

公學校

合計

學校數

141

792

933

校醫配置校

140

784

924

校醫未配置校

1

8

9

校醫配置校百分比

99.2﹪

98.7﹪

99﹪

學校看護婦配置校

28

98

126

學校看護婦未配置校

113

686

799

學校看護婦配置校百分比

19.8﹪

12.4﹪

13.5﹪

資料來源：
〈本島に於ける學校醫及學校看護婦配置現況〉，
《臺灣學校衛生》1（1938
年 9 月），頁 27-28。

臺灣的學校看護婦與學校醫，兩者設置情況相比有很大一段落差，不過若就
兩者的職務要項來看，學校看護婦屬於專任性質，等同於學校職員，因此須整日
在衛生室待命，提供學童緊急救護與照料虛弱兒童。在臺北市壽小學校的情況，
學校醫僅在例行為兒童身體檢查之際會到校，其餘的時間都是由學校看護婦負責
兒童身體的照護。52與一年僅來校一次的兼任學校醫相比，學校看護婦提供學童
更完善的健康保護。

四、養護訓導
「養護」的意思是：

為期兒童身體健全發達。消極面言，必須注意生理衛生，保持健康；就積
極面言，要使身體各部均齊發達，並增進體力，養成剛健之精神53

是保護兒童身體健康，幫助其健康成長的概念。戰時下，日本政府苦於軍隊、

52
53

〈各學校に於ける教育特殊設施(五)〉
，《臺灣教育》n422（1937 年 9 月）
，頁 76。
陳石海，《新屋國小 學級經營案》
，1939 年。
87

第四章 製作健康兒童的工廠－學校中的衛生教育

工廠以及學校中，患有結核病者的比率節節攀升，嚴重影響人力資源的補給，因
此日本內地將防治結核病視為衛生事業優先處理的課題。根據醫學研究顯示，結
核病好發於身體虛弱的青年，為了有效從根降低結核病的罹患或是發病率，日本
政府加強對小學校兒童身體的保護，強調「養護」概念，於昭和 16 年（1941）
發佈「國民學校令」，小學校改制為國民學校之際，增置養護訓導幫助兒童鍊成
體位向上。54
昭和 16 年（1941）臺灣與日本內地同步施行國民學校制度，臺灣總督府發
佈「臺灣公立國民學校規則」，也增置「養護訓導」掌理兒童照護工作。國民學
校令中提及養護訓導增置理由：「養護可謂是教育科目的延長，與各種教育科目
密不可分，因此擔任這工作的職員同時也應有『訓導』的身份。」55養護訓導除
了照料虛弱、有疾患的兒童外，養護對象擴大到一般兒童，具有「教育」和「訓
練」學生的職責。56其職責內容要項大致有六項，如下：

一、救急處置、疾病的豫防
二、身體、衣服的清潔與其他衛生
三、訓練、運動會、遠足、校□教授的衛生事務
四、校舍社地的清潔、採光、通風與設備的考量
五、其他學校衛生相關事務57

也就是說，養護訓導與學校看護婦雖然同樣都是在照料學童健康，但是學校
看護婦的對象主要針對「不健康」的兒童，養護訓導照顧範圍則是全校兒童，對

54

七木田文彥，
《健康教育教科「保健科」成立の政策形成―均質的健康空間の生成》
，頁 94；
三井登，
〈養護訓導の制度化に関する試論〉，
《帯広大谷短期大学紀要 》49（2012 年 3 月）
頁 51-62。
55
〈國民學校令〉收於《臺灣に於ける國民學校の經營》（臺北市：新高堂書店，1943 年）
，頁
263-271。
56
七木田文彥，
《健康教育教科「保健科」成立の政策形成―均質的健康空間の生成》
，頁 94-99。
57
〈台灣の家庭 明年から設立の 養護訓導養成所 學童衞生の完璧を期す限〉，《臺灣日日
新報》，1941 年 10 月 7 日，n3 版。
88

製作健康兒童－日治時期臺灣學校衛生事業之發展

於「不健康」的兒童施以簡單的護理之外，還要負起教育全校兒童衛生知識與訓
練衛生習慣的責任。
要取得養護訓導的資格，大致有三種方式，其一是原具有看護婦執照並且具
有國民學校訓導資格者；其二是經由考試的方式。關於合格養護訓導的檢定考試
中有修身、公民科、教育與學校衛生四科目，相當於師範學校女學生課程的程度。
58

其中在學校衛生一科中考試項目有：

1. 學校衛生設施（設備衛生、教授衛生、身體檢查、學校給食、衛生訓練、
要養護兒童的養護、疾病的預防、急救看護）
2. 學校衛生法規
3. 學校衛生實技（衛生訓練、身體檢查、救急訓練）。59

因為門檻甚高，為此總督府於昭和 17 年（1942）2 月召開第一回養護訓導
養成講習會，講習資格限定在具有看護婦資格，且現服務於學校從事學校衛生事
務者，或是高等女學校畢業而具看護婦資格者。講習會針對養護訓導的檢定科目：
修身、公民、教育及學校衛生進行加強而合宿上課，希望可以幫助更多的受訓者
通過養護訓導的檢定。60
第三種方式，總督府也開設養護訓導養成所，或由學校、醫院申請開設養成
所，培養養護訓導。入所資格為高等女學校畢業者，修業期間 2 年，第一年是成
為學校老師的課程，第二年是看護婦訓練課程，完成後可領有養護訓導執照。61
昭和 19 年（1944）總督府調整養護訓導資格考試科目為：修身公民、教育、

58

〈臺灣教員免許令施行規則改正，《臺灣總督府府報》，府令第 151 號，1941 年 8 月 20 日。
〈養護訓導試驗の檢定標準〉，
《臺灣學校衛生》4：4（1941 年 11 月）
，頁 68-69。
60
〈養護訓導養成講習會開催〉
，
《臺灣學校衛生》4：6（1942 年 3 月）
，頁 82；
〈養護訓導養成
講習會〉
，《臺灣日日新報》，1943 年 2 月 9 日，n2 版。
61
〈養護訓導養成所 北一師に附設、高女卒修業年限二年 來年度豫算に經費要求〉，
《臺灣
日日新報》，1941 年 10 月 3 日，3 版；〈台灣の家庭 明年から設立の 養護訓導養成所 學
童衞生の完璧を期す限〉，
《臺灣日日新報》
，1941 年 10 月 7 日，n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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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衛生與育兒保健五科。62
無論是藉由通過試驗獲得養護訓導執照，抑或是進入養護訓練養成所完成課
業，兩者都有嚴苛的學歷限制，因此具有養護訓導資格的人數相當的少。以第一
回養護訓導養成講習會為例，該次養護訓導講習會共有 31 名受訓者，同年僅有
14 名通過養護訓導檢定。63
雖然受限於資料，無法掌握養護訓導的設置情況，不過養護訓導設置時間已
是戰爭末期，而且取得養護訓導的資格門檻又十分高，從這兩個原因來看，成為
養護訓導的人數應該不多。

第三節 教室中的衛生教育
兒童的校園生活每天長達 7、8 個小時，在這段時間裡，兒童在教室中接受
了哪些衛生教育呢？本節擬探討教室內衛生教育實踐的情況。
要瞭解教室中衛生教育的情況，最好的辦法是藉由學級經營案以及課本，以
下分別就桃園縣新屋國小教師針對班級經營與教學纂寫的「學級經營案」以及課
本內容分析教室中的衛生教育實施情況。

一、衛生教育的落實
相對於教科書中衛生知識已固定編入教材中，學級經營案是經由老師根據班
級兒童與教學實況所擬定的計畫書，得以靈活的在學校生活與學校活動中安排衛
生教育。
「學級經營案」內容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64第一個部分是導師對班級
62

63

64

養護訓導養成所的必修科目有修身公民、教育、心理、衛生、育兒保健、看護學（人體構造
及主要器官之機能、看護法、衛生與傳染病大要、消毒法、繃帶包紮與治療器械使用方法、急
救處置）
，若具有高等女學校學歷，或是同等學歷者，若有看護婦執照，可免修看護學，並且
得減免一年的修業時間；
〈臺灣國民學校訓導、准訓導及養護訓導免許令施行規則中改正〉，
《臺
灣總督府府報》
，府令 75 號，1944 年 3 月 11 日；
〈臺灣國民學校訓導准訓導及養護訓導免許
令施行規則改正ノ件、府令第七十五號、七十六號、府令第一四八號、昭和十九年總文第一零
一號、一七五號ヲ一括、三件一括〉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1944 年 1 月 1 日。
〈養護訓導養成講習會狀況〉
，《臺灣學校衛生》5：1（1942 年 5 月），頁 101-102；
〈國民學
校養護訓導檢定合格者〉
，《臺灣學校衛生》5：5（1943 年 1 月），頁 55。
關於學級經營案的史料性質與介紹可參閱許佩賢〈皇國健兒之道〉一文，收入於《殖民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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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的基本調查，諸如家庭情況、個性調查等，第二個部分是班級經營的方式，
分做教授、訓練與養護三方面。「教授」是針對學科，訂立教授內容方針與注意
事項，「訓練」著重德性的涵養，使學生體會國民意識，諸如：自治的訓練、國
語生活的確立、質實剛健風氣的養成、禮儀的訓練、清潔整頓的訓練等；
「養護」
是強調兒童身體保健與確保體力增進。第三是各科學習的目標，內容是就各正規
課程訂立指導方針與注意事項，希望能使學生兒童自發學習，在學習知識的過程
中，一同陶冶磨練國民應有的情操。65
學級經營案中關於衛生教育的設計，主要是出現在養護的部分。以下根據學
級經營案中，老師對兒童身體的觀察、訓練兒童衛生習慣的養成，以及照護、鍛
鍊兒童體力的活動等情況進行考察。

1.

兒童的身體狀況
教師觀察兒童在教室的情況，參考身體檢查成績，提出對於臺灣兒童身體的

看法。教師認為臺籍兒童身體方面的長處有「一般而言身體強健」
、
「沒有腺病」、
「抵抗力強」、「耐力、持久力強，能持續勞動」、「是家中重要的勞動力」，簡而
言之臺灣人兒童身體的優點在於耐力與勞力；短處的部分則是「就身高而言，體
重、胸圍發育情況不合乎比例」
，
「家中養成不少不良姿勢」
、
「多腸胃病、砂眼、
寄生蟲、白癬、蛔蟲等疾病」
、
「眼神空洞，口才遲鈍」
、
「不留意身體與服裝的清
潔」
、
「缺乏對體育的自覺」66，亦即是發育不良，常患有學校病，無心運動並且
不注意衛生清潔。
藉由身體檢查，老師可以掌握兒童的發育情況，進行適切的衛生指導與照顧，
同時也可以讓兒童了解自己的健康狀況，進一步的針對不足處進行加強。

65
66

灣的近代學校》
（臺北市：曹永和文教基金會，2005 年）
，頁 131-171。
《新屋國小 學級經營案》，1939 年。
沈月枝，《新屋國小 學級經營案》
，19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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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衛生習慣的訓練
老師教導兒童於學校中實踐衛生生活，延伸到家庭生活中，促使兒童養成衛

生習慣，幫助兒童改善體質與維持健康，內容可分為「用餐」
、
「如廁盥洗」與「生
活作息」。
「用餐」的學習包含：用餐前洗手、細嚼慢嚥；
「如廁盥洗」
：如廁後洗手並
擦乾、睡前刷牙、每天洗澡，尤其是頭部的清潔；
「生活作息」
：早睡早起、注意
飲食衛生、每天都要攜帶手帕。老師推廣衛生生活實踐的同時，也必須有一套檢
查方法來確認兒童是否達到衛生習慣的養成。在學校活動安排裡，定時或不定時
會有衛生檢查日，檢查要項有：制服是否乾淨整齊、指甲頭髮與四肢身體的清潔、
手帕衛生紙的有無。另一方面，為了讓兒童養成清潔的習慣，並有一個整潔的空
間，故學校規定學生每天一同打掃教室以及學校公共區域，定期每個月以及期末
舉辦一回大掃除。67

3.

身體保健的方法
學級經營案設計中關於「養護」的說明，用意在照護兒童身體健康，促使其

體位向上。兒童一進到學校後開啟一天的學生生活，首先是簡單的掃除教室環境，
接著全校兒童在操場集合開朝會，為了國民體位向上，於朝會完畢後實施簡單的
體操，促進兒童身體各部位的發達，以運動作為學校生活一天的開始。68
接著回到教室上課，每個兒童坐在符合自己身高的桌椅，正襟危坐聽老師講
課，老師也會趁這時糾正姿勢不良的兒童，避免因為姿勢不良導致脊椎側彎、近
視或是影響發育等情況發生，並且會定期讓兒童交換座位。利用空閒時間或是修
身課，老師不定時向全班進行簡短的衛生演講，提醒兒童衛生的重要性。每堂課
間的休憩時間，老師鼓勵學生多到操場去運動，或是簡單的活動筋骨，避免因久
坐而疲勞，也可以藉由運動恢復精神，提升體力。到午餐時間，學生在用餐前會
67
68

臺中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健康教育の實踐》，頁 179-182。
陳石海，《新屋國小 學級經營案》
，193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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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洗淨雙手，避免用手去抓弄食物，用餐時保持正確姿勢，細嚼慢嚥，進食中不
與他人說話。用餐完畢後，老師鼓勵兒童刷牙或是漱口，保持口腔衛生。休息片
刻後繼續上課直到放學，並於放學前再一次確實的打掃教室與學校環境後結束一
天的學校生活。
學生在學校的一天，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待在教室中，教室環境與兒童健康有
密切關係，因此老師時時留意教室中的採光、通風情形；於學年初，調整桌椅，
更換符合兒童身高的桌椅尺寸，並且定時調整座位，交換方向，避免兒童視力受
損。為了養成勤勞的兒童，除了一天兩回掃除時間外，老師鼓勵學生多勞動，美
化教室與學校環境，老師兼可訓練學生體能。69
公學校兒童正逢發育的關鍵時期，必須有充足的休息時間，學校生活作息的
安排，以臺中附屬公學校的情況為例，考慮到兒童睡眠以及通勤的時間，訂定最
晚 8 點 30 分必須要到校，接著打掃與朝會完後，於 9 點 15 分開始第一堂課，每
堂課 45 分鐘，下課 10 或 15 分鐘。詳細的日課表時間可參考表 4-3。

表 4- 3 臺中師範附屬公學校上課時間表
時間

69

到校

上午 8:30

打掃

上午 8:30-8:40

朝會

上午 8:50-9:10

第一堂課

上午 9:15-10:00

第二堂課

上午 10:10-10:55

養護時間

上午 10:55-11:15

第三堂課

上午 11:15-12:00

第四堂課

下午 12:15-1:00

午餐

下午 1:00-1:45

運動

下午 1:45-2:00

第五堂課

下午 2:15-3:00

陳石海，《新屋國小 學級經營案》
，193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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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堂課

下午 3:15-4:00

課外運動

下午 4:15-5:00

參考資料：臺中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
《健康教育の實踐》
（臺中：臺中師範學校，1938
年）
，頁 123

其中，養護時間是針對身體檢查後，患有砂眼、營養不良等疾患者，要求這
些兒童每天固定在養護時間，到衛生室接受點眼治療，與服用甘油補給營養；另
外，為了要恢復一早上課下來後兒童疲勞的情況，也會在這個時間進行收音機體
操，提振兒童精神。

4. 兒童體力的鍛鍊
養護的積極面是要讓兒童旺盛的發育，增進體力，提升對疾病的抵抗力。因
此老師利用體操科，進行體操、比賽、遊戲等活動，鍛鍊兒童的肌肉與運動力，
促進身體各部位均齊發達，同時也陶冶兒童的品德，培養團結、積極的態度。
此外，兒童每天一早到校打掃完畢後，便會被集合到操場開朝會一同做體操，
喚起明朗爽快的精神，迎接一天的開始。放學後還有勞動工作，在老師指導下，
兒童美化與布置校園，養成勤勞個性。平時老師也鼓勵兒童在下課或放學以外的
時間多做遊戲或運動。
學校方面，固定在秋天舉辦運動會，檢視一年來兒童的體能成績，舉辦紅白
對抗賽，藉著比賽激發兒童的團結精神，發揮最好的體能狀態。70學期中還有遠
足或是戶外運動的舉辦，讓兒童多接近大自然，提升身體健康狀況。
從這些活動、行事安排以及行政設計，我們可以看到教室是一個設計讓兒童
身體熟悉衛生觀念的空間，目的在使兒童培養優良衛生習慣，身體熟悉正確的姿
勢，讓好的衛生習性貫徹兒童的日常生活；同時對於身體健康狀況有缺陷的兒童，
學校提供簡單治療。學校不僅是保護兒童身體健康，養成兒童良好衛生習慣的場
70

陳石海，
《新屋國小 學級經營案》
，1939 年；范姜氏菊妹，
《新屋國小 學級經營案》
，193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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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甚至也是具有改善兒童健康狀況，具有醫療性質的地方。

二、課本中的衛生知識
學校衛生在公學校課程中並未獨立成正式科目，因此學校衛生不像國語、修
身、算術等正式課程，於公學校規則中寫有該科方針與教授要領，但這卻給學校
衛生教授更為彈性靈活的空間。導師可利用修身科、國語科等課文中有關衛生知
識的部分進行教授。本節試著從各科課本中所含的衛生知識進行教材分析。
傳授衛生知識的方法除了由導師指導學生於學校生活中習得衛生習慣外，若
要教授專業的衛生、健康教育，則必須藉助其他正式科目，如國語科、修身科、
理科以及體操科來達成。
關於教科書中的衛生知識已累積有不少前人研究成果。主要是由國語、修身
與理科教科書的內容為切入點分析教材內容，71國語教科書中衛生知識會隨著總
督府衛生政策而調整，授與學生不同的衛生知識重點；72體操科則用以改善兒童
體力。73在先行研究的累積中，可知學校衛生知識的傳授自日本領臺推行近代教
育之初，就將衛生概念融於國語科、修身科教科書中，以傳授衛生態度與健康概
念，另一方面藉著理科教導兒童科學的、理論的衛生知識，以及利用體操科促進
兒童運動身體。
由於學校衛生在 1930 年代後期以後更為蓬勃發展，因此本節以昭和 12 年
（1937）的教科書為例。
兒童進入公學校，開始學習過去從未接觸的「近代知識」。大約開學後的第
二個月底，新生在修身科第八課「保持清潔！」
（きれいにせよ）以及第九課「當

71

72

73

張淑卿，
〈國家與兒童健康：1950-60 年代臺灣國民學校的衛生教育〉
，
《國史館館刊》
，24，2010
年，頁 89-137；呂明純，
〈日本領台時期の衛生政策と公學校衛生教育〉
，東吳大學日本語文
學研究所，2002 年；周慧茹，
〈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理科教育之研究〉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臺
灣史研究所，2011 年。
呂明純，〈日本領台時期の衛生政策と公學校衛生教育〉
（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研究所，2002
年）
。
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日治前期（1895-1922）臺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
歷史研究所，2001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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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飲食」（飲み食ひにきをつけよ）開始接觸到近代衛生知識。
第八課「保持清潔」沒有任何文字解釋，只放了兩張圖片，如圖 4-8、圖 4-9。

圖 4- 8 修身科第八課「保持清潔！」（一）（きれいにせよ）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
《臺灣總督府

兒童用

公學校修身書

卷一》
（臺北：臺灣

總督府，1938 年），頁 6。

圖 4- 9 修身科第八課「保持清潔！」（二）（きれいにせよ）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
《臺灣總督府
總督府，1928 年），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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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首先會解釋圖片，圖 4-8 中的兒童名叫阿福，拿著媽媽給的牙刷（原文：
楊枝74）正要刷牙。在這個春天，媽媽給了阿福一支牙刷，並且教會阿福刷牙。
起初阿福常會忘記要刷牙，不過現在已經養成習慣，在飯後、就寢與起床時都會
刷牙，保持牙齒乾淨，然後老師開始解釋為何要刷牙，告訴兒童蛀牙容易導致生
病，而刷牙是防止蛀牙的最好方法。
接著，老師向同學解釋圖 4-9 中的主人翁請媽媽幫忙剪指甲的情況。描述阿
福在學校中聽了老師的話，知道必須定期剪指甲，避免指甲藏污納垢，容易污染
食物而病從口入，而且指甲太長的話，運動時容易受傷。然後，從課文引伸出保
持乾淨的重要性，再次提醒兒童不要用手擤鼻涕與隨便吐痰，隨身攜帶手帕衛生
紙，保持身體乾淨，飯前廁後要洗手，每天都要洗澡。課堂最後，老師會帶領兒
童討論課文內容，加強兒童的學習效果。75
下一課介紹飲食衛生，課文裡的主人翁是阿水（圖 4-10）。有一天阿水莫名
的肚子痛並上吐下洩，請來醫生診療，醫生檢查了阿水的嘔吐物發現水果的殘渣，
診斷阿水是因為吃了未熟的水果導致肚子痛。問了阿水才知道，原來阿水在下午
三點的時候，摘了柚子吃，但卻沒注意到柚子還沒熟。老師描述了阿水的狀況後，
告訴兒童身體要保持健康，首先注意的是飲食。像阿水這樣吃下沒有成熟的文旦，
或桃子、李子等水果會導致肚子痛，嚴重的時候甚至會危害到生命。接著，老師
會再提到過去臺灣人習慣直接飲用生水都是不好的習慣，提醒兒童在炎熱的夏天，
空腹喝下冰水對腸胃有害，容易致病。76

74

清朝以前臺人潔牙的方式之一是使用楊柳枝，將楊柳枝泡在水裡，要用的時候，用牙齒咬開
楊柳枝，裡面的楊柳纖維就會岔出來，好像細小的木梳齒，形同於現在的牙刷，
http://tw.aboluowang.com/life/2008/0407/82241.html（2013 年 1 月 18 日瀏覽）
；
現代樣式的牙刷則是在日治時期傳入，當時稱為「齒刷」
，同時也有「齒磨粉」、
「煉齒粉」
、「齒
磨」
，是指牙粉與牙膏。1920 年代晚期臺灣人通常會使用牙粉、牙膏刷牙，只是使用時刻上的選
擇不定，多只著重在早上起床刷牙，或僅是漱口，至 1930 年代晚期，擁有自己專用牙刷者的比
例增加。課文中雖然是使用「楊枝」
，但所指的應該是牙刷的樣態，重點在於教導兒童刷牙與保
護牙齒的觀念。沈佳姍，
〈二十世紀前半葉臺灣漢人之清潔生活—以身體清潔為主〉
，國立臺北大
學民俗藝術研究所，2007 年，頁 25-36。
75
臺灣總督府，
《教師用 公學校修身書 卷一》（臺北：臺灣總督府，1928 年），頁 37-42。
76
臺灣總督府，
《教師用 公學校修身書 卷一》（臺北：臺灣總督府，1928 年），頁 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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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0 修身科第九課「當心飲食」（飲み食ひに氣をつけよ）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
《臺灣總督府

兒童用

公學校修身書

卷一》
（臺北：臺灣

總督府，1928 年），頁 7。

修身書上沒有文字，以簡單的幾張圖經過老師的講解，公學校兒童開始從教
科書中學習有關學校衛生的知識。以課文內容為主，老師還會延伸學習：要有良
好的生活習慣，保持身體與服裝的整潔，不暴飲暴食。推廣衛生習慣的落實，如：
流鼻水時不能用衣服或手擦掉，吃飯前與如廁後要洗手，每天攜帶手帕衛生紙、
定時剪指甲與每天刷牙洗澡、腐敗或是未熟的食物不能吃等，我們現在看來是理
所當然，從小就養成的基本衛生習慣，對於當時的公學校新生而言，很有可能是
第一次所學習到的觀念。77
二年級修身科第六課「清潔」，教導的是延伸公學校兒童在一年級所學的那
些衛生概念與習慣，另外增加「清潔與禮儀的關係」，告訴兒童若是不乾淨，不
僅會傷害身體健康，也是沒有禮貌的行為。同樣在二年級時，國語科中也出現了
洗衣服的場景。因為臺灣人經常用髒污的水洗衣服，所以課文中特別強調要在「乾

77

虎尾公學校，
《各學年修身教授細目》
（臺南州：虎尾公學校，1938 年），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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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的河水中洗衣服，78國語科與修身科在同一個年級講述同樣的概念，互相加
強清潔的概念。79修身科第七課「愛護身體」
（からだを大切にせよ），強調「健
康是幸福的來源」，教導藉由運動、均衡飲食以及保持乾淨使身體無恙，著重讓
兒童可以自己體會到身體健康的重要性。80同樣與身體有關，在第三學期，國語
科中介紹到「收音機體操」
（ラチオたいそう），文中主人翁與小花，在暑假的時
候每天早上六點半就到學校，在水田老師的帶領下，跟著其他人一起做收音機體
操。81本課要旨在鑑於公學校兒童的家庭缺乏衛生思想，因此希望兒童可以多多
留意增進健康的方法。82
三年級的課程中，國語課首先會上到「大掃除」
（大さうぢ），讓兒童認識到
大掃除法中固定每年春秋兩期的大掃除，鼓勵兒童幫忙家中大掃除。83在修身課
中舉日本江戶時代的貝原益軒84為例，課文中談到貝原益軒小時候體弱多病，因
此從小就認真的學習衛生知識，注意衛生，照顧身體，漸漸的身體越來越健康，
最後活到 85 歲。在這一課中，老師在教授過程中強調「貝原益軒正是因為注意
衛生，所以可以長壽」
，
「注意衛生，可以增進健康」兩個要點。教師手冊中尚列
出 10 條老師應該要指導兒童的要點：

一、經常注意兒童的姿勢，避免彎腰駝背
二、鼓勵勞動，多活動肢體
三、細嚼慢嚥後再吞下
78

79

80
81
82
83

84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用國語讀本 卷三》
（臺北：臺灣總督府，1938 年）
，頁 53-55；吉喜義春，
《公學校國語讀本教授書 卷三》（臺灣子供世界社，1938 年）
，頁 206。
二到五年級國語課程中與學校衛生相關之課文有：せんたく（清潔 卷三 第 11 課）
、ラチオ
たいきう（收音機體操 卷三 第 17 課）
、大さうぢ（大掃除 卷五 第 4 課）、身體檢查（身體
檢查 卷七 第 4 課）
、溫泉（溫泉 卷九 第 18 課）
。
虎尾公學校，
《各學年修身教授細目》
，頁 61-62。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用國語讀本 卷三》
（臺北：臺灣總督府，1938 年），頁 83-87。
吉喜義春，《公學校國語讀本教授書 卷三》
，頁 326-328。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用國語讀本 卷五》
（臺北：臺灣總督府，1939 年）
，頁 19-23；作者不詳，
《公學校國語讀本教授書 卷五》（出版社不詳，出版年不詳）
，頁 165-166。
貝原益軒是日本江戶時代初期儒學家、博物學家、平民教育家。名篤信，字子誠，初號損軒，
退隱後改號益軒，通稱久兵衛。著有《益軒十訓》
、
《大和本草》等書，對日本的藥物學有很大
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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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養成固定的時間吃飯，不吃零食的習慣
五、每天早上養成固定上廁所的習慣
六、固定的睡眠時間，不熬夜也不賴床
七、避免在光線不足或是光線太強的地方讀書寫字
八、讀書、寫字、裁縫等時候要特別注意眼睛與物品的距離
九、學校、停車場等比較多人聚集的場所，避免吐痰在痰壺以外的地方
十、鼓勵冷水摩擦、洗澡與深呼吸85

隨著兒童年紀的增長，老師在日常生活的衛生指導上越來越細緻。至三年級、
四年級、五年級，關於修身科中衛生的部分，重複強調「注意清潔，鍛鍊身體，
健康第一」，86強調健康對於人的重要性，重視實踐，將衛生習慣化作日常生活
的一部份。
五年級的修身科，關於衛生的部分強調「保持衛生可以確保身體健康，身體
健康不僅是個人的事，還是家庭，更是國家的事」，健康與公益連結，凸顯衛生
的重要性可以使國家變強，在這樣的思考下，兒童認識到：「為了國家，必須要
讓自己身體健康」
，也就是健康報國。高年級兒童的衛生內涵不只是保持規律生
活，鍛鍊身體健康，還要加上修養精神。87
到了六年級，教科中少了「養成衛生習慣」的教材，新登場的是「認識人體」，
由理科開始教授兒童偏向醫學的健康教育。六年級第一學期，兒童在「人體的寄
生蟲」
（人體の寄生虫）一課中會學到蛔蟲、十二指腸蟲、鞭蟲等常見的寄生蟲，
除了介紹寄生蟲的型態外，更重要的是教授寄生蟲是如何入侵人體，在生活上應

85
86

87

臺灣總督府，
《教師用 公學校修身書 卷三》（臺北：臺灣總督府，1929 年），頁 88-93。
三到五年級修身課程中與學校衛生相關之課文有：衛生（卷三 第 17 課）
、體をきたへよ（卷
四 第 5 課）
、よい習慣を造れ（卷四 第 8 課）、衛生一（卷五 第 6 課）
、衛生二（卷五 第 7
課）
；臺灣總督府，
《臺灣總督府 兒童用 公學校修身書 卷三到卷五》
（臺北：臺灣總督府）
；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用國語讀本 卷五》
（臺北：臺灣總督府，1939 年），頁 19-23。
臺灣總督府，
《第一種 教師用 公學校修身書 卷五》
（臺北：臺灣總督府，1930 年）
，頁
6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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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要注意防範的事項。88
六年級第三學期的理科內容全是在學習人體構造：諸如消化系統、血液循環、
筋骨肌肉、感覺神經等醫學知識。教科書中配有插圖（如圖 4-10），老師在上課
也會搭配模型與圖示，如圖 4-11，老師講解到「食物的消化」時會在黑板上掛上
腸胃示意圖，以及一具人體模型便於講課讓兒童瞭解。

圖 4- 11 左上為「尿與汗」
，右上為「食物的消化」
，左下為「人的身體」，
右下為「骨頭與肌肉」一課
參考來源：臺灣總督府，
《第一種

公學校理科書

卷三》
（臺灣總督府，1936 年），

頁 59-78。

88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用

理科敎授書

卷三》（臺北：臺灣總督府，1930 年），頁 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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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2 蓬萊公學校正在教授《公學校理科書》卷三，第 38 課「食物
的消化」
資料來源：姚哲生編，《楝花盛開時的回憶 :

日治時期畢業紀念冊展圖錄 第一冊》

（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 年），頁 148。

整個學期，兒童會學到人體各部位名稱以及功用，食物中所含的營養成分，
以及人體所需要攝取的營養，瞭解食物的消化過程、血液循環、呼吸作用、排泄
系統、神經構造與作用，並且知道如何保養各器官。最後以「衛生」一課為總結，
強調身體鍛鍊的必要性，從食物、衣服、家屋、土地、氣候等日常生活各方面著
眼，復習過去六年曾經學過的衛生知識與習慣。89兒童學習人體構造，有助於了
解自己的身體狀況，針對身體各部位、器官進行適切的加強與保養。
除了藉由修身科、國語科以及理科達到學習衛生知識與養成衛生習慣外，體
操科實施要旨：「使其身體各部均衡發達、動作機敏，自知維護增進健康、快活
精神而臻於剛毅，並養成遵守規律，崇尚協同合作的習慣」，企圖藉由體操科幫
助兒童活動筋骨，保持正確姿勢，求得身體規律，提升體力。90
89

90

臺灣總督府，
《第一種 公學校理科書 卷三》（臺灣總督府，1936 年），頁 59-78。公學校理
科書（卷三）與衛生有關的課文有：人體的寄生蟲（第 11 課）、人體（第 36 課）、食物（第
37 課）
、食物的消化（第 38 課）
、血液循環（第 39 課）
、呼吸（第 40 課）
、尿與汗（第 41 課）、
骨頭與肌肉（第 42 課）腦、脊髓與神經（第 43 課）
、感覺器官（第 44 課）
、衛生（第 45 課）。
臺灣教育會，
《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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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公學校兒童入學後，開始學習衛生知識，並養成衛生習慣。修身科中設
計的衛生知識，搭配國語科的清潔觀念，91呈現橫向教科間的聯繫，使兒童在同
一年級重複接觸到同一衛生概念。接著於畢業前夕，兒童學習具醫學學理的人體
構造，並以「衛生」為理科的最後一課，再一次提醒兒童食物、衣物保持清潔，
養成健康的作息，進行適當的運動，92補強兒童對於衛生的認識。

小結
總督府藉由學校，可以直接塑造其理想兒童。在校園環境與設備方面，總督
府以保護兒童的發育與健康為目的，營造完善衛生空間給學童學習成長；學校行
事中，校方安排了許多衛生與體育活動，如運動會、遠足、全校大掃除等，以及
由師生共同維護校園的衛生工作，幫助兒童保持身體健康；還有校方因應各校天
氣、自然環境與人為設備等情況的不同，編纂屬於該校的衛生手冊供給學童學習；
同時，有校園醫護人員監控學童的身體狀況，著重「豫防」疾病，並提供簡單的
醫療，在兒童受傷，或是有疾患的時候，可以及早治療與矯正。
在教室中，兒童一早接受儀容檢查；上課時，一邊學習衛生知識，同時坐在
符合自己身形的桌椅，以正確的坐姿避免駝背或脊椎側彎；中堂下課，老師會鼓
勵兒童多到教室外運動遊戲，伸展筋骨；用餐時，兒童在老師的照護下，時時被
叮囑貫徹衛生的用餐習慣；最後，放學前兒童尚須打掃與美化校園等一連串的勞
動工作，旨在要兒童養成衛生習慣。另一方面，透過課本，教師授與兒童近代衛
生知識，兒童開始有衛生與健康觀念。隨著兒童年齡的增長，總督府教授給兒童
的衛生不純然是知識，而是強調衛生、健康與國家的關係，要求兒童為自己的身
體負責，宣傳保持健康是報效國家的方式之一。

91

92

臺灣總督府，
《第一種
61-75。
臺灣總督府，
《第一種

教師用

公學校修身書

公學校理科書

卷五》
（臺北：臺灣總督府，1930 年）
，頁

卷三》（臺北：臺灣總督府，1936 年），頁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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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衛生事業的宗旨在於保護與增進兒童健康，是否達到目標，關鍵在於教
育現場如何落實衛生教育。承第三章所言，總督府在不同的時間點，對於健康兒
童的標準並不相同，雖然本章並非以通時性的論述方式探究學校中的衛生事業，
但諸如：校園環境與設備具衛生考量，運動會、朝會體操、打掃時間等體育活動
的設計，以及教師與醫護人員對於兒童的照護等事務，是學校衛生事業推展過程
中最基礎的部分，因而貫徹整個日治時期。
總督府的學校衛生事業方針，因應不同的統治目標，有著重體格、體質或是
體力的差別，不過在相異的大方針下，教育現場中有許多基礎的學校衛生事務維
持不變。學校被賦予監控與保護兒童健康之任務，同時亦是具有簡單醫療性質的
場所。透過學校，總督府從環境設備、學校行事、醫護人員到教材內容著手，將
一個一個進入校園的兒童，打造成理想的健康兒童，並且希望兒童畢業後，仍然
可以持續衛生習慣，保持身體健康，並將健康觀念與衛生知識傳遞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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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論文關心的重點在於日本統治時期，臺灣的學校衛生事業與制度的演變。
分別從行政組織、事業內容以及教育現場三部分來討論。綜合三方面學校衛生發
展特色，最後可將日治時期的學校衛生事業發展分為 1895-1930 年，1930-1938
年以及 1938-1945 年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895-1930 年）中，臺灣學校衛生是作為殖民地公共衛生的一個
環節，配合以「防治」為主的目標，著重於整備學校設施、設置學校醫以及制定
各種學校衛生法令與規則，另一方面，以醫學知識為基礎，實施身體檢查，定期
檢查兒童的「體格」與「體質」，意即是身高、體重、發育情形、疾病有無等情
況，目的是要「保護兒童健康」。
1920 年代以後，日本內地對於學校衛生構想開始有所轉變，臺灣方面也可
以看到文教局設立、體育風氣漸盛，學校衛生事業逐漸加入體育的概念，不過，
正式將體育概念納入學校衛生事業，則要到 1930 年以後，因此本文視 1930 年為
學校衛生事業第二階段的開始。
1929 年文教局內新置「體育衛生係」
，分別由具有醫學背景的兼任技師，以
及與體育界有淵源的人來共同負責；在事業內容方面，除延續上一階段以身體檢
查為中心的學校衛生之外，此期著重於推廣體育運動，對全島兒童進行體力測驗，
關心兒童的「體力」狀況，意即運動能力。另一方面，1931 年開始由臺灣教育
會召開「全島學校衛生研究會」（1931-1937）
，是定時討論全島學校衛生發展會
議的濫觴。此外，各地舉辦學校醫會議與學校衛生講習會的頻率也增加，各項會
議中不僅討論防疫、學校醫與身體檢查等過去即有的項目，對於「體育運動」的
討論比例也越來越高。
第二階段的學校衛生事業，就其內涵可以分為「消極」與「積極」的學校衛
生，前者是延續前階段以「疾病防治」與「身體檢查」為主要業務的學校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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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保護兒童健康」，後者是新加入「體育」概念的學校衛生，目標為「增
進兒童健康」。此時學校衛生行政由具有衛生、醫學知識者以及與體育界相關者
主導，在相關會議的舉行次數與討論，相較前階段明顯積極許多。
第三階段為 1938-1945 年，1938 年臺灣總督府為配合日本本國的國民體位
向上政策，新設體育官統領社會體育與學校衛生，職務要項擴大，執掌學校衛生
事務者由兼任轉為專任，職等升級，等同課長。同年，總督府還設有專職處理學
校衛生事務的組織－「臺灣學校衛生會」，發行《臺灣學校衛生》會誌。
進入戰時體制後，人力動員越發迫切，總督府對於兒童健康的標準更加提高。
1938 年總督府改正身體檢查規則，強調檢查成績的利用，對個人進行適切的養
護鍛鍊，並將檢查對象擴大到學校職員。日本政府高打「體位向上」為國策，提
出「體位」概念來包攝以往體格、體質與體力三種概念，強調消極的學校衛生與
積極的學校衛生是一體兩面的概念，並在此基礎上，配合國策「體位向上」，國
家認為必須靠體育提升體位，凸顯體育的重要性，故體育官丸山芳登在此階段談
及學校衛生事務時，都改以「學校體育」一詞取代「學校衛生」。
此期，總督府要求兒童「主動」維持身體健康，提升體力，因此提倡「健康
教育」概念，希望藉由教育將衛生知識傳遞給兒童，訓練兒童的衛生習慣，促成
兒童養成為自己健康負責的態度；重視兒童在學校之外，也實踐衛生生活。
透過學校衛生，總督府得以製作國家需要的健康兒童。不過，臺灣學校衛生
事業發展的實績，與日本內地學校衛生相比，許多方面都略顯不足。首先是，行
政體系，日本內地在 1920 年代起恢復被廢除的文部省學校衛生課，增設學校衛
生官，爾後學校衛生課更名為體育課，並在 1940 年升格為體育局，另一方面，
1938 年日本政府增置厚生省，專職處理國民體力問題。其次是投入人力的部分，
日本本國各地設有地方學校衛生技師；學校醫、學校看護婦以及養護訓導的設置
情況較為普遍。第三是在組織方面，1920 年代起固定召開「全國學校衛生主事
會議」
，還有許多不定時的講習會。而臺灣在 1938 年設置體育官之前，學校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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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投入的人力明顯不足，至日本統治結束為止，學校看護婦與養護訓導的設置
率偏低；同時，臺灣的「健康教育」僅能視作是一種尚未成熟的「概念」，僅在
部分小公學校看出影響。
臺灣學校衛生發展雖不若日本內地積極，但公學校中無論是空間、教材或是
學校行事作息都具衛生考量。在學校的保護下，兒童成長的發育速度加快，體格
成績進步。從統計數字上來看，兒童發育狀況確實獲得改善（參考附錄十）。
另一方面，日治時期學校衛生對於戰後衛生事業發展的影響也不容忽視。派
翠西亞‧鶴見( E . Patriccia Tsurumi )曾訪問一位鄉村初等學校的教師，他提到：

日本殖民主義非常可惡，使臺灣人處於劣勢，幾乎所有好的工作機會都給臺
灣的日本人，臺灣人才被拒於高等學校之門，但它做了一件好事，就是大幅改善
了人民的健康，因為日本人使人民注意清潔。我們從學校一年級起就學到這件事，
這就是為什麼（日治時期）早期沒有人會天天洗澡，而現在，不洗澡將是件不可
思議的事。1

另外，曾就讀過宜蘭公學校的一位耆老則這麼說：

我可以說受日本教育的影響很深，幸好壞的沒有學到，好的還學了不少。像
誠實、守時及好的衛生習慣等，對我一生助益不少。
「早起早睡是健康之本」
、
「吃
得八分飽，不用醫師沒煩惱」，這些好的衛生習慣，對健康有很大的幫助。最基
本的像手帕及衛生紙，我每天都隨身攜帶。

1

2

2

E. Patricia Tsurumi 著、林正芳譯，
《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
（宜蘭縣：仰山文教基金會，1999 年）
，
頁 133。
宜蘭縣政府，
《宜蘭耆老談日治下的軍事與教育》
（宜蘭：宜蘭縣縣史館，1999 年）
，頁 190，
李英茂討論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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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口述訪談中我們可以看到戰前受過近代教育的耆老，肯定日治時期衛生教
育的成效，其在初等學校中建立的衛生習慣延續至戰後，仍持續身體力行，日治
時期學校衛生教育影響戰後臺人的清潔衛生觀。
1950、60 年代是戰後學校衛生行政與教育奠基期，此時中華民國政府（後
簡稱：
「國府」）設置衛生督學、建立衛生導師制度、訓練國校護士與保健員，成
立專職負責學校衛生教育的「台灣省政府教育廳衛生教育委員會」
， 以制定學校
衛生教育相關條例，校園內則有「學校衛生教育委員會」，由校長、主任、訓育
組長、衛生導師、護士、級任老師以及五六年級學童的衛生隊員共同組成，負責
學校衛生工作。3
戰後學校衛生事業要項與日治時期相當程度的相似性，最顯而易見的是學童
身體檢查，以及每日晨間服裝儀容檢查，國家藉由檢查掌握兒童發育與身體的情
況，從日治時期延續至今。衛生督學的設計，類似日本統治時，視學官至小公學
校視察校園衛生的作用；校護的設置與訓練，與 1930 年代臺灣總督府開始推動
學校看護婦以及相關講習會的開辦相似；還有由學校職員與學生共同負責學校衛
生工作，在日治時期的小公學校中就有相同規劃。戰後，國府為了便於教師落實
衛生教育，編制「國校級任導師衛生手冊」，訂定國民學校各年級健康教育教學
指引，以及教學目標與進度，其實施方式即如戰時下「健康教育」中的「衛生訓
練要目」。
戰後的學校衛生發展除了延續國府在大陸時期的統治經驗外，從戰前到戰後，
學校衛生行政的建立與推行，在學校中執行衛生事務的教師等，不論從行政面或
人事面，都不能忽視日治時期學校衛生事業帶來的影響。

3

衛生督學：衛生處派技正一名，調任教育廳，以衛生督學名義負責學校衛生計畫，以及聯繫教
育廳、衛生處，便於兩行政單位共同合作推動學校衛生事務；衛生導師制度：1951 年由教育
廳、衛生處共同負責在暑假舉辦衛生導師講習班，調訓全國各國民學校，每校一位老師，以衛
生導師名義接受訓練，兩週為一期，共三期。衛生導師的職責在於將受訓期間所學的技術與知
識，傳授給全校教師，使每位教師成為實際推行學校衛生的執行人員；張淑卿，〈國家與兒童
健康：1950-60 年代臺灣國民學校的衛生教育〉，
《國史館館刊》24（2010 年）
，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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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家統治的角度來看，我們不能忽略近代學校作為國家教化機關的性格，
透過學校教育，國家可以製作符合國家理想的健康兒童。日治時期國家藉由學校
衛生掌握兒童生長情況，確保兒童健康，以保障強國的地位；如今，掌管學校衛
生的最高行政機關的教育部體育司宗旨為：「奠定國民健康基礎，使國民充分發
揮潛能，提高國家競爭力及提升國民生命品質」
，4兩者同樣都是國家為了保障國
際間的競爭力，因此必須保護國民健康。國民的健康與否聯繫著國家強盛程度，
在這樣的認識下，縱使經過政權轉移，國家掌握兒童健康的特性仍然不變，而學
校正是國家確保產出符合國家需求的工廠。
本文尚有許多未盡之處，值得進一步探究。其一，是兒童的反應。例如，作
為學校衛生事業施展對象的兒童，在面對身體檢查、晨間檢查等衛生活動的進行
時，是否真正瞭解檢查的意義，或只是虛應了事；朝會體操的進行，兒童是為了
強健自己體魄而行，或是當作遊戲好玩而已。易言之，兒童是如何理解學校衛生
教育，進而從兒童接受情況，審視國家推行的學校衛生事業成效，這是必須進一
步研究的課題；其二，是關於戰前到戰後學校衛生發展的連續性與斷裂性。目前
在連續性的部分，顯而易見的是健康檢查與儀容檢查的傳承，或是耆老們在日治
時期接受教育後，延續衛生習慣的部分，不過尚缺乏整體性論述，如從行政體系、
教材內容、體育活動、衛生思想等方面針對戰前與戰後的學校衛生發展進行分析，
這是未來需要更進一步思考的課題。

4

教育部 體育及健康教育資訊網 http://140.122.72.62/intro/viewIntro（2013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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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 日治時期學校衛生重要法規與事件
時間 臺灣

日本本國

1891

 文部省設置學校衛生事項取調囑託一名（三島
通良）

1895

 文部省中設置學校衛生顧問與學校衛生主事

1897

 訂定「學生生徒身體檢查規程」
，直轄學校一
年實施 2 回身體檢查
 訂定「學校醫職務規程與「學校醫資格」
 制定「學校傳染病豫防及消毒方法」

，訓令第 218 號，視察
1899  「學事視察規程」
內容之一「設備之齊否及衛生之適否」
 改正「學生生徒身體檢查規程」

1900

 改正文部省分課規程，設置學校衛生課
，訓令第 295 號
1901  「臺灣公學校設備規程」
，規定學  廢學校衛生主事及學校衛生課，保留學校衛
1903  「臺灣公學校生徒机腰掛寸法」
校學童用桌椅尺寸

生取調囑託，事務合併至文書課

，府令
1910  「臺灣小學校兒童身體檢查規程」
第 29 號
 「臺灣公學校兒童身體檢查規程」
，府令
第 30 號
 「臺灣小學校學校醫職務規程」
，訓令第
72 號
 「臺灣公學校學校醫職務規程」
，訓令第
73 號
，敕令抄錄第
1911  「臺灣總督府官制中改正」
260 號，規定「學校衛生以及建築相關事
項」由學務課視學掛負責
1912  「臺灣公學校兒童身體檢查規程中改
正」，府令第 5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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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日本學校衛生協會成立

1913

 《日本學校衛生》創刊（大日本學校衛生協
會）
 第一回文部省主辦學校衛生講習會

1914

 第一回學校衛生協議會召開（大日本學校衛
生協會主辦）
 文部省設置學校衛生官

1916

 文部省設置學校衛生會，作為大臣諮問有關
學校衛生事項的機關
1917  「臺灣總督府學事視察規程」，訓令第
102 號，學事視察內容之一，「設備之
齊否及衛生之適否」改為「學校衛生的
狀況」
 囑託總督府防疫醫官醫學士荒井惠，為
學務部學校衛生事務主任，進行教職員
的健康檢查
1919

 制定學校傳染病豫防規程

1920

 制定「學校醫資格及職務相關規程」
 制定「學生生徒兒童身體檢查規程」
（廢止「學
生生徒身體檢查規程」）
 訂定「發育概評決定規準」
 帝國學校衛生會成立

，府令第  雜誌《學校衛生》創刊（帝國學校衛生會發
1921  「學校生徒兒童身體檢查規則」
35 號

行）

 「身體檢查規則ニ依ル發育概評決定標
準ノ件」，訓令第 32 號

 文部省大臣官房下設置學校衛生課（課長為
北豐吉）

 「學校傳染病豫防規則」，府令第 66 號
1922  「臺灣ニ於ケル公立學校ニ學校醫ヲ置
クノ件」，敕令第 24 號
 「臺灣公立學校醫ノ囑託及執務ニ關ス
ル規則」，府令第 14 號
第一回全國聯合學校衛生會總會開辦

1923
1926  「臺灣總督府官房竝各局事務分掌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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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改正」，訓令第 77 號，設立文教局，
由督學室負責「體育及學校衛生相關事
務」
1927  「臺灣總督府官房竝各局事務分掌規程
中改正」，訓令第 24 號，改由學務課負
責「體育及學校衛生相關事項」
 原由內務省主管的體育運動，為一元化，劃

1928

歸文部省管理，大臣官房學校衛生課改稱衛
生課。
 學校看護婦機關制《養護》創刊（帝國學校
衛生會發行）
1929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處務規程中改

 文部省獎勵學校看護婦設置，發佈學校看護

正」
，彙報(官廳事項)，學務課下增置「體

婦職務相關之件

育係」
 文教局所務規程改正，
「體育係」更名為
「衛生體育係」
，並增置一兼任學務課技
師
1931  臺灣教育會舉行第一回「學校衛生研究

 公布「學校齒科醫及幼稚園齒科醫令」

會」
1933  臺灣教育會舉行第三回「學校衛生研究
會」
 文教局公布「體力檢查實施要項」
 美國衛生教育者 Turner.C.E 來日，於日本各

1934

地演講
1935  臺灣教育會舉行第四回「學校衛生研究
會」
，府令第 21 號。
1936  「學校傳染病豫防規則」
改正 1921 年的「學校傳染病豫防規則」
。
1937  臺灣教育會舉行第五回「學校衛生研究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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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召開臺灣學校衛生會創立委員會，成立

 創設「厚生省」

「臺灣學校衛生會」
 「臺灣總督府官制中改正」，敕令第 554
號，增加一名體育官（丸山芳登）
、一名
體育官補（小渡有靜）
 臺灣學校衛生會開始刊行《臺灣學校衛
生》，為季刊
 「學校身體檢查規程」，府令第 10 號
1939  第一回臺灣學校衛生會總會
1940  第二回臺灣學校衛生會總會
 《臺灣學校衛生》改為雙月刊
 「學校醫及幼稚園醫職務規程」
，府令第
127 號
 「學校齒科醫及幼稚園齒科醫令」
，勅令
第 555 號
 「學校齒科醫及幼稚園齒科職務規
程」，府令第 128 號
1941  第三回臺灣學校衛生會總會

 大臣官房體育課升格為體育局

 「臺灣公立國民學校規則」，府令第 47

 制定「養護訓導試驗檢定相關之件」

號，規則中增置「養護訓導」
 體育官補改由藤本秀松出任
1942  第四回臺灣學校衛生會總會
資料來源：日本學校保健會 編集，文部省 監修，
《学校保健百年史》
（東京都：第一法規出
版株式會社，197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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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二 丸山芳登期刊文章一覽
日期
1.

1917-07-10

期刊

刊號

篇名

臺灣米穀移出商

n007

衛生上より見たる臺灣米

同業組合月報
2.

1933-02-20

霸王樹

v001n002

3.

1937-10-01

社會事業の友

n107

血液型の由來
統計上より觀たる本島在住學生生徒
兒童の視器に就て

4.

1938-01-01

臺灣教育

n426

體位と云ふ熟語の意味

5.

1938-01-01

社會事業の友

n110

我邦國民體位の現情と其の對策

6.

1939-01-01

社會事業の友

n122

再び我國民體位の向上策に就て

7.

1938-04-01

臺灣婦人界

v5n4

女子の職業と保健上の注意

8.

1938-09-01

臺灣學校衛生

n001

學校體育の指導精神

9.

1938-09-01

臺灣學校衛生

n001

草山夏季學園收容兒童の發育及機能
力概觀

10.

1938-09-01

臺灣學校衛生

n001

久留米學園を觀る

11.

1938-12-01

臺灣學校衛生

n002

血液型と氣質との間に相關々係あり
や

12.

1939-03-01

臺灣學校衛生

n003

臺灣に於ける內臺人青少年の發育推
移に就て

13.

1939-05-13

社會事業の友

n126

出生‧死亡の消長より觀たる日本國
民の將來に就て

14.

1939-06-01

臺灣學校衛生

n004

水の飲料としての諸要件

15.

1939-06-01

臺灣學校衛生

n004

學童の發育と季節との關係

16.

1939-06-01

臺灣學校衛生

n004

石川縣立教員保養所參觀記

17.

1939-09-01

臺灣學校衛生

n005

學校體育の再認識

18.

1939-09-01

臺灣學校衛生

n005

臺灣に於ける學校體育の沿革概要

19.

1939-09-11

部報

20.

1939-10-10

社會事業の友

n131

臺灣に於ける乳幼兒死亡の實際

21.

1939-12-01

臺灣學校衛生

n006

學校に於ける結核豫防事業

22.

1939-12-01

臺灣學校衛生

n006

臺灣に於ける出生死亡の季節的消長

23.

1939-12-01

臺灣學校衛生

n006

臺灣に於ける學校體育の沿革概要

時局と體育

（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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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940-01-01

臺灣教育

n450

學校體育の使命

25.

1940-01-01

社會事業の友

n134

臺灣人の高齡者

26.

1940-03-01

臺灣學校衛生

n007

學校身體檢查の徹底を望む

27.

1940-03-01

臺灣學校衛生

n007

臺灣人の出生に關する展望

28.

1940-03-01

臺灣學校衛生

n007

臺灣に於ける學校體育の沿革概要
（其の三）

29.

1940-05-01

臺灣學校衛生

n008

青少年養護設施の緊要性と夏季養護
學園開設に就ての注意

30.

1940-05-01

臺灣學校衛生

n008

臺灣在住內地人の人口に關する觀察

31.

1940-05-01

臺灣學校衛生

n008

臺灣に於ける學校體育の沿革概要
（其の四）

32.

1940-06-23

社會事業の友

n139

臺灣に於ける肺炎死に統計的觀察

33.

1940-07-01

臺灣學校衛生

n009

在臺內地人の內地生れ臺灣生れに依
る兩者の發育比較

34.

1940-07-01

臺灣學校衛生

n009

臺灣に於ける學校體育の沿革概要
（其の五）

35.

1940-09-01

臺灣學校衛生

n010

臺灣に於ける生徒兒童の體力檢查

36.

1940-09-01

臺灣學校衛生

n010

スポーツ日本一の京都市崇仁小學校
と伊東校長

37.

1940-11-01

臺灣學校衛生

n011

國民學校制に加へらる「衛生」の取
扱に就て

38.

1941-01-01

臺灣學校衛生

n012

學校醫令及學校醫職務規程改正に當
りて

39.

1941-01-01

臺灣學校衛生

n012

臺灣に在職する女教員の出產に關す
る統計的觀察

40.

1941-03-01

臺灣學校衛生

41.

1941-03-01

部報

42.

1941-05-01

臺灣學校衛生

n013

女子に對する特殊保健教育に就て
乳幼兒の保護

v004n001

臺灣人青少年の正常體重正常胸圍標
準

43.

1942-01-01

社會事業の友

n158

婦人の結婚適齡に就て

44.

1941-05-01

社會事業の友

n150

乳幼兒保護の重點

45.

1942-05-01

部報

學童の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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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1941-07-01

臺灣學校衛生

v004n002

學校に於ける養護設施の擴充を望む

47.

1941-09-01

臺灣學校衛生

v004n003

國民體力法實施と學校の責務

48.

1941-11-01

臺灣學校衛生

v004n004

學校看護婦諸姉の奮起を望む

49.

1941-11-01

臺灣學校衛生

v004n004

既往十二個年間に臺灣地方審查會よ
り推選せられたる健康優良兒童を省
みて

50.

1942-01-01

臺灣學校衛生

v004n005

體育人の觀たる肉體美の意義

51.

1942-03-01

臺灣學校衛生

v004n006

單名票身體檢查統計の實施年次に當
り重ねて身體檢查の意義を鮮明す

52.

1942-03-20

社會事業の友

n160

我國民の南方進出問題

53.

1942-05-20

臺灣學校衛生

v005n001

本島に於ける體育指導の特殊性

54.

1942-07-10

臺灣學校衛生

v005n002

少年期に於ける下腿長の發育狀態

55.

1942-09-10

厚生事業の友

n166

56.

1942-11-01

臺灣學校衛生

v005n004

國民學校用机腰掛の基準寸法に就て

57.

1943-01-01

臺灣學校衛生

v005n005

國民學校體鍊科教授要項及國民學校

國民體力法の實施と其の意義

體鍊科教授要項及細目の決定に際し
て所懷を述ぶ
58.

1943-03-01

臺灣學校衛生

v005n006

要養護者の選定と其の取扱に就て

59.

1943-03-01

臺灣學校衛生

v005n006

學生生徒の體力章檢定實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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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三 全島學校衛生研究會第一回~第五回討論事項
第一回（1931）

第三回（1933）

諮問事項

促進學校醫活動之適

1.

/研究事項

切方法

/聽取事項
2.

指示事項/

1.

注意事項/
希望事項

協議事項

身體檢查計測之

1.

件
2.

學校看護婦講習

第四回（1935）

學生生徒兒童身體

小公學校體育運

作為本島在學校衛生

檢查結果利用應特

動之需留意合理

上應考慮事項

別留意事項

指導事項

身體檢查需監察生

留意事項

學生生徒兒童身體

2.

4.

臨海教授之件

1.

單名票的諸學校

1.

身體檢查相關之
2.

學校生徒兒童疾

5.

3.

4.

身體檢查方法之改

1.

件（教育會）
2.

衛生教育徹底之

成之件（文教局）
2.

件（教育會）
3.

學校中健康相談

5.

學校衛生團體結

學校職員身體檢
查之件（文教局）

3.

中等學校入學考

善（臺北高校）

設施之件（教育

察之身體檢查集

身體檢查項目增加

會）

體力考察之件

小公學校校醫薪水

（文教局）
4.

對學生生徒的校

標準決定之件（花蓮

際競爭選手實施

件（臺中州）

港廳）

特別身體檢查之

學校看護婦設置之

件（文教局）

使兒童身心發達

6.

件（花蓮港廳）
7.

一節最適當的教
授時間以及最適

8.

當的休憩時間
（新竹州）
學校衛生日選定

9.

5.

普及徹底衛生教

口腔衛生相關之件

育之方法（臺北

（臺北一師）

州）

學校衛生費預計（花

6.

發現學生中「傷

蓮港廳）

寒」帶菌者之情

開辦學校衛生講習

況其處置法（臺

會之件（花蓮港廳）

北一師）

之件
8.

體力檢查相關之

衛生技師配置之

間（新竹州）

7.

1.

之件（高雄州）

之一日的學習時

6.

學校齒科醫囑託之

學生生徒兒童身
體檢查徹底之件

件（教育會）

各州專任衛生技

各地方專任學校

2.

件（教育會）

之件（臺北州）
4.

學校看護婦設置之

學校衛生指導強
化之件

臺灣總督府報告例

體查部分改正之件

術官及助手配置

1.

檢查器具改善之件

體育日之件

3.

鑑於現況之身體

當之標準

3.

病治療之件

2.

虛弱者的養護需

中學生生徒兒童身

2.

1.

徒兒童選定相關適

會之件

件

第五回（1937）

7.

寄宿之南京重發

對學校職員的運

生情況及其徹底

動獎勵之件

驅除法（臺北一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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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研究

本島兒童體型的統計

發表

之考察（皆吉質）

1.

腸內寄生蟲之預防
與治療（橫川定）

2.

「沙眼」的學校治療
與預防（茂木宣）

3.

兒童牙齒疾患及其
預防法－特別是六
歲的臼齒保護（大橋
平治郎）

參觀

臺北市旭尋常小學校
衛生室設備
資料來源：
〈全島學校衛生研究會〉
，《臺灣教育會》351（1931 年 10 月 1 日）
，頁
102-110；
〈第三回學校衛生研究會に於ける研究事項審議特別委員會回答
書〉，
《臺灣教育》381（1934 年 1 月），頁 140-143；〈第四回學校衛生研
究會概要〉，
《臺灣教育會》393（1935 年 4 月 1 日），頁 113-117；〈學校
衞生研究會

五、六兩日開催〉，
《臺灣日日新報》，1937 年 8 月 5 日，n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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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四 臺灣學校衛生會會則
第一章 名稱 目的及事業
第一條 本會稱為臺灣學校衛生會
第二條 本會以改善振興臺灣學校衛生為目的
第三條 本會為達前條之目的，進行如左之事業
一、進行有關學校衛生的調查和研究
二、舉辦學校衛生相關的講演會、講習會
三、提出學校相關諮問申答
四、表彰衛生優良之學校及對學校衛生有功勞者
五、褒賞研究論文及補助研究經費
六、發行會誌
七、其他有關學校衛生之事項
八、本會事務所設於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內
第二章 組織
第四條 本會以學校衛生關係者、學校職員及其他有志者所組織而成
第五條 本會之會員分成如左三種
一、普通會員 贊助本會之旨趣，繳納定額會費者
二、團體會員 讚至本會之旨趣，繳納定額會費之學校、學校保護者
會及其他由本會認定適當的單一團體
三、名譽會員 對本會特有功績，於總會之決議被推薦者
本會會員應經由各州廳支會，又或是直接於本會提出申請，退會者
亦同
第六條 本會誌總裁一職，推戴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擔任
第七條 本會設有如下役員
一、會長一名
二、常務理事一名
三、理事若干名
四、評議員若干名
會長推舉臺灣總督府文教局長，常務理事推舉文教局學務課長擔任
理事及評議員由會長從會員中囑託，役員全為名譽職
第八條 理事及評議員之任期為兩年，但得再任
第九條 役員之職務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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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長代表本會，作為會議議長，總理本會一切事務
二、常務理事掌理常務，會長有事之時，可為代理
三、會長及常理事同時有事時，由會長指定理事代理
四、理事接受會長指揮，從事會務
五、評議員為役員會之議員
第十條 役員的職務如下：
一、會長代表本會，總理本會一切事務，並擔任會議議長
二、常務理事掌理常務，會長有事時由常務代理之
三、會長、常務理事同時有事時，由會長指定代理理事
四、理事接受會長指揮推行會務
五、評議員由役員會議員擔任
第十一條 書記設於本會從事庶務，由會長囑託
第十二條 本會於各州廳設置支會
第十三條 支會訂立規程應得會長同意
第十四條 支會役員的名單應該向會長報告
第十五條 支會相關的重要事項應向會長報告
第十六條 本會會議有總會、理事會與役員會
第十七條 每年召開一回總會，進行如左事項，但在必要時得召開臨時總會
一、去年度的庶務與會計報告
二、學校衛生相關協議建議研究發表及演講等
三、諮問事項的答申
四、其他必要事項
第十八條 理事會理事組織而成，審議重要事項，且就臨時緊急要實施之要
項，得代行役員會之權限
理事會由會長隨時召集召開
第十九條 役員會以理事與評議員組織而成，依照會長召集而開
在役員會上應提出附議事項如左
一、預算及決算
二、其他緊要事項
第二十條 會議決議需得出席會員過半數同意，可否同數由議長決定
總會的議決行使權，團體會員僅代表一名
第三章 會計
第二十一條 本會之經費來源為會費、補助金、寄付金及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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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本會會員據下之區分繳納會費
一、普通會員 年額金二圓
二、團體會員 年額金五圓
以繳納之會費不予退費
第二十三條 本會之會計年度自每年四月一日始，至隔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
附則
第二十四條 本會則若無總會出席會員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則不得變更
第二十五條 本會則施行相關必要細則由會長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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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五 臺灣學校衛生會總會第一回-第四回討論事項
第一回（1939）
協

1.

議
事

於市街庄囑託若干名學校

第二回（1940）
1.

醫之件（基隆市分會）
2.

項

臺灣學校衛生會役員囑託

4.

要養護者選定範圍協定

2.

第四回（1942）

學校衛生講習會開辦
之件（花蓮港廳支會）

學校看護婦素質向上及

2.

國民學校養護訓導養

量的擴充計畫之件

成機關設置（花蓮港廳
支會）

市分會）

3.

學校醫待遇之件

學校職員結核診斷與其對

4.

教員疾病治療相關之件

3.

學校養護負素質向上

策建議之件（基隆市分會）

與量的擴充計畫樹立

學校職員體格檢查實施徹

之件（基隆市分會）

底相關之件（花蓮港支會）
5.

1.

報告

地方民間人士之件（基隆

3.

第三回（1941）

4.

要養護者選定範圍協定之

學校建築相關之件（基
隆市分會）

件（本會）
研

1.

究
發

本島人兒童坐高（小渡有

1.

靜）
2.

表

學童發育與季節之關係

4.

基隆市初等學校兒童扁平

2.

5.

6.

基隆市小公學校兒童結核

少年期腿長

山芳登、小渡有靜）

發育狀態（丸

基隆市壽國民學校照

山芳登）

臺灣人髮渦（山下靜一）

乘三）

常兒童補正

中等學校學生體力之

成績（中川孫

現狀（岸本正賢）

次郎）

別發育比較（丸山芳登）

本校兒童過去一年間病缺

1.

度測定與其對策（小島

體力檢查成績之考察（松
5.

2.

內臺人青少年坐高（丸

靜）

在臺內地青少年的出生

席之調查（鶴居勇造）
6.

3.

內臺青少年坐高（小渡有

足統計之觀察（小島□三） 4.

下義雄）

1.

病缺席狀況（藤原耕治）

（丸山芳登、鶴居勇造）
3.

過去兩年間我校兒童生

3.

虛弱兒童紅血球沈降速

2.

3.

我校色神異

有關在臺灣

度測定成績（內田長平）

頭部白癬（楊

基隆市小公學校 X 光檢

東波）

查報告（筱村安雄）

相關之研究（內田長平）
7.

基隆市初等學校兒童沙眼
與家庭調查（筱村安雄）

8.

基隆市初等學校兒童白喉
預防實驗（筱村安雄）

9.

基隆市初等學校兒童的耳
鼻咽喉科疾患（濱野博）

演

1.

講
2.

我國青少年體位向上之策

1.

異常兒童（奧村二吉）

（丸山芳登）

2.

關於作業疲勞（力丸慈

腸管內寄生原蟲（橫川定）

1.

臺灣人口的將來（臺北

1.

帝大教授 曾田長宗）

國民體力問
題與結核（台

圓）

灣軍軍醫部
部長

水野

操）
役



文教局長指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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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會員勸誘加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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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會員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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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1.

會

官公立小公學校教員治
療費給與相關之件

2.

2.

學校醫及幼稚園一、學校
齒科醫令公布之件

3.

件

學校職員身體檢查公布

學校衛生振興測相關
之件

3.

誘加入之件
2.

學校衛生振
興策之件

體育衛生設施優良校
表彰相關之件

之件
4.

小公學校武道講習會開
辦之件

校外體育指導相關之件

資料來源：
〈第一回臺灣學校衛生會總會概況〉，
《臺灣學校衛生》5（1939 年 9 月 1
日）
，頁 56-58；
〈第二回本會總會概況〉
《臺灣學校衛生》8（1940 年 5 月
1 日），頁 75-78；
〈第三回本會役員會及總會〉，
《臺灣學校衛生》4：1（1941
年 5 月 1 日）
，頁 74-76；〈本會第四回役員會竝通常に總會概況〉，
《臺灣
學校衛生》5：1（1942 年 5 月 20 日）
，頁 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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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六 內地人兒童發育概評表

資料來源：平塚佐吉，《臺灣小公學校關係法規類聚》（株式會社宏文社，1921 年），
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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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島人兒童發育概評表

資料來源：平塚佐吉，《臺灣小公學校關係法規類聚》（株式會社宏文社，1921 年），
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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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七 學童營養標準表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
《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二十五年報》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28
年）
，頁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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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八 岡野丈雄所編小公學校衛生訓練要目
1.

運動

低學年

高學年

高等科

運動名稱與使用上的注意

運動與健康

月經時與運動

運動前後應注意事項

夏季與運動
游泳的效果
運動的勵行
運動與內臟器官

2.

3.

4.

學習

睡眠

食物

通學上要注意事項

各學科目的衛生

教室中的衛生

預習、複習的方法

休憩時間

夏季與學習

優質的睡眠

睡眠的必要

避免肚子著涼

睡眠習慣

睡眠須知

夢與熟睡

用餐前後要注意之事

腹瀉

避免狼吞虎嚥

偏食

飲食的份量與種類

水果

買食的壞處

傳染病與飲食

零食、吃點心

營養與食品

學校便當

營養問題

有毒物質
5.

衣服

穿衣服的方式

衣服的目的

避免弄髒衣服

厚衣與薄衣

濕衣的害處

運動時的穿著

扣子掉落
6.

住居

讀書室的清潔

室內的通風與採光

乾燥明亮的室內

住居的目的
驅除蚊蟲害
家周圍的清潔

7.

8.

發育

姿勢

身體檢查的必要

了解自己的體力

瞭解自己的體格

虛弱兒童

正確的姿勢

不良姿勢的矯正法

站姿

脊椎彎曲

坐姿

胸廓異常

走路時的姿勢

姿勢與人體

姿勢不正的害處
9.

四肢

手腳的清潔

穿鞋

剪指甲

鞋襪、手套、扁平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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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飲用水、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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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測與洗手
四肢的衛生
10.

口腔

刷牙

睡前刷牙

齲齒

牙齒的衛生

漱口的方法

作為消化器官的口腔

主要的口腔疾病

食後刷牙
11.

鼻

擤鼻涕的方法

鼻與咽喉的關係

擤鼻涕紙

作為呼吸器官的鼻子

主要的鼻子疾病

鼻子的清潔
12.

13.

眼

耳

眼睛明亮

直射光線與日照不足讀書

洗眼的方式

的害處

砂眼的預防

近視的原因與預防

讓耳朵保持乾淨

游泳時耳朵的衛生

眼疾與衛生

主要的耳朵疾病

作為感知器官的耳朵
14.

頭

保持頭髮乾淨

剃髮的害處

戴帽子的方法

白癬的處理方式
頭髮的衛生

15.

皮膚

保持皮膚乾淨

冷水摩擦

洗臉的方法

乾布摩擦

獎勵洗澡

游泳與皮膚

皮膚的機能

日光浴與皮膚
皮膚的鍛鍊
16.

呼吸器

咳痰的處理方法

冬季室內的衛生

塵埃

寒冷空氣與呼吸

打開窗戶

口罩的使用

深呼吸

感冒的預防
呼吸器的生理衛生

17.

消化器

蛔蟲的害處

食物與消化器

蛔蟲的驅除法

寄生蟲

用藥注意

細菌與消化器

寄生蟲與消化器

消化與人體
18.

19.

循環器

排泄器

血的重要性

排尿上的注意

心臟與運動

循環器主要疾病

瘧疾的害處

循環器的生理衛生

運動前的排泄

排泄器的保護

通便與便秘
20.

神經系統

21.

清潔整頓

精神與人體
抽屜的清潔整頓

正確掃除的方法

物品保持乾淨

攜帶品的清潔整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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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巾

學校內的清潔
衣服、身體與住居的清潔

22.

急救處置

受傷的處置

毒蟲咬傷的處理

暈倒的處置

曬傷

中毒的處置

燒燙傷、骨折脫臼
繃帶的用法
23.

看護

看護規則

溼布與冰袋
家庭藥品
醫院與漢方藥
看病的經驗

24.

公眾衛生

流行病

急性傳染病、慢性傳染

學校傳染病

病

種痘

疾病與免疫

上下水道

菸酒的害處

一般公眾衛生
消毒法
25.

衛生習慣

清洗四肢的習慣

口腔的衛生

看病的規則與經驗

正確處理咳痰

睡前刷牙

公眾衛生上需注意事項

用餐的好習慣

眼睛的清潔

頭髮、指甲的清潔

鼓勵室外運動

矯正偏食

皮膚的鍛鍊

衣服、攜帶用品的清潔

消毒的習慣

早睡早起

睡眠的好習慣

鼓勵沐浴
皮膚的清潔

資料來源：岡野丈雄，
〈健康教育に就て〉
，
《社會事業の友》n78（1935 年 5 月 7 日）
，頁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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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九「我的身體」
（私のからだ）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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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身體」（私のから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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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身體」（私のから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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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身體」（私のからだ）封底

資料來源：臺南市港公學校，
《本校學校衛生の實際》
（臺南：臺南市港公學校，1940
年）
，頁 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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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十 日治時期公學校兒童（一年級與六年級）發育比較圖
一年級（7 歲）
身高(cm)
男

女

六年級（12 歲）

體重(kg)

胸圍(cm)

身高(cm)

體重(kg)

胸圍(cm)

1910 109.39

19.64

54.18

129.04

25.36

60.64

1922 109.09

17.18

53.64

129.09

25.29

61.82

1930 109

17.4

53.7

130.4

25.8

62

1937 109.6

17.5

54.1

131.1

26.6

62.1

1910 108.41

16.87

51.92

130.15

23.72

57.45

1922 111.21

15.69

48.79

129.7

25.3

59.7

1930 109.1

17.1

52.7

131.6

26.8

61.0

1937 108.7

17

53

132.6

27.2

61.4

資料來源：
《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九年報》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部學務課，1913 年）；
《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二十二年報》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文教課，1926 年）
；
《臺
灣總督府學事第二十九年報》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33 年）
；
《臺灣總督府
學事第三十六年報》（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40 年）。

134

製作健康兒童－日治時期臺灣學校衛生事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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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基隆市日新尋常小學校 ，1937
135

參考書目

年）
加藤卯吉，《臺灣豫防衛生概觀》（臺北：加藤卯吉，1935 年）
北豐吉，《學校衛生概論》（東京：右文館，1921 年）
平塚佐吉，
《臺湾ニ於ケル學校児童ニ関ス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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